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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方案
在线客服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2 16:59:27
该客服场景解决方案的用户端能力均由即时通信 IM 提供，客服端能力均由云呼叫中心 TCCC 提供。即您需要通过集成
即时通信 IM 搭建用户端应用，客服可通过云呼叫中心 TCCC 接待来自即时通信 IM 的咨询消息。

前言
在搭建客服功能时面临的问题：
1. 排队路由分配难，如何将咨询用户匹配合适的客服并提供合适的排队策略？
2. 多终端客服工作台开发量大，客服需要职场办公和移动办公，至少需要1个移动端工作台和1个 PC 端工作台，开发量
大。
为解决以上客服搭建问题，即时通信 IM 联合云呼叫中心研发了一套无需开发，开箱即用的在线客服插件，我们提供了以
下能力：
路由排队：丰富的路由排队策略，灵活调整、高效利用座席服务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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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人员管理：企业可将进行服务的座席在系统内创建账号统一管理，并根据客服的不同技能区分管理。

客服多终端办公：职场、居家、移动办公一体化。小程序支持移动办公

Web 端支持职场居家办公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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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数据分析能力：支持查看/导出客服与用户的聊天记录，支持实时查看客服服务情况。

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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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 前往 Demo，体验客服插件能力：

免费开通 - 创建客服虚拟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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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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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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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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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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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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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经 开通在线客服 功能。

价格说明
腾讯云呼叫中心采用的计费方式为：预付费。
分类

计费项

价格

功能与计费说明
1. 初级版座席仅包含在线会话相关功能，不包含电话呼入、电话呼出、音频通话、视

平台
功能
费

初级

99

版-座
席包月

元/
个/

费

月

频通话、全媒体会话功能。
2. 包含初级版座席的云呼叫中心应用仅支持在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创建。创建前，请
先开通即时通信 IM 专业版/旗舰版套餐包。
3. 自购买日起顺延30天为1个月。
4. 购买的座席数量为可支持的最大上线座席数量（例如：A 企业购买了10个座席1个
月，系统内可创建20个座席账号，但有效期内最多有10个座席账号可同时上线使
用。）

适用场景
官方咨询
即在所有用户的会话列表内置顶官方客服号，用户可通过此入口咨询、投诉、举报、联系客服/销售等。
用户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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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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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举报
即在应用内放置官方咨询入口，可用于问题咨询、举报、投诉等用户需要与客服交流的场景。
用户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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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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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1. 云呼叫中心支持在即时通信 IM 应用内设置咨询入口，用户单击后发起咨询。在人工咨询前，可通过预设部分热门问
题，实现直接解决用户的咨询问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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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呼叫中心提供了路由分配的能力，支持按照需求将用户的咨询分配至合适的客服。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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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呼叫中心提供了丰富的客服接待功能，可实现咨询的灵活接待。

4. 云呼叫中心提供了功能丰富的管理端，支持个性化配置接待流程、满意度评价、监听服务记录、客服数据分析等功
能。

通概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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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概述
在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上开通在线客服后，需要对腾讯云呼叫中心管理端、即时通信 IM 客服虚拟号进行配置，配置完
毕后，用户向客服虚拟号发咨询消息，客服可在腾讯云呼叫中心工作台接待。

呼叫中心管理端配置
添加客服
1. 通过 腾讯云站内信 里的云呼叫中心管理员账号/密码，登录 腾讯云呼叫中心 TCCC 管理工作台。
2. 进入管理端，选择客服管理，添加客服，客服管理的其他操作，可参见 文档 客服管理。

配置技能组
技能组：客服技能组用来区分不同职能的客服，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将客服人员添加进不同的技能组。若不需要对客服
人员分组，则创建一个技能组并添加全部客服即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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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侧导航栏单击在线客服>技能组管理进入技能组管理页面，单击添加技能组，创建用于接待用户咨询的技能组。

2. 单击编辑，将客服添加进技能组。技能组管理的其他操作，可参见文档 技能组管理。

新建并绑定会话服务流会话服务流
会话服务流：会话服务流是当用户进入在线客服服务时的引导流程，可设定向用户发送欢迎语，导航等。您可以在会话服
务流中配置分支、转人工、文本机器人等功能。
1. 左侧导航栏单击在线客服->会话服务流管理进入会话服务流管理页面，在页面左上角单击新建。
2. 输入会话服务流名称：在会话服务流画布左上角输入会话服务流名称，如：在线会话接待。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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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模块：根据您的场景需要拖拽相应模块到画布区域合适的位置释放，连接模块并在各个模块填写相应信息（具体
可参见 会话服务流模块）。每个会话服务流程必须以开始模块为第一个模块，以结束模块为最后一个模块。

4. 保存会话服务流配置完成后在画布右上角单击保存后回到会话服务流列表。
5. 绑定会话服务流：进入渠道管理页面选择即时通信 IM 渠道，在您创建的客服虚拟号处，单击更新。

6. 执行会话服务流，对话窗口中，选择需要关联的会话服务流程后，单击关联。关联完成后，当用户向该客服虚拟号发
送消息时，将按照配置的会话服务流程执行。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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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信 IM 终端配置
1. 用户进入与虚拟号的单聊后，通过调用 RestAPI 的发送单聊消息接口 即时通信 IM 单发单聊消息。
2. 以管理员的角色（identifier=administrator，或者其他在控制台创建的管理员账号），指定消息发送方
（From_Account）的 User_Id，消息接收方（To_Account）的 userId，来发送消息，从而激活会话服务
流。
说明：
其中消息发送方的 User_id 即为上面创建的客服虚拟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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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娱乐协作社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4 16:28:45

功能介绍
社群模式（娱乐协作新利器），既支持社群-分组-话题三级结构，将消息相互区隔，又可运营超大规模成员，共用一套
好友关系，还可将成员分组，设置成员组的查看、发言、管理等权限。

适用场景
兴趣交友：新颖的用户增长模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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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聚集超大规模爱好者，并通过社群-分组-话题让兴趣圈子保持细分垂直。
在开放的大社群中，为用户提供了封闭的小话题，这样舒服的中间地带让用户可以随意选择话题交流，提升了成员参
与的积极性。

游戏社交：提高用户粘性和活跃度
一个社群内多种话题，可完美解决玩家的获取资讯、招募队友、探讨剧情、分享攻略等诸多信息需求。玩游戏前可以了解
咨询，玩游戏中可以随时语音（聊天室永远在线），在游戏结束后还能在话题中继续深入交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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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运营：拥有一个高效的运营工具
告别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分群（取代“深圳用户1群”“深圳用户2群”“广州用户1群”“上海用户1群”等多个群）运
营，一个社群不同话题就搞定，不必再担心分身乏术，让粉丝运营更轻松精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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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实现一种清晰的分层级沟通方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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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所有成员可拉入同一个社群中，再依托社群的层级功能和权限设置，实现分层沟通。

技术优势
超大规模群成员
腾讯 IM 社群相比普通 QQ、微信群，容量拓展了近万倍，满足您兴趣交友、粉丝运营、游戏社交、组织管理等场景下的
海量成员需求。

消息可靠性
腾讯 IM 社群大幅拓展成员容量的同时继承了腾讯强劲的消息能力，依托20余年技术积累构建的完善且可靠的消息系
统。为客户提供超过99.99%的消息收发成功率及服务可靠性，帮助客户轻松应对亿级海量并发。

消息推送性能
腾讯 IM 社群采用“快慢通道”+“两级合并推送”的全新消息推送架构，有效平衡时间和空间，提升系统推送性能，降
低终端性能消耗，在超大群中也能为用户提供与常规群组一致的消息互动体验。

消息状态与用户权限维护
腾讯 IM 社群提供消息编辑、撤回、转发等丰富拓展能力。禁言、消息免打扰、未读消息计数、资料编辑等均支持用户进
行全局、社群、话题级别的分别自定义。

终端

集成指南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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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 SDK 集成指南
注意：
社群（Community）话题（Topic）功能仅 IM 终端 SDK 6.2.2363 增强版及以上版本支持，需 购买旗舰版
套餐包 并 申请开通 后方可使用。

下文以 Android 为例，介绍社群话题的接口功能。

下载 Demo 快速体验社群功能
请使用 Android 手机扫描下图二维码，下载 Demo 后可直接体验。
下面从 API 调用的角度来介绍下社群话题的使用：

社群话题的 API 使用
1. 首先调用接口 createGroup 创建支持话题的社群，可以参见 社群管理 “创建社群”步骤来实现。
2. 然后通过调用 getJoinedCommunityList 接口，可以获取到创建和加入的该类社群列表。
注意：
社群用来管理群成员，但不可以在社群中收发消息。社群的其他功能可以参考“其他管理接口”列表。

3. 成功创建社群后，可以在社群下调用 createTopicInfoCommunity 创建多个话题，参见 话题管理 中“创建话
题”步骤实现。
4. 话题的管理还包括“删除话题”、“修改话题信息”、“获取话题列表”、“监听话题回调”功能。同时，话题也是
可以供用户交流的地方，因此可以进行收发消息，相关接口可以参见 话题消息 介绍。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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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群成员分组，可通过把分组信息设置到群成员自定义字段里，实现按照分组展示的效果。这需要拉取所有群成员到
本地按照分组排序，若群人数较多，建议您在服务端自行实现。

Web SDK 集成指南
注意：
社群（Community）话题（Topic）功能仅 IM Web SDK v2.19.1 及以上版本支持，需 购买旗舰版套餐包
并在 控制台>群功能配置>社群 打开开关后方可使用。

社群话题的接口功能如下：

下载并配置 Demo 源码快速体验
您可参见 快速入门，快速体验 IM 的功能。
下面从 API 调用的角度来介绍下社群话题的使用：

社群话题的 API 使用
1. 首先调用接口 createGroup 创建支持话题的社群，可以参见 社群管理 “创建社群”步骤来实现。
2. 然后通过调用 getJoinedCommunityList 接口，可以获取到创建和加入的该类社群列表。社群用来管理群成员，
但不可以在支持话题的社群中收发消息。社群的其他功能可以参考普通群组API。
3. 成功创建社群后，可以在社群下调用 createTopicInfoCommunity 创建多个话题，参见 话题管理 “创建话
题”步骤实现。
4. 话题的管理还包括“删除话题”、“修改话题信息”、“获取话题列表”、“监听话题回调”功能。同时，话题也是
可以供用户交流的地方，因此可以进行收发消息，相关接口可以参见 创建消息 介绍。
5. 社群成员分组，可通过把分组信息设置到群成员自定义字段里，实现按照分组展示的效果。这需要拉取所有群成员到
本地按照分组排序，若群人数较多，建议您在服务端自行实现。

相关文档
群组管理
群组系统
SDK 下载
SDK 手册
集成 SDK（Android）
集成 SDK（iOS）
集成 SDK（Web & 小程序 & uni-app）

联系我们
如果您有任何使用问题，请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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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审核场景实践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9 15:07:46
即时通信 IM 支持内容审核（反垃圾信息）功能，可针对不安全、不适宜的内容进行自动识别、处理，为您的产品体验和
业务安全保驾护航。已支持以下三种内容审核方式：
本地审核功能：在客户端本地检测由即时通信 SDK 发送的文本内容，支持对已配置的敏感词进行拦截或者替换处
理。此功能通过在 IM 开启服务并配置词库的方式实现。
云端审核功能：在服务端检测由单聊、群聊、资料场景中产生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内容，支持针对不同场景的
不同内容分别配置审核策略，并对识别出的不安全内容进行拦截。
第三方回调服务：如果您已接入第三方内容审核服务，您可以使用 第三方回调配置 来实现。

本地审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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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审核仅对文本内容进行检测，支持如下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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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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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入流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0 共164页

即时通信 IM

步骤1：开通本地审核功能
在前往即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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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配置词库
开通本地审核功能后，请在控制台进行词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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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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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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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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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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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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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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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3：选择审核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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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3 共164页

即时通信 IM

步骤4：IMSDK 更新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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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端审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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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精准识别文本中出现可能令人反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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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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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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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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识别政治、色情、暴恐、违法、谩骂、广
告、灌水和性感等不安全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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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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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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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识别政治、色情、暴恐、违法、谩骂、广
告、灌水和性感等不安全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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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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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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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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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窗中勾选/取消勾选对应审核项，单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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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审核策略配置
每个审核场景及内容类型均已配置默认审核策略，默认审核策略包括对政治、色情、暴恐、违法、谩骂、广告、灌水和性
感等风险的识别。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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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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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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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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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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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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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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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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窗中选择审核方式，并填入终端用户 ID，单击确定。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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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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4：审核结果配置
1. 返回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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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回调结果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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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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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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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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说明
请求 URL 示例
以下示例中 App 配置的回调 URL 为 https://www.example.com 。
示例：
https://www.example.com?SdkAppid=$SDKAppID&CallbackCommand=$CallbackCommand&conten
t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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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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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包示例
{
"Scene":"C2C",
"SdkAppId":1400187352,
"From_Account":"jared",
"ContactItem":{
"ContactType":1,
"To_Account":"Jonh"
},
"ContentType":"Text",
"TextContent":[
"aaabbbccc",
"1234567"
],
"MsgID":"1434460578_4137340972_1661154487",
"CtxcbResult":1,
"CtxcbRequestId":"241ed925-4c56-4357-95dd-1e6e7798f214"
}

请求包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说明
送审场景：
单聊=C2C；
单聊自定义消息=C2CCustom；
群聊=Group；

Scen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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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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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Type=2表示群聊；
To_Account

String

ContactType=1时，表示消息接收方 User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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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说明

ToGroupId

String

ContactType=2时，表示消息接收方 GroupID
表示送审的内容类型：
文本=Text；

ContentTyp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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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xcbResult

Integer

第三方内容服务审核结果，1表示拦截；0表示放过。

CtxcbRequestId

String

第三方内容服务审核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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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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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发拦截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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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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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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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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审核用量中可查看今日审核用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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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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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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查看抵扣明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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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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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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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回调服务
如果您已经接入了其他第三方内容安全服务，可以通过 IM 服务端提供的 第三方回调 来自行实现内容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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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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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控制通过调用 REST API 接口发送的单聊/群聊消息不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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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快速为同一个 sdkappid 的不同内容配置相同的审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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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回调和云端审核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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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策略配置不够灵活。并且，内容回调服务将于23年下线（下线时间未定，会提前通知），建
议您直接接入云端审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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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识别政治、色情、暴恐、违法、谩
骂、广告、灌水和性感等不安全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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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审核和云端审核有什么区别？
本地审核，是在客户端本地进行的文本审核服务，不提供默认审核词库，支持自定义敏感词，支持进行拦截或替换。
云端审核，是在服务端进行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审核服务，提供默认审核策略且支持修改，支持对已识别的不
安全内容进行拦截操作。
两种审核功能可以同时开通使用。

交流与反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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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反馈
欢迎加入 QQ 群进行技术交流和反馈问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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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小程序消息通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0 09:33:50
本文以使用 Node.js 开发一个简单的小程序消息通知 Demo 为例，为您介绍基于腾讯云即时通信 IM 的微信小程序消
息通知的基本流程。
说明：
示例仅供参考，正式上线前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服务器负载均衡、接口并发控制、信息持久化存储等。此类优
化操作不在本文介绍范围内，请开发者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实现。

场景效果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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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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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注册 小程序。
准备一台可以运行 Node.js 的公网开发服务器或云服务器。
业务服务器和微信服务器打通，指引文档。
创建即时通信 IM 应用 。
IM 控制台上 配置第三方回调。
小程序 订阅消息 并 登录 腾讯云即时通信 IM。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开发项目并安装依赖
npm init -y
// express 框架
npm i express@latest --save
// 加密模块
npm i crypto@latest --save
// 发起 http 请求
npm i axios@latest --sav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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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userSig
npm i tls-sig-api-v2@latest --save

步骤2：填入 IM 应用信息并计算 UserSig
// ------------ IM -----------const IMAxios = axios.create({
timeout: 10000,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harset=UTF-8',
},
});
// IM 应用及 App 管理员信息，请登录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获取
const SDKAppID = 0; // 填入 IM 应用的 SDKAppID
const secrectKey = ''; // 填入 IM 应用的密钥
const AppAdmin = 'user0'; // 设置 user0 为 App 管理员帐号
// 计算 UserSig，调用 REST API 时需要用到，详细操作请参考 Github
const api = new TLSSigAPIv2.Api(SDKAppID, secrectKey);
const userSig = api.genSig(AppAdmin, 86400*180);
console.log('userSig ->', userSig);

步骤3：配置消息推送的 URL 和 Token
1. 登录微信小程序管理后台。
2. 选择开发管理 -》开发设置 -》消息推送
3. 填写相关信息：
URL：业务服务器地址，用作接收微信消息和事件的接口 URL，必填参数。
Token：可任意填写，用作生成签名，该 Token 会和接口 URL 中包含的 Token 进行比对，从而验证安全性，
必填参数。
EncodingAESKey：手动填写或随机生成，用作消息体加解密密钥，选填参数。

