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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集成

Android
SDK v3.x版本文档
概述（Android SDK）

1 ImSDK集成
本节主要介绍如何创建一个应用，并集成ImSDK。【使用互动直播业务的开发者，请集成ImSDKv2版本】。

1.1 支持版本
ImSDK 支持 JDK 1.6 和 Android SDK version 14 以上系统。

1.2 下载ImSDK
从官网下载ImSDK，包含以下库文件：

libs
├── armeabi
│ ├── libBugly.so
│ ├── libgnustl_shared.so
│ ├── lib_imcore_group_ext_gyp.so
│ ├── lib_imcore_jni_gyp.so
│ ├── lib_imcore_msg_ext_gyp.so
│ ├── lib_imcore_sns_ext_gyp.so
│ ├── libqalcodecwrapper.so
│ ├── libqalmsfboot.so
│ └── libwtcrypto.so
├── armeabi-v7a
│ └──（此处省略，文件列表与armeabi相同）
├── arm64-v8a
│ └──（此处省略，文件列表与armeabi相同）
├── x86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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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省略，文件列表与armeabi相同）
├── x86_64
│ └──（此处省略，文件列表与armeabi相同）
├── bugly_2.4.0_imsdk_release.jar
├── imsdk_group_ext.jar
├── imsdk.jar
├── imsdk_msg_ext.jar
├── imsdk_sns_ext.jar
├── mobilepb.jar
├── qalsdk.jar
├── soload.jar
├── tls_sdk.jar
└── wup-1.0.0-SNAPSHOT.jar

包名

描述

bugly_2.4.0_imsdk_release.jar

Bugly包，crash上报用, 如不需要可删除，并调用TIM
Manager中的disableCrashReport进行禁用

imsdk.jar

ImSDK基础包，只提供消息、资料关系链管理、群组管
理等的最基础功能

imsdk_group_ext.jar

群组管理扩展包，提供群组管理的高级功能

imsdk_msg_ext.jar

消息管理扩展包，提供消息管理的高级功能

imsdk_sns_ext.jar

资料关系链管理扩展包，
提供个人资料及关系链的高级功能

mobilepb.jar

protobuffer处理相关jar包

qalsdk.jar

SDK网络层jar包

soload.jar

提高imsdk so库的加载成功率

tls_sdk.jar

帐号系统jar包

wup-1.0.0-SNAPSHOT.jar

无线统一协议jar包

1.3 创建应用
1.3.1 加入ImSDK库

将步骤1.2下载得到的库文件复制到工程libs/文件夹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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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需要引用ANDROID SDK API LEVEL 23+版本的android-support-v4.jar。
2. 由于从ANDROID SDK从API LEVEL 23开始去掉了http相关特性，所以在用API LEVEL
23以上ANDROID SDK版本进行编译时，需要增加对

org.apache.http.legacy.jar

的引用。具体参考 Android 6.0 Changes。

1.3.2 添加相关权限

创建一个新工程，并在AndroidManifest.xml 中添加以下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CAMERA"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CHANGE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GET_TASK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LOG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EIVE_BOOT_COMPLETED"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VIBR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AKE_LOCK"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注意：Android 6.0以上的机型，其中一些权限需要在应用中手动申请。可以参照Demo的写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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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声明相关服务及广播接收器

在AndroidManifest.xml中添加以下配置：

<!-- 【必须】消息收发service -->
<service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service.QalService"
android:exported="true"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
</service>
<service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service.QalAssistService"
android:exported="false"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
</service>

<!-- 【必须】 离线消息广播接收器 -->
<receiver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QALBroadcastReceiver"
android:exported="false">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broadcast.qal" />
</intent-filter>
</receiver>
<receiver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core.NetConnInfoCenter"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BOOT_COMPLETED"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net.conn.CONNECTIVITY_CHANGE"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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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TIME_SET"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TIMEZONE_CHANGED" />
</intent-filter>

<!-- ImSDK 3.0.2 后添加 -->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service.TASK_REMOVED" />
</intent-filter>
</receiver>

1.4 功能开发
在工程中引入上述1.1提及的库文件，根据后续章节的开发指引进行功能的开发。其中函数调用顺序可参见（2.
2 调用顺序介绍）。

1.5 代码混淆规则
如果你的项目中使用proguard等工具做了代码混淆，请保留以下选项。

-keep class com.tencent.**{*;}
-dontwarn com.tencent.**

-keep class tencent.**{*;}
-dontwarn tencent.**

-keep class qalsdk.**{*;}
-dontwarn qalsdk.**

2 ImSDK 基本概念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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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
ImSDK中会话(Conversation)分为两种，一种是C2C会话，表示单聊情况自己与对方建立的对话，读取消息和
发送消息都是通过会话完成；另一种是群会话，表示群聊情况下，群内成员组成的会话，群会话内发送消息群
成员都可接收到。

如下图所示，一个会话表示与一个好友的对话：

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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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DK中消息(Message)表示要发送给对方的内容，消息包括若干属性，如是否自己已读，是否已经发送成功
，发送人帐号，消息产生时间等；一条消息由若干Elem组合而成，每种Elem可以是文本、图片、表情等等，
消息支持多种Elem组合发送。

群组Id：群组Id唯一标识一个群，由后台生成，创建群组时返回。

2.1 ImSDK对象简介
ImSDK 对象主要分为通讯管理器，会话、消息，群管理，，具体的含义参见下表：

对象

介绍

功能

TIMManager

管理器类，负责SDK基本操作

初始化、登录、注销、创建会话等，
可以通过扩展类

TIMManagerExt

使用更多管理器相关高级功能
TIMConversation

会话，负责会话相关操作

如发送消息，获取会话消息缓存，获
取未读计数等，可以通过扩展类

TIMConversationExt

使用更多会话相关高级功能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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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介绍

功能

TIMMessage

消息

包括文本、图片等不同类型消息。可
以通过扩展类

TIMMessageExt

使用更多消息相关高级功能
TIMGroupManager

群组管理器

负责创建群组、加群、退群等，可以
通过扩展类

TIMGroupManagerExt

使用更多群组相关高级功能
TIMFriendshipManager

资料关系链管理器

负责资料获取、修改和关系链信息，
可以通过扩展类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使用更多资料关系链管理相关高级功
能

2.2 调用顺序介绍
ImSDK调用API需要遵循以下顺序，其余辅助方法需要在登录成功后调用。

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初始化

TIMSdkConfig

设置SDK基本配置，比如sdkappi
d、日志等级等

TIMManager : ini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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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anager : setUserConfig

设置用户基本配置

TIMManager :

设置消息监听

addMessageListener

登录

消息收发

TIMManager : login

登录

TIMManager : getConversation

获取会话

TIMConversation :

发送消息

sendMessage

群组管理

TIMGroupManager

群组管理

资料关系链

TIMFriendshipManager

资料关系链管理

注销

TIMManager : logout

注销

3 从ImSDK2.x升级到ImSDK3.x
3.1 包路径调整
ImSDK3.x对包路径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

com.tencent

调整为

com.tencent.imsdk

。例如，类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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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anager

在2.x版本时类路径为

com.tencent.TIMManager

，而在3.x版本时类路径为

com.tencent.imsdk.TIMManager

。

3.2 模块接口调整
ImSDK3.x对模块的功能及类的接口进行了优化调整。

为了让ImSDK更加的灵活轻便，在3.x的时候对ImSDK进行了模块功能调整。原来的

imsdk.jar

只保留了基本的功能，一些高级功能分离到了相应的扩展包中。调整后原来的

imsdk.jar

变成了如下几个包：

基础功能包 ——

imsdk.jar

消息扩展包 ——

imsdk_msg_ext.ja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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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扩展包 ——

imsdk_group_ext.jar

资料关系链扩展包 ——

imsdk_sns_ext.jar

同时，配合着模块功能的调整，接口也有相应的优化与调整。
这里只列出名字变更或者移到其他类的接口，参数变更请参考下载好的SDK包中的API
Javadoc文档。具体见下表：

