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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指南

创建并升级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6 15:08:39

本文指导您如何在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创建体验版应用获取 SDKAppID，以及指导您如何将体验版应用升级为专业版或旗舰版应用。

已 注册腾讯云  帐号并完成 实名认证 。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

2. 单击创建新应用。

3. 在创建应用对话框中输入您的应用名称，单击确认。

创建完成后，可在控制台总览页查看新建应用的状态、业务版本、SDKAppID、创建时间以及到期时间。

1.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区域的查看可升级项，即可查看可以升级的具体配置内容。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创建体验版应用

说明

新建应用的业务版本默认为体验版，状态默认为启用。

同一个腾讯云帐号，最多可创建300个即时通信 IM 应用。若已有300个应用，您可以先 停用并删除  无需使用的应用后再创建新的应用。应用删除后，

该 SDKAppID 对应的所有数据和服务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升级应用

说明

应用使用套餐包从体验版升级至专业版或旗舰版，不支持退回至体验版。当应用出现欠费、退费导致停服后，如需继续使用原应用，您可以 续费  专业版

或旗舰版套餐包。如果您想重新使用体验版，请 创建新的应用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578#.E5.81.9C.E7.94.A8.2F.E5.88.A0.E9.99.A4.E5.BA.94.E7.94.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4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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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需要升级的配置项，勾选同意计费说明后，单击立即购买。

3. 如果您有因升级操作而不需要再继续支付的增值功能费用，我们将在变配成功后，为您进行自动退费处理。单击知道了，继续变配，进入订单详情页面，完成

支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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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1:19:29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进入应用的基础配置页面，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管理该应用的基本配置。

在应用套餐包区域内您能看到应用当前的业务套餐信息，并能进行以下操作：

单击应用套餐包区域的升级套餐包，您可以升级应用的业务套餐版本或配置。具体操作请参见 升级应用 。

体验版应用

专业版/旗舰版

TRTC 体验版 

在 TRTC 侧停用应用后，可 联系我们  停用并删除该应用。

在应用资料区域，您可以编辑该应用的基本信息，包括应用名称、应用类型和应用简介。

1. 单击应用信息右侧的编辑，进入应用设置的编辑状态。

应用套餐包信息

升级该应用的套餐包。

停用/删除该应用。

升级套餐包

停用/删除应用

说明

同一个腾讯云帐号，最多可创建300个即时通信 IM 应用。若已有300个应用，您可以先停用并删除无需使用的应用后再创建新的应用。 

仅状态为停用的应用支持删除，应用删除后，该 SDKAppID 对应的所有数据和服务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支持手动停用

 在基本信息区域，单击状态右侧的停用，在弹出的停用提醒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停用。

支持手动删除

 在基本信息区域，单击状态右侧的删除，在弹出的停用提醒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

欠费24小时后自动变为停用状态，如需删除，请  联系我们  删除该应用。

退费后自动变为停用状态，如需删除，请  联系我们  删除该应用。

配置应用资料

编辑基本信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577#.E5.8D.87.E7.BA.A7.E5.BA.94.E7.94.A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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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可以修改应用名称、应用类型以及应用简介。

3. 单击保存。

在基础信息区域，您可以获取该应用的密钥。

密钥信息为敏感信息，请妥善保密，谨防泄露。2019年8月15日前创建的应用（SDKAppID）默认使用区分公钥和私钥的 ECDSA-SHA256  签名算法，您可

以选择升级至 HMAC-SHA256 签名算法，升级过程不会影响现网业务。

1. 单击密钥右侧的显示密钥。

2. 单击复制即可复制并储存密钥信息。

 密钥可用于生成 UserSig，详细操作请参见 生成 UserSig 。

1. 单击对应平台推送设置区域的添加证书。

2. 根据弹出的添加证书对话框，配置相关参数：

配置基础信息

获取密钥

管理离线推送证书

添加离线推送证书

添加 Android 证书 

添加 iOS 证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688#ECDSA-SHA2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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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认保存配置。

1. 单击已有证书区域的编辑。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相关参数，单击确认保存配置。

1. 单击已有证书区域的删除。

2. 在弹出的确认删除证书中，单击确认。

1. 单击标签配置右侧的编辑，进入标签编辑弹窗。

2. 在编辑标签窗口可添加或删除已有的资源的标签。

编辑离线推送证书

删除离线推送证书

注意

删除证书会导致消息推送不可触达，且删除后数据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标签配置

编辑标签

管理腾讯实时音视频服务

腾讯实时音视频（TRTC）

腾讯实时音视频（TRTC） 可以帮您在当前的 IM 应用中实现音视频通话、语聊、会议等功能。

您可通过单击腾讯实时音视频服务功能区右上角的立即开通，快速开通 TRTC 服务，同时系统将为您在 TRTC 创建一个与当前 IM 应用相同 SDKAppID 的 

TRTC 入门版应用，二者帐号与鉴权可复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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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通话能力（TUICallKit）是 IM 的增值服务之一，是由 TRTC 与 IM 联合打造的通话组件，提供通话场景的 UI 组件快速集成方案，您可以在腾讯实时音

视频服务功能区对 TUICallKit 进行快速管理。

1. 开通音视频通话能力免费体验版。

开通后，单击腾讯实时音视频服务功能区右上角查看应用，即可前往 TRTC 控制台  查看对应的 TRTC 应用信息。 

音视频通话能力（TUICallKit）

在腾讯实时音视频服务功能区域内，单击卡片下方的音视频通话能力 > 免费体验。 

在弹窗中单击领取7天试用，即可成功开通音视频通话免费体验版。每个 SDKAppID 可免费体验2次，每次有效期均为7天；同时一个账号下所有 

SDKAppID 的体验总次数为10次。 

若您当前 SDKAppID 领取的体验版尚未到期，您可单击版本详情，在版本详情弹窗中单击体验续期直接使用第二次体验机会，此时体验版有效期将延长7

天。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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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购买音视频通话能力正式版。

单击卡片下方的音视频通话能力 > 购买正式版，可以进入 IM 套餐包购买页选购对应的音视频通话能力。完成购买后，系统将自动为您开通音视频服务，无需

手动开通。

3. 查看音视频通话能力详情。

如您已开通某一版本的音视频通话能力，可单击音视频通话能力版本后的查看详情，查看并管理当前音视频通话能力的版本。如果您想查看音视频通话能力包

的用量，请前往 TRTC 控制台，详情参见 TRTC 用量统计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7/5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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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31 10:55:45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功能配置>登录与消息，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管理登录与消息相关配置。

1. 在登录与消息页面，单击登录设置右侧的编辑。

2. 在弹出的登录设置对话框中，选择多端登录类型，设置 Web 端以及其他平台实例同时在线数量。

3. 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历史消息默认存储7天，延长历史消息存储时长为增值服务，具体计费说明请参见 价格说明 。每个自然月仅支持更改一次配置。

1. 在登录与消息页面，单击历史消息存储时长配置右侧的编辑。

2. 在弹出的历史消息存储时长配置对话框中，设置延长历史消息存储时长。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该配置即刻生效。

1. 在登录与消息页面，单击消息撤回设置右侧的编辑。

2. 在弹出的消息撤回设置对话框中，设置消息可撤回时长。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在登录与消息页面，在多端同步设置区域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删除会话后多端同步：

在登录与消息页面，在用户状态查询及状态变更通知配置区域可以开启用户状态查询及状态变更通知开关。

在登录与消息页面，在消息扩展设置区域可以开启功能开关。

登录与消息

登录设置

说明

旗舰版选择多平台登录时，Web 端可同时在线个数最多为10个；Android、iPhone、iPad、Windows、Mac、Linux 平台，每种平台可同时在线

设备个数最多为3个。

历史消息存储时长配置

消息撤回设置

说明

该功能仅对旗舰版用户开放，非旗舰版 购买旗舰版套餐包  后可使用，详见 价格说明 。为确保功能正常使用，请将终端 SDK 更新至5.9.0版本及以上，

Web SDK 更新至2.16.0版本及以上。

多端同步设置

开启：如果多端同时在线，删除会话会同步至各端，同步删除会话。

关闭：如果多端同时在线，一端删除会话后不同步至其它端。默认为关闭。

说明

删除会话后多端同步仅支持终端 SDK 5.1.1，Web SDK 2.14.0及以上版本，低版本用户如需开启同步请升级 SDK 版本。

用户状态查询及状态变更通知配置

说明

用户状态查询及状态变更通知默认关闭，此时客户端查询/订阅/取消订阅用户状态会收到 72001 错误码。支持终端 SDK 6.3及以上版本开启。该功能仅

支持旗舰版使用，您可以 单击升级  。

消息扩展设置

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1673
https://buy.cloud.tencent.com/avc?from=174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1673?from=17178#.E5.9F.BA.E7.A1.80.E6.9C.8D.E5.8A.A1.E8.AF.A6.E6.83.85
https://buy.cloud.tencent.com/a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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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录与消息页面，在会话列表拉取个数配置区域可以配置从云端拉取的会话个数，客户端默认可从云端拉取100个会话，可配置从云端拉取最多500个会话。

在登录与消息页面，在黑名单检查区域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发送消息后展示发送成功：

在登录与消息页面，在好友关系检查区域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发送单聊消息检查关系链：