步骤4：启动 Web 服务，并正确响应微信服务器发送的 Token 验证
// ------------ Web 服务 -----------var app = express();
// 处理所有进入80端口的 get 请求
app.get('/', function(req, res) {
// ------------ 接入微信公众平台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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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请参考微信官方文档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ffiaccount/Basic_Information/Acc
ess_Overview.html
// 获取微信服务器 Get 请求的参数 signature、timestamp、nonce、echostr
var signature = req.query.signature; // 微信加密签名
var timestamp = req.query.timestamp; // 时间戳
var nonce = req.query.nonce; // 随机数
var echostr = req.query.echostr; // 随机字符串
var myToken = ''; // 填入配置的 token
// 将 token、timestamp、nonce 三个参数进行字典序排序
var array = [myToken, timestamp, nonce];
array.sort();
// 将三个参数字符串拼接成一个字符串进行 sha1 加密
var tempStr = array.join('');
const hashCode = crypto.createHash('sha1'); // 创建加密类型
var resultCode = hashCode.update(tempStr,'utf8').digest('hex'); // 对传入的字符串进行加密
// 开发者获得加密后的字符串可与 signature 对比，标识该请求来源于微信
if (resultCode === signature) {
res.send(echostr);
getAccessToken();
} else {
res.send('404 not found');
}
});

步骤5：处理微信服务器的消息推送
// 处理微信的 post 请求
app.post('/', function(req, res) {
var buffer = [];
// 监听 data 事件，用于接收数据
req.on('data', function(data) {
buffer.push(data);
});
// 监听 end 事件，用于处理接收完成的数据
req.on('end', function() {
const tmpStr = Buffer.concat(buffer).toString('utf-8');
const tmpObject = JSON.parse(tmpStr);
const { MsgType, Event, FromUserName } = tmp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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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MsgType === 'event') {
if (Event === 'subscribe_msg_popup_event') {
// 订阅消息事件
const { TemplateId, SubscribeStatusString } = tmpObject.List;
// 订阅结果
if (SubscribeStatusString === 'accept') {
// 订阅 | FromUserName - 用户 openID | TemplateId - 订阅的模板 ID
// 接入侧需要管理小程序用户 openID 和模板 ID 的关系
} else if (SubscribeStatusString === 'reject') {
// 拒收
}
}
}
console.log('data from wx ->', tmpStr);
});
});

步骤6：处理 IM 消息回调，查询用户在线状态
// 处理 IM 第三方回调的 post 请求
app.post('/imcallback', function(req, res) {
var buffer = [];
// 监听 data 事件 用于接收数据
req.on('data', function(data) {
buffer.push(data);
});
// 监听 end 事件 用于处理接收完成的数据
req.on('end', function() {
const tmpStr = Buffer.concat(buffer).toString('utf-8');
console.log('imcallback ->', tmpStr);
const imData = JSON.parse(tmpStr);
const { CallbackCommand } = imData;
if (CallbackCommand === 'State.StateChange') {
// 在线状态变更
const { To_Account, Action } = imData.Info;
if (Action === 'Login') {
// 用户主动登录
} else if (Action === 'Logout') {
// 用户主动登出
} else if (Action === 'Disconnect') {
// 链接断开，离线，如小程序切后台，或用户主动 kill 客户端进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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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if (CallbackCommand === 'C2C.CallbackBeforeSendMsg') {
// 发单聊消息之前回调
const { From_Account, To_Account, MsgBody } = imData;
// From_Account - 消息发送方 | To_Account - 消息接收方
// 查询 To_Account 是否在线
IMAxios({
url: `https://console.tim.qq.com/v4/openim/query_online_status?sdkappid=${SDKAppID}&identi
fier=${AppAdmin}&usersig=${userSig}&random=${Math.floor(Math.random() * 1000000)}&co
ntenttype=json`,
data: {
IsNeedDetail: 1, // 是否需要返回详细的登录平台信息。0表示不需要，1表示需要
To_Account: [To_Account]
},
method: 'POST'
}).then((res) => {
console.log('query_online_status res.data ->', res.data);
const { Status } = res.data.QueryResult[0];
if (Status === 'Offline') {
// 离线才调用微信接口推送
sendSubscribeMessage(From_Account);
}).catch((error) => {
console.log('query_online_status failed ->', error);
});
}
res.send({
"ActionStatus": "OK",
"ErrorInfo": "",
"ErrorCode": 0 // 0表示允许发言，1表示拒绝发言
});
});
});

步骤7：调用微信接口，发送订阅消息
const sendSubscribeMessage = function(fromAccount) {
getAccessToken().then((accessToken) => {
// 接入侧需处理腾讯云 IM userID，微信小程序 openID，订阅消息模板 ID 的映射关系
pushToUser({
access_token: access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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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ser: wxOpenID,
template_id: templateID,
// 模板数据格式跟用户选择的模板有关，以下数据结构仅供参考
data: {
thing16: {
value: fromAccount,
},
time3: {
value: '2022年08月11日',
},
phrase8: {
value: '来电提醒',
},
thing2: {
value: '三年二班班主任来电'
}
}
});
});
};
// 获取小程序全局唯一后台接口调用凭据（access_token）。调用绝大多数后台接口时都需使用 access_tok
en，开发者需要进行妥善保存
const getAccessToken= function() {
let appid = ''; // 小程序唯一凭证，即 AppID，可在「微信公众平台 - 设置 - 开发设置」页中获得。（需要已
经成为开发者，且帐号没有异常状态）
let secret = ''; // 小程序唯一凭证密钥，即 AppSecret，获取方式同 appid
let url = `https://api.weixin.qq.com/cgi-bin/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appid=${appid}
&secret=${secret}`;
return new Promise(function(resolve, reject) {
IMAxios({
url: url,
method: 'GET'
}).then((res) => {
console.log('getAccessToken res.data ->', res.data);
resolve(accessToken);
}).catch((error) => {
console.log('getAccessToken failed ->', error);
reject(err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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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送订阅消息
const pushToUser = function(options) {
console.log('pushToUser options ->', options);
const { access_token, touser, template_id, data } = options;
IMAxios({
url: `https://api.weixin.qq.com/cgi-bin/message/subscribe/send?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
data: {
touser, // 接收者（用户）的 openID
template_id, // 所需下发的订阅模板 ID
data, // 模板内容，格式形如 { "key1": { "value": any }, "key2": { "value": any } }
},
method: 'POST'
}).then((res) => {
console.log('pushToUser res.data ->', res.data);
}).catch((error) => {
console.log('pushToUser failed ->', error);
});
};

参考文档
小程序订阅消息
腾讯云 IM 第三方回调
SDK API（Web & 小程序 & uni-app）

注意事项
调用客户端 API getUserStatus 查询用户在线状态开发者需要购买旗舰版套餐。
微信小程序只支持微信内通知。
为了更好的用户体验，对于接收到多条服务通知后仍保持离线的用户，开发者可以对后续的服务通知合并后再下发，
减少下发的次数。
一次性订阅消息可满足小程序的大部分服务场景需求，但线下公共服务领域存在一次性订阅无法满足的场景，如航班
延误，需根据航班实时动态来多次发送消息提醒。为便于服务，微信提供了长期性订阅消息，用户订阅一次后，开发
者可长期下发多条消息。目前长期性订阅消息仅向政务民生、医疗、交通、金融、教育等线下公共服务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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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搭建指南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5 15:50:49
直播在生活中可谓是无处不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发者们正在搭建自己的直播平台。由于直播平台本身所涉及到的如推
拉直播流、直播转码、直播截图、直播混流、直播间聊天室、直播间互动（点赞、送礼、连麦）、直播间状态管理等需求
往往比较复杂，本文章以腾讯云相关产品（腾讯云即时通信 IM、腾讯云直播 CSS ）为基础，梳理了在搭建直播间过程
中常见的需求的实现方案，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需要注意的细节点等，希望能帮助开发者们快速的理解业务、实现需
求。

一、准备工作
创建应用
使用腾讯云搭建直播间首先要在 控制台 创建一个即时通信 IM 应用，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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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直播推流及播放域名
搭建直播间，少不了直播功能，直播功能可以通过 云直播 来实现。需要添加推流及播放域名，如下图所示：

操作详情请参见 添加自有域名。

完成相关基本配置
准备工作步骤一中创建的应用为体验版，只适合在开发阶段使用，正式环境用户可结合自己业务需求，开通专业版或旗舰
版。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可参见 即时通信 IM 价格文档。
在直播场景中，除了创建应用之外，还需要一些额外的配置：
使用密钥计算 UserSig
在 IM 的账号体系中，用户登录需要的密码由用户服务端使用 IM 提供的密钥计算，用户可参见 UserSig计算 文档，在
开发阶段，为了不阻塞客户端开发，也可在 控制台计算 UserSig ，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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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理员账号
在直播过程中，可能需要管理员向直播间发送消息、禁言（踢出）违规用户等，这时就需要使用 即时通信 IM 服务端
API 来进行相应的处理，调用服务端api前需要 创建 IM 管理员账号，IM 默认提供一个 UserID 为 administrator 的
账号供开发者使用，开发者也可以根据业务的场景，创建多个管理员账号。需要注意的是，IM 最多创建五个管理员账
号。
配置回调地址以及开通回调
在实现直播间弹幕抽奖、消息统计、敏感内容检测等需求时，需要用到 IM 的回调模块，即 IM 后台在某些特定的场景回
调开发者业务后台。开发者只需要提供一个 HTTP 的接口并且配置在 控制台 > 回调配置 模块即可，如下图所示：

集成客户端 SDK
在准备工作都完成好后，需要将即时通信 IM 以及云直播 CSS 的客户端 SDK 集成到用户项目中去。开发者可以根据自
己业务需要，选择不同的集成方案。
即时通信 IM 可参见 IM 快速集成系列文档，
云直播 CSS 可参见 直播 SDK 快速集成系列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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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文章梳理了直播间中常见的功能点，提供最佳实践方案供开发者参见，并附上相关实现代码。

二、直播间各功能开发指引
直播间状态
直播间的状态一般分为如下几种：
序号

直播间的状态

1

直播待开始

2

直播中

3

直播暂停

4

直播结束

5

直播回放中

直播间状态有以下特点：
序号

特点

1

直播间状态的更改需要实时通知直播间用户

2

新进入直播间用户需要获取当前直播间状态

综上，这里提供两种实现方案。并分析两种方案的优缺点。
两种实现方案

优点

缺点
需要业务后台额外提供读写直播间状态模

需要频繁多次获取直播间状态时，相

块。

业务后台维护直播间状态，

比于将直播间状态存 IM 群资料，直

增加获取直播间数据异常概率，直播间数据

使用 IM 服务端 API 发送
群自定义消息 通知群内用

播间状态存业务后台可以减少 IM
SDK 的调用频率。

来自业务后台和 IM 群资料两部分。
发送自定义消息有丢失的可能，当消息量特

户。

提供在未集成 IM SDK 地方提供获

别大时，低优先级消息会优先被丢弃从而影

取直播间状态的可能。

响直播间状态的显示。因此这里建议使用高
优先自定义消息。

开发者不需要提供额外的读写直播间
通过群自定义字段或者群属
性存储直播间状态，通过客

状态模块。
群属性变更回调理论上不存在丢失可

户端 SDK 群属性更改回调

能。

通知群内用户。

直播间数据都从群资料中获取，统一
数据源，减少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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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调用 IM 服务端 SDK 获取群资料。且调
用频率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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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建议使用方案一与方案二相结合的方式，维护直播间状态：
1. 在直播间内，使用 方案一获取直播间状态
2. 在直播间外、使用方案二获取直播间状态
3. 业务后台直播间状态更改后及时通过 IM 服务端接口 同步数据到 IM 群资料（群属性、群自定义字段）

群类型选择
在直播这个场景，用户聊天区域有以下特点：
1. 用户进出群频繁，且不需要管理该群会话信息（未读、lastMessage等）
2. 用户自动进群不需要审核
3. 用户临时发言，不关注群历史聊天记录
4. 群人数通常比较多
5. 可以不用存储群成员信息
所以根据 IM 的 群特性，这里选择 AVChatRoom 作为直播间的群类型。
即时通信 IM 的直播群（AVChatRoom）有以下特点：
无人数限制，可实现千万级的互动直播场景。
支持向全体在线用户推送消息（群系统通知）。
申请加群后，无需管理员审批，直接加入。

说明：
IM Web &小程序 SDK 限制同一用户在同一时间内，只能进入一个 AVChatRoom，在 IM 的多端登录场
景，如果用户登录终端一在直播间 A 观看直播，在 控制台配置 允许多端登录情况下，该用户登录终端二进入直
播间 B 观看，这时终端一的直播间 A 会被退群。

直播间公告
直播间公告（主题）是每个直播间必备的内容，用户进入直播间可以看到该直播间的基本信息。同时，直播间公告也需要
更改后实时通知给直播群中的群成员。与群直播状态类似，可以将直播状态存储在客户业务后台或者 IM 的群资料。区别
于直播间状态，直播间公告有一些额外的事项，需要开发者关注。如下：
1. 群资料的 notification 以及 introduction 字段存储长度有限。客户下发不了比较长的通知（群简介最长240字节、
群公告最长300字节）。
2. 群资料的 notification 以及 introduction 字段目前仅仅支持 string 类型。如果用户希望图文混排的公告，可通过
json string 形式设置，且图片为可访问的线上图片 url。
3. 如在 Web 端通过 editor工具设置的公告，如包含 html 标签在 native 端可能解析不了。
直播间公告可通过 服务端 API 或者客户端 SDK 设置群属性来设置。客户端通过获取群属性来获取当前群信息，可通过
监听 GroupListener 中的 OnGroupInfoChange 来获取更改的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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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代码示例：
Android
// 客户端获取群资料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getGroupsInfo(groupIDList, new V2TIMValueCallback<List<V2TI
MGroupInfo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GroupInfoResult> v2TIMGroupInfoResults) {
// 获取群资料成功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获取群资料失败
}
});
// 客户端修改群资料
V2TIMGroupInfo v2TIMGroupInfo = new V2TIMGroupInfo();
v2TIMGroupInfo.setGroupID("需要修改的群 ID");
v2TIMGroupInfo.setFaceUrl("http://xxxx");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setGroupInfo(v2TIMGroupInfo, new V2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修改群资料成功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修改群资料失败
}
});

iOS & Mac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sInfo:@[@"groupA"] succ:^(NSArray<V2TIMGroupInfoRe
sult *> *groupResultList) {
// 获取群资料成功
} fail:^(int code, NSString *de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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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群资料失败
}];
V2TIMGroupInfo *info = [[V2TIMGroupInfo alloc] init];
info.groupID = @"需要修改的群 ID";
info.faceURL = @"http://xxxx";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GroupInfo:info succ:^{
// 修改群资料成功
} fail:^(int code, NSString *desc) {
// 修改群资料失败
}];

Flutter
// 获取群资料
V2TimValueCallback<List<V2TimGroupInfoResult>> groupinfos = await groupManager.getGroupsIn
fo(groupIDList: ['groupid1']);
// 修改群资料
groupManager.setGroupInfo(info: V2TimGroupInfo.fromJson({
"groupAddOpt":GroupAddOptTypeEnum.V2TIM_GROUP_ADD_AUTH
// ...其他资料
}));
// 回调
TencentImSDKPlugin.v2TIMManager.addGroupListener(listener: V2TimGroupListener(onGroupInfoCh
anged: ((groupID, changeInfos) {
// 群信息更改回调
})));

Web & 小程序
// 获取群资料
let promise = tim.getGroupProfile({ groupID: 'group1', groupCustomFieldFilter: ['key1','key2'] });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group);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getGroupProfile error:', imError); // 获取群详细资料失败的相关信息
});
// 修改群资料
let promise = tim.updateGroup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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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 'group1',
name: 'new name', // 修改群名称
introduction: 'this is introduction.', // 修改群简介
// v2.6.0 起，群成员能收到群自定义字段变更的群提示消息，且能获取到相关的内容，详见 Message.payload.
newGroupProfile.groupCustomField
groupCustomField: [{ key: 'group_level', value: 'high'}] // 修改群组维度自定义字段
});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group) // 修改成功后的群组详细资料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updateGroupProfile error:', imError); // 修改群组资料失败的相关信息
});
// v2.6.2 起，提供了全体禁言和取消禁言的功能。目前群全体禁言后，不支持下发群提示消息。
let promise = tim.updateGroupProfile({
groupID: 'group1',
muteAllMembers: true, // true 表示全体禁言，false表示取消全体禁言
});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group) // 修改成功后的群组详细资料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updateGroupProfile error:', imError); // 修改群组资料失败的相关信息
});

群资料处理模块其他 SDK 代码示例

消息优先级
直播间的特色之一是用户的消息量非常大，每个用户可能都会频繁的刷消息。当上行消息达到 IM 的频控阈值时，IM 后
台会丢弃部分消息，来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其实当消息达到客户端的频率太高，消息的可读性也降低了，所以对直播群
消息进行频控是非常有必要的。
群消息分为 3 个优先级，后台会优先下发高优先级的消息。因此用户应根据消息的重要程度，来选择合适的优先级。
3个优先级从高到低，分别如下：
优先级

含义

High

高优先级

Normal

正常优先级

Low

低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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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丢弃策略如下：
总消息数频控是指单个群每秒最多能发送的消息数限制，默认值为 40条/秒，采用每秒平均限频。消息数量超过限制后，
后台优先下发优先级相对较高的消息，同等优先级的消息随机排序。
被频控限制的消息，不会下发，不会存入历史消息，但会给发送人返回成功；会触发 群内发言之前回调，但不会触发 群
内发言之后回调。
综上：制定直播间消息优先级规则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直播间消息，我们按对于用户的重要性来进行优先级的划分从高到低依次是：
1. 用户的打赏、送礼消息，这类消息用户期望直播间的所有用户都能看到
2. 正常的文字、语音、图片等消息
3. 点赞消息