2.x类

2.x接口

3.x类

TIMManager

configOfflinePushSetting TIMManager

3.x接口
setOfflinePushSettings

s
TIMManager

disableCrashReport

TIMSdkConfig

enableCrashReport

setLogPrintEnable

enableLogPrint

setLogLevel

setLogLevel

setLogListenCallbackLev

setLogCallbackLevel

el

setLogListener

setLogListener

setSoLibPath

setSoLibPath
TIMManager

TIMManager

setConnectionListener

TIMUserConfig

setConnectionListener

initFriendshipSettings

setFriendshipSettings

setGroupEventListener

setGroupEventListener

initGroupSettings

setGroupSettings

setRefreshListener

setRefreshListener

setUploadProgressListen

setUploadProgressListen

er

er

setUserStatusListener

setUserStatusListener

disableAutoReport

TIMUserConfigMsgExt

enableAutoReport

enableReadReceipt

enableReadReceipt

disableRecentContact

enableRecentContac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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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类

TIMManager

TIMManager

TIMManager

2.x接口

3.x类

3.x接口

disableRecentContactNo

enableRecentContactNot

tify

ify

disableStorage

enableStorage

setMessageReceiptListen

setMessageReceiptListen

er

er

enableFriendshipStorage TIMUserConfigSnsExt

enableFriendshipStorage

setFriendshipProxyListen

setFriendshipProxyListen

er

er

enableGroupInfoStorage TIMUserConfigGroupExt enableGroupStorage
setGroupAssistantListene

setGroupAssistantListene

r

r

initLogSettings

TIMManager

已废弃

TIMManagerExt

deleteConversation

setGroupMemberUpdate
Listener
getConversationByIndex
TIMManager

TIMConversation

deleteConversation
deleteConversationAndL

deleteConversationAndL

ocalMsgs

ocalMsgs

getConversationCount

getConversationCount

getConversationList

getConversationList

initStorage

initStorage

sendMessageToMultiUse

sendMessageToMultiUse

rs

rs

所有接口

TIMConversation

仅保留以下接口，其他接口
均由TIMConversationExt
提供
getType
getPeer
sendMessage
sendOnlineMessage

TIMMessage

getCustomInt

TIMMessageExt

getCustomInt

getCustomStr

getCustomStr

hasGap

hasGa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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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类

TIMFileElem

2.x接口

3.x类

3.x接口

isPeerReaded

isPeerReaded

isRead

isRead

remove

remove

setCustomInt

setCustomInt

setCustomStr

setCustomStr

convertToImportedMsg

convertToImportedMsg

setSender

setSender

setTimestamp

setTimestamp
TIMFileElem

上传下载方式仅保留指定文

TIMImageElem

TIMImageElem

件路径的方式，废弃byte数

TIMSoundElem

TIMSoundElem

组方式

TIMFriendshipManager

仅保留以下接口，其他接口

TIMFriendshipManager

所有接口

所有接口

均由TIMFriendshipMana
gerExt提供
getSelfProfile
getUsersProfile
TIMFriendshipManager

setAllowType

TIMFriendshipManager

modifyProfile

setBirthday
setCustomInfo
setFaceUrl
setGender
setLanguage
setLocation
setNickName
setSelfSignature
TIMFriendshipManager

setFriendCustom

TIMFriendshipManagerE modifySnsProfile

setFriendRemark

xt

TIMFriendshipProxyListe 所有接口

TIMFriendshipProxyListe 所有与好友分组相关回调及

ner

ner

OnProxyStatusChange
已废弃

TIMGroupManager

所有接口

TIMGroupManager

仅保留以下接口，其他接口
均由TIMGroupManagerE
xt提供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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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类

2.x接口

3.x类

3.x接口
applyJoinGroup
createGroup
deleteGroup
quitGroup

TIMGroupManager

modifyGroupAddOpt

TIMGroupManagerExt

modifyGroupInfo

modifyGroupCustomInfo
modifyGroupFaceUrl
modifyGroupIntroductio
n
modifyGroupName
modifyGroupNotification
modifyGroupSearchable
modifyGroupVisible
TIMGroupManager

modifyGroupMemberInf TIMGroupManagerExt

modifyMemberInfo

oSetCustomInfo
modifyGroupMemberInf
oSetNameCard
modifyGroupMemberInf
oSetRole
modifyGroupMemberInf
oSetSilence
ModifyReceiveMessageO
p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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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Android SDK）

1 获取通讯管理器
ImSDK一切操作都是由通讯管理器

TIMManager

开始，SDK操作第一步需要获取

TIMManager

单例：
原型：

public static TIMManager getInstance()

获取通讯管理器实例

返回：
TIMManager实例

示例：

TIMManager.getInstance();

2 初始化SDK配置
在初始化SDK之前，需要进行简单的SDK配置，包括SdkAppid、日志控制、Crash上报等。对应的配置类为

TIMSdkConfi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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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api可以参考SDK下载包中的

javadoc

文档。

2.1 日志事件
SDK内部会进行打印日志，如果调用方有自己统一的日志收集方式，可以通过

TIMSdkConfig

中的

setLogListener

接口设置日志事件回调，把日志通过回调返给调用方，但ImSDK内部仍然会打印，如果需要禁掉，可以通过设
置控制台不打印日志，或者设置日志级别。

原型：

/**
* 设置当前日志回调监听器， 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设置
* @param logListener 日志回调监听器
*/
public TIMSdkConfig setLogListener(TIMLogListener logListener)

示例：

//设置日志回调，sdk输出的日志将通过此接口回传一份副本
//[NOTE] 请注意level定义在TIMManager中，如TIMManager.ERROR等， 并不同于Android系统定义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LogListener(new TIMLogListener() {
@Overrid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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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log(int level, String tag, String msg) {
//可以通过此回调将sdk的log输出到自己的日志系统中
}
});

2.2 设置日志级别
在权限允许的情况下，ImSDK的日志默认会写到日志文件中。通过

TIMSdkConfig

中的

setLogLevel

接口修改ImSDK内部写日志级别可以控制ImSDK的文件日志输出。

注意：

1. 设置写日志等级， 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调用，在sdk初始化之后设置无效。
2. 可以通过设置日志级别为

TIMLogLevel.OFF

来关闭ImSDK的文件日志输出，提升性能，建议在开发期间打开日志，方便排查问题。

原型：

/**
* 设置写日志等级，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调用，在sdk初始化之后设置无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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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logLevel 日志等级
*/
public TIMSdkConfig setLogLevel(@NonNull TIMLogLevel logLevel)

2.3 控制台不打印日志
默认ImSDK日志会打印到控制台，如果调试期间干扰太多，可选择通过

TIMSdkConfig

中的

enableLogPrint

关闭控制台日志（此时文件日志仍然会打印，可设置日志级别禁用）。

注意：
日志设置， 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调用，在sdk初始化之后设置无效。

原型：

/**
* 设置是否把日志输出到控制台， 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设置
* @param logPrintEnabled true - 日志将会输出到控制台
*/
public TIMSdkConfig enableLogPrint(boolean logPrintEnabled)

2.4 修改日志路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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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统一管理日志，也可以修改默认的日志存储路径。通过

TIMSdkConfig

中的

setLogPath

接口可以设置日志文件存储路径。

注意：

1. 设置日志路径，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调用，在sdk初始化之后设置无效。
2. ImSDK默认日志存储路径为：SD卡下，/tencent/imsdklogs/(your app package name)/

原型：

/**
* 设置日志路径，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调用，在sdk初始化之后设置无效
* @param logPath 日志路径
*/
public TIMSdkConfig setLogPath(@NonNull String logPath)

2.2 Crash上报
ImSDK内部集成了Bugly系统
，当应用crash后，会自动上报到平台，用户可以根据Bugly文档指示上传符号表，显示crash详细信息，如果
用户有自己的上报组件，可通过

TIMSdkConfi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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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enableCrashReport

接口来进行禁用上报。

注意：
禁用Bugly的crash上报， 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调用， 在sdk初始化之后设置无效。

原型：

/**
* 设置是否开启bugly的crash上报功能， 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设置
* @param crashReportEnabled true - 开启bugly的crash上报功能（需要集成ImSDK内部提供的bugly库）
*/
public TIMSdkConfig enableCrashReport(boolean crashReportEnabled)

3 初始化SDK
在使用SDK进一步操作之前，需要初始化SDK。

注意：
在存在多进程的情况下，请只在一个进程进行SDK初始化。

原型：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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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ImSDK
* @param context application context
* @param config SDK全局配置
* @return true - 初始化成功， false - 初始化失败
*/
public boolean init(@NonNull Context context, @NonNull TIMSdkConfig config)