设置添加好友的验证方式、好友自定义字段。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功能配置 > 好友与关系链，在默认加好友验证方式设置功能卡片右侧单击编辑。 

3. 选择合适的方式单击确定进行保存。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

消息扩展可以为消息增加 key/value 状态标识，基于此功能可实现投票、接龙、问卷调查等功能，详情请参见 功能文档 。该功能仅对旗舰版客户开放，

并且仅支持终端 SDK 增强版 6.7.3184 及以上版本，低版本用户请升级 SDK 版本。

全员推送设置

在登录与消息页面，在全员推送设置区域可以开启功能开关。

说明

全员推送，是用户运营利器，不仅支持全员发送特定内容，还可根据标签、属性，针对特定用户群体发送个性化内容，如会员活动、区域通知等，助力拉

新、转化、促活等各个阶段运营工作的有效进行，详情请参见 全员推送 。

会话列表拉取个数配置

说明

会话列表拉取个数配置仅支持旗舰版使用，非旗舰版用户请升级后使用。

会话列表拉取个数配置仅支持终端 SDK 5.1.1，Web SDK 2.0及以上版本，低版本用户如需配置请升级 SDK 版本。

黑名单检查

启用：若对方已将您的帐号加入黑名单，您向对方发送单聊消息时将提示消息发送成功，实际对方不会收到消息。默认为启用。

关闭：若对方已将您的帐号加入黑名单，您向对方发送单聊消息时将提示消息发送失败。

好友关系检查

开启：发起单聊时会先检查好友关系，仅允许好友之间发送单聊消息，陌生人发送单聊消息时 SDK 会收到 错误码 20009 。

关闭：发起单聊时无需检查好友关系，允许用户和好友、陌生人之间发送单聊消息。默认为关闭。

好友与关系链

设置添加好友验证方式

好友自定义字段

说明

最多可添加20个好友自定义字段，该字段不支持修改字段名与字段类型且不支持删除，请根据业务需求合理规划该字段。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810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459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671#.E6.B6.88.E6.81.AF.E9.94.99.E8.AF.AF.E7.A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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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功能配置 > 好友与关系链。

3. 单击好友自定义字段功能卡片右侧的新增。

4. 在弹出的好友自定义字段对话框中，输入自定义字段名，设置字段类型。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功能配置 > 用户自定义字段，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管理用户自定义字段。

1. 在用户自定义字段页面，单击右侧新增按键。

2. 在弹出的用户自定义字段对话框中，输入自定义字段名，设置字段类型，设置读写权限。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1. 在用户自定义字段页面，单击目标自定义字段所在行的修改权限。

2. 在弹出的用户自定义字段对话框中，修改读写权限。

3. 单击确认保存配置。

说明

字段名必须是英文字母，且长度不能超过8个字符。

用户自定义字段

注意

最多可添加20个用户自定义字段，该字段不支持修改字段名与字段类型且不支持删除，请根据业务需求合理规划该字段。

添加用户自定义字段

说明

字段名必须是英文字母，且长度不能超过8个字符。

需至少设置一种读权限和一种写权限。

修改用户自定义字段权限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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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功能配置 > 群组配置 > 群成员自定义字段，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管理群成员自定义字段。

1. 在群成员自定义字段页面，右侧单击新增按键。

2. 在弹出的群成员维度自定义字段对话框中，输入字段名称，设置群组类型及其对应的读写权限。

1. 在群成员自定义字段页面，单击目标群成员自定义字段所在行的编辑。

2. 在弹出的群成员维度自定义字段对话框中，修改已选群组类型的读写权限，或单击添加群组类型新增群组类型并设置其参数，群组类型不可重复。

群组配置

群成员自定义字段

注意

最多可添加5个群成员自定义字段，该字段仅支持修改群组类型及其对应的读写权限且不支持删除，请根据业务需求合理规划该字段。

添加群成员自定义字段

说明

字段名称只能由字母、数字以及下划线（_）组成，不能以数字开头，且长度不能超过16个字符。

群成员自定义字段名称不允许与群自定义字段名称一致。

单击添加群组类型可新增一组群组类型参数，群组类型不可重复。

单击目标群组类型参数组所在行的删除可删除该组群组类型参数，需至少保留一组群组类型参数。

编辑群成员自定义字段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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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勾选我已知道“群成员自定义字段”添加后，仅可修改已添加群组类型的读写权限；无法删除该字段，无法重新选择也无法删除已添加的群组类型。

4. 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功能配置 > 群组配置 > 群自定义字段，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管理群自定义字段。

1. 在群自定义字段页面，单击添加群维度自定义字段。

2. 在弹出的群维度自定义字段对话框中，输入字段名称，设置群组类型及其对应的读写权限。

群自定义字段

注意

最多可添加10个群自定义字段，该字段仅支持修改群组类型及其对应的读写权限且不支持删除，请根据业务需求合理规划该字段。

添加群自定义字段

说明

字段名称只能由字母、数字以及下划线（_）组成，不能以数字开头，且长度不能超过16个字符。

群自定义字段名称不允许与群成员自定义字段名称一致。

单击添加群组类型可新增一组群组类型参数，群组类型不可重复。

单击目标群组类型参数组所在行的删除可删除该组群组类型参数，需至少保留一组群组类型参数。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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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勾选我已知道“群成员自定义字段”添加后，仅可修改已添加群组类型的读写权限；无法删除该字段，无法重新选择也无法删除已添加的群组类型。

4. 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1. 在群自定义字段页面，单击目标群自定义字段所在行的编辑。

2. 在弹出的群维度自定义字段对话框中，修改已选群组类型的读写权限，或单击添加群组类型新增群组类型并设置其参数，群组类型不可重复。

  

3. 勾选我已知道“群成员自定义字段”添加后，仅可修改已添加群组类型的读写权限；无法删除该字段，无法重新选择也无法删除已添加的群组类型。

4. 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功能配置>群组配置>群消息配置，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进行群消息配置。

1. 在拉取入群前漫游消息页面，针对不同的群组类型，单击编辑。

2. 在弹出的拉取入群前漫游消息配置对话框中，选择业务所需的配置项。

  

编辑群自定义字段

群消息配置

拉取入群前漫游消息

说明

配置修改后约十分钟生效。请耐心等待。

直播群（AVChatRoom）不支持配置拉取入群前漫游消息。

群系统通知配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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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功能配置>群组配置>群系统通知配置，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进行群系统通知配置。

1. 在群成员变更通知页面，针对不同的群组类型，单击编辑。

2. 在弹出的群成员变更通知对话框中，选择业务所需的配置项。

1. 在群资料变更通知页面，针对不同的群组类型，单击编辑。

2. 在弹出的群资料变更通知对话框中，选择业务所需的配置项。

1. 在群成员资料变更通知页面，针对不同的群组类型，单击编辑。

2. 在弹出的群成员资料变更通知对话框中，选择业务所需的配置项。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功能配置 > 群组配置 > 群功能配置，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进行群功能配置。

社群，是可容纳10万人的超大群组，创建后可随意进出，支持历史消息存储。集成指引详见 社群文档 。开通社群开关默认关闭，开启后可创建社群并使用社群相

关功能。

如果需要使用话题功能，请在开通社群后，打开开通话题开关。同一社群下可创建多个话题，多个话题共享一套社群成员关系，但不同话题内独立收发消息、互不

干扰。

直播群在线成员列表开关默认关闭，可开启。

是否开启直播群广播消息功能开关默认关闭，可开启。

群成员变更通知

说明

配置修改后约十分钟生效。请耐心等待。

直播群（AVChatRoom）不支持配置群成员变更通知。

群资料变更通知

说明

配置修改后约十分钟生效。请耐心等待。

直播群（AVChatRoom）不支持配置群资料变更通知。

群成员资料变更通知

说明

配置修改后约十分钟生效。请耐心等待。

群功能配置

社群

说明

社群功能仅支持终端 SDK 5.8.1668增强版，Web SDK 2.17.0及以上版本使用，低版本用户如需使用社群功能请升级 SDK 版本。

该功能仅支持旗舰版使用，您可以 单击升级  。

直播群在线成员列表

说明

开启之后，直播群成员将保存最新入群并且在线的1000人，客户端可以拉取该列表。关闭之后，客户端无法拉取该1000人列表，只能拉取到最新进

群的30人列表。

该功能仅支持终端 SDK 6.3及以上版本使用，低版本用户如需使用请升级 SDK 版本。

该功能仅支持旗舰版使用，您可以 单击升级  。

直播群广播消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75389
https://buy.cloud.tencent.com/avc
https://buy.cloud.tencent.com/a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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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后，可对直播群成员进行封禁。成员封禁后无法接收消息，且封禁时间内无法再进群。

1. 单击直播群新成员查看入群前消息配置右侧的编辑。

2. 在弹出的直播群新成员查看入群前消息配置对话框中，设置新成员可查看的消息数。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群消息已读回执，高效沟通必备功能。作为一种强反馈工具，支持查看已读/未读已发送消息的人数和成员，尤其在商务、办公场景下，可帮助团队构建更加及

时、高效的沟通氛围。

1. 单击群消息已读回执配置右侧的编辑。

2. 在弹出的群消息已读回执配置对话框中，设置支持消息回执的群类型。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说明