说明：
通常来说，C 端用户自己发送的消息，不论消息优先级的高低，都是一定要上屏的。在消息量特别大时，用户能
够接受丢失少部分其他用户的消息。

设置消息优先级代码示例：
Android
// 创建自定义消息
V2TIMMessage v2TIMMessage = 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createCustomMessage("单聊
自定义消息".getBytes());
// 设置消息优先级为高优先级消息
v2TIMMessage.setPriority(V2TIMMessage.V2TIM_PRIORITY_HIGH)
// 发送消息
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sendMessage(v2TIMMessage, "receiver_userID", null, V2TIMM
essage.V2TIM_PRIORITY_NORMAL, false, null, new V2TIMSendCallback<V2TIMMess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Progress(int progress) {
// 自定义消息不会回调进度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V2TIMMessage message) {
// 发送群聊自定义消息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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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发送群聊自定义消息失败
}
});

iOS&Mac
/ 创建文本消息
V2TIMMessage *message =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createTextMessage:@"content"];
// 发送消息
[V2TIMManager.sharedInstance sendMessage:message
receiver:@"userID"
groupID:nil
priority:V2TIM_PRIORITY_NORMAL
onlineUserOnly:NO
offlinePushInfo:nil
progress:nil
succ:^{
// 文本消息发送成功
}
fail:^(int code, NSString *desc) {
// 文本消息发送失败
}];

Flutter
/ 创建文本消息
V2TimValueCallback<V2TimMsgCreateInfoResult> createTextAtMessageRes = await TencentImSDK
Plugin.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createTextAtMessage(
text: "test",
atUserList: [],
);
if(createTextAtMessageRes.code == 0){
String id = createTextAtMessageRes.data.id;
// 发送文本消息
V2TimValueCallback<V2TimMessage> sendMessageRes = await TencentImSDKPlugin.v2TIMMan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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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etMessageManager().sendMessage(id: id, receiver: "", groupID: "groupID");
if(sendMessageRes.code == 0){
// 发送成功
}
}

Web&小程序
// 发送文本消息，Web 端与小程序端相同
// 1. 创建消息实例，接口返回的实例可以上屏
let message = tim.createTextMessage({
to: 'user1',
conversationType: TIM.TYPES.CONV_C2C,
// 消息优先级，用于群聊（v2.4.2起支持）。如果某个群的消息超过了频率限制，后台会优先下发高优先级的消
息，详细请参见：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663#.E6.B6.88.E6.81.AF.E4.BC.9
8.E5.85.88.E7.BA.A7.E4.B8.8E.E9.A2.91.E7.8E.87.E6.8E.A7.E5.88.B6)
// 支持的枚举值：TIM.TYPES.MSG_PRIORITY_HIGH, TIM.TYPES.MSG_PRIORITY_NORMAL（默认）, TIM.TY
PES.MSG_PRIORITY_LOW, TIM.TYPES.MSG_PRIORITY_LOWEST
// priority: TIM.TYPES.MSG_PRIORITY_NORMAL,
payload: {
text: 'Hello world!'
},
// v2.20.0起支持C2C消息已读回执功能，如果您发消息需要已读回执，需购买旗舰版套餐，并且创建消息时将 n
eedReadReceipt 设置为 true
needReadReceipt: true
// 消息自定义数据（云端保存，会发送到对端，程序卸载重装后还能拉取到，v2.10.2起支持）
// cloudCustomData: 'your cloud custom data'
});
// 2. 发送消息
let promise = tim.sendMessage(message);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 发送成功
console.log(imResponse);
}).catch(function(imError) {
// 发送失败
console.warn('sendMessage error:', im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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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消息优先级其他 SDK 版本代码示例

礼物与点赞消息最佳实践

礼物消息
1. 客户端短连接请求到自己的业务服务器，涉及到计费逻辑。
2. 计费后，发送人直接看到 XXX 送了 XXX 礼物。（以确保发送人自己看到自己发的礼物，消息量大的时候，可能会
触发抛弃策略）
3. 计费结算后，调用服务端接口发送发送自定义消息（礼物）
4. 如果遇到连刷礼物的场景需要进行消息合并
i. 如果直接选择礼物数量的刷礼物，如：直接选择 99 个礼物，1 条消息发送，参数带入礼物数量 99
ii. 如果连击的礼物，不确定停留在多少个，可以合并每 20 个（数量自己调整）或者连击超过 1 秒，发送一个。按照
上述逻辑，例如连击 99 个礼物，优化后仅需要发送 5 条
点赞消息
1. 点赞与礼物略不同，点赞往往不用计费，所以一般采用端上直接发送的方式
2. 针对与有需要服务端计数的点赞消息，在客户端节流之后，统计客户端点赞次数，将短时间内多次点赞消息合并之
后，仅发送一次消息即可。业务方服务端在发消息前回调中拿到点赞次数进行统计
3. 针对与不需要计数的点赞消息，与步骤2中的逻辑一致，业务要在客户端对点赞消息节流后发送，不需要在发消息前回
调中计数。

直播间用户身份、等级
大多直播间都会有用户等级的概念，开发者可能会根据以下几点按照一定的权重来计算用户的等级：
1. 直播间用户的在线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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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播间用户成功发送普通直播间消息的数量
3. 直播间用户点赞、送礼的数量
4. 直播间用户是否开通直播间会员
5. ...
其中和 IM 相关的如统计在线时长、统计消息量等我们都需要使用 IM 的回调来实现。在第一个准备工作的模块中，有配
置回调的相关指引，控制台 中具体的回调如图：

统计相关信息的流程图如图：

消息发送后回调数据示例：
{
"CallbackCommand": "Group.CallbackAfterSendMsg", // 回调命令
"GroupId": "@TGS#2J4SZEAEL", // 群组 ID
"Type": "Public", // 群组类型
"From_Account": "jared", // 发送者
"Operator_Account":"admin", // 请求的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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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123456, // 随机数
"MsgSeq": 123, // 消息的序列号
"MsgTime": 1490686222, // 消息的时间
"OnlineOnlyFlag": 1, //在线消息，为1，否则为0；直播群忽略此属性，为默认值0。
"MsgBody": [ // 消息体，参见 TIMMessage 消息对象
{
"MsgType": "TIMTextElem", // 文本
"MsgContent": {
"Text": "red packet"
}
}
],
"CloudCustomData": "your cloud custom data"
}

开发者可根据数据中的 MsgBody 中的消息类型区分普通消息和点赞送礼消息。全部字段含义可参见 服务端 API 文
档。
用户在线状态改变回调数据示例：
{
"CallbackCommand": "State.StateChange",
"EventTime": 1629883332497,
"Info": {
"Action": "Login",
"To_Account": "testuser316",
"Reason": "Register"
},
"KickedDevice": [
{
"Platform": "Windows"
},
{
"Platform": "Android"
}
]
}

开发者可根据 Info 中的字段判断用户的在线状态，从而统计用户的在线时长。全部字段含义可参见 服务端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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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此外，不少直播间都会展示直播间热度，并且根据直播间热度，讲直播间推荐给用户观看，直播间热度的统计方
式和用户等级统计方式类似，也可以通过 IM 提供的回调系统来进行实现，这里就不在做过多的讲解。

直播间历史消息
使用 AVChatRoom 默认不存储直播间历史消息，当新用户进入直播间后，只能看到进入直播间后用户发送的消息。为
了优化新进群用户的体验，可在控制台配置直播群用户拉取进群前消息条数，如图：

说明：
此功能仅旗舰版用户才可开通，且仅支持拉群24小时内最多20条历史消息。

直播群用户拉取进群前历史消息与拉起其他群历史消息一样，代码示例：
Android
V2TIMMessageListGetOption option = new V2TIMMessageListGetOption();
option.setGetType(V2TIMMessageListGetOption.V2TIM_GET_CLOUD_OLDER_MSG); // 拉取云端的更老
的消息
option.setGetTimeBegin(1640966400); // 从 2022-01-01 00:00:00 开始
option.setGetTimePeriod(1 * 24 * 60 * 60); // 拉取一整天的消息
option.setCount(Integer.MAX_VALUE); // 返回时间范围内所有的消息
option.setGroupID(#you group id#); // 拉取群聊消息
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getHistoryMessageList(option, new V2TIMValueCallback<List
<V2TIMMess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Message> v2TIMMessages) {
Log.i("imsdk",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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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i("imsdk", "failure, code:" + code + ", desc:" + desc);
}
});

iOS&Mac
// 拉取单聊历史消息
// 首次拉取，lastMsg 设置为 nil
// 再次拉取时，lastMsg 可以使用返回的消息列表中的最后一条消息
[V2TIMManager.sharedInstance getC2CHistoryMessageList:#your user id# count:20 lastMsg:nil suc
c:^(NSArray<V2TIMMessage *> *msgs) {
// 记录下次拉取的 lastMsg，用于下次拉取
V2TIMMessage *lastMsg = msgs.lastObject;
NSLog(@"success, %@", msgs);
} fail:^(int code, NSString *desc) {
NSLog(@"fail, %d, %@", code, desc);
}];

Flutter
// 拉取单聊历史消息
// 首次拉取，lastMsgID 设置为 null
// 再次拉取时，lastMsgID 可以使用返回的消息列表中的最后一条消息的id
TencentImSDKPlugin.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getC2CHistoryMessageList(
userID: "userId",
count: 10,
lastMsgID: null,
);

Web & 小程序
// 打开某个会话时，第一次拉取消息列表
let promise = tim.getMessageList({conversationID: 'C2Ctest', count: 15});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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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messageList = imResponse.data.messageList; // 消息列表。
const nextReqMessageID = imResponse.data.nextReqMessageID; // 用于续拉，分页续拉时需传入该字
段。
const isCompleted = imResponse.data.isCompleted; // 表示是否已经拉完所有消息。
});
// 下拉查看更多消息
let promise = tim.getMessageList({conversationID: 'C2Ctest', nextReqMessageID, count: 15});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t messageList = imResponse.data.messageList; // 消息列表。
const nextReqMessageID = imResponse.data.nextReqMessageID; // 用于续拉，分页续拉时需传入该字
段。
const isCompleted = imResponse.data.isCompleted; // 表示是否已经拉完所有消息。
});

拉取历史消息其他 SDK 版本代码示例

直播间在线人数
直播间实时展示在线人数在直播场景也是一个十分常见的需求，实现方案分为两种，但两种也是各有优劣。
1. 通过客户端SDK提供的 getGroupOnlineMemberCount API 定时轮训的方式拉取群在线人数。
2. 通过用户进退群的后台回调统计，并通过服务端 API 如 群系统通知 或 群自定义消息 下发给群内所有成员。
通过客户端 SDK 提供的接口拉取在线人数的方式获取在线人数对于单直播间模式的用户来说基本可以满足用户需求。但
对于 App 有多个直播间且需要在大量曝光位置展示直播间在线人数的需求，建议使用第二种方案来统计在线人数。
说明：
开发者服务端在向客户端发送在线人数统计消息时，可采用定时发送的方式，如每五秒发一次。但这种方式，在
直播间人数变化不大时有额外的网络开销。建议开发者按照群人数变化率监测的方式来进行更新。
直播间在线人数的准确性与实时性的优先级，开发者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来设置。

获取直播间在线人数代码如下：
Android
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getGroupOnlineMemberCount("group_avchatroom", new V2TIMVa
lueCallback<Integ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Integer integer) {
// 获取直播群在线人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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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获取直播群在线人数失败
}
});

iOS&Mac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OnlineMemberCount:@"group_avchatroom" succ:^(NSIn
teger count) {
// 获取直播群在线人数成功
} fail:^(int code, NSString *desc) {
// 获取直播群在线人数失败
}];

Flutter
groupManager.getGroupOnlineMemberCount(groupID: '');

Web & 小程序
// v2.8.0 起，支持查询直播群在线人数
let promise = tim.getGroupOnlineMemberCount('group1');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memberCount);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getGroupOnlineMemberCount error:', imError); // 获取直播群在线人数失败的相关信息
});

直播间禁言
直播间禁言分为两种，一种是整个直播间禁言，另一种是针对某个用户禁言。两种禁言都有其使用的业务场景。
一般来说我们使用服务端 SDK 来设置禁言。整个直播间禁言，通过 设置群属性 的全员禁言字段来设置。对单个群成员
禁言，通过 设置群成员属性 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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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直播间管理者在后台设置群禁言后，客户端在收到对应的回调事件后，应该把用户的输入框设置为 disable 状态。以
免用户在发消息时提示发送消息失败。在解除禁言后也应该将输入框设置为 enable 状态。
客户端对应的回调代码如下：
Android
// 禁言群成员 userB 1分钟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muteGroupMember("groupA", "userB", 60, new V2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禁言群成员成功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禁言群成员失败
}
});
// 全员禁言
V2TIMGroupInfo info = new V2TIMGroupInfo();
info.setGroupID("groupA");
info.setAllMuted(true);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setGroupInfo(info, new V2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全员禁言成功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全员禁言失败
}
});
V2TIMManager.getInstance().addGroupListener(new V2TIMGroup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MemberInfoChanged(String groupID, List<V2TIMGroupMemberChangeInfo> v2TIMGro
upMemberChangeInfo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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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言群成员监听
for (V2TIMGroupMemberChangeInfo memberChangeInfo : v2TIMGroupMemberChangeInfoList) {
// 被禁言用户 ID
String userID = memberChangeInfo.getUserID();
// 禁言时间
long muteTime = memberChangeInfo.getMuteTim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GroupInfoChanged(String groupID, List<V2TIMGroupChangeInfo> changeInfos) {
// 全员禁言监听
for (V2TIMGroupChangeInfo groupChangeInfo : changeInfos) {
if (groupChangeInfo.getType() == V2TIMGroupChangeInfo.V2TIM_GROUP_INFO_CHANGE_TYPE_SHU
T_UP_ALL) {
// 是否全员禁言
boolean isMuteAll = groupChangeInfo.getBoolValue();
}
}
}
});

iOS&Mac
// 禁言群成员 user1 1分钟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muteGroupMember:@"groupA" member:@"user1" muteTime:60 s
ucc:^{
// 禁言群成员成功
} fail:^(int code, NSString *desc) {
// 禁言群成员失败
}];
// 全员禁言
V2TIMGroupInfo *info = [[V2TIMGroupInfo alloc] init];
info.groupID = @"groupA";
info.allMuted = YES;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muteGroupMember:@"groupA" member:@"user1" muteTime:60 s
ucc:^{
// 全员禁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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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int code, NSString *desc) {
// 全员禁言失败
}];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addGroupListener:self];
- (void)onMemberInfoChanged:(NSString *)groupID changeInfoList:(NSArray <V2TIMGroupMemberC
hangeInfo *> *)changeInfoList {
// 禁言群成员监听
for (V2TIMGroupMemberChangeInfo *memberChangeInfo in changeInfoList) {
// 被禁言用户 ID
NSString *userID = memberChangeInfo.userID;
// 禁言时间
uint32_t muteTime = memberChangeInfo.muteTime;
}
}
- (void)onGroupInfoChanged:(NSString *)groupID changeInfoList:(NSArray <V2TIMGroupChangeInfo
*> *)changeInfoList {
// 全员禁言监听
for (V2TIMGroupChangeInfo groupChangeInfo in changeInfoList) {
if (groupChangeInfo.type == V2TIM_GROUP_INFO_CHANGE_TYPE_SHUT_UP_ALL) {
// 是否全员禁言
BOOL isMuteAll = groupChangeInfo.boolValue;
}
}
}

Flutter
// 禁言群成员 userB 10分钟
groupManager.muteGroupMember(groupID: '',userID: 'userB',seconds: 10);
// 全员禁言
groupManager.setGroupInfo(info: V2TimGroupInfo(isAllMuted: true,groupID: '',groupType: 'Public'));
TencentImSDKPlugin.v2TIMManager.addGroupListener(listener: V2TimGroupListener(onMemberInfo
Changed: (groupID, v2TIMGroupMemberChangeInfoList) {
//群成员信息更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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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roupInfoChanged: (groupID,info){
// 群信息修改
}
));

Web & 小程序
tim.setGroupMemberMuteTime(options);
let promise = tim.setGroupMemberMuteTime({
groupID: 'group1',
userID: 'user1',
muteTime: 600 // 禁言10分钟；设为0，则表示取消禁言
});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group); // 修改后的群资料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member); // 修改后的群成员资料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setGroupMemberMuteTime error:', imError); // 禁言失败的相关信息
});
// 设置群成员在话题中的禁言时间
let promise = tim.setGroupMemberMuteTime({
groupID: 'topicID',
userID: 'user1',
muteTime: 600 // 禁言10分钟；设为0，则表示取消禁言
});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group); // 修改后的群资料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member); // 修改后的群成员资料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setGroupMemberMuteTime error:', imError); // 禁言失败的相关信息
});
// v2.6.2 起，提供了全体禁言和取消禁言的功能。目前群全体禁言后，不支持下发群提示消息。
let promise = tim.updateGroupProfile({
groupID: 'group1',
muteAllMembers: true, // true 表示全体禁言，false表示取消全体禁言
});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group) // 修改成功后的群组详细资料
}).catch(function(im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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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warn('updateGroupProfile error:', imError); // 修改群组资料失败的相关信息
});