示例：

//初始化SDK基本配置
TIMSdkConfig config = new TIMSdkConfig(sdkAppId)
.enableCrashReport(false);
.enableLogPrint(true)
.setLogLevel(TIMLogLevel.DEBUG)
.setLogPath(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getPath() + "/justfortest/")

//初始化SDK
TIMManager.getInstance().init(getApplicationContext(), config);

4 用户配置
在初始化SDK后，登录SDK之前，需要设置用户配置。
ImSDK的用户配置分四部分，分别如下：

基本用户配置 —— 通过

TIMUserConfig

进行配置。
消息扩展用户配置 —— 通过

TIMUserConfigMsg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6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进行配置。
群组管理扩展用户配置 —— 通过

TIMUserConfigGroupExt

进行配置。
资料关系链管理扩展用户配置 —— 通过

TIMUserConfigSnsExt

进行配置。

配置完成后，在登录前，通过通讯管理器

TIMManager

的接口

setUserConfig

将用户配置与当前通讯管理器进行绑定。

原型：

/**
* 设置当前用户的用户配置，登录前设置
* @param userConfig 用户配置
*/
public void setUserConfig(TIMUserConfig userConfig)

示例：

//基本用户配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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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UserConfig userConfig = new TIMUserConfig()
//设置群组资料拉取字段
.setGroupSettings(initGroupSettings())
//设置资料关系链拉取字段
.setFriendshipSettings(initFriendshipSettings())
//设置用户状态变更事件监听器
.setUserStatusListener(new TIMUserStatus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orceOffline() {
//被其他终端踢下线
Log.i(tag, "onForceOfflin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UserSigExpired() {
//用户签名过期了，需要刷新userSig重新登录SDK
Log.i(tag, "onUserSigExpired");
}
})
//设置连接状态事件监听器
.setConnectionListener(new TIMConn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nected() {
Log.i(tag, "onConnected");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Disconnected(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i(tag, "onDisconnected");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WifiNeedAuth(String name) {
Log.i(tag, "onWifiNeedAut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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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群组事件监听器
.setGroupEventListener(new TIMGroupEvent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GroupTipsEvent(TIMGroupTipsElem elem) {
Log.i(tag, "onGroupTipsEvent, type: " + elem.getTipsType());
}
})
//设置会话刷新监听器
.setRefreshListener(new TIMRefresh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fresh() {
Log.i(tag, "onRefresh");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freshConversation(List<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s) {
Log.i(tag, "onRefresh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size: " + conversations.size());
}
});

//消息扩展用户配置
userConfig = new TIMUserConfigMsgExt(userConfig)
//禁用消息存储
.enableStorage(false)
//开启消息已读回执
.enableReadReceipt(true);

//资料关系链扩展用户配置
userConfig = new TIMUserConfigSnsExt(userConfig)
//开启资料关系链本地存储
.enableFriendshipStorage(true)
//设置关系链变更事件监听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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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FriendshipProxyListener(new 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AddFriends(List<TIMUserProfile> users) {
Log.i(tag, "OnAddFriend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DelFriends(List<String> identifiers) {
Log.i(tag, "OnDelFriend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riendProfileUpdate(List<TIMUserProfile> profiles) {
Log.i(tag, "OnFriendProfileUpdat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AddFriendReqs(List<TIMSNSChangeInfo> reqs) {
Log.i(tag, "OnAddFriendReq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AddFriendGroups(List<TIMFriendGroup> friendgroups) {
Log.i(tag, "OnAddFriendGroup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DelFriendGroups(List<String> names) {
Log.i(tag, "OnDelFriendGroup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riendGroupUpdate(List<TIMFriendGroup> friendgroups) {
Log.i(tag, "OnFriendGroupUpdat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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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组管理扩展用户配置
userConfig = new TIMUserConfigGroupExt(userConfig)
//开启群组资料本地存储
.enableGroupStorage(true)
//设置群组资料变更事件监听器
.setGroupAssistantListener(new TIMGroupAssistant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MemberJoin(String groupId, List<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Infos) {
Log.i(tag, "onMemberJoin");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MemberQuit(String groupId, List<String> members) {
Log.i(tag, "onMemberQui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MemberUpdate(String groupId, List<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Infos) {
Log.i(tag, "onMemberUpdat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GroupAdd(TIMGroupCacheInfo groupCacheInfo) {
Log.i(tag, "onGroupAdd");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GroupDelete(String groupId) {
Log.i(tag, "onGroupDelet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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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GroupUpdate(TIMGroupCacheInfo groupCacheInfo) {
Log.i(tag, "onGroupUpdate");
}
});

//将用户配置与通讯管理器进行绑定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UserConfig(userConfig);

4.1 网络事件通知
可选设置，如果要用户感知是否已经连接服务器，需要通过

TIMUserConfig

来设置此回调，用于通知调用者跟通讯后台链接的连接和断开事件，另外，如果断开网络，等网络恢复后会自
动重连，自动拉取消息通知用户，用户无需关心网络状态，仅作通知之用。注意：这里的网络事件不表示用户
本地网络状态，仅指明SDK
是否与IM云Server连接状态。只要用户处于登录状态，ImSDK内部会进行断网重连，用户无需关心。

原型：

/**
* 设置连接监听器
* @param listener 连接监听器
*/
public TIMUserConfig setConnectionListener(TIMConnListener listener)

示例：

请参考用户配置中的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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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用户状态变更
用户状态变更的时候，SDK会有相应的通知。通过

TIMUserConfig

设置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来对相应的通知进行监听。目前用户状态变更有两种通知，具体可参见
用户被踢下线通知 和 用户票据过期通知。

原型：

/**
* 设置用户状态通知回调
* @param userStatusListener 用户状态通知回调
*/
public TIMUserConfig setUserStatusListener(TIMUserStatusListener userStatusListener)

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

TIMUserStatusListener

的定义如下：

/**
* 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
*/
public interface TIMUserStatusListener {

/**
* 被踢下线时回调
*/
public void onForceOfflin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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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票据过期时回调
*/
public void onUserSigExpired();
}

示例：

请参考用户配置中的示例。

4.2.1 用户被踢下线通知
用户如果在其他终端登录，会被踢下线，这时会收到用户被踢下线的通知。如果设置了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
器（参见 用户状态变更），则可以在监听器的回调方法

onForceOffline

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出现这种情况常规的做法是提示用户进行操作（退出，或者再次把对方踢下线）。

注意：
用户如果在离线状态下被踢，下次登录将会失败，可以给用户一个非常强的提醒（登录错误码ERR_IM
SDK_KICKED_BY_OTHERS：6208），开发者也可以选择忽略这次错误，再次登录即可。

用户在线情况下的互踢情况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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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中，用户在设备1登录，保持在线状态下，该用户又在设备2登录，这时用户会在设备1上强制下线，收到o
nForceOffline回调。用户在设备1上收到回调后，提示用户，可继续调用login上线，强制设备2下线。这里是
在线情况下互踢过程。
用户离线状态互踢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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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设备1登录，没有进行logout情况下杀掉应用进程。该用户在设备2登录，此时由于应用进程已不在了，
设备1无法感知此事件，为了显式提醒用户，避免无感知的互踢，用户重新在设备1登录时，会返回（ERR_IMS
DK_KICKED_BY_OTHERS：6208）错误码，表明之前被踢，是否需要把对方踢下线。如果需要，则再次调用l
ogin强制上线，设备2的登录的实例将会收到onForceOffline回调。

4.2.2 用户票据过期通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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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登录（参见
登录
）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个用户票据，而这个用户票据在生成的时候是有一个有效使用期限的。在正常使用过程
中，如果超过了用户票据的使用期限时，SDK与服务器的交互会因为票据验证失败而操作失败，这个时候SDK
会给出用户票据过期的通知。如果设置了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参见 用户状态变更
），则可以在监听器的回调方法

onUserSigExpired

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仍需要继续与服务器进行交互，则需要更换票据后重新登录。

4.3 禁用存储
默认情况ImSDK会进行消息的存储，如无需存储，可选择通过

TIMUserConfigMsgExt

关闭存储来提升处理性能。

注意：
禁用消息存储，需要在登录之前调用。

原型：

/**
* 设置是否开启消息本地储存
* @param storageEnabled true - 开启， false - 不开启
*/
public TIMUserConfigMsgExt enableStorage(boolean storageEnable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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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会话刷新监听
默认登
录后会异步获
取C2C离线消息、最近联系
人以及同步资料数据（如果有开启ImSDK存储，可参见关系链资料存储及群资料存储
），同步完成后会通过会话刷新监听器