直播群广播消息功能默认关闭，支持终端 SDK 6.5及以上版本开启。

开启该功能后可配置直播群广播消息调用频率，默认1条/秒，最高可配置为5条/秒。

该功能仅支持旗舰版使用，您可以 单击升级  。

直播群封禁

说明

该功能仅支持终端 SDK 6.6，Web SDK 2.22及以上版本使用，低版本用户如需使用请升级 SDK 版本。

该功能仅支持旗舰版使用，您可以 单击升级  。

直播群新成员查看入群前消息配置

直播群新成员查看入群前消息，提升直播间用户粘性的重要功能，可帮助用户了解“前情提要”，迅速融入互动讨论中，让用户更有参与感，无论何时进入直播间

都可获得高沉浸式体验，进而提升直播间用户停留时长。

群消息已读回执配置

说明

该功能仅对旗舰版用户开放，非旗舰版用户 请升级  后使用。群消息已读回执功能支持终端 SDK 6.1.2155及以上版本，适用于群容量200以内的好

友工作群（Work）、陌生人社交群（Public）、临时会议群（Meeting）。

https://buy.cloud.tencent.com/avc
https://buy.cloud.tencent.com/avc
https://buy.cloud.tencent.com/avc?from=1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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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8 14:29:08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帐号管理，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管理帐号。

1. 在帐号管理页面，单击新建帐号。

2. 在弹出的新建帐号对话框中，配置以下参数：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帐号新建完成后，在帐号列表中可以查看用户名、昵称、帐号类型、头像和创建时间。

1. 在帐号管理页面，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帐号，单击批量删除。

2.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确认删除。删除后数据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1. 在帐号管理页面，在列表中希望编辑的帐号操作列，单击编辑。

2. 在弹出的编辑帐号对话框中，配置以下参数：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1. 单独导出：在帐号管理页面，在列表中希望导出的帐号操作列，单击导出。

2. 批量导出：在账号管理页面，在列表中选中需要导出的帐号，单击批量导出。

新建帐号

帐号类型：区分普通帐号和管理员帐号。“App管理员”是对 App 具有最高管理权限的角色，可调用 REST API 接口，进行创建/解散群组、发送全员推送

消息等操作。每个应用最多支持配置 10 个管理员。

用户名：需输入用户名（UserID），必填。

用户昵称：可输入用户昵称，非必填。

头像：可输入用户头像链接 URL，非必填。

删除帐号

编辑帐号

用户名：不可编辑。

昵称：可编辑用户昵称，非必填。

帐号类型：不可编辑。

性别：可编辑性别，非必填。

生日：可编辑生日，非必填。

所在地：可编辑所在地，非必填。

个性签名：可编辑个性签名，非必填。

加好友验证方式：可编辑加好友验证方式。

语言：可编辑语言，非必填。

头像：可编辑头像，非必填。

消息设置：可选择消息设置选项，非必选。

管理员禁止加好友标识：可配置管理员禁止加好友标识，非必选。

等级：可编辑等级，非必填。

角色：可编辑角色，非必填。

导出帐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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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导出对话框中提示导出成功后，单击下载，即完成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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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0 14:55:24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群组管理，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管理群组。 

您也可以通过调用对应的 REST API 管理群组，具体操作请参见 群组管理 API 文档 。

1. 在群组管理页面，单击添加群组。

2. 在弹出的添加群组对话框中，配置以下参数：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群组创建完成后，在群组列表中可以查看群 ID、群名称、群主、类型和创建时间。

在群组管理页面，单击目标群组所在行的查看详情，进入群组详情页面，您可以查看并修改该群组的基本信息，可以管理该群组的群成员。

1. 在群组详情页面，单击基本信息区域的编辑。

2. 在弹出的修改群信息的对话框中，您可以修改群名称和群简介。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添加群成员

1. 在群组详情页面，单击群成员管理区域的添加群成员。

2. 在弹出的添加成员对话框中，输入用户名。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群成员添加成功后，在群成员列表中可以查看用户名、昵称、加入时间、最后发言时间和成员身份。

删除群成员

1. 在群组详情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删除群成员：

2. 在弹出的确认删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删除后，所选成员将不属于该群组。

1. 在群组管理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送消息：

2. 在弹出的发送群消息对话框中，输入消息内容。

3. 单击确定发送消息。

添加群组

群名称：请输入群组的名称，必填参数，长度不超过30字节。

群主 ID：请输入群主的 ID，选填参数，必须输入已注册的用户名。

群类型：请设置群组类型，支持好友工作群、陌生人社交群、临时会议群和直播群，群组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群组类型介绍 。

查看群组详情

修改基本信息

管理群成员

说明

必须输入已注册的用户名。

单个删除：单击目标群成员所在行的删除。

批量删除：勾选所有待删除的目标群成员，单击群成员列表上方的删除群成员。

发送消息

单发群消息：单击目标群组所在行的发送消息。

群发群消息：勾选所有待发送消息的目标群组，单击群组列表上方的发送消息。

说明

消息长度不得超过300字。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6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502#Group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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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后群组所有信息将被删除，且不能恢复，请谨慎操作。

1. 在群组管理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散群组：

2. 在弹出的确认解散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解散后群组所有信息将被删除，且不能恢复。

解散群组

单个解散：单击目标群组所在行的解散。

批量解散：勾选所有待解散的目标群组，单击群组列表上方的解散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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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调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5:02:39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回调配置，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配置回调 URL 以及启用哪些回调。

1. 在回调配置页面，单击回调 URL 配置区域的编辑。 

2. 在弹出的回调 URL 配置对话框中，输入回调 URL。

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1. 在回调配置页面，单击第三方回调配置区域的编辑。

2. 在弹出的第三方回调配置对话框中，勾选所需的回调。

基础回调配置

配置回调 URL

说明

新的回调地址在修改成功2分钟后生效。

回调 URL 必须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

若您暂未申请域名，可直接配置 IP，例如 http://123.123.123.123/imcallback 。

只能使用英文字母（a-z，不区分大小写）、数字（0-9）、以及 “-”（英文中的连接符，即中横线）。

不能使用空格及特殊字符，例如！、$、&、？等。

“-” 不能连续出现、不能单独注册，也不能放在开头和结尾。

域名长度不超过63个字符。

回调 URL中 IM 默认带80/443端口，更换回调 URL 时涉及端口变化，需避免更换前后的端口互为前缀，例如避免把 https://xxx:443  更改

为 https://xxx:4433  或者 https://xxx  更改为 https://xxx:4433。

配置事件回调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https://xxx/
https://xxx:4433/
https://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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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1. 在回调 URL 配置页面，开启鉴权，配置鉴权 token，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2. 开启鉴权后，APP 后台接收的回调 URL 带有签名，开发者需要对签名做校验。并对 RequestTime 校验时效性，RequestTime 和当前时间相差超过1分

钟即可认为是无效请求，以防止重放攻击。

配置回调鉴权

签名示例：

Token=xxxx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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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回调 URL 后，您可以在控制台下载 HTTPS 双向认证证书供后续使用。

1. 进入 控制台  的 回调配置  页面，单击右上角回调 URL 配置区域的 HTTPS 双向认证证书下载。 

2. 在弹出的证书下载对话框中，单击下载。

3. 保存证书文件。

配置回调 URL 并启用相应的事件回调后，您可以参考 第三方回调  使用相应的回调功能，实时了解用户信息和操作。

RequestTime=1669872112

Sign=sha256 xxxxyyyy1669872112 =17773bc39a671d7b9aa835458704d2a6db81360a5940292b587d6d760d484061

回调URL=URL&Sign=17773bc39a671d7b9aa835458704d2a6db81360a5940292b587d6d760d484061&RequestTime=1669872

( )

下载 HTTPS 双向认证证书

说明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配置双向认证，具体配置方法参见 双向认证配置 。

后续操作

内容回调配置

说明

内容回调功能，目前只针对使用过此功能的白名单客户可见，并且计划在23年下线（下线时间未定，会提前通知）。如果您有相关需求，建议您直接接入 

云端审核功能 。

分场景配置内容回调

步骤1：获取内容回调 URL 和 Toke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callback-settin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callback-sett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5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27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83050#.E4.BA.91.E7.AB.AF.E5.AE.A1.E6.A0.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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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方内容安全产品（目前仅支持 腾讯云内容安全产品 ）获取内容回调 URL和 Token。

根据您业务诉求，将从第三方内容安全产品（目前仅支持 腾讯云内容安全产品 ）获取的内容回调 URL 和 Token 填写至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详细步骤如下：

1. 进入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 回调配置 > 内容回调配置 ，单击页面内模块右上角的编辑。 

2. 在编辑弹窗中，填入从第三方内容安全产品处获取的内容回调 URL 和 Token，并勾选需要生效的回调内容类型，单击确定。 

3. 查看回调配置和已生效回调内容类型/回调字段。 

步骤2：进行内容回调配置

注意

同一内容回调 URL 和 Token，可填写至多个 IM 应用的多个内容回调配置模块内。

内容回调结果配置

返回内容回调结果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tms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tm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callback-settin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callback-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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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三方内容安全服务的审核结果，可以通过配置，使用基础回调的方式将结果转发给 App 后台。