群组监听其他 SDK 版本代码示例
需要注意的是，群成员禁言状态的变更默认不会下发通知给客户端，需要到 控制台进行配置：

说明：
客户端 SDK 暂时不支持直播间禁言，可使用服务端 API 进行 封禁 以及 解封。

直播间封禁
开发者可以通过服务端 封禁 的接口，来踢出直播间成员，并且封禁一段时间不允许被踢成员再次进群。
控制台相关配置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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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客户端 SDK 6.6.X 及以上版本、Flutter SDK 4.1.1 及以上版本，可以使用直播间踢人接口实现封禁功能。

可参考代码如下：
Android
List<String> userIDList = new ArrayList<>();
userIDList.add("userB");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kickGroupMember("groupA", userIDList, "", new V2TIMValueCall
back<List<V2TIMGroupMemberOperation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GroupMemberOperationResult> v2TIMGroupMemberOperationRe
sults) {
// 踢人成功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踢人失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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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IMManager.getInstance().addGroupListener(new V2TIMGroup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MemberKicked(String groupID, V2TIMGroupMemberInfo opUser,
List<V2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List) {
// 群成员被踢通知
}
});

iOS&Mac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kickGroupMember:@"groupA" memberList:@[@"user1"] reason:@
"" succ:^(NSArray<V2TIMGroupMemberOperationResult *> *resultList) {
// 踢人成功
} fail:^(int code, NSString *desc) {
// 踢人失败
}];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addGroupListener:self];
- (void)onMemberKicked:(NSString *)groupID opUser:(V2TIMGroupMemberInfo *)opUser memberLis
t:(NSArray<V2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List {
// 群成员被踢通知
}

Flutter
groupManager.kickGroupMember(groupID: '',memberList: []);

Web & 小程序
tim.deleteGroupMember(options);

直播间敏感内容过滤
过滤直播间敏感内容也是直播业务非常重要的功能，实现方案如下：
1. 绑定用户群发消息前回调
2. 判断通过回调数据判断消息类型，将消息数据传递给天御或者其他第三方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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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消息为普通文本消息，可等天御检测同步返回，在将是否下发消息的数据包返回给 IM 后台
4. 如消息为多媒体消息，可以直接返回下发消息的数据包给 IM 后台。并且等待天御异步返回的结果返回后，如果发现消
息不合规，可通过消息编辑接口或群自定义消息接口下发消息变更通知。客户端收到通知后，在屏蔽掉不合规的消
息。
发送消息前回调数据示例：
{
"CallbackCommand": "Group.CallbackBeforeSendMsg", // 回调命令
"GroupId": "@TGS#2J4SZEAEL", // 群组 ID
"Type": "Public", // 群组类型
"From_Account": "jared", // 发送者
"Operator_Account":"admin", // 请求的发起者
"Random": 123456, // 随机数
"OnlineOnlyFlag": 1, //在线消息，为1，否则为0；直播群忽略此属性，为默认值0。
"MsgBody": [ // 消息体，参见 TIMMessage 消息对象
{
"MsgType": "TIMTextElem", // 文本
"MsgContent": {
"Text": "red packet"
}
}
],
"CloudCustomData": "your cloud custom data"
}

开发者可通过 MsgBody 中 MsgType 字段判断消息类型。完整字段说明可参见 回调文档。
开发者可以选择对不合法的消息进行不一样的处理，可在回调中回包给 IM 后台来控制。
{
"ActionStatus": "OK",
"ErrorInfo": "",
"ErrorCode": 0 // 不同的ErrorCode有不同的含义
}

ErrorCode

含义

0

为允许发言，正常下发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4 共164页

即时通信 IM

ErrorCode

含义

1

为拒绝发言，客户端返回10016

2

为静默丢弃，客户端返回正常

开发者可根据自身业务进行选择使用
敏感内容检测流程图如图所示：

直播间群成员列表
在需要展示直播间在线群成员列表时，可以通过 getGroupMemberList 接口获取群成员列表，但 AVChatRoom 由于
人数众多，不提供拉取全量成员列表的功能。根据旗舰版和非旗舰版区分不同的表现：
1. 非旗舰版客户可调用 getGroupMemberList 拉取最近进群的 30 位群成员。
2. 旗舰版客户可调用 getGroupMemberList 拉取最近进群的 1000 位群成员。此功能需要在 IM 控制台开启开关，如
果不开启，默认跟非旗舰版一样，仅拉取最近进群 30 位群成员。
控制台配置如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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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非旗舰版，开发者也可通过 getGroupMemberList 与群监听中的 onGroupMemberEnter 和
onGroupMemberQuit 回调，在客户端维护当前在线群成员列表。但此方案用户退出直播间重新进入后，也只能获取
最新的30位群成员。
Android
// 通过 filter 参数指定只拉取群主的资料
int role = V2TIMGroupMemberFullInfo.V2TIM_GROUP_MEMBER_FILTER_OWNER;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getGroupMemberList("testGroup", role, 0,
new V2TIMValueCallback<V2TIMGroupMemberInfo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拉取失败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V2TIMGroupMemberInfoResult v2TIMGroupMemberInfoResult) {
// 拉取成功
}
});

iOS&Mac
[[V2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MemberList:@"groupA" filter:V2TIM_GROUP_MEMBER_FIL
TER_OWNER nextSeq:0 succ:^(uint64_t nextSeq, NSArray<V2TIMGroupMemberFullInfo *> *membe
rList) {
// 拉取成功
} fail:^(int code, NSString *desc) {
// 拉取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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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
// 通过 filter 参数指定只拉取群主的资料 ，可指定ALL拉取全部群成员
groupManager.getGroupMemberList(count: 10,filter: GroupMemberFilterTypeEnum.V2TIM_GROUP_M
EMBER_FILTER_ADMIN,nextSeq: '0',offset: 0,groupID: "",);

Web & 小程序
tim.getGroupMemberList(options);

直播间弹幕抽奖
直播抽奖与消息统计类似，都需要用到发消息后回调，通过检测消息内容，将命中抽奖关键词的用户加入抽奖池。在此不
做过多的补充。

直播弹幕
AVChatRoom 支持弹幕、 送礼和点赞等多消息类型，轻松打造良好的直播聊天互动体验。

直播间大喇叭
大喇叭功能相当于一个直播间维度的系统公告功能，但有别于公告，大喇叭功能属于消息。当系统管理员下发大喇叭消息
时，SDKAppID 下所有直播间均可收到该大喇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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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喇叭功能目前属于旗舰版功能，且需要在控制台开通。
业务后台发送大喇叭消息可参见文档：直播群广播消息
说明：
若开发者版本非旗舰版，可在服务端发送群自定义消息进行实现。

三、直播音视频流部分
主播端（推流）
目前腾讯云直播推流有以下几种方式：
i. 客户端推流可使用 OBS 工具推流
ii. Web 端可使用 Web 推流
iii. App 端可使用 移动直播 SDK 推流
iv. 小程序端可使用 小程序推流

说明：
主播端推流前需要配置推流地址，请参见在 推流配置 或 地址生成器 生成地址，SDK接入过程详情可参见 直播
推流。

用户端（拉流）
用户端获取直播流的方式也有不同的方式如：
i. PC 端可使用 VLC 工具播放
ii. Web 端可使用 播放器 SDK 播放
iii. App 端可使用 播放器 SDK 播放
iv. 小程序端可使用 小程序播放

说明：
在拉流前也需要配置播放地址，请参见在 播放配置 或 地址生成器 生成地址，SDK接入过程详情可参见 直播播
放。

导播台
为了满足直播场景更多的需求，开发者可以使用云 导播台 对直播流进行处理，目前导播台支持如下功能：
i. 直播水印、文本、转场
ii. 点播转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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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直播画质、码率、分辨率设置
iv. 直播布局调整
v. 直播录制
vi. 添加直播弹幕
vii. 直播流监控
更加详细的说明可参见 导播台文档。

更多高级功能
云直播除了推拉流业务，还有更多高级功能如：
i. 极速高清转码，独家极速高清转码技术，智能识别场景动态编码，实现直播高清低码和画质提升。
ii. 直播时移，支持直播过程中暂停、回看精彩片段。
iii. 直播录制，可在直播过程中同步录制并存储，便于后续对录制视频的编辑和再传播。
iv. 直播水印，通过直播画面叠加明水印或数字水印实现视频防盗效果。
v. 云端混流，根据您设定好的混流布局同步的将各路输入源混流成一个新的流，可实现直播互动效果。
vi. 拉流转推，可将其他平台的直播或点播视频通过直播形式分发，提供内容拉取并推送的功能，将已有的直播或视频
推送到目标地址上。

四、常见问题
1. 云直播可以测试吗？
新用户开通云直播服务，会免费获得 20GB 的流量套餐包，有效期1年。此时测试产生的流量可以使用该套餐包抵扣，超
出套餐部分按照后付费日结计费。同时也欢迎使用直播增值功能如：直播水印、转码、录制、截图、鉴黄等，增值功能默
认关闭，按需开启使用并计费，详细功能了解可参见 产品概述。

2. 直播的在线人数是否有上限？
腾讯云直播默认不限制观看直播的在线人数，只要网络等条件允许都可以观看直播。如果用户配置了带宽限制，当观看人
数过多、超出了限制带宽时新的用户无法观看，此情况下在线人数是有限制的。

3. 自己发消息时，消息发送状态，Message.nick 与 Message.avatar 字段都为空，该怎么处理才
能在界面上正常展示昵称和头像？
可通过 getUserInfo 接口，获取自己的用户信息中的 nick 和 avatar 字段作为消息发送发的 nick 和 avatar 字段。

4. 为什么会丢消息？
出现丢消息的可能原因如下：
直播群有40条/秒的频率限制，可通过消息发送前回调与消息发送后回调进行判断，若丢失的消息有收到消息发送前回
调，未收到消息发送后回调，则该消息被限频。
可参见 消息相关问题，判断是否因为小程序/Web 端退出时，导致 Android/iOS/PC 同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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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小程序/Web 出现问题，请确认您使用的 SDK 版本是否早于V2.7.6，如果是，请升级最新版。
如果您已排除以上可能性，您可以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

五、联系我们
搜索群号：853084820，我们会提供更加详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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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直播互动组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8 16:49:46

前言
本文介绍利用 即时通信 IM 和 实时音视频 TRTC 集成的 WebRTC 直播互动组件（带 UI）。
即时通信 IM 针对不同需求及不同场景，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即时通信 IM 强大的聊天室互动能力、关系链托管、第
三方回调能力，完美契合直播场景对于聊天互动、观众管理、互动抽奖等需求，并且考虑开发者对于直播的低延时需求和
开发者快速接入的诉求，IM 联合 TRTC 推出带 UI 的 Web 端互动直播推拉流组件 TUIPusher & TUIPlayer。
本次推出的 TUIPusher 和 TUIPlayer 组件涵盖观众列表、聊天互动、美颜、屏幕共享等功能，开箱即用，适配主流
的桌面浏览器。TUIPusher 及 TUIPlayer 功能演示请观看下图。同时，我们结合用户管理系统和房间管理系统提供了
TUIPusher 体验链接 及 TUIPlayer 体验链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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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TUIPusher 推流组件
支持采集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流并推流
可根据需求设置视频参数（帧率，分辨率，码率）
支持开启美颜并设置视频美颜参数
支持采集屏幕分享流并推流
支持推流到腾讯云实时音视频后台，推流到腾讯云 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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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线聊天室，和在线观众进行聊天互动
支持获取观众列表，对在线观众进行禁言操作

TUIPlayer 拉流组件
支持同时播放音视频流和屏幕分享流
支持在线聊天室，和主播及其他观众进行聊天互动
支持超低延时直播（300ms 延时）, 快直播（1000ms 以内延时）以及标准直播（支持超高并发观看）三种拉流线
路
兼容桌面浏览器及移动端浏览器，支持移动端浏览器横屏观看
注意：
部分浏览器不支持 WebRTC，只能使用标准直播线路观看，如需体验其他线路，请尝试更换浏览器。

接入方式
注意事项
TUIPusher & TUIPlayer 基于腾讯云实时音视频和即时通信服务进行开发。实时音视频 TRTC 应用与 即时通信
IM 应用的 SDKAppID 一致，才能复用账号与鉴权。
本地计算 UserSig 的方式仅用于本地开发调试，请勿直接发布到线上，一旦 SECRETKEY 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
用您的腾讯云流量。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
口，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步骤一：开通腾讯云服务
方式1：基于即时通信 IM
步骤1：创建即时通信 IM 应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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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单击 创建新应用 将弹出对话框。

2. 输入您的应用名称，单击 确认 即可完成创建。

3. 您可在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总览页面查看新建应用的状态、业务版本、SDKAppID、创建时间以及到期时间。请记
录 SDKAppID 信息。
步骤2：获取 IM 密钥并开通实时音视频服务
1. 在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总览页单击您创建完成的即时通信 IM 应用，随即跳转至该应用的基础配置页。在 基本信息 区
域，单击 显示密钥，复制并保存密钥信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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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妥善保管密钥信息，谨防泄露。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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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该应用的基础配置页，开通腾讯云实时音视频服务。

方式2：基于实时音视频
步骤1：创建实时音视频 TRTC 应用
1. 注册腾讯云账号 并开通 实时音视频 和 即时通信 服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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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单击 应用管理 > 创建应用 创建新应用。

步骤2: 获取 TRTC 密钥信息
1. 在 应用管理 > 应用信息 中获取 SDKAppID 信息。

2. 在 应用管理 > 快速上手 中获取应用的 secretKey 信息。

说明：
首次创建实时音视频应用的腾讯云账号，可获赠一个10000分钟的音视频资源免费试用包。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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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实时音视频应用之后会自动创建一个 SDKAppID 相同的即时通信 IM 应用，可在 即时通信控制台 配置
该应用的套餐信息。

步骤二：项目准备
1. 在 GitHub 下载 TUIPusher & TUIPlayer 代码。
2. 为 TUIPusher & TUIPlayer 安装依赖。
cd Web/TUIPusher
npm install
cd Web/TUIPlayer
npm install

3. 将 sdkAppId 和 secretKey 填入 TUIPusher/src/config/basic-info-config.js 及 TUIPlayer/src/config/basicinfo-config.js 配置文件中。

4. 本地开发环境运行 TUIPusher & TUIPlayer。
cd Web/TUIPusher
npm run serv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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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Web/TUIPlayer
npm run serve

5. 可打开 http://localhost:8080 和 http://localhost:8081 体验 TUIPusher 和 TUIPlayer 功能。
6. 可更改 TUIPusher/src/config/basic-info-config.js 及 TUIPlayer/src/config/basic-info-config.js 配置文件中的房
间，主播及观众等信息，注意保持 TUIPusher 和 TUIPlayer 的房间信息，主播信息一致。
注意：
完成以上配置，您可以使用 TUIPusher & TUIPlayer 进行超低延时直播，如您需要支持快直播和标准
直播，请继续阅读 步骤三：旁路直播。
本地计算 UserSig 的方式仅用于本地开发调试，请勿直接发布到线上，一旦您的 SECRETKEY 泄露，攻
击者就可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口，在需
要 UserSig 时由您的 App 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步骤三：旁路直播
TUIPusher & TUIPlayer 实现的快直播和标准直播依托于腾讯云 云直播服务，因此支持快直播和标准直播线路需要您
开启旁路推流功能。
1. 在 实时音视频控制台 中为您正在使用的应用开启旁路推流配置，可按需开启指定流旁路或全局自动旁路。

2. 请在 域名管理 页面添加自有播放域名，具体请参见 添加自有域名。
3. 在 TUIPlayer/src/config/basic-info-config.js 配置文件中配置播放域名。
完成以上配置，您可以体验 TUIPusher & TUIPlayer 支持超低延时直播，快直播以及标准直播的所有功能。

步骤四：生产环境应用
当您将 TUIPusher & TUIPlayer 用于生产应用时，在接入 TUIPusher & TUIPlayer 之外，您需要：
创建用户管理系统，用于管理产品用户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用户 ID，用户名，用户头像等。
创建房间管理系统，用于管理产品直播间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直播间 ID、直播间名称，直播间主播信息等。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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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文生成 UserSig 的方式，是在客户端根据您填入的 sdkAppId 及 secretKey 生成 userSig，该方式的
secretKey 很容易被反编译逆向破解，一旦您的密钥泄露，攻击者就可以盗用您的腾讯云流量，因此该方法
仅适合本地跑通 TUIPusher & TUIPlayer 进行功能调试。
正确的 UserSig 签发方式是将 UserSig 的计算代码集成到您的服务端，并提供面向 App 的接口，在需要
UserSig 时由您的应用向业务服务器发起请求获取动态 UserSig。更多详情请参见 服务端生成 UserSig。

参考 TUIPusher/src/pusher.vue 及 TUIPlayer/src/player.vue 文件，将用户信息、直播间信息、SDKAppId 及
UserSig 等账号信息提交到 vuex 的 store 进行全局存储，您就可以跑通推拉流两个客户端的所有功能。详细业务
流程参见下图：