TIMRefreshListener

中的

onRefresh

回调通知更新界面，用户得到这个消息时，可以刷新界面，比如会话列表的未读等。

注意：

1. 如果不需要最近联系人可通过接口禁用： 最近联系人漫游 。
2. 如果不需要离线消息，可以再发消息时使用：发送在线消息。

在多终端情况下，未读消息计数由Server下发同步通知，SDK在本地更新未读计数后，通知用户更新会话。通
知会通过

TIMRefreshListener

中的

onRefreshConversation

接口来进行回调，对于关注多终端同步的用户，可以在这个接口中进行相关的同步处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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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议在登录之前，通过

TIMUserConfig

中的

setRefreshListener

接口来设置会话刷新监听。

原型：

/**
* 设置数据刷新通知监听器
* @param listener 数据刷新通知监听器
*/
public TIMUserConfig setRefreshListener(TIMRefreshListener listener)

4.5 消息撤回通知监听
ImSDK 3.1.0开始提供了 消息撤回 功能。通过

TIMUserConfigMsgExt

的

setMessageRevokedListener

可以设置消息撤回通知监听器。

原型：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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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消息撤回通知监听器
* @param listener 消息撤回通知监听器
* @since 3.1.0
*/
public TIMUserConfigMsgExt setMessageRevokedListener(@NonNull TIMMessageRevokedListener
listener)

5 新消息通知
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需要感知新消息的通知，这时只需注册新消息通知回调

TIMMessageListener

，在用户登录的时候，会拉取C2C离线消息和最近联系人，为了不漏掉消息通知，建议在登录之前注册新消息
通知。

注意：
只要是本地没有的消息，SDK都会通过注册的消息通知回调给上层应用。

原型：

/**
* 添加一个消息监听器
* @param listener 消息监听器
* 默认情况下所有消息监听器都将按添加顺序被回调一次
* 除非用户在OnNewMessages回调中返回true，此时将不再继续回调下一个消息监听器
*/
public void addMessageListener(TIMMessageListener listen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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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个消息监听器，默认情况下所有消息监听器都将按添加顺序被回调一次。除非用户在

OnNewMessages

回调中返回true，此时将不再继续回调下一个消息监听器。

public boolean onNewMessages(java.util.List msgs)

收到新消息回调。

public void removeMessageListener(TIMMessageListener listener)

删除一个消息监听器，消息监听器被删除后，将不再被调用。

回调消息内容通过参数

TIMMessage

传递，通过

TIMMessage

可以获取消息和相关会话的详细信息，如消息文本，语音数据，图片等等，可参阅（消息解析）部分。

示例：

//设置消息监听器，收到新消息时，通过此监听器回调
TIMManager.getInstance().addMessageListener(new TIMMessageListener() {//消息监听器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NewMessage(Listmsgs) {//收到新消息
//消息的内容解析请参考消息收发文档中的消息解析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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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rue; //返回true将终止回调链，不再调用下一个新消息监听器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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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Android SDK）

1 登录
用户登录腾讯后台服务器后才能正常收发消息，登录需要用户提供identifier、userSig等信息，具体含义可参
阅帐号集成文档。

注意：
如果此用户在其他终端被踢，登录将会失败，返回错误码（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6208
）。开发者必须进行登录错误码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的判断。关于被踢的详细描述，请
参考用户状态变更。
如果用户保存用户票据，可能会存在过期的情况，如果用户票据过期，login将会返回 70001
错误码，开发者可根据错误码进行票据更换。

登录为异步过程，通过回调函数返回是否成功，成功后方能进行后续操作。

原型：

/** 登录
* @param identifier 用户帐号
* @param userSig userSig，用户帐号签名，由私钥加密获得，具体请参考文档
* @param callback 回调接口
*/
public void login(@NonNull String identifier, @NonNull String userSig, @NonNull TIMCallBack
callback)

示例：

// identifier为用户名，userSig 为用户登录凭证
TIMManager.getInstance().login(identifier, userSig,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3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login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d(tag, "login succ");
}
});

2 登出
如用户主动注销或需要进行用户的切换，则需要调用注销操作：

原型：

/**
* 注销
* @param callback 回调，不需要可以填null
*/
public void logout(@Nullable TIMCallBack callback)

示例：

//登出
TIMManager.getInstance().logout(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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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logout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登出成功
}
});

3 无网络情况下查看消息
如用当前网络异常，或者想在不调用login的时候查看用户消息，可调用

TIMManagerExt

中的

initStorage

方法初始化存储，完成后可获取会话列表和消息。

注意：

1. 这个方法仅供登录失败或者
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查看历史消息使用，如需要收发消息，请务必调用登录接口

login

。
2. 如果登录成功，SDK会自动初始化本地存储，无需手动调用这个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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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 初始化本地存储，可以在无网络情况下加载本地会话和消息
* @param identifier 用户ID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int initStorage(@NonNull String identifier, @NonNull TIMCallBack cb)

示例：

//初始化本地存储
TIMManagerExt.getInstance().initStorage(identifier,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initStorage failed, code: " + code + "|descr: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i(tag, "initStorage succ");
}
});

//获取会话实例
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C2C, peer);
//获取会话扩展实例
TIMConversationExt ext = new TIMConversationExt(conversation);
//获取本地消息
ext.getLocalMessage(5, null,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get msgs failed, code: " + code + "|msg: " + des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6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Message> timMessages) {
Log.i(tag, "get msgs succ, size: " + timMessages.size());
}
});

示例中初始化存储，成功后可获取会话列表。

4 获取当前登录用户
通过TIMManager成员方法getLoginUser可以获取当前用户名，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判断是否已经登陆。

原型：

public String getLoginUser()

获取当前登陆的用户。

说明：
返回值为当前登陆的用户名，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自有账号登陆，用户名与登陆所传入的identifier
相同，如果是第三方账号，如微信登陆，QQ登陆等，登陆后会有内部转换过的identifer，后续搜索好
友，入群等，都需要使用转换后的identifier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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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收发（Android SDK）

1 消息发送
1.1 通用消息发送
a. 会话获取

会话是指面向一个人或者一个群组的对话，通过与单个人或群组之间会话收发消息，发消息时首先需要先获取
会话，获取会话需要指定会话类型（群组&单聊），以及会话对方标志（对方帐号或者群号）。获取会话由

TIMManager

中的

getConversation

实现：

原型：

/**
* 获取会话
* @param type 会话类型
* @param peer 参与会话的对方, C2C会话为对方帐号identifier, 群组会话为群组Id
* @return 会话实例
*/
public TIMConversation get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 type, String peer)

示例：

//获取单聊会话
String peer = "sample_user_1"; //获取与用户 "sample_user_1" 的会话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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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ConversationType.C2C, //会话类型：单聊
peer); //会话对方用户帐号//对方id

//获取群聊会话
String groupId = "TGID1EDABEAEO"; //获取与群组 "TGID1LTTZEAEO" 的会话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
TIMConversationType.Group, //会话类型：群组
groupId); //群组Id

b. 消息发送

通过

TIMManager

获取会话

TIMConversation

后，可发送消息和获取会话缓存消息；
ImSDK中消息的解释可参阅（ImSDK对象简介)。
ImSDK中的消息由

TIMMessage

表达， 一个

TIMMessage

由多个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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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lem

组成，每个

TIMElem

可以是文本和图片，也就是说每一条消息可包含多个文本和多张图片。

发消息通过

TIMConversation

的方法

sendMessage

实现：

原型：

/**
* 发送消息
* @param msg 消息
* @param callback 回调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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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sendMessage(@NonNull TIMMessage msg,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callback)

以下分别对发送文本和图片等类型的消息提供示例。

1.2 文本消息发送
文本消息由 TIMTextElem 定义：
TIMTextElem 成员方法：

//获取文本内容
java.lang.String getText()

//设置文本内容，text 传递需要发送的文本消息
void setText(java.lang.String text)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文本内容
TIMTextElem elem = new TIMTextElem();
elem.setText("a new msg");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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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3 图片消息发送
图片消息由TIMImageElem定义。它是TIMElem的一个子类，也就是说图片也是消息的一种内容。
发送图片的过程，就是将TIMImageElem加入到TIMMessage中，然后随消息一起发送出去。详细如下：