开关开启后，内容回调的结果将通过基础回调抄送到 App 后台，支持拦截、所有结果的配置选项。

步骤1：单击内容回调结果配置模块的“编辑”按钮。 

步骤2：打开返回内容回调结果的开关，并确认弹窗内容。 

开启返回内容回调结果

注意

内容回调结果将发送至您在基础配置中配置的 URL 地址，请您在开启此功能前，确保已 配置基础回调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431#.E9.85.8D.E7.BD.AE.E5.9B.9E.E8.B0.83-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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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选择结果返回方式，完成选择后，单击确认即可。 

以下示例中 App 配置的回调 URL 为 https://www.example.com  。 

示例：

注意事项

基础回调和内容回调的区别在于回调的方向。基础回调的方向是即时通信 IM 后台向 App 后台发起审核请求，而内容回调是即时通信 IM 后台向 第三方内容安

全服务发起的审核请求。

要启用本回调，必须配置基础回调 URL，配置方法详见 第三方回调配置  文档。并在内容回调中打开本回调开关。

App 后台在收到回调请求之后，务必校验请求 URL 中的参数 SDKAppID 是否是自己的 SDKAppID。

接口说明

请求 URL 示例

https://www.example.com?SdkAppid=$SDKAppID&CallbackCommand=$CallbackCommand&contenttype=json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https 请求协议为 HTTPS，请求方式为 POST

www.example.com 回调 URL

SdkAppid 创建应用时在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分配的 SDKAppID

CallbackCommand 固定为：ContentCallback.ResultNotify

contenttype 请求包体固定为 JSON

请求包示例

    "Scene":"C2C"

    "SdkAppId":1234567890

    "From_Account":"jared"

    "ContactItem":

        "ContactType":1

        "To_Account":"Jonh"

    

    "ContentType":"Text"

    "TextContent":

        "aaabbbccc"

        "1234567"

    

    "MsgID":"1434460578_4137340972_1661156666"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431
http://www.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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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xcbResult":1

    "CtxcbRequestId":"241ed925-4c56-4357-95dd-1e6e7798xxxx"

    "CtxcbKeywords": "aaabbbccc" "1234567"

    "CtxcbSuggestion":"Review"

    "CtxcbLabel":"Sexy"

,

,

[ , ],

,

}

请求包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说明

Scene String

送审场景：

单聊=C2C。

单聊自定义消息=C2CCustom。

群聊=Group。

群聊自定义消息=GroupCustom。

群资料=GroupInfo。

群成员资料=GroupMemberInfo。

关系链=RelationChain。

用户资料=UserInfo。

From_Account String 送审内容的发起者 UserID

ContactItem Object 消息送审时，表示消息接收对象

ContactType Integer

消息送审时，区分接受对象为群组或单聊。

ContactType=1表示单聊。

ContactType=2表示群聊。

To_Account String ContactType=1时，表示消息接收方 UserID

ToGroupId String ContactType=2时，表示消息接收方 GroupID

ContentType String

表示送审的内容类型：

文本=Text。

图片=Image。

音频=Audio。

视频=Video。

TextContent String 当 ContentType 为 Text 时，表示送审的文本内容

FileURL String 当 ContentType 为 Image/Audio/Video 时，表示送审的文件 URL

MsgID String 单聊送审，MsgID 为单聊消息 MsgKey；群聊送审，MsgID 为群聊消息 MsgSeq。

CtxcbResult Integer IM 处置策略，1表示拦截；0表示放过。

CtxcbRequestId String 第三方内容服务审核标示

CtxcbKeywords Array 文本命中的敏感词

CtxcbSuggestion Array 第三方内容审核服务审核建议：Block/Review/Normal

CtxcbLabel String 审核命中的违规分类

应答包示例

    "ActionStatus": "OK",

    "ErrorInfo": "",

    "ErrorCode": 0 // 0为回调成功，1为回调出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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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图文同步审核，默认下发拦截错误码，即消息发送方会收到消息被拦截的错误码提示。

如果需要发送方对单聊或群聊的消息拦截无感知，即拦截的消息，发送方返回成功，但不再下发至接收。可通过关闭“下发拦截错误码”开关实现。具体操作如

下：

步骤1：单击内容回调结果配置模块的编辑。 

步骤2：关闭下发拦截错误码的开关，单击确认即可。 

应答包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属性 说明

ActionStatus String 必填 请求处理的结果，OK 表示处理成功，FAIL 表示失败

ErrorCode Integer 必填 错误码

参考

第三方回调简介

下发拦截错误码

常见问题

内容回调和云端审核服务有什么区别？

内容回调配置方案，需要客户分别在 IM 和内容安全控制台自行完成配置，针对不同类型内容只能生效同一种审核策略，配置流程较长且审核策略配置不够灵

活。

云端审核方案，支持在 IM 控制台一键开通审核服务，并且提供了默认审核策略（默认识别并拦截包含高风险敏感事件/人物、高风险色情/辱骂/暴恐/违禁等内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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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RL 的配置中添加 URL 参数 SyncImage，即 URL 添加一个 &SyncImage 的后缀就可以支持图片同步送审了。

根据您的业务需要，在单聊 REST API 接口或者群聊 REST API 接口的 SendMsgControl 字段中指定 “NoMsgCheck” 控制字段，即可。

APP 后台在切换鉴权 token 的一段时间内，同时支持新旧鉴权 token 来计算签名校验，整个过程最多持续约10分钟。

容，支持自定义增删审核策略）。同时支持针对单聊、群聊、资料三大场景中产生的不同类型内容分别进行策略配置。

内容回调功能，目前只针对使用过此功能的白名单客户可见，并且计划在23年下线（下线时间未定，会提前通知）。如果您有相关需求，建议您直接接入 云端

审核功能 。

怎么配置图片的同步审核？

怎么控制通过调用 REST API 接口发送的单聊/群聊消息不送审？

回调鉴权如何更换鉴权 token，而不影响线上业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83050#.E4.BA.91.E7.AB.AF.E5.AE.A1.E6.A0.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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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9 09:50:08

IM 内容审核包提供了基于 IM 场景下的内容审核（反垃圾信息）服务，包含 本地审核  和 云端审核  两个功能，可针对不安全、不适宜的消息内容进行识别和处

理，为您的产品体验和业务安全保驾护航。

本地审核仅对文本内容进行检测，支持如下场景：

本地审核词库是由开发者在控制台配置的，分为拦截词库和替换词库，支持关键词和正则表达式两种检测方式，IMSDK 在登录后会自动获取词库。 

IMSDK 在发送文本内容时，如果文本内容命中了拦截词库的敏感词，则该文本不会发送至服务端；如果命中了替换词库的敏感词，则会把文本中的敏感词替换成

控制台配置的指定字符再发送至服务端。

请前往即时通信 IM 购买页 ，购买后即刻生效。体验版、专业版、旗舰版应用均可购买本地审核服务。

开通本地审核功能后，进入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 内容审核 > 本地审核 ，进行配置。

本地审核

本地审核功能，全称“客户端本地文本审核”，通过在客户端本地完成敏感词的拦截或者替换，实现过滤敏感词的效果。可用于拦截/替换在发送文本消息、修改

昵称/备注/群公告等操作中产生的、不希望被发送的文本敏感词。

注意

 该功能仅支持终端 SDK 增强版 6.8 、Web SDK 2.24.0 及以上版本。

单聊文本消息：在双人聊天场景下通过 IMSDK 发送的文本消息

单聊自定义消息：在双人聊天场景下通过 IMSDK 发送的自定义消息

群聊文本消息：在群组（包括好友工作群 Work、陌生人社交群 Public、临时会议群 Meeting、直播群 AVChatRoom、社群 Community）聊天场景下

通过 IMSDK 发送的文本消息

群聊自定义消息：在群组（包括好友工作群 Work、陌生人社交群 Public、临时会议群 Meeting、直播群 AVChatRoom、社群 Community）聊天场景

下通过 IMSDK 发送的自定义消息

资料文本内容：对用户资料（包含昵称、个性签名、自定义状态字段）、关系链资料（包含加好友附言字段）、群成员资料（包含群成员名片字段）、群组资

料（群名称、群简介、群公告、加群附言、话题名称、话题公告、话题简介字段）进行修改所产生的文本内容

接入流程

步骤1：开通本地审核功能

步骤2：配置词库

https://buy.cloud.tencent.com/avc?activeId=safe%C2%AEionId=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local-audit-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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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拦截词词条：单击 添加拦截词 后，选择需要添加的词条格式。 

关键词格式的词条，可以通过手动输入或者文件上传的方式添加。

手动输入，单次最多添加50个词；文件上传仅支持 .txt 格式的文本，不限制单次添加个数，但添加词条总数应小于词库上限，否则添加失败。 

正则表达式格式的词条，仅支持手动输入。

2. 添加替换词词条：单击 添加替换词 后，选择需要添加的词条格式。 

关键词格式的词条，可以通过手动输入或者文件上传的方式添加。

手动输入，单次最多添加50个词；文件上传仅支持 .txt 格式的文本，不限制单次添加个数，但添加词条总数应小于词库上限，否则添加失败。正则表达式格式

的词条，仅支持手动输入。同时，输入需要全部替换为的内容，默认是“*”，支持自定义内容。

3. 可根据业务实际需要，搜索、逐个删除、批量删除拦截词词库或者替换词词库中的词条。

注意

词库分为拦截词词库和替换词词库，两个词库总上限10000词，其中正则表达式不超过200个。

注意

因正则表达式对性能影响较高，请您务必在添加正则表达式前进行耗时测试，避免影响您业务可用性。

注意

因正则表达式对性能影响较高，请您务必在添加正则表达式前进行耗时测试，避免影响您业务可用性。

步骤3：选择审核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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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为您全部勾选审核场景，您可通过单击编辑，在审核场景配置弹窗中操作勾选/取消勾选并确定。 