相关问题
1. Web 端如何实现美颜功能？
请参考 开启美颜。
2. Web 端如何实现屏幕共享？
请参考 屏幕分享。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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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b 端如何实现云端录制?
开启 云端录制，请参考 实现云端录制与回放。
开启【云端录制】> 【指定用户录制】之后，Web 端可通过在调用 TRTC.createClient 接口时传入
userDefineRecordId 参数开启录制。
4. Web 端如何实现推流到 CDN ？
Web 端推流到 CDN 请参考 实现推流到 CDN。
5. Web 端如何实现快直播拉流？
实现快直播拉流的方式是通过 Web SDK 推流到 CDN 之后使用 webrtc 协议拉流；参考 快直播拉流 > Web
（H5）播放器。
6. Web 端如何实现标准直播拉流？
实现标准直播直播拉流请参考 标准直播拉流 > Web（H5）播放器。

注意事项
平台支持
操作系统

Mac OS

浏览器类型

桌面版 Safari 浏
览器

浏览器最低版本要求

11+

TUIPlayer

支持

TUIPusher

支持

TUIPusher
屏幕分享
支持（需要
Safari13+ 版
本）
支持（需要

Mac OS

桌面版 Chrome
浏览器

56+

支持

支持

Mac OS

桌面版 Firefox 浏
览器

56+

支持

支持

桌面版 Edge 浏览
器

80+

支持

支持

支持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需要
Chrome72+

Mac OS

Mac OS

Mac OS

Windows

桌面版微信内嵌网
页
桌面版企业微信内
嵌网页
桌面版 Chrome
浏览器

Chrome72+
版本）
支持（需要
Firefox66+
版本）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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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Windows

Windows

浏览器类型
桌面版 QQ 浏览器
（极速内核）
桌面版 Firefox 浏
览器

TUIPusher

浏览器最低版本要求

TUIPlayer

TUIPusher

10.4+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需要
Firefox66+

56+

支持

屏幕分享

版本）

Windows

桌面版 Edge 浏览
器

80+

支持

支持

支持

Windows

桌面版微信内嵌网
页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Windows
iOS
iOS

iOS

iOS

桌面版企业微信内
嵌网页
微信内嵌浏览器
企业微信内嵌浏览
器
移动版 Safari 浏
览器
移动版 Chrome
浏览器

Android

微信内嵌浏览器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Android

企业微信浏览器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Android

移动版 Chrome
浏览器

Android

移动版 QQ 浏览器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Android

移动版 Firefox 浏
览器

-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支持（仅支持
标准直播观

不支持

不支持

Android

移动端 UC 浏览器

看）

域名要求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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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用户安全、隐私等问题的考虑，浏览器限制网页在 HTTPS 协议下才能正常使用 TUIPusher & TUIPlayer 的
全部功能。为确保生产环境用户顺畅接入和体验 TUIPusher & TUIPlayer 的全部功能，请使用 HTTPS 协议访问音
视频应用页面。
注意：
本地开发可以通过 http://localhost 协议进行访问。

URL 域名及协议支持情况请参考如下表格：
应用场景

协议

TUIPlayer

TUIPusher

TUIPusher 屏幕分享

备注

生产环境

HTTPS 协议

支持

支持

支持

推荐

生产环境

HTTP 协议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本地开发环境

http://localhost

支持

支持

支持

推荐

本地开发环境

http://127.0.0.1

支持

支持

支持

-

本地开发环境

http://[本机IP]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防火墙限制
TUIPusher & TUIPlayer 依赖以下端口进行数据传输，请将其加入防火墙白名单。
TCP 端口：8687
UDP 端口：8000，8080，8800，843，443，16285
域名：qcloud.rtc.qq.com

结语
在后续的迭代中, 本文的 Web 端推拉流组件会逐渐与 iOS、Andriod 等各端连通，并在 Web 端利用实现观众连麦、
高级美颜、自定义布局、转推多平台、上传图片文字音乐等能力，针对电商直播场景，计划利用 即时通信IM 实现商城上
下架、口令抽奖、答题抽奖等多样性的玩法。欢迎大家多多使用、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如果有任何需要或者反馈，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或者单击 反馈链接 同步给我们。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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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欢迎加入 TUI 组件使用交流 QQ 群（群号：592465424）进行技术交流和问题反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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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群组成员禁言/取消禁言
最近更新时间：2021-04-15 15:47:55
您可以对群内某一成员或全体成员禁言并配置禁言时长，在禁言期间被禁言成员不能在当前群内发送消息，该操作只针对
当前群有效。禁言期间，被禁言成员退群后重新加入该群禁言依旧有效，直至禁言时间结束或被取消禁言。
本文主要介绍 Web 和小程序端 SDK 中如何对群成员禁言/取消禁言。

使用限制
群组类型限制
好友工作群（Work

陌生人交友群

或旧版的 Private）

（Public）

不支持

支持

临时会议群（Meeting
或旧版的
ChatRoom）
支持

直播群
（AvChatRoom）
支持

成员角色限制
成员角色

权限

App 管理员

支持对当前 SDKAppID 下所有群内的所有成员进行禁言/取消禁言操作

群主

支持对当前群内的管理员和普通成员进行禁言/取消禁言操作

群管理员

支持对当前群内的普通成员进行禁言/取消禁言操作

普通成员

无禁言权限

操作步骤
步骤1：确认操作权限
1. 调用 getGroupProfile 接口查看所在群组类型，确认是否支持禁言/取消禁言操作。
注意：
若为群组类型为 Private 或 Work（好友工作群）则不支持禁言。

2. 调用 getGroupMemberProfile 接口查看指定的 userID 在当前群的成员角色，确认是否有权限进行禁言/取消禁
言操作。

步骤2：禁言/取消禁言群成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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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言/取消禁言单个用户
App 管理员、群主或群管理员调用接口 setGroupMemberMuteTime 可禁言/取消禁言指定群组内的指定成员，单
次调用仅支持禁言/取消禁言单个群成员。
请求参数如下表所示。
名称

类型

描述

groupID

String

群 ID

userID

String

群成员 ID

muteTime

Number

禁言时长，单位为秒。设置为0，表示取消禁言

请求示例如下：
let promise = tim.setGroupMemberMuteTime({
groupID: 'group1',
userID: 'user1',
muteTime: 1000
});

禁言/取消禁言全体成员
注意：
使用该功能需将 SDK 升级至2.6.2及以上版本。全体禁言或取消全体禁言，暂无相关的群提示消息下发。

App 管理员或群主调用 updateGroupProfile 接口可禁言/取消禁言指定群的全体管理员和普通成员。
请求参数如下表所示。
名称

类型

描述

groupID

String

群 ID

muteAllMembers

Boolean

设置禁言，true 表示全体禁言，false 表示取消全体禁言

请求示例如下：
let promise = tim.updateGroupProfile({
groupID: 'group1',
muteAllMembers：true, // true 全体禁言，false 取消全体禁言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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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group) // 修改成功后的群组详细资料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updateGroupProfile error:', imError); // 修改群组资料失败的相关信息
});

步骤3：监听处理 TIM.EVENT.MESSAGE_RECEIVED 事件
禁言后，该群成员收到的被禁言 群提示消息，可通过遍历 event.data 获取相关数据并渲染到页面。
说明：
在收到禁言/取消禁言的相关通知时，建议您自行实现 disable/enable 输入框或输入区域的状态。

tim.on(TIM.EVENT.MESSAGE_RECEIVED, function(event) {
// 收到推送的单聊、群聊、群提示、群系统通知的新消息，可通过遍历 event.data 获取消息列表数据并渲染到页面
// event.name - TIM.EVENT.MESSAGE_RECEIVED
// event.data - 存储 Message 对象的数组 - [Message]
const length = event.data.length;
let message;
for (let i = 0; i < length; i++) {
message = event.data[i];
switch (message.type) {
// 禁言用户 A，用户 A 会收到被禁言的群提示消息
case TIM.TYPES.MSG_GRP_TIP:
this._handleGroupTip(message);
break;
case TIM.TYPES.MSG_TEXT: // 文本消息，更多消息类型请参考 Messag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_handleGroupTip(message) {
switch (message.payload.operationType) {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PROFILE_UPDATED: // 群成员资料变更，例如：群成员被禁言
const memberList = message.payload.membe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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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let member of memberList) {
console.log(`${member.userID} 被禁言${member.muteTime}秒`);
}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JOIN: // 有成员加群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QUIT: // 有群成员退群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MBR_KICKED_OUT: // 有群成员被踢出群
break;
case TIM.TYPES.GRP_TIP_GRP_PROFILE_UPDATED: // 群组资料变更
break;
default:
break;
}
}

步骤4：判断禁言状态
2.6.2及以上版本 SDK，调用 getGroupMemberList 接口可以拉取群成员禁言截止时间戳（muteUntil），您根
据该值即可判断群成员是否被禁言，以及禁言的剩余时间。取消禁言后，该群成员的 GroupMember.muteUntil *
1000 <= Date.now()。
// 从v2.6.2 起，getGroupMemberList 接口支持拉取群成员禁言截止时间戳。
let promise = tim.getGroupMemberList({ groupID: 'group1', count: 30, offset:0 }); // 从0开始拉取3
0个群成员
promise.then(function(imResponse) {
console.log(imResponse.data.memberList); // 群成员列表
for (let groupMember of imResponse.data.memberList) {
if (groupMember.muteUntil * 1000 > Date.now()) {
console.log(`${groupMember.userID} 禁言中`);
} else {
console.log(`${groupMember.userID} 未被禁言`);
}
}
}).catch(function(imError) {
console.warn('getGroupMemberProfile error:', im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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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以下版本 SDK， 调用 getGroupMemberProfile 接口可以查询群成员禁言截止时间戳（muteUntil）等详
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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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订阅号客服系统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9 15:41:56
本文以使用 Node.js 开发一个简单常见的客服场景 Demo 为例，介绍微信订阅号集成腾讯云即时通信 IM 的基本流
程。
说明：
示例仅供参考，正式上线前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服务器负载均衡、接口并发控制、信息持久化存储等。此类优
化操作不在本文介绍范围内，请开发者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实现。

场景流程及效果图
本文 Demo 场景的基本流程如下：
1. 客户通过某服装电商订阅号询问“童装啥时候上新？”。
2. 客户的咨询消息经过腾讯云 IM 系统传输至此服装电商的坐席客服。
3. 客服人员回复“5月份会上新，敬请关注！”，消息经过腾讯云 IM 系统和微信传输推送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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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侧效果图如下：

坐席客服侧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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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流程图如下：

注意事项
消息传输链路较长，可能会影响消息收发耗时。
个人注册的订阅号，不能使用微信公众平台的客服消息接口向订阅者主动推送消息。

前提条件
准备一台可以运行 Node.js 的公网开发服务器或云服务器。
注册 微信订阅号或服务号。
详细阅读 微信公众平台开发文档。
已 创建即时通信 IM 应用。
需提前 逐个导入 或 批量导入 即时通信 IM 用户帐号，例如 user0 和 user1。

参考文档
API 文档
第三方回调
微信公众平台开发指南
Express 框架教程

操作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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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开发项目并安装依赖
npm init -y
// express 框架
npm i express@latest --save
// 加密模块
npm i crypto@latest --save
// 解析 xml 的工具
npm i xml2js@latest --save
// 发起 http 请求
npm i axios@latest --save
// 计算 userSig
npm i tls-sig-api-v2@latest --save

步骤2：填入 IM 应用信息并计算 UserSig
// ------------ IM -----------const IMAxios = axios.create({
timeout: 10000,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harset=UTF-8',
},
});
// 已导入 IM 帐号系统的用户 ID 映射表，非持久化存储，作 Demo 快速检索用，生产环境请用别的技术方案
const importedAccountMap = new Map();
// IM 应用及 App 管理员信息，请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获取
const SDKAppID = 0; // 填入 IM 应用的 SDKAppID
const secrectKey = ''; // 填入 IM 应用的密钥
const AppAdmin = 'user0'; // 设置 user0 为 App 管理员帐号
const kfAccount1 = 'user1'; // 设置 user1 为一个坐席客服帐号
// 计算 UserSig，调用 REST API 时需要用到，详细操作请参考 Git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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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api = new TLSSigAPIv2.Api(SDKAppID, secrectKey);
const userSig = api.genSig(AppAdmin, 86400*180);
console.log('userSig:', userSig);

步骤3：配置 URL 和 Token
说明：
此指引文档是直接参考微信公众平台开发指南所写，若有变动，请以 接入指南 为准。

1. 登录订阅号管理后台。
2. 选择基本配置，勾选协议成为开发者。
3. 单击修改配置，填写相关信息：
URL：服务器地址，用作接收微信消息和事件的接口 URL，必填参数。
Token：可任意填写，用作生成签名，该 Token 会和接口 URL 中包含的 Token 进行比对，从而验证安全性，
必填参数。
EncodingAESKey：手动填写或随机生成，用作消息体加解密密钥，选填参数。

步骤4：启动 Web 服务监听端口，并正确响应微信发送的 Token 验证
const express = require('express'); // express 框架
const crypto = require('crypto'); // 加密模块
const util = require('util');
const xml2js = require('xml2js'); // 解析 xml
const axios = require('axios'); // 发起 http 请求
const TLSSigAPIv2 = require('tls-sig-api-v2'); // 计算 userSig
// ------------ Web 服务 -----------var app = express();
// Token 需在**订阅号管理后台**>**基本配置**设置
// 处理所有进入80端口的 get 请求
app.get('/', function(req, res) {
// ------------ 接入微信公众平台 -----------// 详细请参考 微信官方文档
// 获取微信服务器 Get 请求的参数 signature、timestamp、nonce、echostr
var signature = req.query.signature; // 微信加密签名
var timestamp = req.query.timestamp; // 时间戳
var nonce = req.query.nonce; // 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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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echostr = req.query.echostr; // 随机字符串
// 将 token、timestamp、nonce 三个参数进行字典序排序
var array = [myToken, timestamp, nonce];
array.sort();
// 将三个参数字符串拼接成一个字符串进行 sha1 加密
var tempStr = array.join('');
const hashCode = crypto.createHash('sha1'); // 创建加密类型
var resultCode = hashCode.update(tempStr,'utf8').digest('hex'); // 对传入的字符串进行加密
// 开发者获得加密后的字符串可与 signature 对比，标识该请求来源于微信
if (resultCode === signature) {
res.send(echostr);
} else {
res.send('404 not found');
}
});
// 监听80端口
app.listen(80);

步骤5：实现开发者服务器侧业务逻辑
收到微信推送的关注事件时，调用 导入单个帐号 或 导入多个帐号 API 向帐号系统导入帐号。
收到微信推送的关注事件时，被动回复消息。
收到微信推送的取消关注事件时，调用 删除帐号 API 将该帐号从帐号系统删除。
收到微信推送的普通消息时，调用 单发单聊消息 API 向客服帐号发单聊消息。

const genRandom = function() {
return Math.floor(Math.random() * 10000000);
}
// 生成 wx 文本回复的 xml
const genWxTextReplyXML = function(to, from, content) {
let xmlContent = '<xml><ToUserName><![CDATA[' + to + ']]></ToUserName>'
xmlContent += '<FromUserName><![CDATA[' + from + ']]></FromUserName>'
xmlContent += '<CreateTime>' + new Date().getTime() + '</CreateTime>'
xmlContent += '<MsgType><![CDATA[text]]></Msg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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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Content += '<Content><![CDATA[' + content + ']]></Content></xml>';
return xmlContent;
}
/**
* 向 IM 帐号系统导入用户
* @param {String} userID 要导入的用户 ID
*/
const importAccount = function(userID) {
console.log('importAccount:', userID);
return new Promise(function(resolve, reject) {
var url = util.format('https://console.tim.qq.com/v4/im_open_login_svc/account_import?sdkappid=%
s&identifier=%s&usersig=%s&random=%s&contenttype=json',
SDKAppID, AppAdmin, userSig, genRandom());
console.log('importAccount url:', url);
IMAxios({
url: url,
data: {
"Identifier": userID
},
method: 'POST'
}).then((res) => {
if (res.data.ErrorCode === 0) {
console.log('importAccount ok.', res.data);
resolve();
} else {
reject(res.data);
}
}).catch((error) => {
console.log('importAccount failed.', error);
reject(error);
})
});
}
/**
* 从 IM 帐号系统删除用户
* @param {String} userID 要删除的用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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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 deleteAccount = function(userID) {
console.log('deleteAccount', userID);
return new Promise(function(resolve, reject) {
var url = util.format('https://console.tim.qq.com/v4/im_open_login_svc/account_delete?sdkappid=%
s&identifier=%s&usersig=%s&random=%s&contenttype=json',
SDKAppID, AppAdmin, userSig, genRandom());
console.log('deleteAccount url:', url);
IMAxios({
url: url,
data: {
"DeleteItem": [
{
"UserID": userID,
},
]
},
method: 'POST'
}).then((res) => {
if (res.data.ErrorCode === 0) {
console.log('deleteAccount ok.', res.data);
resolve();
} else {
reject(res.data);
}
}).catch((error) => {
console.log('deleteAccount failed.', error);
reject(error);
})
});
}
/**
* 单发单聊消息
*/
const sendC2CTextMessage = function(userID, content) {
console.log('sendC2CTextMessage:', userID, content);
return new Promise(function(resolve, reject) {
var url = util.format('https://console.tim.qq.com/v4/openim/sendmsg?sdkappid=%s&identifier=%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7 共164页