TIMImageElem 成员方法：

/**
* 从sdk取出elem时可以调用，获取elem包含的图片列表
* @return elem包含的图片列表
*/
public ArrayList<TIMImage> getImageList()

/**
* 获取原图本地文件路径，只对消息发送方有效
* @return 本地文件路径
*/
public String getPat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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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送消息时，设置待发送的原图文件路径
* @param path 原图文件路径
*/
public void setPath(String path)

/**
* 获取图片质量级别
* @return 图片质量级别，0: 原图发送 1: 高压缩率图发送(图片较小) 2:高清图发送(图片较大)
*/
public int getLevel()

/**
* 设置图片质量级别
* @param level 0: 原图发送 1: 高压缩率图发送(图片较小，默认值) 2:高清图发送(图片较大)
*/
public void setLevel(int level)

/**
* 取消图片上传
* @return 取消图片上传是否成功
*/
public boolean cancelUploading()

/**
* 获取图片上传任务id, 调用sendMessage后此接口的返回值有效
* @return 图片上传任务id
*/
public int getTaskId()

/**
* 获取图片类型
* @return 图片类型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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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nt getImageFormat()

发送图片时，只需要设置图片路径path。发送成功后可通过

getImageList

获取所有图片类型。

TIMImage 存储了图片列表的类型，大小，宽高信息，如需要图片二进制数据，需通过 getImage 接口下载。

TIMImage 成员方法：

/**
* 获取图片
* @param path 图片保存路径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getImage(@NonNull final String path, @NonNull final TIMCallBack cb)

/**
* 获取图片类型
* @return 图片类型
*/
public TIMImageType getType()

/**
* 获取uuid
* @return uuid，可作为唯一标示用于缓存的key
*/
public String getUuid()

/**
* 获取图片大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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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图片大小
*/
public long getSize()

/**
* 获取图片高度
* @return 图片高度
*/
public long getHeight()

/**
* 获取图片宽度
* @return 图片宽度
*/
public long getWidth()

/**
* 获取图片url
* @return 图片url
*/
public String getUrl()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图片
TIMImageElem elem = new TIMImageElem();
elem.setPath(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 + "/DCIM/Camera/1.jpg");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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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4 表情消息发送
表情消息由 TIMFaceElem 定义，SDK并不提供表情包，如果开发者有表情包，可使用 index 存储表情在表情
包中的索引，由用户自定义，或者直接使用data存储表情二进制信息以及字符串key，都由用户自定义，SDK
内部只做透传：

TIMFaceElem 成员方法：

/**
* 获取表情索引
* @return 表情索引
*/
public int getIndex()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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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表情索引
* @param index 表情索引
*/
public void setIndex(int index)

/**
* 获取表情自定义数据
* @return 表情自定义数据
*/
public byte[] getData()

/**
* 设置表情自定义数据
* @param data 表情自定义数据
*/
public void setData(byte[] data)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表情
TIMFaceElem elem = new TIMFaceElem();
elem.setData(sampleByteArray); //自定义byte[]
elem.setIndex(10); //自定义表情索引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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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5 语音消息发送
语音消息由 TIMSoundElem 定义，其中data存储语音数据，语音数据需要提供时长信息，以秒为单位。

注意：

1. 一条消息只能有一个语音Elem，添加多条语音Elem时，AddElem函数返回错误1，添加不生效
。
2. 语音和文件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时的顺序获取，建议逐个判断elem类型展示，而且语音和
文件elem也不保证按照发送的elem顺序排序。

TIMSoundElem 成员方法：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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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语音文件到指定的保存路径
* @param path 指定保存路径
* @param callback 回调
*/
public void getSoundToFile(@NonNull final String path, @NonNull TIMCallBack callback)

/**
* 获取需要发送的语音文件的路径，只对发送方有效
* @return 语音文件路径
*/
public String getPath()

/**
* 设置需要发送的语音文件的路径（上传时，如果设置了文件路径，优先上传路径所指定的语音文件）
* @param path 语音文件路径
*/
public void setPath(String path)

/**
* 获取uuid
* @return uuid
*/
public String getUuid()

/**
* 获取二进制数据长度
* @return 二进制数据长度
*/
public long getDataSize()

/**
* 获取语音时长
* @return 语音时长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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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long getDuration()

/**
* 设置语音时长
* @param duration 语音时长
*/
public void setDuration(long duration)

/**
* 获取语音上传任务id, 调用sendMessage后此接口的返回值有效
* @return 语音文件上传任务id
*/
public int getTaskId()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语音
TIMSoundElem elem = new TIMSoundElem();
elem.setPath(filePath); //填写语音文件路径
elem.setDuration(20); //填写语音时长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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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6 地理位置消息发送
地理位置消息由
TIMLocationElem定义，其中desc存储位置的描述信息，longitude、latitude分别表示位置的经度和纬度：
TIMLocationElem 成员方法：

/**
* 获取位置描述
* @return 位置描述
*/
public String getDesc()

/**
* 设置位置描述
* @param desc 位置描述
*/
public void setDesc(String desc)

/**
* 获取经度
* @return 经度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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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double getLongitude()

/**
* 设置经度
* @param longitude 经度
*/
public void setLongitude(double longitude)

/**
* 获取纬度
* @return 纬度
*/
public double getLatitude()

/**
* 设置纬度
* @param latitude 纬度
*/
public void setLatitude(double latitude)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位置信息
TIMLocationElem elem = new TIMLocationElem();
elem.setLatitude(113.93); //设置纬度
elem.setLongitude(22.54); //设置经度
elem.setDesc("腾讯大厦");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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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7 小文件消息发送
文件消息由 TIMFileElem 定义，另外还可以提供额外的显示文件名信息。

注意：

1. 一条消息只能有一个语音Elem，添加多条语音Elem时，AddElem函数返回错误1，添加不生效
。
2. 语音和文件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时的顺序获取，建议逐个判断elem类型展示，而且语音和
文件elem也不保证按照发送的elem顺序排序。

TIMFileElem 成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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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载文件到指定的保存路径
* @param path 指定保存路径
* @param callback 回调
*/
public void getToFile(@NonNull final String path, @NonNull TIMCallBack callback)

/**
* 获取uuid
* @return uuid，可作为唯一标示用于缓存的key
*/
public String getUuid()

/**
* 获取文件大小
* @return 文件大小
*/
public long getFileSize()

/**
* 获取显示文件名
* @return 文件名
*/
public String getFileName()

/**
* 设置显示文件名，在发送文件时进行设置
* @param fileName 文件名
*/
public void setFileName(String fileName)

/**
* 获取上传文件所在路径，只对发送方有效
* @return 文件路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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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tring getPath()

/**
* 设置上传文件所在路径（上传时，如果设置了文件路径，优先上传路径所指定的文件）
* @param path 文件路径
*/
public void setPath(String path)

/**
* 获取文件上传任务id, 调用sendMessage后此接口的返回值有效
* @return 文件上传任务id
*/
public int getTaskId()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文件内容
TIMFileElem elem = new TIMFileElem();
elem.setPath(filePath); //设置文件路径
elem.setFileName("myfile.bin"); //设置消息展示用的文件名称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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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8 自定义消息发送
自定义消息是指当内置的消息类型无法满足特殊需求，开发者可以自定义消息格式，内容全部由开发者定义，I
mSDK只负责透传。另外如果需要iOS APNs推送，还需要提供一段推送文本描述，方便展示。

自定义消息由 TIMCustomElem定义，其中data 存储消息的二进制数据，其数据格式由开发者定义，desc存
储描述文本。一条消息内可以有多个自定义Elem，并且可以跟其他Elem混合排列，离线Push时叠加每个Elem
的desc描述信息进行下发。

TIMCustomElem 成员方法：

/**
* 获取自定义数据
* @return 自定义数据
*/
public byte[] getData()

/**
* 设置自定义数据
* @param data 自定义数据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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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setData(byte[] data)

/**
* 获取自定义描述
* @return 自定义描述
*/
public String getDesc()

/**
* 设置自定义描述
* @param desc 自定义描述
*/
public void setDesc(String desc)

/**
* 获取后台推送对应的ext字段
* @return ext
*/
public byte[] getExt()