词库添加完成之后，IMSDK 需要重新登录才能更新词库。 

以发送文本消息为例，当内容中包含拦截词库中的敏感词时，消息发送失败，终端 SDK 回调的错误码为7015，Web SDK 回调的错误码为3123；当内容中包

含替换词库中的敏感词时，敏感词会被替换成控制台配置的指定字符，再将替换后的内容发送至服务端。

请前往即时通信 IM 购买页 ，购买云端审核资源包。体验版、专业版、旗舰版应用均可购买，购买完成后即刻生效。

您可在 查看抵扣明细  的 资源包管理 页面中看到您已购买的资源包。并可为5天内付费未消耗的资源包做退款操作。 

进入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 内容审核 > 云端审核 ，单击页面内模块右上角的开关，开启云端审核服务。 

步骤4：IMSDK 更新词库

云端审核

云端审核功能，是一款在云端（服务端）进行内容智能识别和拦截的服务。

支持对文本、图片内容同步审核，对音频、视频内容异步审核；

支持分别针对单聊、群聊、资料三大场景中产生的不同类型内容进行策略配置；

支持配置特定终端用户产生/接收的消息不送审，支持对返回审核结果进行配置；

支持查看审核用量抵扣明细、审核结果明细、审核识别统计等数据；

能够精准识别可能令人反感、不安全或不适宜的内容，有效降低内容违规风险与有害信息识别成本。

接入流程

步骤1：购买云端审核资源包

注意

开通服务后，默认为您开启图文审核场景，并配置默认审核策略（默认识别并拦截包含高风险敏感事件/人物、高风险色情/辱骂/暴恐/违禁等内容，如果您

需要更严格/更宽松的审核策略，或者您需要增加中、低风险内容审核策略，请参见 审核策略配置  进行操作），您可通过单击对应模块的编辑，分别更改 

审核场景  和 审核策略 。

步骤2：打开云端审核功能开关

注意

开通服务后，默认为您开启图文审核场景，并配置默认审核策略（默认识别并拦截包含高风险敏感事件/人物、高风险色情/辱骂/暴恐/违禁等内容，如

果您需要更严格/更宽松的审核策略，或者您需要增加中、低风险内容审核策略，请参见 审核策略配置  进行操作），您可通过点击对应模块的编辑按

钮，分别更改审核场景和审核策略。

https://buy.cloud.tencent.com/avc?activeId=safe&amp;regionId=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cloud-audit-setting/detai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cloud-audit-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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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云端审核服务开关后，默认为您开启了单聊的文本和图片审核、群聊的文本和图片审核、用户资料/群资料/群成员资料/关系链资料的文本审核。如果需要开启

音频/视频审核，或者关闭图文审核开关，请点击对应场景模块右上角的管理配置。 

在弹窗中勾选/取消勾选对应审核项，单击确定即可。 

如果您未提前购买云端审核资源包，在控制台直接开通云端审核服务后，产生的审核量将按照后付费计费规则扣除费用，请及时 购买云端审核资源

包 ，计费规则详见 计费说明 。

步骤3：自定义审核配置

1. 审核场景配置

注意

单聊、群聊场景下，将音视/视频异步审核开启后，所有音频/视频都将正常送审并计费，但仅对存储在腾讯云即时通信 IM 的内容生效审核结果。如有自

定义存储的音频/视频内容，请谨慎开启！如需审核自定义存储的音频/视频内容，请通过监听音频/视频审核结果的方式，进行拦载或撒回操作，详情请参

见 返回审核结果 。

自定义消息检测

开启云端审核后，单聊、群聊的自定义消息默认当作文本送审。如果自定义消息结构为json，只希望送审自定义消息的部分内容，可以参考如下方式。

    "To_Account":"lumotuwe5",

    "MsgRandom":121212,

    "MsgBody":

        

            "MsgType":"TIMCustomElem",

            "MsgContent":

                "Data":"{\"key1\":\"value1\",\"message\":\"hello\",\"IMAuditContentType\":\"Text\",\"IMAuditContent\":\"hello\"}",

                "Desc":"hello",

                "Ext":"www.qq.com",

                "Sound":"dingdong.aiff"

{

[

{

{

https://buy.cloud.tencent.com/avc?activeId=safe&region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81908#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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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每个审核场景及内容类型均已配置默认审核策略，默认识别并拦截包含高风险敏感事件/人物、高风险色情/辱骂/暴恐/违禁等内容，如果您需要更严格/更宽松的审

核策略，或者您需要增加中、低风险内容审核策略，请按照下方指引操作。

如果需要编辑审核策略，请点击对应场景及内容类型右侧的编辑策略。

            

        

    

}

}

]

}

字段 类型 说明

IMAuditContentType String 指定送审的内容类型：Text/Image/Audio/Video

IMAuditContent String 指定送审的内容，如果类型为Image/Audio/Video，该字段填文件URL

说明

 指定的字段，需要放置在自定义消息json结构体的第一层kv元素里面。当送审的内容为音视频的文件，需要开启审核结果回调，APP后台收到违规的审

核结果通知，去封禁或者撤回违规消息。

2. 审核策略配置

文本/图片策略配置：可以修改通用识别策略配置与自定义库信息。

通用识别策略配置：勾选需要识别的风险类型

自定义库信息：勾选需要关联的自定义词库（最多可支持设置5个自定义词库） 

音频策略配置：可以修改通用识别策略配置、截帧策略配置与自定义库信息。

通用识别策略配置：勾选需要识别的风险类型

截帧策略配置：音频切片时长配置，支持滑动设定或填写整数，范围[1,60]

自定义库信息：勾选需要关联的自定义词库（最多可支持设置5个自定义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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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需要审核特定终端用户发送/接收的消息内容，您可以通过终端用户审核白名单模块进行配置。具体操作如下： 

单击终端用户审核白名单配置模块的添加。

视频策略配置：可以修改通用识别策略配置、截帧策略配置与自定义库信息。

通用识别策略配置：勾选需要识别的风险类型，包括对图片和音频的识别

截帧策略配置：审核内容配置，支持仅审核视频画面、仅审核音频和全部审核；图片截帧间隔，支持滑动设定或填写整数，范围[1,60]；音频切片时长配置，

支持滑动设定或填写整数，范围[1,60]

自定义库信息：勾选需要关联的自定义词库（最多可支持设置5个自定义词库） 

复制策略：图文音视的编辑策略时，单击复制策略，可以将本策略复制到下拉选择的其他场景。

3. 终端用户审核白名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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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窗中选择审核方式，并填入终端用户 ID，单击确定。 

支持对已添加的终端用户 ID 编辑不送审方式、删除/批量删除添加白名单记录。

审核结果可以通过配置基础回调的方式，将结果转发给 App 后台。具体操作如下：

返回审核结果开关默认关闭，如果需要打开，点击审核结果配置模块右上角的编辑，打开返回审核结果开关，单击确定。

审核结果将使用 后回调 发送至您在基础配置中配置的 URL 地址，如果您在开启返回审核结果开关前未配置基础回调 URL，请在打开开关时弹出的弹窗中填写基

础回调 URL，详情请参见 基础回调配置 。 

开关开启后，内容回调的结果将通过基础回调抄送到 App 后台，支持拦截、所有结果的配置选项。

步骤4：审核结果配置

1. 返回审核结果

注意

App 后台在收到回调请求之后，务必校验请求 URL 中的参数 SDKAppID 是否是自己的 SDKApp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431#.E5.9F.BA.E7.A1.80.E5.9B.9E.E8.B0.83.E9.85.8D.E7.B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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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中 App 配置的回调 URL 为 https://www.example.com  。 

示例：

接口说明

请求 URL 示例

https://www.example.com?SdkAppid=$SDKAppID&CallbackCommand=$CallbackCommand&contenttype=json

请求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https 请求协议为 HTTPS，请求方式为 POST

www.example.com 回调 URL

SdkAppid 创建应用时在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分配的 SDKAppID

CallbackCommand 固定为：ContentCallback.ResultNotify

contenttype 请求包体固定为 JSON

请求包示例

    "Scene":"C2C"

    "SdkAppId":1234567890

    "From_Account":"jared"

    "ContactItem":

        "ContactType":1

        "To_Account":"Jonh"

    

    "ContentType":"Text"

    "TextContent":

        "aaabbbccc"

        "1234567"

    

    "MsgID":"1434460578_4137340972_1661156666"

    "CtxcbResult":1

    "CtxcbRequestId":"241ed925-4c56-4357-95dd-1e6e7798xxxx"

    "CtxcbKeywords": "aaabbbccc" "1234567"