即时通信 IM

usersig=%s&random=%s&contenttype=json',
SDKAppID, AppAdmin, userSig, genRandom());
console.log('sendC2CTextMessage url:', url);
IMAxios({
url: url,
data: {
"SyncOtherMachine": 2, // 消息不同步至发送方。若希望将消息同步至 From_Account，则 SyncOtherMachi
ne 填写1。
"To_Account": userID,
"MsgLifeTime":60, // 消息保存60秒
"MsgRandom": 1287657,
"MsgTimeStamp": Math.floor(Date.now() / 1000), // 单位为秒，且必须是整数
"MsgBody": [
{
"MsgType": "TIMTextElem",
"MsgContent": {
"Text": content
}
}
]
},
method: 'POST'
}).then((res) => {
if (res.data.ErrorCode === 0) {
console.log('sendC2CTextMessage ok.', res.data);
resolve();
} else {
reject(res.data);
}
}).catch((error) => {
console.log('sendC2CTextMessage failed.', error);
reject(error);
});
});
}
// 处理微信的 post 请求
app.post('/', function(req, res) {
var buff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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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听 data 事件，用于接收数据
req.on('data', function(data) {
buffer.push(data);
});
// 监听 end 事件，用于处理接收完成的数据
req.on('end', function() {
const tmpStr = Buffer.concat(buffer).toString('utf-8');
xml2js.parseString(tmpStr, { explicitArray: false }, function(err, result) {
if (err) {
console.log(err);
res.send("success");
} else {
if (!result) {
res.send("success");
return;
}
console.log('wx post data:', result.xml);
var wxXMLData = result.xml;
var toUser = wxXMLData.ToUserName; // 接收方微信
var fromUser = wxXMLData.FromUserName;// 发送仿微信
if (wxXMLData.Event) { // 处理事件类型
switch (wxXMLData.Event) {
case "subscribe": // 关注订阅号
res.send(genWxTextReplyXML(fromUser, toUser, '欢迎关注，XX竭诚为您服务！'));
importAccount(fromUser).then(() => {
// 记录已导入用户的 ID
importedAccountMap.set(fromUser, 1);
});
break;
case "unsubscribe": // 取消关注
deleteAccount(fromUser).then(() => {
importedAccountMap.delete(fromUser);
});
res.send("success");
break;
}
} else { // 处理消息类型
switch (wxXMLData.MsgType) {
cas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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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文本消息
sendC2CTextMessage(kfAccount1, '来自微信订阅号的咨询：' + wxXMLData.Content).then(() => {
console.log('发送C2C消息成功');
}).catch((error) => {
console.log('发送C2C消息失败');
});
break;
case "image":
// 处理图片消息
break;
case "voice":
// 处理语音消息
break;
case "video":
// 处理视频消息
break;
case "shortvideo":
// 处理小视频消息
break;
case "location":
// 处理发送地理位置
break;
case "link":
// 处理点击链接消息
break;
default:
break;
}
res.send(genWxTextReplyXML(fromUser, toUser, '正在为您转接人工客服，请稍等'));
}
}
})
});
});

步骤6：注册并处理 IM 第三方回调
// 处理 IM 第三方回调的 post 请求
app.post('/imcallback', function(req, 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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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buffer = [];
// 监听 data 事件 用于接收数据
req.on('data', function(data) {
buffer.push(data);
});
// 监听 end 事件 用于处理接收完成的数据
req.on('end', function() {
const tmpStr = Buffer.concat(buffer).toString('utf-8');
console.log('imcallback', tmpStr);
const imData = JSON.parse(tmpStr);
// kfAccount1 发的消息推送给客户
if (imData.From_Account === kfAccount1) {
// 组包消息，并通过微信的**客服消息**接口，向指定的用户推送消息
// 注意！个人注册的订阅号不支持使用此接口，详情请参见 客服消息
}
res.send({
"ActionStatus": "OK",
"ErrorInfo": "",
"ErrorCode": 0 // 0表示允许发言，1表示拒绝发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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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rd 实现指南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2 14:56:57

Discord 介绍
Discord 是一款专为社群设计的免费网络实时通话软件与数字发行平台，主要针对游戏玩家、教育人士、朋友及商业人
士，用户之间可以在软体的聊天频道通过讯息、图片、影片和音讯进行交流。

Discord 概念
服务器
在 Discord 中有一种别于一般通讯软体之群组的群体聊天，称作伺服器（类似社团），伺服器拥有者可以在伺服器中创
造属于自己的社群。

频道
在服务器中可以建立名为频道的聊天管道，分为语音、文字，其中的语音频道可以用来直播游戏与聊天等，频道可以设定
与身份组整合各种权限，让 Discord 社群系统更加多样化

子区
用户可以对特定的话题在子区内进行讨论。

准备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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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创建腾讯云 IM 应用
本篇教程以腾讯云 IM 为基础展开，因此，需要在 腾讯云 IM 控制台 进行应用创建。如图所示：

创建应用后，在 腾讯云 IM 控制台应用基本信息页面，查看应用基础信息。

了解相关配置和能力
使用腾讯云 IM 实现 Discord 相关的功能，您需要提前了解腾讯云 IM 相关的基础概念以及本教程后续会提到的一些专
有名词，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SDKAppID：腾讯云 IM 会给每个应用分配一个 SDKAppID，在控制台创建应用后再应用详情页查看，开发者可以
在初始化腾讯云IM客户端 SDK 和计算用户登录票据时使用。详情可参考无 UISDK 初始化 以及 登录 文档。
密钥：在腾讯云 IM 控制台应用详情页可查看当前应用密钥，在计算用户登录 SDK 票据时会用到
用户账号：登录腾讯云 IM 用户必须在腾讯云 IM 的账号体系中，当用户使用客户端 SDK 登录成功时，腾讯云 IM 后
台会自动创建 IM 用户。同时，可以使用腾讯云 IM 提供的服务端 API 将用户导入到 IM 的用户体系中。
群组：到目前为止，IM根据不同场景的需要，提供了 5种类型的群，用户在群里发言，群成员均可收到消息。
回调配置：开发者除了可以主动集成 IM 提供的客户端 SDK 与服务端 API，IM 也会主动在特定的业务逻辑出发时将
必要的信息回到给开发者服务端。只需要开发者在腾讯云 IM 控制台 回调配置 模块完成相应的配置即可。腾讯云 IM
提供了丰富的回调配置，并且保证回调的高可靠，开发者可通过回调实现很多自定义需求。
自定义字段：默认情况下，腾讯云 IM 提供给开发者使用的字段能满足绝大部分需求，如用户需要扩展字段，腾讯云
IM 也为各个模块提供了自定一字段，如：
用户自定义字段
好友自定义字段
群自定义字段
群成员自定义字段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3 共164页

即时通信 IM

说明：
用户使用自定义字段，可现在控制台进行配置，再使用 SDK\API 进行读写即可。

集成客户端&服务端 SDK
在实现 Discord 相关的功能时，需要集成 IMSDK，腾讯云 IM 提供了丰富且易用的 SDK 以及服务端 API，使用同一
SDKAppID 登录的应用，在各个端上消息互通。开发者可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场景以及技术栈进行评估，选择合适的
SDK。

Discord 功能分析

如上图所示，Discord 的功能主要分为服务器、频道、以及子区，服务器与服务器之间是内容上的区别，如王者荣耀服
务器，和平精英服务器等，在服务器内可以创建不同类型的频道，如文字频道，语音频道、公示频道等。用户的交流实际
是在各个频道中进行的。当用户对交流的某一个内容有更多的想法时，可以选择对该内容创建子区来进行更多的交流。
Discord 的核心玩法就如分析的这样，接下来本教程会逐一分析如何通过腾讯云 IM 来实现相关的功能。
说明：
如涉及到代码演示，本教程以 Android 端（Java SDK）为例进行展示，其他版本的SDK接口调用可参考文
档 无 UI 集成方案 部分。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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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器

经过分析可以知道，Discord 的服务器列表有这样一些特性：
1. 服务器中人数可能特别多。
2. 用户实际不会在服务器中交流，只会在服务器内的频道或者子区中聊天。
3. 服务器中的聊天历史需要存漫游。
4. 可自由进入。
5. 可以在服务器中创建频道。
虽然 IM 提供了五种不同类型的群，但从 Discord 的服务器特性来看，只有 社群（Community） 符合服务器的特
性，腾讯云 IM 社群创建后可以随意进出，最多支持10w人，支持历史消息存储，用户搜索群 ID 发起加群申请后，无需
管理员审批即可进群。
可通过腾讯云 IM 提供的 createGroup 接口进行服务器（群）创建，需要注意的是，创建的群类型为Community、
setSupportTopic 需要设置为 true，这样才可在服务器中创建频道。演示代码如下：
V2TIMGroupInfo groupinfo = new V2TIMGroupInfo();
groupinfo.setGroupName("测试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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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nfo.setSupportTopic(true);
// 初始群成员
List<V2TIMCreateGroupMemberInfo> memberList = new LinkedList<V2TIMCreateGroupMemberInf
o>();
// 其他配置，如服务器头像等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createGroup(groupinfo, memberList, new V2TIMValueCallback<
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创建失败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String s) {
// 创建成功，返回服务器ID
}
});

接口调用成功后，会在 onSuccess 回调中返回服务器 ID，在后续的在服务器中创建频道的功能中会用到。
注意：
开发者也可以使用 IM 提供的服务端 API，在服务端创建服务器。关键参数如下：
{
"Type": "Community", // 群组类型 (必填)
"Name": "TestCommunityGroup", // 群组名称 (必填)
"SupportTopic": 1 // 是否支持话题选项, 1代表支持,0代表不支持
}

服务器列表

在 Discord 最左侧有个服务器列表的功能，展示的是用户已加入的服务器列表。针对与社群场景，腾讯云 IM 提供了专
门的 API 进行查询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getJoinedCommunityList(new V2TIMValueCallback<List<V2TIMG
roupInfo>>()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GroupInfo> v2TIMGroupInf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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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服务器列表成功，返回的List<V2TIMGroupInfo>代表服务器列表的基本信息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获取服务器列表失败
}
});

在返回的 V2TIMGroupInfo 列表，代表的是服务器的基本信息。但是在基本信息中，并没有服务器的未读数以及自定
义状态等相关信息。因此想要实现 Discord 一样的效果需要借助 IM 提供的其他 API 来实现，服务器列表的未读数，在
后面的小节中讲到。
服务器分类
创建服务器时，会个服务器创建默认的分类，创建后也可在创建新的分类，服务器在腾讯云 IM 中本质上是一个社群，因
此可以通过设置社群的自定义字段来进行实现。使用群自定义字段可分为两步：
1. 在控制台开启自定义字段 key。
2. 使用客户端 SDK\服务端 API 进行读写。

设置群自定义字段的 服务端 API 以及 客户端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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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社群为旗舰版能力，设置社群的自定义字段需要先购买旗舰版。

服务器消息未读数&自定义状态展示

上一小节提到在获取已加入的服务器列表 API 中，没有返回未读数以及服务器状态等信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仅仅
要获取到这个数据，还需要监听这个数据的变化从而及时的更新客户端 UI，由于服务器使用IM社群实现，且社群在 IM
中不会产生会话，因此需要统计所有公有的频道的会话以及私有的频道会话之和。通过 V2TIMTopicInfo 的
getUnreadCount 获取公有频道的未读数，由于私有频道由 work 群实现所以可通过 getConversation 来获取私
有频道的未读数。
// 公有频道
List<String> conversationIDList = new LinkedList();
conversationIDList.add("GROUP_$GROUPID");
V2TIMManager.getConversationManager().getConversationList(conversationIDList, new V2TIMValue
Callback<List<V2TIMConversation>>()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获取服务器对应的会话信息失败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V2TIMConversationList List<V2TIMConversation>) {
// 获取服务器对应的会话信息成功
}
});
// 私有频道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getTopicInfoList(groupID, topicIDList, new V2TIMValue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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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V2TIMTopicInfo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TopicInfoResult> v2TIMTopicInfoResults)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

对于服务器的自定义状态功能，可以通过设置服务器会话的自定义数据来实现，对应 API 为
setConversationCustomData。
List<String> conversationIDList = new LinkedList();
String customData = "通话中"
V2TIMManager.getConversationManager().setConversationCustomData(conversationIDList, custom
Data, new V2TIMValueCallback<List<V2TIMConversationOperation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ConversationOperationResult> v2TIMConversationOperationResul
ts) {
// 设置群会话自定义数据成功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设置群会话自定义数据失败
}
});

当服务器会话的相关数据发生改变时，客户端需要试试更新 UI 的展示，对于监听服务器会话的改变，IM 提供了对应的
事件监听函数 addConversationListener，当以下信息修改时，会触发该回调函数。
1. 服务器消息增删改
2. 服务器消息未读数改变
3. 服务器自定义信息改变
4. 服务器置顶
5. 服务器接受消息配置改变
6. 服务器标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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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务器分组改变
8. ...

V2TIMConversationListener conversationLister = new V2TIMConversation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yncServerStart()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yncServerFinish()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yncServerFailed()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NewConversation(List<V2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List)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versationChanged(List<V2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List)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TotalUnreadMessageCountChanged(long totalUnreadCount)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versationGroupCreated(String groupName, List<V2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
nList)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versationGroupDeleted(String groupNam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versationGroupNameChanged(String oldName, String new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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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versationsAddedToGroup(String groupName, List<V2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
onList)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versationsDeletedFromGroup(String groupName, List<V2TIMConversation> conve
rsationList) {
}
}
V2TIMManager.getConversationManager().addConversationListener(conversationLister);

综上通过 getJoinedCommunityList、getConversationList 接口以及 addConversationListener 回调，可
以实现 Discord 的展示服务器列表的功能。

频道
在服务器内，可创建多个频道。如图所示，在该服务器下创建了四个频道，并且将四个频道放到了两个分类中。

对于频道，用户可以邀请用户加入以及对频道进行基本的设置。用户大多数的聊天是在频道内进行的，因此频道的能力在
Discord 中是最重要的。对应于腾讯云 IM，即是话题的能力。在 IM 社群支持在在社群内创建话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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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频道
Discord 会在创建服务器时，默认创建四个频道，使用腾讯云 IM 也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具体流程如下：
1. 使用 创建群后回调 通知业务服务端创服务器成功。
2. 业务侧判断是是否创建的社群，以免影响其他群相关的业务。
3. 根据服务器属性，在服务端创建话题。
服务端创建话题主要参数如下：
{
"GroupId": "@TGS#_@TGS#cQVLVHIM62CJ", // 话题所属的群ID（必填）
"TopicId": "@TGS#_@TGS#cQVLVHIM62CJ@TOPIC#_TestTopic", // 用户自定义话题 ID（选填）
"TopicName": "TestTopic", // 话题的名称（必填）
"From_Account": "1400187352", // 创建话题的成员
"CustomString": "This is a custom string", // 自定义字符串
"FaceUrl": "http://this.is.face.url", // 话题头像 URL（选填）
"Notification": "This is topic Notification", // 话题公告（选填）
"Introduction": "This is topic Introduction" // 话题简介（选填）
}

创建频道
在 Discord 客户端，用户可以在频道分类下创建频道，如图：

如上所分析，创建频道在 IM 中即为在社群中创建话题。并且在创建时，可以对话题进行分类，设置话题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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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 createTopicInCommunity 来实现相关的功能。
String groupID = "服务器ID"
V2TIMTopicInfo info = new V2TIMTopicInfo();
info.setCustomString("{'categray':'游戏','type':'text'}") // 设置频道分类以及类型
// 这里可以设置V2TIMTopicInfo的具体信息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createTopicInCommunity(groupID, info, new V2TIMValueCallback
<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String s) {
// 创建频道成功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创建频道失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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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频道时，可以通过调用 V2TIMTopicInfo 的成员方法来设置频道的信息，频道分类以及频道类型，可以通过
setCustomString，进行设置。

在创建频道时，可设置频道是否是私密频道，私密频道和普通频道不同。
1. 用户加入服务器后，不会加入私密频道。
2. 私密频道需要服务器管理员邀请进入。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work 群来实现私密频道的功能，但是一个服务器绑定了哪些私密频道的信息需要业务侧来存
储。
频道类型
Discord 在创建频道时，可选择频道类型为语音频道或者文字频道，文字频道即为普通的文字、表情、图片聊天，语音
频道则为音视频聊天。需要注意的是，同一用户同一时间内只能在一个语音频道内。用户加入新的语音频道需要退出当前
已加入的语音频道。

因此这里有4个注意点：
1. 创建频道时需设置频道类型，在创建频道小节中有讲到如何设置频道类型。
2. 用户加入语音频道时需判断是否已经在其他语音频道。
3. 语音频道是全局的。
4. 腾讯云 IM 暂时未提供用户是否在语音频道以及在哪个语音频道的 API，因此此部分的数据需要业务侧来维护。
针对第4点，开发者可以使用腾讯云 IM 提供的进群后回调以及退群回调，维护用户是否在语音频道的状态，并且将该状
态存在业务侧存储内。需要注意的是，腾讯云 IM 的回调可能存在延迟，即用户退出语音频道后，短时间内仍可能不能加
入其他语音频道。因此也可以用过客户端上报的方式来处理，即将用户的进退语音频道的状态实时上报给业务服务端。
邀请用户进入频道
用户进入频道有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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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邀请用户进入服务器，进入服务器的用户会进入所有的公开的频道。
2. 用户通过搜索进入服务器。
3. 私有频道通过服务器管理员邀请进入。
通过社群的特性可知，用户进入共有频道，只需加入服务器即可。
1. 支持精准搜索群 ID 加入。
2. 支持邀请人进入。
3. 支持主动申请进入，且无需审批。
频道设置
可以对频道进行静音设置以及通知相关设置，对应的 API 为 setAllMute 以及 setGroupReceiveMessageOpt。
// 设置频道基本信息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setTopicInfo(topicInfo, new V2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设置成功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设置失败
}
});