/**
* 设置后台推送对应的ext字段
* @param ext 后台推送对应的ext字段
*/
public void setExt(byte[] ext)

/**
* 获取自定义声音
* @return 自定义声音的数据
*/
public byte[] getSound()

/**
* 设置自定义声音的数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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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data 自定义声音的数据
*/
public void setSound(byte[] data)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 xml协议的自定义消息
String sampleXml =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testTitlethis is custom msgtest msg
body";

//向TIMMessage中添加自定义内容
TIMCustomElem elem ＝ new TIMCustomElem();
elem.setData(sampleXml.getBytes()); //自定义byte[]
elem.setDesc("this is one custom message"); //自定义描述信息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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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示例中拼接一段xml消息，具体展示由开发者决定。

1.9 Elem顺序
目前文件和语音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顺序传输，其他Elem按照顺序，不过建议不要过于依赖Elem顺序进行
处理，应该逐个按照Elem类型处理，防止异常情况下进程Crash。

1.10 在线消息
对于某些场景，需要发送在线消息，即用户在线时收到消息，如果用户不在线，下次登录也不会看到消息，可
用于通知类
消息，这种消息不会进
行存储，也不会计入未读计数。发送接口与se
ndMessage类似，
注意：2.5.3版本以前只针对单聊消息有效。2.5.3版本以后对群组消息有效(暂不支持AVChatRoom和BChatRo
om类型)

//发送在线消息（服务器不保存消息）
public void sendOnlineMessage(TIMMessage msg,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callback)

1.11 消息转发
在

TIMMessage

中提供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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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From

接口，可以方便地拷贝其他消息的内容到当前消息，然后将消息重新发送给其他人。

原型：

/**
* 复制消息内容到当前消息（Elem, priority, online, offlinePushInfo等）
* @param srcMsg 源消息
* @return true 复制成功
*/
public boolean copyFrom(@NonNull TIMMessage srcMsg)

2 接收消息
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需要感知新消息的通知，这时只需注册新消息通知回调

TIMMessageListener

，如果用户是登录状态，ImSDK收到新消息会通过回调中的

onNewMessage

抛出。 注册方法请参考 新消息通知。

注意：
通过onNewMessage抛出的消息不一定是未读的消息，只是本地曾经没有过的消息（例如在另外一个
终端已读，拉取最近联系人消息时可以获取会话最后一条消息，如果本地没有，会通过此方法抛出）。
在用户登录之后，ImSDK会拉取C2C离线消息，为了不漏掉消息通知，需要在登录之前注册新消息通
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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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消息解析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

遍历Elem原型：

//获取消息元素
TIMElem getElement(int i)

//获取元素个数
long getElementCount()

示例：

TIMMessage msg = /* 消息 */

for(int i = 0; i < msg.getElementCount(); ++i) {
TIMElem elem = msg.getElement(i);

//获取当前元素的类型
TIMElemType elemType = elem.getType();
Log.d(tag, "elem type: " + elemType.name());
if (elemType == TIMElemType.Text) {
//处理文本消息
} else if (elemType == TIMElemType.Image) {
//处理图片消息
}//...处理更多消息
}

2.2 接收图片消息
接收方收到消息后，可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1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getElem

从

TIMMessage

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类型为

TIMElemType.Image

的是图片消息节点。然后通过

TIMImageElem

中的

getImageList

获取该图片的所有规格，目前最多包含三种规格: 缩略图、大图、原图，
每种规格保存在一个TIMImage对象中。

/**
* 从sdk取出elem时可以调用，获取elem包含的图片列表
* @return elem包含的图片列表
*/
public ArrayList<TIMImage> getImageList()

TIMImage说明：

获取到消息时通过imageList得到所有的图片规格，为TIMImage数据，得到TIMImage后可通过图片大小进行
占位，通过接口 getImage下载不同规格的图片进行展示。

注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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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的数据需要由开发者缓存，ImSDK每次调用getImage都会从服务端重新下载数据。建议通过图片
的uuid作为key进行图片文件的存储。

图片规格说明：

每幅图片有三种规格，分别是Thumb(缩略图)、Large(大图)、Original(原图)。
原图是指用户发送的原始图片，尺寸和大小都保持不变。
缩略图是将原图等比压缩，压缩后宽、高中较小的一个等于198像素。
大图也是将原图等比压缩，压缩后宽、高中较小的一个等于720像素。
如果原图尺寸就小于198像素，则三种规格都保持原始尺寸，不需压缩。
如果原图尺寸在198~720之间，则大图和原图一样，不需压缩。
在手机上展示图片时，建议优先展示缩略图，用户点击缩略图时再下载大图，点击大图时再下载原图。当然开
发者也可以选择跳过大图，点击缩略图时直接下原图。

在pad或PC上展示图片时，由于分辨率较大，且基本都是wifi或有线网络，建议直接显示大图，用户点击大图
时再下载原图。

示例：

//遍历一条消息的元素列表
for(int i = 0; i < msg.getElementCount(); ++i) {
TIMElem elem = msg.getElement(i);
if (elem.getType() == TIMElemType.Image) {
//图片元素
TIMImageElem e = (TIMImageElem) elem;
for(TIMImage image : e.getImageList()) {

//获取图片类型, 大小, 宽高
Log.d(tag, "image type: " + image.getType() +
" image size " + image.getSize() +
" image height " + image.getHeigh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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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width " + image.getWidth());

image.getImage(path,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获取图片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getIm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成功，参数为图片数据
//doSomething
Log.d(tag, "getImage success.");
}
});
}
}
}

2.3 接收语音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

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类型为

TIMElemType.Sou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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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语音消息节点。

获取到消息时可通过时长占位，通过接口

getSoundToFile

下载语音资源，

getSoundToFile

接口每次都会从服务端下载，如需缓存或者存储，开发者可根据uuid作为key进行外部存储，ImSDK并不会存
储资源文件。

原型：

/**
* 下载语音文件到指定的保存路径
* @param path 指定保存路径
* @param callback 回调
*/
public void getSoundToFile(@NonNull final String path, @NonNull TIMCallBack callback)

语音消息已读状态：

语音是否已经播放，可使用 消息自定义字段 实现，如 customInt 的值 0
表示未播放，1表示播放，当用户点击播放后可设置 customInt 的值为1。

原型：

public void setCustomInt(int value)

设置自定义整数， 默认为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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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接收小文件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TIMFileElem为文件消息节点，原型如下：

TIMFileElem 成员方法：

//下载文件到指定的保存路径
void getToFile(String path, TIMCallBack callback)

//获取文件名
java.lang.String getFileName()

//获取文件大小
long getFileSize()

//获取uuid
java.lang.String getUuid()

//设置文件名
void setFileName(java.lang.String fileName)

获取到消息时可只展示文件大小和显示名，通过接口 getToFile 下载文件资源。getToFile 接口每次都会从服
务端下载，如需缓存或者存储，开发者可根据uuid作为key进行外部存储，ImSDK并不会存储资源文件。

原型：

/**
* 下载文件到指定的保存路径
* @param path 指定保存路径
* @param callback 回调
*/
public void getToFile(@NonNull final String path, @NonNull TIMCallBack callbac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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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息属性
可通过

TIMMessage

或者

TIMMessageExt

的成员方法获取消息属性。
其中

TIMMessageExt

实例获取方法如下：

//获取消息扩展实例， 其中参数msg是TIMMessage的一个对象
TIMMessageExt msgExt = new TIMMessageExt(msg);

3.1 消息是否已读
通过

TIMMessageExt

的方法

isRead

可以获取消息是否已读。这里已读与否取决于APP则进行的已读上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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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public boolean isRead()

消息是否已读。

3.2 消息状态
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status

可以获取当前消息的状态，如发送中、发送成功、发送失败和删除，对于删除的消息，需要UI判断状态并隐藏
。

//发送中
TIMMessageStatus.Sending

//发送成功
TIMMessageStatus.SendSucc

//发送失败
TIMMessageStatus.SendFail

//删除
TIMMessageStatus.HasDeleted

3.3 是否自己发出的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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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isSelf

可以判断消息是否是自己发出的消息，界面显示时可用。

原型：

public boolean isSelf()

消息是否是自己发出。

3.4 消息发送者及其相关资料
对于群消息，可以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getSender

得到发送用户，另外也可以通过方法

getSenderProfile

和

getSenderGroupMemberProfi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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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用户自己的资料和所在群的资料。