    "CtxcbSuggestion":"Review"

    "CtxcbLabel":"Sexy"

{

,

,

,

{

,

},

,

[

,

],

,

,

,

[ , ],

,

}

请求包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说明

Scene String

送审场景：

单聊=C2C。

单聊自定义消息=C2CCustom。

群聊=Group。

群聊自定义消息=GroupCustom。

群资料=GroupInfo。

群成员资料=GroupMemberInfo。

关系链=RelationChain。

用户资料=Use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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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仅拦截被识别为“违规”的内容，如果您需要“拦截疑似和违规”，或者设置均不拦截，请单击编辑进行操作。单击确认，2分钟后生效。

针对图文同步审核，默认下发拦截错误码，即消息发送方会收到消息被拦截的错误码提示。

如果需要发送方对被消息拦截无感知，即发送方不需要收到消息下发失败的提示，可通过关闭“下发拦截错误码”开关实现。具体操作如下：

单击审核结果配置模块右上角的编辑，关闭“下发拦截错误码”开关，单击确定。

From_Account String 送审内容的发起者 UserID

ContactItem Object 消息送审时，表示消息接收对象

ContactType Integer

消息送审时，区分接受对象为群组或单聊。

ContactType=1表示单聊。

ContactType=2表示群聊。

To_Account String ContactType=1时，表示消息接收方 UserID

ToGroupId String ContactType=2时，表示消息接收方 GroupID

ContentType String

表示送审的内容类型：

文本=Text。

图片=Image。

音频=Audio。

视频=Video。

TextContent String 当 ContentType 为 Text 时，表示送审的文本内容

FileURL String 当 ContentType 为 Image/Audio/Video 时，表示送审的文件 URL

MsgID String 单聊送审，MsgID 为单聊消息 MsgKey；群聊送审，MsgID 为群聊消息 MsgSeq。

CtxcbResult Integer IM 处置策略，1表示拦截；0表示放过。

CtxcbRequestId String 第三方内容服务审核标示

CtxcbKeywords Array 文本命中的敏感词

CtxcbSuggestion Array 第三方内容审核服务审核建议：Block/Review/Normal

CtxcbLabel String 审核命中的违规分类

应答包示例

    "ActionStatus": "OK",

    "ErrorInfo": "",

    "ErrorCode": 0 // 0为回调成功，1为回调出错

{

}

应答包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属性 说明

ActionStatus String 必填 请求处理的结果，OK 表示处理成功，FAIL 表示失败

ErrorCode Integer 必填 错误码

2. 拦截策略设置

注意

拦截策略与送审策略互不影响。

3. 下发拦截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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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核用量中可查看今日审核用量数据。

单击模块右上角的查看审核明细，可查看历史审核的明细数据。

单击模块右上角的查看识别统计，可查看历史审核的统计数据。

注意

为方便您回溯消息未成功发送的原因，您需要在关闭“下发拦截错误码”开关前，开启“返回审核结果”开关，接收审核结果。开启“返回审核结果”开

关步骤详情请参见 返回审核结果 。

步骤5：查看审核明细和抵扣明细

1. 查看审核明细

注意

用量明细数据仅供参考，审核用量的计费数据以抵扣明细数据为准。

2. 查看抵扣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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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按钮查看抵扣明细。

支持筛选、查看特定日期内审核产生用量的具体抵扣数据（每小时更新）。

如果您已购买预付费资源包，可在资源包管理页面查看资源包可用量、有效期等信息。

根据您的业务需要，在单聊 REST API 接口或者群聊 REST API 接口的 SendMsgControl 字段中指定 “NoMsgCheck” 控制字段，即可。

根据您的业务需要，在创建消息的时候设置消息的 isExcludedFromContentModeration  ( Android  / iOS & Mac ) 控制字段为 false  即可。

您导入的内容都会默认送审，包括单聊/群聊消息、账号、群资料、群成员资料。

常见问题

怎么控制通过调用 REST API 接口发送的单聊/群聊消息不送审？

怎么控制通过调用终端接口发送的单聊/群聊消息不送审？

如果做信息导入，哪些内容会被送审？

怎么能快速为同一个 sdkappid 的不同内容配置相同的审核策略？

https://im.sdk.qcloud.com/doc/zh-cn/classcom_1_1tencent_1_1imsdk_1_1v2_1_1V2TIMMessage.html#a901d37146158dd0261fc03be746a5b7f
https://im.sdk.qcloud.com/doc/zh-cn/interfaceV2TIMMessage.html#a4331e41682c7ce27529f2432f00fa0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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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音视的编辑策略时，单击策略配置下方的复制策略，可以将本策略复制到下拉选择的其他场景。

如果接入的是其他第三方内容安全服务，就需要通过调用 IM 服务端提供的 第三方回调  来自行实现内容审核，内容流转如下图所示，通过第三方回调将内容发送

至第三方内容审核服务，后再判断是否投递至接收方，整个过程流程较长且容易有时延。

如果接入云端审核，则云端审核发生在消息前回调之前，且不用经历下图所示的红框步骤，大大提升了用户使用体验。

接入云端审核，相比接入其他第三方内容安全服务有什么优势？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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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仪表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3 17:26:04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为您提供了数据统计和分析功能，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监控仪表盘，您可以查看该应用的用户

规模、消息活跃、群组规模以及实时监控等相关数据。

1. 在每日数据统计页面，选择用户规模页签。

2. 在总览区域，您可以查看以下相关数据：

3. 选择7天、14天、30天或指定时间段。

4. 在数据趋势区域，您可以查看所选时间段内 DAU和新增或累计注册的趋势图。 

5. 在数据详情区域，您可以查看所选时间段内每一天的详细数据，包括 DAU、DAU-日环比、累计用户数、累计用户数-日环比、新注册用户数和新注册用户

数-日环比。您也可以单击导出CSV文件导出数据表。

说明

正常情况下，每天上午10:00左右更新数据，如遇数据为0或未及时更新，请先检查该 SDKAppID 在统计段内是否产生相关数据（例如，是否有新注册

用户等），若已产生相关数据但未及时更新请耐心等待。

每日数据统计

用户规模

本月峰值 DAU：截至昨日该 SDKAppID 的当月峰值 DAU 数据，每月1日该数据为0。

截至昨日累计用户数：截至昨日该 SDKAppID 累计注册的 UserID 数。

昨日新注册用户数：昨日该 SDKAppID 新注册的 UserID 数。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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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每日数据统计页面，选择消息活跃页签。

2. 在总览区域，您可以查看以下相关数据：

消息活跃

昨日单聊消息量：昨日该 SDKAppID 下 C2C 聊天上行消息总条数。

昨日群消息量：昨日该SDKAppID下，私有群、公开群和聊天室的聊天上行消息总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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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7天、14天、30天或指定时间段。

4. 在数据趋势区域，您可以查看所选时间段内C2C或普通群的消息量趋势图。

5. 在数据详情区域，您可以查看所选时间段内每一天的详细数据，包括消息量 (条)、消息量-日环比、发消息用户数、发消息用户数-日环比、离线推送量和离线

推送量-日环比。您也可以单击导出CSV文件导出数据表。

群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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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每日数据统计页面，选择群组规模页签。

2. 在总览区域，您可以查看本月峰值群组数相关数据，即截至昨日该 SDKAppID 的当月峰值群组数据，每月1日该数据为0。

3. 选择7天、14天、30天或指定时间段。

4. 在数据趋势区域，选择数据项，您可以查看所选时间段内新建、累计或活跃的群组数趋势图。

5. 在数据详情区域，您可以查看所选时间段内每一天的详细数据，包括新建群数、新建群数-日环比、有消息活跃的群数、有消息活跃的群数-日环比、峰值群组

和峰值群组-日环比。您也可以单击导出CSV文件导出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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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控

说明

实时监控功能全线公测中，我们还在不断迭代更新，可以通过官方 QQ 群（853084820）或 提交工单  给我们反馈建议和意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29&level2_id=40&source=0&data_title=%E5%8D%B3%E6%97%B6%E9%80%9A%E4%BF%A1%20IM&level3_id=237&radio_title=%E7%99%BB%E5%BD%95%E5%8F%8A%E5%A4%9A%E7%AB%AF%E5%9C%A8%E7%BA%BF%E9%97%AE%E9%A2%98&queue=3235&scene_code=27293&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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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监控仪表盘>实时监控。

2. 在总览区域，您可以查看当前在线用户数、今日单聊消息量、今日普通群消息量、今日直播群消息量。

3. 在详细监控数据区域，时间轴默认展示自然日24小时数据。鼠标指向数据图表区域时，通过滚动滚轮可以放大时间轴查看细节，左右拖动时间轴可以查看前后

时间的数据，单击时间轴下方图例可以隐藏或展示图表中对应数值。

在登录情况监控区域，您可以查看各个端的登录次数和登录成功率。

说明

目前仅支持展示4.8.10或以上的 iOS、Android、Windows 及 Mac 终端上报登录数据，建议您升级至 最新版 SDK 。

在消息情况监控区域，您可以查看各个端发送单聊/群聊消息的次数和成功率。

说明

目前仅支持展示4.8.10或以上的 iOS、Android、Windows 及 Mac 终端上报登录数据，建议您升级至 最新版 SDK 。Web/小程序端暂不支持按