// 设置频道如何接受消息
String groupID = "topicid"
int opt = 0;
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setGroupReceiveMessageOpt(groupID, opt, new V2TIMCallba
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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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频道消息列表
可通过 getHistoryMessageList 来获取频道的历史消息记录。
final V2TIMMessageListGetOption option = new V2TIMMessageListGetOption();
option.setGroupID("频道ID");
option.setCount(20);
// 其他配置
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getHistoryMessageList(option, new V2TIMValueCallback<List
<V2TIMMess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Message> v2TIMMessages) {
// 获取频道历史消息成功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获取频道历史消息失败
}
});

频道消息未读数
频道内消息未读数和服务器消息未读数不同，服务器未读数在会话信息中，而频道的未读数在频道的基本信息中，切通过
腾讯云 IM 的群组回调 onTopicInfoChanged 来实时获取未读数。
String groupID = "服务器ID";
List< String > topicIDList= new LinkedList(); // 频道消息列表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getTopicInfoList(groupID, topicIDList, new V2TIMValueCallback<
List<V2TIMTopicInfo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TopicInfoResult> v2TIMTopicInfoResults) {
// 获取频道信息，如频道id、频道名字、未读数等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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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频道成员名单
加入服务器的用户默认会加入到所有的公有频道中，因此查看服务器的群成员列表即可。功能频道获取成员列表：
String groupID = "服务器ID";
int filter = 0; // 群成员角色 管理员 普通成员 ...
long nextSeq = 0;// 分页参数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getGroupMemberList(groupID, filter, nextSeq , new V2TIMValue
Callback<V2TIMGroupMemberInfo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CommonUtil.returnError(result,i,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V2TIMGroupMemberInfoResult v2TIMGroupMemberInfoResult) {
}
});

私有频道获取群成员列表也是调用 getGroupMemberList，传入私有频道的群 ID 即可。

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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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区是对于频道内消息进行进一步讨论的群组，用户可以集中浏览一个频道内用户讨论的重点，在频道内消息列表中，也
可以看到子区的概要。子区在腾讯云IM里也是群的概念，一个子区即为一个群。
创建子区
子区的创建可以邦迪频道内的一条消息，也可以单独创建，可以通过腾讯云 IM 提供的创建群 createGroup 接口创建
子区,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新创建的子区，服务器内的所有成员，默认都在子区内。
2. 子区创建后加入服务器的成员也都会加入到子区。
3. 后加入子区的用户能看到子区创建后的历史聊天记录。
综上，创建一个子区，需要创建群时，将服务器中群成员加入子区，用户加入服务器时，需要在用户进群后回调中，将用
户加入到服务器所有子区中。这两个步骤最好是在业务服务端进行，需要用到的 API 如下：
1. 查询 服务器中成员。
2. 创建群并设置群成员。
3. 邀请用户进群。
服务端回调为 进群后回调。
子区数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8 共164页

即时通信 IM

在频道列表中，可以获取到频道下的子区列表，因此需要绑定子区与服务器的多对一的关系。如果子区对应有历史消息，
也要绑定子区与消息的一对一关系，腾讯云 IM 暂未提供绑定上述关系的能力，因此需要业务侧额外维护。通过业务提供
的 HTTP 接口来获取子区的数量以及子区列表。通过发送在线消息，来实时刷新子区列表。
子区概要

当对一条消息进行创建子区时，会在消息列表中看到子区的消息概要：
1. 该子区有多少条消息。
2. 该子区中 lastMessage 的相关信息。
3. 信息需要实时显示在消息列表中。
要实现子区的消息概要能力，需要结合群内发消息后回调、以及消息编辑的能力。用户在子区发消息后，IM 服务触发发
消息后回调，将相关信息同步给业务侧，业务进行消息计数，并且维护 lastMessage 相关信息，同时将信息通过消息
编辑 API 保存到消息上。

消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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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反馈
消息反馈即为用户对消息进行扩展，如图所示：

因为所有有的消息类型均可以进行编辑和反馈，并且需要支持社群，因此我们建议将数据保存在 cloudCustomData
字段上，详细的的数据存储格式可以参考：
{
"reaction": {
"simle":["user1","user2"]
}
}

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modifyMessage(modifiedMessage, new V2TIMCompleteCallba
ck<V2TIMMess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mplete(int i, String s, V2TIMMessage v2TIMMessage) {
// 消息修改完成
}
});

消息编辑

消息编辑与消息反馈原理一样，仅仅设置的自定义数据上有些区别，同样为了所有消息都能够适用消息编辑，建议编辑
cloudCustomData 字段，数据格式如下：
{
"isEdited":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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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TIMManager.getMessageManager().modifyMessage(modifiedMessage, new V2TIMCompleteCallba
ck<V2TIMMess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mplete(int i, String s, V2TIMMessage v2TIMMessage) {
// 消息编辑完成
}
});

消息标注

消息标注即用户在群聊中将消息进行标注，其他用户可以看到被标注的消息。由于社群暂不支持群属性，因此这里使用自
定义消息实现消息标注能力。
使用群自定义消息需要现在 腾讯云 IM 控制台 进行配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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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进行设置：
V2TIMGroupInfo info = new V2TIMGroupInfo();
info.setCustomInfo("pin data");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setGroupInfo(info, new V2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设置失败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设置成功
}
});

设置成功后群成员可收到 onMemberInfoChanged 事件，同时，未在线的用户也可以在通过群资料获取到标注的消
息内容：
List< String > groupIDList = new LinkedList();
V2TIMManager.getGroupManager().getGroupsInfo(groupIDList, new V2TIMValueCallback<List<V2TI
MGroupInfo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GroupInfoResult> v2TIMGroupInfoResults) {
}
});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自定义字段只能配置在服务器上，不能配置在频道上。
正在输入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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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友正在输入时，其他用户端可以看见用户正在输入中的状态，如上如所示，可以使用腾讯云IM提供的在线消息提
供，此消息：
1. 仅在线用户才会收到。
2. 不会存入消息漫游。
同时，为了优化性能，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优化如：
20s之内发送给消息的用户双方才会触发正在输入中状态消息的发送。
同一文本消息不触发多次在线消息发送。

私信
私信即 Discord 用户与用户之间可以发送消息，不管用户之间是否有好友关系。
如果用户没有好友关系，发送消息除了需要知道用户 ID 之外，还需要在腾讯云 IM 控制台关闭 发送消息检测 关系链
的选项，否则会发送消息失败。
用户也可以先通过 addFriend 接口添加好友，通过 getFriendList 来获取自己的好友列表。
相关代码如下：
// 添加好友
V2TIMManager.getFriendshipManager().addFriend(info, new V2TIMValueCallback<V2TIMFriendOper
ation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添加好友失败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V2TIMFriendOperationResult v2TIMFriendOperation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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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好友成功
}
});

// 获取好友列表
V2TIMManager.getFriendshipManager().getFriendList(new V2TIMValueCallback<List<V2TIMFriendInf
o>>()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获取好友列表失败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FriendInfo> v2TIMFriendInfos) {
// 获取好友列表成功
}
});

个人中心
在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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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rd 用户面板的在线状态能力，可以通过腾讯云 IM 提供的在线状态 API 来实现：
通过 setSelfStatus 来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在线状态，用户的自己的在线\离线状态是 IM 设置的，开发者不能更改。
通过 getUserStatus 来获取好友的在线状态。
通过 onUserStatusChanged 来监听好友的在线状态改变。
相关代码如下：
// 设置个人在线状态
V2TIMUserStatus customStatus = new V2TIMUserStatus();
V2TIMManager.getInstance().setSelfStatus(customStatus, new V2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

// 获取好友在线状态
List<String> userIDList = new LinkerList();
V2TIMManager.getInstance().getUserStatus(userIDList, new V2TIMValueCallback<List<V2TIMUserSt
atu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UserStatus> v2TIMUserStatuses)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

个人信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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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相关的功能可通过腾讯云 IM 提供的资料关系链相关的 API 实现：
获取个人资料 getUsersInfo。
设置个人资料 setSelfInfo。

// 设置个人资料
final V2TIMUserFullInfo userFullInfo = new V2TIMUserFullInfo();
V2TIMManager.getInstance().setSelfInfo(userFullInfo, new V2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

// 获取用户资料
List<String> userIDList = new LinkedList();
V2TIMManager.getInstance().getUsersInfo(userIDList, new V2TIMValueCallback<List<V2TIMUserFull
Info>>()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i, String s)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V2TIMUserFullInfo> v2TIMUserFullInfos) {
}
});

其他
搜索功能
Discord 的搜索能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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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IM 提供了丰富的搜索能力，包括：
搜索消息 searchLocalMessages。
搜索群组 searchGroups。
搜索群成员 searchGroupMembers。
搜索好友 searchFriends。
详细的使用 API 可参考官文档 搜索部分。
离线推送功能
在用户离线时，腾讯云 IM 的在线消息触达不到用户，这是便需要终端设备厂商提供的离线推送能力，腾讯云 IM 接入离
线推送也十分方便，详情可参见 离线推送。
敏感词校验
在发送信息、配置资料时，需要对内容进行过滤，腾讯云IM也提供了这样的方案，帮助用户更加合规的使用 IM，详情可
参见 内容安全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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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内集成 IM 指南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6 15:58:35
在游戏中，即时通信需求很常见，在多人游戏中即时聊天也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功能。由于游戏平台本身所涉及到的多种群
组类型、自定义消息类型（如游戏内道具赠送、交易等业务）、全球接入等需求往往比较复杂，本文梳理了在搭建游戏聊
天时过程中常见的需求的实现方法，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需要注意的细节等，希望能帮助开发者们快速的理解业务，实
现需求。

准备工作
使用密钥计算 UserSig
在 IM 的账号体系中，用户登录需要的密码由用户服务端使用 IM 提供的密钥计算，用户可参见 UserSig计算 文档，在
开发阶段，为了不阻塞客户端开发，也可在 控制台计算 UserSig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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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理员账号
在管理游戏内即时通信过程中，可能需要管理员向游戏发送邮件公告、管理临时组队消息等，这时就需要使用 即时通信
IM 服务端 API 来进行相应的处理，调用服务端api前需要 创建 IM 管理员账号，IM 默认提供一个 UserID 为
administrator 的账号供开发者使用，开发者也可以根据业务的场景，创建多个管理员账号。需要注意的是，IM 最多
创建五个管理员账号。

配置回调地址以及开通回调
在实现游戏内组队等需求时，需要用到 IM 的回调模块，即 IM 后台在某些特定的场景回调开发者业务后台。开发者只需
要提供一个 HTTP 的接口并且配置在 控制台 > 回调配置 模块即可，如下图所示：

集成客户端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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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工作都完成好后，需要将即时通信 IM 客户端 SDK 集成到用户项目中去。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业务需要，选择不
同的集成方案。可参见 快速集成系列文档。
接下来文章梳理了游戏中集成IM时常见的功能点，提供最佳实践方案供开发者参见，并附上相关实现代码。

游戏聊天室各功能开发指引
用户资料
常见用户资料
游戏业务中保存的常见用户资料可分为基本信息资料和其他信息资料。
基本信息

其他信息

用户名，性别，生日，等级，角色，手机号等

其他游戏内需要的资料

资料存储
游戏业务内有众多的用户，而存储庞大的用户资料也是较大的难点。腾讯云 IM 开放了用户资料托管能力，提供资料相关
的一套完整解决方案。下面对比保存到 腾讯云 IM 与保存到业务后台的区别。
对比项

IM

业务后台

存储容量

可自动扩容/缩容

容量有限，增减容量较困难

用户资料

提供标配字段和自定义字段，字段的长度和命名有限制

可自行定义，更加灵活

资料读写

提供简单易用的服务接口和帮助指引

需自行开发

接口

有调用接口频率限制：最高200次/秒

接口调用等能力可按照自己需求自行开发

安全性

可异地容灾、多地部署

需自行维护

综上，使用 IM 用户资料托管服务除可获得资料的存储、读写能力外还有以下优点：
1. IM 提供异地容灾、多地部署和自动扩容/缩容的能力，帮助您从服务器宕机、多拷贝主从复制和扩容缩容等复杂处理流
程中得到完全地解放。
2. IM 提供业界通用的业务处理流程，帮助您在用户资料的业务逻辑上彻底地解放。
3. IM 提供专业的运营流程和运营团队，全年99.99%的稳定服务质量，帮助您为用户提供具有稳定口碑的服务。
4. IM 提供简单易用的服务接口和快捷接入的帮助指引，全程为您提供星级服务。
IM 存储用户资料的方式
IM 存储方案包含资料的存储和其读写能力。下面介绍 IM 存储用户资料、好友资料和拓展资料的方式。所有资料均以
Key-Value 形式表示。其中 Key 为 String 类型，仅支持英文大小写字母、数字、下划线。 Value 有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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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uint64_t

整数（自定义字段不支持）

string

字符串，长度不得超过500字节

bytes

一段 buffer，长度不得超过500字节

string 数
组

字符串数组，每个字符串长度不得超过500字节，仅供好友表的 Tag_SNS_IM_Group 字段使
用

用户资料：用户资料包含标配字段和自定义字段。自定义字段可见下文的拓展资料。目前即时通信 IM 支持的用户资料
标配字段可参见 用户资料标配资料字段。
好友资料：好友资料支持标配好友字段和自定义好友字段。即时通信 IM 好友列表最多允许添加3000个好友。其中，
标配好友字段如下：
字段名称

类型

描述

Tag_SNS_IM_Group

Array

好友分组，为字符串数组

Tag_SNS_IM_Remark

string

好友备注

Tag_SNS_IM_AddSource

string

加好友来源

Tag_SNS_IM_AddWording

string

加好友附言

Tag_SNS_IM_AddTime

Integer

加好友时间戳

更详细内容请参见 好友标配字段。
自定义资料：自定义资料字段可以通过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 应用配置 > 功能配置 申请，提交申请后，自定义资料字
段将在5分钟内生效。
更多关于用户资料管理，请参见 用户资料管理。
更多关于好友关系链自定义资料管理，请参见 好友自定义字段。
IM 用户资料存储限制
业务特性限制
存储数据：string 和 buffer 类型的恶存储长度不得超过500自解
自定义字段：自定义字段的关键字必须是英文字母且长度不得超过8字节，自定义字段的值最长不能超过500字节
好友关系链：单个用户支持3000个好友
接口相关限制
账号管理：单次最多倒入100个用户名，一次请求最多可以查询500个用户状态
其他调用频率：最高200次/秒
更多关于使用限制请参见 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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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系统
现在游戏中，邮件系统几乎是必备的功能。邮件包含文字消息，也可以包含游戏道具、奖励等邮件附件。邮件可以发送给
一个人、也可以像发放活动奖励群发邮件 。下面从玩家接收邮件、邮件列表、邮件未读计数、全员邮件、邮件有效期等
几个方面详细介绍邮件系统的功能实现。
收发邮件
玩家接收邮件：当系统邮件发送成功并且玩家正处联网状态时，玩家能够正确接收到系统邮件。接收到的邮件可通过
获取邮件会话的消息列表取得历史/最新邮件，同时可以增加/删除接收新消息的回调监听接收所有类型的消息（包含文
本、自定义、富媒体消息等）。以Unity为例的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 设置接收消息事件监听器
TencentIMSDK.AddRecvNewMsgCallback((List<Message> messages, string user_data)=>{
foreach(Message message in messages)
{
foreach (Elem elem in message.message_elem_array)
{
// 有下一个消息
if (elem.elem_type == TIMElemType.kTIMElem_Text)
{
string text = elem.text_elem_content;
}
}
}
})
// 监听 `RecvNewMsgCallback`回调，在其中接受消息
// 希望停止接收消息，调用 `RemoveRecvNewMsgCallback`移除舰艇。该步骤非必需，可按照业务需求调
用。

关于更多有关内容请参见 Unity-接收消息。
系统发送邮件：系统向用户发系统邮件可以通过 服务端 API 的几种方式，下面列出不同方法的特点：
方法

特点

应用场景

单发单聊
消息

向指定账号发消息，接收方看到的发送
着不是管理员，而是管理员指定的账号

向某个特定用户发送消息，如段位赛奖励等

批量发单

支持一次最多对500个用户单发消息，

向某些特定用户发送消息，因无需创建组使用比较灵

聊消息

最高调用频率为200次/秒

活，但若发送用户较多则需要分批发送

在群组中
发送普通

向群组发送普通消息，需要将用户添加

向较多用户发送消息可以系统创建群组发送普通消息，

到同一个组内

群组最大人数限制为 社交群(community) 10万人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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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特点