注意：
此字段是消息发送时获取用户资料写入消息体，如后续用户资料更新，此字段不会相应变更，只有产生
的新消息中才会带最新的昵称）。

/**
* 获取消息发送方
* @return 消息发送方user
*/
public String getSender()

/**
* 获取发送者资料
* @return
发送者资料，null表示没有获取到资料，目前只有字段：identifier、nickname、faceURL、customInfo
*/
public TIMUserProfile getSenderProfile()

/**
* 获取发送者群内资料
* @return 发送者群内资料，null表示没有获取到资料或者不是群消息，目前只有字段：user、nameCard、r
ole、customInfo
*/
public TIMGroupMemberInfo getSenderGroupMemberProfile()

对于单聊消息，通过

TIMMessag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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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etConversation

获取到对应会话，会话的

getPeer

可以得到正在聊天的用户。

3.5 消息时间
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timestamp

可以得到消息时间，该时间是server时间，而非本地时间。在创建消息时，此时间为根据server时间校准过的
时间，发送成功后会改为准确的server时间。

//消息在服务端生成的时间戳
public long timestamp()

3.6 消息删除
目前暂不支持Server消息删除，只能在本地删除。通过

TIMMessageExt

中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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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接口可以删除消息，删除后使用 getMessage 拉取消息，不会返回被删除的消息。

/**
* 将消息状态标记为删除
* @return 成功或失败
*/
public boolean remove()

3.7 消息ID
消息Id也有两种，一种是当消息生成时，就已经固定（msgId），这种方式可能跟其他用户产生的消息冲突，
需要再加一个时间未读，可以认为10分钟以内的消息可以使用msgId区分。另外一种，当消息发送成功以后才
能固定下来（uniqueId），这种方式能保证全局唯一。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在同一个会话内判断。

//获取消息Id
public String getMsgId()

//获取消息uniqueId
public long getMsgUniqueId()

3.8 消息自定义字段
开发者可以对消息增加自定义字段，如自定义整数、自定义二进制数据，可以根据这两个字段做出各种不通效
果，比如语音消息是否已经播放等等。另外需要注意，此自定义字段仅存储于本地，不会同步到server，更换
终端获取不到。

//设置自定义整数， 默认为0
public void setCustomInt(int value)

//获取自定义整数值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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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nt getCustomInt()

//设置自定义数据内容，默认为""
public void setCustomStr(String str)

//获取自定义数据内容的值
public String getCustomStr()

3.9 消息优先级
对于直播场景，会有点赞和发红包功能，点赞相对优先级较低，红包消息优先级较高，具体消息内容可以使用T
IMCustomElem进行定义，发送消息时，可使用不同接口定义消息优先级。具体消息优先级的策略，可参阅
互动直播集成多人聊天方案。

注意：
只针对群聊消息有效。

//设置消息优先级
public void setPriority(TIMMessagePriority priority)

//获取消息优先级
public TIMMessagePriority getPriority()

3.10 群组消息会话的接收消息选项
对于群组会话消息，可以通过消息属性判断本群组设置的接收消息选项，可参阅 群组管理。

注意：
只针对群聊消息有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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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消息通知类型
public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getRecvFlag()

3.11 已读回执
ImSDK提供针对于C2C消息的已读回执功能。通过

TIMUserConfigMsgExt

中的

enableReadReceipt

接口可以启用消息已读回执功能。启用已读回
执功能后，在进行消息已读上报的时候会给聊天对方发送已读回执。

通过

TIMUserConfigMsgExt

的接口

setMessageReceiptListener

可以注册已读回执监听器。通过

TIMMessageExt

中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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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eerReaded

可以查询当前消息对方是否已读。

原型：

/**
* 启用已读回执，启用后在已读上报时会给对方发送回执，只对单聊会话有效
*/
public void enableReadReceipt()

/**
* 设置已读回执监听器
* @param receiptListener 已读回执监听器
*/
public void setMessageReceiptListener(TIMMessageReceiptListener receiptListener)

/**
* 获取对方是否已读（仅对C2C消息有效）
* @return true - 对方已读， false - 对方未读
*/
public boolean isPeerReaded()

3.12 消息序列号
通过

TIMMessage

中的接口

getSeq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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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取到当前消息的序列号。

/**
* 获取当前消息的序列号
* @return 当前消息的序列号
*/
public long getSeq()

3.13 消息随机码
通过

TIMMessage

中的接口

getRand

可以获取到当前消息的随机码。

/**
* 获取当前消息的随机码
* @return 当前消息的随机码
*/
public long getRand()

3.14 消息查找参数
ImSDK中的消息需要通过{seq, rand, timestamp, isSelf}
四元组来唯一确定一条具体的消息，我们把这个四元组称为消息的查找参数。通过

TIMMessage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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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getMessageLocator

接口可以从当前消息中获取到当前消息的查找参数。

/**
* 获取当前消息的查找参数
* @return 当前消息的查找参数
*/
public TIMMessageLocator getMessageLocator()

4 会话操作
4.1 获取所有会话
通过

TIMManagerExt

的

getConversationList

获取当前会话数量，从而得到所有本地会话：

原型：

/**
* 获取所有会话
* @return 会话列表
*/
public List<TIMConversation> getConversionLis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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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List<TIMConversation> list = TIMManagerExt.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List();

4.2 最近联系人漫游
ImSDK登录以后默认会获取最近联系人漫游，同时每个会话会获取到最近的一条消息。如果不需要此功能，可
以在登录之前，通过

TIMUserConfigMsgExt

中的

enableRecentContact

方法修改用户配置来关闭这个功能。

原型：

/**
* 设置是否开启最近联系人功能（默认开启），登录前设置
* @param recentContactEnabled true - 开启， false - 关闭
*/
public TIMUserConfigMsgExt enableRecentContact(boolean recentContactEnabled)

4.3 获取会话本地消息
ImSDK 会在本地进行消息存储，可通过

TIMConversation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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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

getLocalMessage

获取，此方法为异步方法，需要通过设置回调得
到消息数据，
对于单聊，登录后会自动获取离线消息，对于群聊，开启最近联系人漫游的情况下，登录后只能获取最近一条
消息，可通过

getMessage

获取漫游消息。

注意：
对于图片、语音等资源类消息，消息体只会包含描述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接口下载数据，可参与消息
解析部分，下载后的真实数据不会缓存，需要调用方进行缓存。

原型：

/**
* 仅获取本地聊天记录
* @param count 从最后一条消息往前的消息条数
* @param lastMsg 已获取的最后一条消息, 为null时表示最新一条消息
* @param callback 回调, 参数中返回获取的消息列表
*/
public void getLocalMessage(int count, TIMMessage lastMsg,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callback)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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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会话扩展实例
TIMConversation c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Group,
groupId);
TIMConversationExt conExt = new TIMConversationExt(con);

//获取此会话的消息
conExt.getLocalMessage(10, //获取此会话最近的10条消息
null, //不指定从哪条消息开始获取 - 等同于从最新的消息开始往前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回调接口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获取消息失败
//接口返回了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get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Message> msgs) {//获取消息成功
//遍历取得的消息
for(TIMMessage msg : msgs) {
lastMsg = msg;
//可以通过timestamp()获得消息的时间戳, isSelf()是否为自己发送的消息
Log.e(tag, "get msg: " + msg.timestamp() + " self: " + msg.isSelf() + " seq: " + msg.msg.seq());

}
}
});

4.4 获取会话漫游消息
对于群组，登录后可以获取漫游消息，对于C2C，开通漫游服务后可以获取漫游消息，通过

TIMConversation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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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etMessage

接口可以获取漫游消息，如果本地消息全部都是连续的，则不会通过网络获取，如果本地消息不连续，会通过
网络获取断层消息。

注意：
对于图片、语音等资源类消息，消息体只会包含描述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接口下载数据，可参与消息
解析部分，下载后的真实数据不会缓存，需要调用方进行缓存。

原型：

/**
* 获取聊天记录
* @param count 从最后一条消息往前的消息数
* @param lastMsg 已取得的最后一条消息
* @param callback 回调, 参数中返回获取的消息列表
*/
public void getMessage(int count, TIMMessage lastMsg,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 List
<TIMMessage> > callback)

示例：

//获取会话扩展实例
TIMConversation c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Group,
groupId);
TIMConversationExt conExt = new TIMConversationExt(con);