聊天类型统计消息量。

在回调情况监控区域，您可以查看回调次数和成功率。

在 REST API 调用情况监控区域，您可以查看 REST API 请求数和请求成功率。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68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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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线推送情况监控区域，您可以查看离线推送次数和推送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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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辅助工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7 15:01:20

您可以使用该工具自助查询收不到离线消息的问题。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辅助工具 > 离线推送自查。

3. 在离线推送定位工具区域，输入 UserID。

4. 单击获取设备状态，查看该 UserID 目前已经上报的证书 ID、设备 Token 等信息。

5. 选择该 UserID 上报的任意一个证书 ID，单击开始检测，查看发送结果。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辅助工具 > 离线推送自查。

3. 在用户状态检查工具区域，输入 UserID。

4. 单击获取状态，您可以查看该 UserID 当前的状态、登录的客户端类型等信息。 

离线推送自查

离线推送定位工具

说明

若该 UserID 未上报任何证书 ID 、设备 Token 等信息，则无法进行下一步。

若提示成功推送，说明您在控制台填写的证书信息无误、调用 SDK 接口上报 Token 成功。您可以通过 用户客户端状态检查工具  进一步排查。 

若提示失败，您可以查看具体的失败原因以及解决方案。

用户状态检查工具

您可以使用该工具自动获取用户客户端状态，检查用户是否处于可接收离线推送状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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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提示初步判定该 UserID 当前可以接收离线推送，您可以在其他设备上登录其他 UserID 作为发送方，给当前  UserID 发送单聊文本消息，检查是否能收

到。

系统将会自动获取当前应用的密钥，您只需要填写用户名（UserID）即可使用该工具快速生成签名（UserSig）用于本地跑通 Demo 以及功能调试。如需用于

正式业务，请采用 服务端计算 UserSig  方式。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开发辅助工具 > UserSig 工具。

3. 在签名（UserSig）生成工具区域，输入用户名。

4. 单击生成签名（UserSig）即可生成签名，签名有效期默认为180天。

5. 单击复制签名（UserSig）即可粘贴保存签名。 

UserSig 生成&校验

签名（UserSig）生成工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2688#GeneratingdynamicUserSi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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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会自动获取当前应用的密钥，您只需要填写 UserID 和 UserSig 即可使用该工具快速校验 UserSig 的有效性。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开发辅助工具 > UserSig 工具。

3. 在签名（UserSig）校验工具区域，输入 UserID 和 UserSig。 

签名（UserSig）校验工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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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开始校验，查看校验结果信息。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目标应用卡片。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辅助工具 > 自助排障日志。

3. 配置以下查询条件，检索日志信息。

若校验成功，您可以查看该 UserSig 对应的 SDKAppID、UserID、生成时间、有效期和过期时间。 

   

若校验失败，您可以查看具体的失败原因以及解决方案。

   

自助排障日志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为您提供了自助排障的功能，助力开发者高效定位、解决问题，您可以查询即时通信 IM 三天内后台日志信息。

事件名：可选择待查询事件，非必填。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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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查询，检索当前条件下的日志信息。

用户ID：可输入用户名（UserID），其中发消息为发送方 UserID，非必填。

接收方/群 ID：可输入目标会话 ID，单聊为接收方 UserID，群聊为 GroupID，非必填。

错误码：可输入错误码，错误码对应描述请参见 错误码 ，非必填。

时间范围：选择日志时间范围，最多可查询最近三天的日志信息，必填。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671#.EF.BC.88.E4.BA.8C.EF.BC.89.E6.9C.8D.E5.8A.A1.E7.AB.AF.E7.9A.84.E9.94.99.E8.AF.AF.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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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市场

插件市场使用指南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4 11:15:10

插件市场目前正在灰度中，如果未被灰度到，您也可以通过链接直接使用： 即时通信 IM 插件市场 。

此外，以下两个 Flutter 插件，还未上架控制台，您可直接使用：

在IM控制台的插件市场中找到需要使用的插件，并单击安装开启。生效时间约2分钟。

1. 音视频通话插件、离线推送插件在控制台开通后即可使用，插件无需单独付费。

2. 音视频通话插件中使用到的即时通信 IM 与实时音视频 TRTC，需单独购买。

3. 离线推送插件的收费和调用频率可参考不同厂商的离线推送集成文档。

说明

插件市场通过结合多种云能力，可以让开发者使用 IM 做更多的事情，您能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插件，快速构建功能丰富的产品。

目前上线的插件

音视频通话插件

Flutter版本

厂商离线推送插件

Flutter版本

更多插件

地理位置消息插件

自定义表情消息插件

使用方式

中国站插件市场

国际站插件市场

说明

在客户端 SDK 中，集成对应环境的插件 SDK，具体的插件集成教程，可以在插件详情页查看。

收费情况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说明

70130 the configuration to use this plugin was not obtained 对当前 sdkappid 无权使用该插件，请在控制台开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plugin
https://pub.dev/packages/tim_ui_kit_calling_plugin
https://pub.dev/packages/tim_ui_kit_push_plu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808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8088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plugin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plu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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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客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3 16:50:46

如果您已通过即时通信 IM 搭建了一套通讯应用，需要在应用内新增在线客服来应答应用内的用户咨询，腾讯云呼叫中心 TCCC 提供了路由分配、快捷回复、满

意度评价等功能，帮助您实现在线客服的快速搭建。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 客服插件  ，选择开通在线客服，即可进行在线客服的开通。

1. 上传客服虚拟号头像，并输入客服虚拟号名称，此处的头像和名称用于设置客服虚拟号在 IM 应用内的头像和名称。 

创建客服虚拟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m/online-service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8 共68页

客服虚拟号名称、头像的用途：

2. 选择该虚拟号绑定的云呼叫中心应用，在线客服解决方案通过云呼叫中心实现客服路由分配等功能，需绑定云呼叫中心应用，绑定后无法修改。如无可用的云

呼叫中心应用，可单击创建应用，创建新的云呼叫中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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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所选择的云呼叫中心应用内无可用座席，可单击 购买在线客服座席 。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cc_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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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往 云呼叫中心管理端 ，其配置如下参数： 

5. 对于创建云呼叫中心应用后，在腾讯云站内信会收到默认管理员的登录账号及密码，可凭此内容登录云呼叫中心管理端，完成配置在线客服等相关设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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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云呼叫中心管理端配置可参见 即时通信 IM 接入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79/7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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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管理

访问管理综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24 16:50:31

访问管理 （Cloud Access Management，__CAM__）是腾讯云提供的一套 Web 服务，它主要用于帮助客户安全管理腾讯云账户下的资源的访问权限。

通过 CAM，您可以创建、管理和销毁用户（组），并通过身份管理和策略管理控制哪些人可以使用哪些腾讯云资源。 

即时通信 IM 已接入 __CAM__，开发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为子帐号分配合适的即时通信 IM 访问权限。

在使用 IM 访问管理前，您需要对 CAM 和 IM 的基本概念有所了解，涉及的概念主要有：

某企业内有多个部门在使用腾讯云，其中 A 部门只负责对接 IM。A 部门的人员需要有访问 IM 的权限，但不能有访问其他腾讯云产品的权限。该企业可以通过主

帐号为 A 部门创建一个子帐号，只授予该子帐号 IM 相关权限，然后将该子帐号提供给 A 部门使用。

某企业内有多个业务在使用 IM，相互之间需要进行隔离。隔离包括资源隔离和权限隔离两个方面，前者由 IM 应用体系提供，后者则由 IM 访问管理来实现。该

企业可以为每个业务创建一个子帐号，授予相关的 IM 应用权限，使得每个业务只能访问和自己相关的应用。

某企业的一个业务在使用 IM，该业务的产品运营人员需要访问 IM 控制台，获取用量统计信息，同时不允许其进行敏感操作（如修改旁路推流、云端录制配置

等），以免误操作影响业务。这时可以先创建自定义策略，该策略拥有 IM 控制台登录、用量统计相关 API 的访问权限，然后创建一个子帐号，与上述策略绑

定，将该子帐号提供给产品运营人员。

IM 访问管理的资源粒度为__应用__，不支持对更细粒度的资源（如应用信息、配置信息等）做授权。

注意

本文档主要介绍即时通信 IM 访问管理功能的相关内容，其他产品访问管理相关内容请参见 支持 CAM 的产品 。

基础入门

CAM 相关： 用户 、 策略

即时通信 IM 相关： 业务介绍

适用场景

腾讯云产品维度权限隔离

IM 应用维度权限隔离

IM 操作维度权限隔离

能力限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5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36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6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498#.E4.B8.9A.E5.8A.A1.E4.BB.8B.E7.BB.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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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子账号并授权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31 10:56:12

子账号包括子用户、企业微信子用户、协作者和消息接收人，不同类型用户的区别如下（详细说明请参见 用户类型 ）：

该任务指导您使用主账号或者管理员用户，在访问管理控制台创建一个子账号（子用户/协作者），并为其绑定权限策略。

若选择创建协作者，请先 注册腾讯云账号 。 

若使用管理员用户创建子账号，请先 创建管理员用户 ，再阅读下文操作步骤。

请按照访问管理产品的 创建子账号并授权  指引，完成操作。

操作场景

子用户：由主账号创建，完全归属于创建该子用户的主账号。

企业微信子用户：由主账号通过企业微信可见范围导入，完全归属于创建该企业微信子用户的主账号。

协作者：本身拥有主账号身份，被添加作为当前主账号的协作者，则为当前主账号的子账号之一，可切换回主账号身份。

消息接收人：只能接收消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36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7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5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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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授权的资源及操作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6 16:50:04