应用场景

全员推送

向 App 内全员推送消息，可指定用户

向 App 内全员推送消息或人数非常多且有特征属性时

服务

标签和属性发送消息

可使用，如活动推送邮件等

说明
“全员推送” 为 IM 旗舰版功能，需 购买旗舰版套餐包 并在 控制台 > 功能配置 > 登录与消息 > 全员推送设
置，打开开关后方可使用。

其中，在群组中发送普通消息的请求包基础形式示例如下所示：
{
"GroupId": "@TGS#2C5SZEAEF",
"Random": 8912345, // 随机数字，五分钟数字相同认为是重复消息
"MsgBody": [ // 消息体，由一个 element 数组组成，详见字段说明
{
"MsgType": "TIMTextElem", // 文本
"MsgContent": {
"Text": "red packet"
}
},
{
"MsgType": "TIMCustomElem", // 自定义
"MsgContent": {
"Data": "message",
"Desc": "notification",
"Ext": "url",
"Sound":"dingdong.aiff"
}
}
],
}

MsgBody（消息体）为一个消息数组，可以将文本消息和自定义消息放入 MsgBody 中发送消息。
邮件列表
历史邮件列表存储同消息存储，可分为 C2C 单聊历史消息存储 和 群聊历史消息存储 。由于群聊最小人数为2人，可以
将管理者指定账号与收到邮件的用户创建新的组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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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体验版和专业版存储时长为7天，旗舰版为 30 天。专业版和旗舰版支持延长时长。您可登录 控制台 修改相关配
置。
延长历史消息存储时长是付费增值服务，具体计费说明请参见 增值服务资费。

在网络正常下会拉取最新的云端数据，若网络异常则返回本地存储的历史消息。本接口支持分页拉取。拉取历史邮件列表
的 Unity 示例代码如下：
// 拉取单聊历史消息
// 首次拉取，msg_getmsglist_param_last_msg 设置为 null
// 再次拉取时，msg_getmsglist_param_last_msg 可以使用返回的消息列表中的最后一条消息
var get_message_list_param = new MsgGetMsgListParam
{
msg_getmsglist_param_last_msg = LastMessage
};
TIMResult res = TencentIMSDK.MsgGetMsgList(conv_id, TIMConvType.kTIMConv_C2C, get_message_
list_param, (int code, string desc, string user_data) => {
// 处理回调逻辑
});

更多拉取历史消息内容，请参见 历史消息-Unity。
邮件未读计数
一个用户-系统邮件的记录相当于一个聊天中的会话。腾讯云 IM 提供会话未读计数功能，提醒用户尚未阅读消息。用户
点进该会话后退回会话列表时，未读消息数会被清空。Unity示例代码如下：
// 获取全部未读数
TIMResult res = TencentIMSDK.ConvGetTotalUnreadMessageCount((int code, string desc, GetTotalU
nreadNumberResult unread, string user_data)=>{
// 处理异步逻辑
});
// 未读计数变更通知
TencentIMSDK.SetConvTotalUnreadMessageCountChangedCallback((int total_unread_count, string u
ser_data)=>{
// 处理回调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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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空所有会话的未读消息数
TIMResult res = TencentIMSDK.MsgMarkAllMessageAsRead((int code, string desc, string user_data)
=>{
// 处理异步逻辑
});

更多内容请参见 Unity-会话未读消息数。
全员邮件
全员邮件相当于对游戏内所有玩家发送邮件消息。腾讯云 IM 提供服务端 全员推送 功能。示例代码如下：
https://console.tim.qq.com/v4/all_member_push/im_push?usersig=xxx&identifier=admin&sdkappid
=88888888&random=99999999&contenttype=json

请求包示例如下：
{
"From_Account": "admin",
"MsgRandom": 56512,
"MsgLifeTime": 120, // 离线保存120s（2分钟）
"MsgBody": [
{
"MsgType": "TIMTextElem",
"MsgContent": {
"Text": "hi, beauty"
}
}
]
}

全员推送可以设置消息离线存储时间，这样即便某些用户不在线，但在离线存储的时间范围内，不在线用户也能收到消
息。若需要设置离线保存时间，可设置 MsgLifeTime ，单位秒，最多保存7天（604800s）。默认为0，表示不离线存
储。
更多相关全员推送的内容请参见 全员推送。
邮件有效期
对于历史邮件，邮件存储有效期为：体验版/专业版为7天，旗舰版为30天，专业版和旗舰版支持延长时长。对于历史存
储的更多内容请参见 历史消息存储时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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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服务端发送消息时，可通过在请求包内设置 MsgLifeTime 设置消息离线保存时长（最长为7天）。若该字段为
0，则表示消息只发在线用户，不离线保存。 更多内容请参见 服务端 API。

临时组队
多人联网游戏中临时组队必不可少。下面从组队场景和后台、队伍内成员分别所需获取的队内信息讲解临时组队的内容。
组队场景
组队场景一般分为如下几点：创建组队、退出临时组队、成为队长、邀请加入组队、解散组队等。下面通过一些代码示例
分别解释不同场景的实现方法。
游戏开始前创建组队：当第一个人进入游戏时，在服务端自动创建群组并可以设置最大群成员数量。请求时如果指定
了群组或群成员，那么在创建时群主或群成员回自动加入到该群中。请求 URL 示例如下：
https://console.tim.qq.com/v4/group_open_http_svc/create_group?sdkappid=88888888&identifie
r=admin&usersig=xxx&random=99999999&contenttype=json

请求包基础形式示例如下：
{
"Owner_Account": "leckie", // 群主的 UserId（选填）
"Type": "Public", // 群组类型：Private/Public/ChatRoom/AVChatRoom/Community
"Name": "TestGroup", // 群名称（必填）
"MaxMemberCount":5 // 最大群成员数量（选填）
}

说明：
App 中 同时存在的所有群组数量最多为10万，若超过10万则需要支付一定费用。详情请参见 价格说明。更
多关于服务端创建群组请参见 创建群组。

增加群成员：创建群聊后后续有新的玩家进入游戏则需要在原来群组的基础上添加新的群成员。请求 URL 示例如下：
https://console.tim.qq.com/v4/group_open_http_svc/add_group_member?sdkappid=88888888&id
entifier=admin&usersig=xxx&random=99999999&contenttype=json

请求包如下：
{
"GroupId": "@TGS#2J4SZEAEL", // 要操作的群组（必填）
"MemberList": [ // 一次最多添加300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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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_Account": "tommy" // 要添加的群成员ID（必填）
},
{
"Member_Account": "jared"
}]
}

更多内容请参见 增加群成员。
组队成功回调：当在创建群组时设置了最大群成员数量，则当组队需要人数全部进群后可以开始游戏。可以通过群组
满员之后回调感知并开始游戏。请求 URL 示例如下：
https://www.example.com?SdkAppid=$SDKAppID&CallbackCommand=$CallbackCommand&cont
enttype=json&ClientIP=$ClientIP&OptPlatform=$OptPlatform

请求包示例如下：
{
"CallbackCommand": "Group.CallbackAfterGroupFull", // 回调命令
"GroupId": "@TGS#2J4SZEAEL" // 群组 ID
}

更多相关内容请参见 群组满员之后回调。
新成员入群通知：当有新的玩家进入游戏（群聊）后，通过 新成员入群之后回调 可通知其他群成员入群成功。请求
URL 示例如下：
https://www.example.com?SdkAppid=$SDKAppID&CallbackCommand=$CallbackCommand&cont
enttype=json&ClientIP=$ClientIP&OptPlatform=$OptPlatform

请求包示例如下：
{
"CallbackCommand": "Group.CallbackAfterNewMemberJoin", // 回调命令
"GroupId" : "@TGS#2J4SZEAEL",
"Type": "Public", // 群组类型
"JoinType": "Apply", // 入群方式：Apply（申请入群）；Invited（邀请入群）
"Operator_Account": "leckie", // 操作者成员
"NewMemberList": [ // 新入群成员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7 共164页

即时通信 IM

{
"Member_Account": "jared"
},
{
"Member_Account": "tommy
}
]
}

说明：
要启用回调，必须配置回调URL，并打开本条回调协议对应的开关。配置方法参见 第三方回调配置 文件。更
多相关内容请参见 新成员入群之后回调。

游戏途中退出组队：当玩家自主退出游戏或由于网络问题退出游戏时，服务端可以通过 群成员离开之后回调通知组内
其他玩家有人退出群聊，也可以对因网络问题退出游戏的玩家发送消息。群成员离开之后回调 的请求 URL 示例如
下：
https://www.example.com?SdkAppid=$SDKAppID&CallbackCommand=$CallbackCommand&cont
enttype=json&ClientIP=$ClientIP&OptPlatform=$OptPlatform

请求包示例如下：
{
"CallbackCommand": "Group.CallbackAfterMemberExit", // 回调命
"GroupId": "@TGS#2J4SZEAEL", // 群组 ID
"Type": "Public", // 群组类型
"ExitType": "Kicked", // 成员离开方式：Kicked-被踢；Quit-主动退群
"Operator_Account": "leckie", // 操作者
"ExitMemberList": [ // 离开群的成员列表
{
"Member_Account": "jared"
},
{
"Member_Account": "tomm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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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结束后解散群聊：游戏结束后，服务端可直接解散群聊。解散群聊 的请求 URL 示例如下：
https://console.tim.qq.com/v4/group_open_http_svc/destroy_group?sdkappid=88888888&identifi
er=admin&usersig=xxx&random=99999999&contenttype=json

请求包示例如下：
{
"GroupId": "@TGS#2J4SZEAEL"
}

对于临时组队内语音或视频聊天，内容比较复杂，下文有详细说明。
后台获取队内情况
获取群内详细信息：对于群内详细信息（包含当前群成员数量，群内成员基本信息等）可以通过服务端 API 获取群详
细资料获取。可以在请求包中设定Filter字段拉取置顶的信息。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https://console.tim.qq.com/v4/group_open_http_svc/get_group_info?sdkappid=88888888&identifi
er=admin&usersig=xxx&random=99999999&contenttype=json

请求包示例如下：
{
"GroupIdList": [ // 群组列表（必填）
"@TGS#1NVTZEAE4",
"@TGS#1CXTZEAET"
]
}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获取群详细资料。
获取群成员详细信息：若只需要群成员信息（包含自定义字段），则可使用获取群成员详细资料获取到群成员的信
息。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https://console.tim.qq.com/v4/group_open_http_svc/get_group_member_info?sdkappid=8888888
8&identifier=admin&usersig=xxx&random=99999999&contenttype=json

请求包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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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Id":"@TGS#1NVTZEAE4" // 群组 ID（必填）
}

返回字段中 MemberNum 可获取本群组的群成员总数，AppMemberDefinedData 可获取群成员自定义字段信息。
说明：
该接口不支持直播群（AVChatRoom）。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获取群成员详细资料。

队内成员获取队内情况
对于队内成员，可通过 获取群成员资料 获取到队内其他成员的资料，如成员的角色、准备状态等。示例代码如下：
GroupGetMemberInfoListParam param = new GroupGetMemberInfoListParam
{
group_get_members_info_list_param_group_id = "group_id",
group_get_members_info_list_param_identifier_array = new List<string>
{
"user_id"
}
};
TIMResult res = TencentIMSDK.GroupGetMemberInfoList(param, (int code, string desc, GroupGetMe
mberInfoListResult result, string user_data)=>{
// 处理异步逻辑
});

说明：
详细内容请参见 Unity-获取群成员资料 。
其他关于群信息如群满员开始游戏、有成员加入/退出组队等可参见 组队场景 并使用回调通知到群内。
更多有关群组选择和关于群组的其他事项，请参见 群组系统 。更多有关群组管理的控制台指南，请参见 群组
管理控制台指南。

敏感信息过滤
过滤敏感内容也是游戏即时通信中非常重要的功能，实现方案如下：
1. 绑定用户群发消息前回调
2. 判断通过回调数据判断消息类型，将消息数据传递给天御或者其他第三方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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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消息为普通文本消息，可等天御检测同步返回，再将是否下发消息的数据包返回给 IM 后台
发送消息前回调数据示例：
{
"CallbackCommand": "Group.CallbackBeforeSendMsg", // 回调命令
"GroupId": "@TGS#2J4SZEAEL", // 群组 ID
"Type": "Public", // 群组类型
"From_Account": "jared", // 发送者
"Operator_Account":"admin", // 请求的发起者
"Random": 123456, // 随机数
"OnlineOnlyFlag": 1, //在线消息，为1，否则为0；直播群忽略此属性，为默认值0。
"MsgBody": [ // 消息体，参见 TIMMessage 消息对象
{
"MsgType": "TIMTextElem", // 文本
"MsgContent": {
"Text": "red packet"
}
}
],
"CloudCustomData": "your cloud custom data"
}

说明：
开发者可通过 MsgBody 中 MsgType 字段判断消息类型。完整字段说明可参见 回调文档。

开发者可以选择对不合法的消息进行不一样的处理，可在回调中回包给 IM 后台来控制。
{
"ActionStatus": "OK",
"ErrorInfo": "",
"ErrorCode": 0 // 不同的ErrorCode有不同的含义
}

ErrorCode

含义

0

允许发言，正常下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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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de

含义

1

拒绝发言，客户端返回10016

2

静默丢弃，客户端返回正常

说明：
开发者可根据自身业务进行选择使用。

自定义消息类型（如道具赠送、交易）
在游戏聊天环境中，不仅只使用文本消息、表情消息、语音消息等简单的消息类型。自定义消息类型可提供开发者自定义
客制化消息内容格式的功能，可通过自定义消息类型完成游戏聊天室内游戏道具的赠送、交易等更多的聊天室功能。
腾讯云 IM 提供 9 种基本消息类型，包含文本消息、表情消息、地理位置消息、图片消息、语音消息、文件消息、短视频
消息、系统通知和自定义消息。其中除了自定义消息之外的其他消息格式已经确定，只需要填入相应的信息即可。更多关
于消息类型的具体描述请参见 消息类型，关于消息类型的格式请参见 消息格式描述。
服务端可通过 单发单聊消息 、 批量发单聊消息 、 在群组中发送普通消息 向用户发送自定义消息。在群组中发送普通消
息的基础请求包示例如下：
{
"GroupId": "@TGS#2C5SZEAEF",
"Random": 8912345, // 随机数字，五分钟数字相同认为是重复消息
"MsgBody": [ // 消息体，由一个 element 数组组成，详见字段说明
{
"MsgType": "TIMTextElem", // 文本
"MsgContent": {
"Text": "red packet"
}
},
{
"MsgType": "TIMFaceElem", // 表情
"MsgContent": {
"Index": 6,
"Data": "abc\u0000\u0001"
}
}
],
"CloudCustomData": "your cloud custom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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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MessageExtension": 0,
}

其中，可以修改 CloudCustomData 定义消息自定义数据（云端保存），并将自定义消息填入 MsgBody （消息体）发
送。

组内语音/视频聊天
游戏内的语音/视频聊天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功能。腾讯云 IM 提供给予即时通信 IM 和 实施音视频品视频 TRTC 音视频通
话功能（TUICallKit），为 IM 聊天提供实施的音频通话或视频通话。
说明：
为了更好的体验音视频通话功能，我们面为为每个 SDKAppID 提供了音视频通话能力7天体验版。您可以在
IM 控制台 中为您的应用领取体验版进行体验使用，每个 SDKAppID 有且仅有一次领取体验版的机会。
更多有关集成音视频通话能力和价格，详情请见 音视频通话。更多关于 TUICallKit 的内容，请参见 含 UI
集成方法-音视频通话。

游戏聊天室类型
游戏聊天室类型一般分为如下几种：
类型

特点

频道

聊天人数非常多，无固定成员列表，无需申请加入群聊，可随时加入、退出。无需发送离线消息推送。

大厅

聊天人数较多，可随时加入、退出。支持历史消息查询。

组队

聊天人数较少，聊天对象可能为陌生人，游戏结束时聊天室销毁。无需发送离线消息推送。

好友

为 C2C 聊天，聊天记录保存，聊天对象存在于好友列表。

私信

为 C2C 聊天，聊天对象可能为陌生人。

直播群

聊天人数无上限，可随时加入、退出。

IM 提供的聊天室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类型

特点

好友工作群

类似普通微信群，创建后仅支持已在群内的好友申请加群，无需被邀请访同意或群组审

（work）

批。

陌生人社交群
（Public）

类似 QQ 群，创建后群主可以指定群主管理员，用户搜索群ID发起群申请后，需要群主或
管理员审批通过才能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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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特点

临时会议群
（Meeting）

创建后可以随意进出，且支持查看入群前消息；适合用于音视频会议场景、在线教育场景
等与实时音视频产品结合的场景，同旧版本中的 ChatRoom。

直播群
（AVChatRoom）

创建后可以随意进出，没有群成员数量上限，但不支持历史消息存储；适合与直播产品结
合，用于弹幕聊天场景。

社群

创建后可以随意进出，最多支持10w人，支持历史消息存储，用户搜索群 ID 发起加群申

（Community）

请后，无需管理员审批即可进群。

根据 IM 的群特性，这里提供示例解决方案，请按照需求应用到您的游戏中：
类型

解决方案

特点

频道、大
厅

社群（Community）

聊天人数较多，创建后可随意进出，无需审批

好友

单聊+权限控制（只允许给好友发送消息）

支持仅好友发送消息

私信

单聊+权限控制（App 内任意两个用户之间发送单
聊消息）

支持任意两个陌生人发送消息

陌生人社交群（Public）、临时会议群

只有游戏内组队人员能够进入聊天群，支持音

（Meeting）

视频聊天

直播群（AVChatRoom）

没有群成员上线，可随时进出群

组队
直播群

说明：
关于好友聊天和私信聊天的单聊权限控制请参见 单聊消息权限控制。
更多群组系统相关内容请参见 群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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