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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迁移方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0:18:12

即时通信 IM 拥有丰富的高并发、高可靠的运营经验。如果正在使用自主研发或第三方即时通信服务的 App 开发者

希望接入即时通信 IM，则需要考虑迁移问题。即时通信 IM 根据不同的场景提出了针对性迁移方案。

后续文档中，我们约定：

迁移过程本质上就是将即时通信服务后台从老系统切换到新系统，并将 App 1.0 升级到 App 2.0 的过程。

即时通信 IM 为您提供以下两种备选迁移解决方案，不同方案的迁移效果不同，实施难度也相差很大，需要综合考虑 

App 现有的即时通信实现场景来确定合理的迁移方案。

强制升级策略是指完成即时通信 IM 数据同步后，强制 App 从1.0升级为2.0，此方案实施简单，升级后无需处理新

老 App 兼容问题。具体方案如下图所示：

术语约定

老系统：App 原本使用的即时通信服务。

新系统：腾讯云的即时通信 IM 服务。

App 1.0：基于老系统来实现即时通信功能的 App。

App 2.0：基于新系统来实现即时通信功能的 App。

消息路由（消息回调）服务：第三方通信服务商在收到消息后，向 App 后台转发一份消息，类似于即时通信 

IM 的 发单聊消息之后回调 。

迁移方案

强制升级方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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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流程如下：

1. 导入历史数据至即时通信 IM，包括：

2. 强制用户从 App 1.0 升级到 App 2.0。

3. 老系统下架，所有用户通信均在新系统进行。

新老 App 可以共存，消息互通，在 App 1.0 停用之前，App 后台需要在新老系统之间保持实时双向同步，此方案

相对复杂，对终端用户体验更好。具体方案如下图所示：

 IM  IM 

 1.0  2.0 1.0

 IM 

 2.0

 IM 

导入帐号

导入用户资料

导入用户关系链

导入单聊历史消息

导入群组数据

导入群聊历史消息

新老兼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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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流程如下：

1. 导入历史数据至即时通信 IM，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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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向同步 App 新老系统数据，包括：

3. 新老系统共存，消息互通，待老 App 自然消亡。

导入帐号是后续各种数据导入的前提。

App 后台需要调用 批量帐号导入 REST 接口  将原有帐号全部导入到即时通信 IM，如需在导入帐号的同时导入用

户昵称和头像，则需调用 单个帐号导入 REST 接口 。

调用 设置资料 REST 接口  将存量的用户资料导入即时通信 IM。

调用 导入好友  REST 接口  将存量的关系链导入即时通信 IM。

调用 导入单聊消息 REST 接口  将存量的单聊消息导入即时通信 IM。

调用 设置单聊消息已读 REST 接口  将单聊消息设置为已读状态。

导入群组数据、群聊历史消息应当遵循以下流程：

1. 调用 导入群基础资料 REST 接口  创建群组，调用该接口时可以指定初始群成员。

2. 如果导入群时没有导入群成员，可以调用 导入群成员 REST 接口  导入群成员。

3. 调用 导入群消息 REST 接口  导入历史群聊消息。

4. 如果需要修正群成员的未读消息数量，可以调用 设置成员未读消息计数 REST 接口  进行相关操作。

单聊消息、群组数据和群聊消息都需要托管到新系统。当新系统中产生这种类型的增量数据时，使用即时通信 IM 的

回调同步到老系统中。同时，老系统中产生的增量数据也需要同步到新系统。

导入群组数据

导入群聊历史消息

实时同步单聊消息

实时同步群组数据和群聊消息

详细迁移操作

导入帐号

导入用户资料

导入用户关系链

导入单聊历史消息

设置单聊消息已读

导入群组数据和群聊历史消息

同步单聊消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49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6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83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25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503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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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系统中增量消息时通过调用 单发单聊消息 REST 接口  同步到即时通信 IM，即时通信 IM 中增量消息时通过调用 

发单聊消息之后回调  同步到老系统。

同步群组资料

1. 老系统中群组基本资料的变更，需要通过调用 修改群组基础资料 REST 接口  进行实时同步。

2. 即时通信 IM 中群组基本资料的变更，需要通过调用 创建群组之后回调 、 群组解散之后回调  和 群组资料修改之

后回调  同步到老系统。

同步群成员信息

1. 老系统中成员的增删，需要通过调用 增加群组成员 REST 接口  和 删除群组成员 REST 接口  同步到即时通信 

IM。

2. 即时通信 IM 中成员的进出群信息通过 新成员入群之后回调  和 群成员离开之后回调  同步到老系统。

同步群消息

1. 老系统中的增量群聊消息，需要通过调用群组中 在群组中发送普通消息 REST 接口  同步到即时通信 IM。

2. 即时通信 IM 中的增量群聊消息，需要通过 群内发言之后回调  同步到老系统。

同步群组数据和群聊消息

注意

若无法涵盖 App 现有的即时通信服务，您可以联系客服或者商务经理一起协商合理的迁移方案。该方案同

样适用于腾讯云im新老应用之间的迁移。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22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27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6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29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16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1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26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