访问管理的核心功能可以表达为：__允许或禁止某帐号对某些资源进行某些操作__。IM 访问管理支持 资源级授权 ，资源的粒度是__应用__，操作的粒度是 云 

API ，访问 IM 控制台时可能会用到的 API。

如有 IM 访问管理需求，请登录腾讯云 主帐号 ，使用 预设策略  或 自定义策略  完成具体授权操作。

IM 访问管理的资源粒度为__应用__，不支持对更细粒度的资源（如应用信息、配置信息等）做授权。

除了部分不支持资源级授权的 API，本小节列出的所有 API 操作均支持资源级授权。 授权策略语法  中对这些 API 操作的__资源语法描述__均相同，具体为：

注意

本文档主要介绍即时通信 IM 访问管理功能的相关内容，其他产品访问管理相关内容请参见 支持 CAM 的产品 。

可授权的资源类型

支持资源级授权的 API

授权所有应用访问权限： qcs::im::uin/${uin}:sdkappid/* 。

授权单个应用访问权限： qcs::im::uin/${uin}:sdkappid/${SdkAppId} 。

服务端 API 操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588#.E7.AE.80.E4.BB.8B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16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471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471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47107#.E6.8E.88.E6.9D.83.E7.AD.96.E7.95.A5.E8.AF.AD.E6.B3.9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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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策略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24 16:51:01

IM 访问管理实质上是将子帐号与策略进行绑定，或者说将策略授予子帐号。开发者可以在控制台上直接使用预设策略来实现一些简单的授权操作，复杂的授权操

作请参见 自定义策略 。 

IM 目前提供了以下预设策略：

1. 以腾讯云 主帐号  的身份访问 CAM 控制台的 用户列表 ，单击新建用户。

2. 在“新建用户”页面选择自定义创建，进入“新建子用户”页面。

3. 在“设置用户权限”页面：

3.1 搜索并勾选预设策略 Instant Messaging 。

3.2 单击下一步。

4. 在“审阅信息和权限”分栏下单击完成，完成子用户的创建，在成功页面下载并保管好该子用户的登录链接和安全凭证，其中包含的信息如下表：

5. 将上述登录链接和安全凭证提供给被授权方，后者即可使用该子用户对 IM 做所有操作，包括访问 IM 控制台、请求 IM 服务端 API 等。

1. 以腾讯云 主帐号  的身份访问 CAM 控制台的 用户列表 ，单击想要进行授权的子帐号。

2. 单击“用户详情”页面权限栏的添加策略，如果子帐号的权限非空，则单击关联策略。

3. 选择从策略列表中选取策略关联，搜索并勾选预设策略 Instant Messaging 。后续按页面提示完成授权流程即可。

1. 以腾讯云 主帐号  的身份访问 CAM 控制台的 用户列表 ，单击想要解除授权的子帐号。

2. 在“用户详情”页面权限栏找到预设策略 Instant Messaging ，单击右侧的解除。按页面提示完成解除授权流程即可。

注意

本文档主要介绍__即时通信 IM__ 访问管理功能的相关内容，其他产品访问管理相关内容请参见 支持 CAM 的产品 。

策略名称 策略描述

QcloudAVCFullAccess IM 全读写访问权限

QcloudIMReadOnlyAccess IM 只读访问权限

预设策略使用示例

新建拥有即时通信权限的子帐号

说明

请根据 CAM 自定义创建子用户  的操作指引完成“设置用户权限”之前的步骤。

信息 来源 作用 是否必须保存

登录链接 在页面中复制 方便登录控制台，省略填写主帐号的步骤 否

用户名 安全凭证 CSV 文件 登录控制台时填写 是

密码 安全凭证 CSV 文件 登录控制台时填写 是

SecretId 安全凭证 CSV 文件 调用服务端 API 时使用，详见 访问密钥 是

SecretKey 安全凭证 CSV 文件 调用服务端 API 时使用，详见 访问密钥 是

将即时通信权限授予已存在的子帐号

解除子帐号的即时通信权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471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366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366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366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5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3674#.E6.93.8D.E4.BD.9C.E6.8C.87.E5.8D.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71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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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策略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31 10:55:58

在 IM 访问管理中使用 预设策略  来实现授权虽然方便，但权限控制粒度较粗，不能细化到 IM 应用和 云 API  粒度。如果开发者要求精细的权限控制能力，则需

要创建自定义策略。

自定义策略有多种创建方法，下方表格展示各种方法的对比，具体操作流程请参考下文。

如上文所述，IM 权限管理的资源粒度是应用。应用的策略语法描述方式遵循 CAM 资源描述方式 。在下文的示例中，开发者的主帐号 ID 是12345678，开发者

创建了三个应用：SDKAppID 分别是1400000000、1400000001和1400000002。

如上文所述，实时音视频权限管理的操作粒度是云 API，详情请参见 可授权的资源及操作 。在下文的示例中，以 DescribeAppStatList （获取应用列表）、

DescribeSdkAppInfo （获取应用信息）等云 API 为例。

注意

本文档主要介绍__即时通信 IM__  访问管理功能的相关内容，其他产品访问管理相关内容请参见 支持 CAM 的产品 。

自定义策略创建方法

创建入口 创建方法 效力（Effect） 资源（Resource） 操作（Action） 灵活性 难度

CAM 控制台 策略生成器 手动选择 语法描述 手动选择 中 中

CAM 控制台 策略语法 语法描述 语法描述 语法描述 高 高

CAM 服务端 API CreatePolicy 语法描述 语法描述 语法描述 高 高

说明

IM __不支持__按产品功能或项目来创建自定义策略。

__手动选择__指用户在控制台所展示的候选项列表中选择对象。

__语法描述__指通过 授权策略语法  来描述对象。

授权策略语法

资源语法描述

即时通信 IM 所有应用的策略语法描述

"resource": 

"qcs::im::uin/12345678:sdkappid/*"

[

]

单个应用的策略语法描述

"resource": 

"qcs::im::uin/12345678:sdkappid/1400000001"

[

]

多个应用的策略语法描述

"resource": 

"qcs::im::uin/12345678:sdkappid/1400000000",

"qcs::im::uin/12345678:sdkappid/1400000001"

[

]

操作语法描述

即时通信 IM 所有云 API 的策略语法描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47106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6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471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58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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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见 通过策略生成器创建自定义策略  ，完成生成策略操作。

在下文示例中，我们将创建一个自定义策略。该策略允许对1400000001和1400000002这两个即时通信 IM 应用进行任何操作。

1. 以腾讯云 主帐号  的身份访问 CAM 控制台的 策略 ，单击新建自定义策略。

2. 选择按策略语法创建，进入策略创建页面。

3. 在选择模板类型框下选择空白模板。

4. 单击下一步，按需修改策略名称（也可以不修改）。

5. 在编辑策略内容编辑框中填写策略内容。本示例的策略内容为：

"action": 

"name/im:*"

[

]

单个云 API 操作的策略语法描述

"action": 

"name/im:DescribeAppStatList"

[

]

多个云 API 操作的策略语法描述

"action": 

"name/im:DescribeAppStatList",

"name/im:DescribeTrtcAppAndAccountInfo"

[

]

自定义策略使用示例

使用策略生成器

说明

后续将该策略授予其他子帐号的方法同 将 IM 全读写访问权限授予已存在的子帐号 。

使用策略语法

说明

策略模板指新策略是现有策略（预置策略或自定义策略）的一个拷贝，然后在此基础上做调整。在实际使用中，开发者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策略

模板，降低编写策略内容的难度和工作量。 

 "version": "2.0",

 "statement": 

  

      "effect": "allow",

      "action": 

          "name/im:*"

      ,

      "resource": 

          "qcs::im::uin/12345678:sdkappid/1400000001",

          "qcs::im::uin/12345678:sdkappid/1400000002"

      

  ,

  

      "effect": "deny",

      "action": 

          "name/im:RemoveUser"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77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366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4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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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创建策略完成自定义策略的创建。

后续将该策略授予其他子帐号的方法同 将 IM 全读写访问权限授予已存在的子帐号 。

对于大多数开发者来说，在控制台完成权限管理操作已经能满足业务需求。但如果需要将权限管理能力自动化和系统化，则可以基于服务端 API 来实现。 

策略相关的服务端 API 属于 CAM，具体请参见 CAM 官网文档 。此处仅列出几个主要接口：

      "resource": 

          "qcs::im::uin/12345678:sdkappid/1400000001"

      

  

 

[

]

}

]

}

说明

策略内容需遵循 CAM 策略语法逻辑 ，其中资源和操作两个元素的语法请参见上文 资源语法描述  和 操作语法描述  所述。

使用 CAM 提供的服务端 API

创建策略

删除策略

绑定策略到用户

解除绑定到用户的策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471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5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45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45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45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4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