//获取此会话的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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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Ext.getMessage(10, //获取此会话最近的10条消息
null, //不指定从哪条消息开始获取 - 等同于从最新的消息开始往前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回调接口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获取消息失败
//接口返回了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get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Message> msgs) {//获取消息成功
//遍历取得的消息
for(TIMMessage msg : msgs) {
lastMsg = msg;
//可以通过timestamp()获得消息的时间戳, isSelf()是否为自己发送的消息
Log.e(tag, "get msg: " + msg.timestamp() + " self: " + msg.isSelf() + " seq: " + msg.msg.seq());

}
}
});

4.5 删除会话
ImSDK的

TIMManagerExt

中提供了两种删除会话的方式，一种只删除会话，但保留了所有消息；另一种在删除会话的同时，也删除掉会
话相关的消息。可以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式。

注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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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删除本地消息的情况下，C2C会话将无法获取到删除会话前的历史消息。
2. 删除本地消息的情况下，群组会话通过

getMessage

仍然会拉取到漫游消息，所以存在删除消息成功，但是拉取消息的时候仍然获取到删除会话前
的历史消息的情况，取决于是否重新从漫游拉回到本地。如果不需要拉取漫游，可以通过

getLocalMessage

获取消息，或者只通过

getMessage

拉取指定条数（如未读条数数量）的消息。

原型：

/**
* 删除会话缓存
* @param type 会话类型
* @param peer 参与会话的对方, C2C会话为对方帐号identifier, 群组会话为群组Id
* @return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
public boolean delete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 type, String peer)

/**
* 删除会话缓存并同时删除该会话相关的本地消息
* @param type 会话类型
* @param peer 参与会话的对方, C2C会话为对方帐号identifier, 群组会话为群组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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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
public boolean deleteConversationAndLocalMsgs(TIMConversationType type, String peer)

示例：

TIMManagerExt.getInstance().delete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C2C, "hello");

示例中删除了与用户hello的C2C会话。

4.6 同步获取会话最后的消息
UI展示最近联系人列表时，时常会展示用户的最后一条消息，ImSDK在

TIMConverstionExt

中提供了同步获取会话最近消息的接口

getLastMsgs

，用户可以通过此接口方便获取最后一条消息进行展
示。
目前没有网络无法
获取，另外如果禁用了最近联系人，
登陆后在有新消息过来之前无法获取。此接口获取并不会过滤删除状态消息，需要APP层进行屏蔽。

原型：

/**
* 从cache中获取最后几条消息
* @param count 需要获取的消息数，最多为20
* @return 消息列表，第一条为最新消息。会话非法时，返回nul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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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List<TIMMessage> getLastMsgs(long count)

4.7 禁用会话本地存储
直播场景下，群组类型会话的消息量很大，为了提升效率时常需要禁用直播群的本地消息存储功能。ImSDK提
供了针对单个会话禁用本地存储的功能，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调用

TIMConversationExt

中的

disableStorage

接口禁用相应的会话本地存储。

原型：

/**
* 禁止当前会话的存储，只对当前初始化有效，重启后需要重新设置。
* 需要初始后调用
*/
public void disableStorage()

4.8 设置会话草稿
ImSDK 提供了会话草稿功能，开发者可以通过

TIMConversationExt

中的相关接口进行草稿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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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草稿只能本地有效，更换终端或者清除数据后将看不到草稿。
2. 草稿信息会存本地数据库，重新登录后依然可以获取。

原型：

/**
* 设置草稿
* @param draft 草稿内容, 为null则表示取消草稿
*/
public void setDraft(TIMMessageDraft draft)

/**
* 获取草稿
* @return 返回草稿内容
*/
public TIMMessageDraft getDraft()

/**
* 当前会话是否存在草稿
* @return true - 存在，false - 不存在
*/
public boolean hasDraft()

TIMMessageDraft

说明：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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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草稿中的消息元素列表
* @return 消息元素列表
*/
public List<TIMElem> getElems()

/**
* 设置草稿中的消息元素
* @param elem 要添加到草稿中的消息元素
*/
public void addElem(TIMElem elem)

/**
* 获取草稿中用户自定义数据
* @return 用户自定义数据
*/
public byte[] getUserDefinedData()

/**
* 设置草稿中用户自定义数据
* @param userDefinedData 用户自定义数据
*/
public void setUserDefinedData(byte[] userDefinedData)

/**
* 获取草稿的编辑时间
* @return 草稿编辑时间
*/
public long getTimestamp()

4.9 删除会话本地消息
ImSDK提供了保留会话的情况下，清空会话本地聊天记录的功能。通过调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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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ConversationExt

的

deleteLocalMessage

接口实现。

注意
群组会话在清空本地聊天记录后，仍然会通过漫游拉取到本地删除了的历史消息。

原型：

/**
* 批量删除本会话的全部本地聊天记录
* @param callback 回调
*/
public void deleteLocalMessage(@NonNull TIMCallBack callback)

4.10 查找本地消息
ImSDK提供了根据提供参数查找相应消息的功能，只能精准查找，暂时不支持模糊查找。开发者可以通过调用

TIMConversationExt

中的

findMessages

方法进行消息查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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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提供的参数查找相应消息
* @param locators 消息查找参数
* @param cb 回调，返回查找到的消息
*/
public void findMessages(@NonNull List<TIMMessageLocator> locators,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cb)

其中参数中的

TIMMessageLocator

可以通过

TIMMessageExt

中的

getMessageLocator

方法来获取，原型如下：

/**
* 获取当前消息的消息定位符
* @return 当前消息的消息定位符
*/
public TIMMessageLocator getMessageLocator()

4.11 撤回消息
ImSDK 在3.1.0版本开始提供撤回消息的接口。可以通过调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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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ConversationExt

的

revokeMessage

接口来撤回自己发送的消息。

注意

1. 仅C2C和GROUP会话有效、onlineMessage无效、AVChatRoom和BChatRoom无效
2. 默认只能撤回2分钟内的消息

原型：

/**
* 消息撤回（仅C2C和GROUP会话有效，其中onlineMessage、AVChatRoom和BChatRoom无效）
* @param msg 需要撤回的消息
* @param cb 回调
* @since 3.1.0
*/
public void revokeMessage(@NonNull TIMMessage msg, @NonNull TIMCallBack cb)

成功撤回消息后，群组内其他用户和C2C会话对端用户会收到一条消息撤回通知，并通过消息撤回通知监听器

TIMMessageRevokeListener

通知到上层应用。消息撤回通知监听器可以在登录前，通过

TIMUserConfigMsg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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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etMessageRevokedListener

来进行配置。具体可以参考用户配置。

原型：

/**
* 消息被撤回通知监听器
* @since 3.1.0
*/
public interface TIMMessageRevokedListener extends IMBaseListener {
/**
* 消息撤回通知
* @param locator 被撤回的消息的消息定位符
*/
void onMessageRevoked(TIMMessageLocator locator);
}

收到一条消息撤回通知后，通过

TIMMessageExt

中的

checkEquals

方法判断当前消息是否是被对方撤回了，然后根据需要对UI进行刷新。

原型：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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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当前消息与提供的消息定位符表示的消息是否是同一条消息
* @param locator 消息定位符
* @return true - 表示是同一条消息； false - 表示不是同一条消息
* @since 3.1.0
*/
public boolean checkEquals(@NonNull TIMMessageLocator locator)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掉线重连的时
候，如果用户处于群组聊天
界面，需要业务端主动同步该群组会话的消息撤回通知。其他场景不需要主动同步消息撤回通知。

原型：

/**
* 同步本会话的消息撤回通知（仅GROUP会话有效，同步回来的通知会通过TIMMessageRevokedListener抛
出）
* @param cb 回调
* @since 3.1.0
*/
public void syncMsgRevokedNotification(@NonNull TIMCallBack cb)

5 系统消息
会话类型（TIMConversationType）除了C2C单聊和Group群聊以外，还有一种系统消息，系统消息不能由用
户主动发送，是系统后台在相应的事件发生时产生的通知消息。系统消息目前分为两种，一种是关系链系统消
息，一种是群系统消息。

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当有用户加自己为好友，或者有用户删除自己好友的情况下，系统会发出变更通知，开
发者可更新好友列表。相关细节可参阅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当群资料变更，如群名变更或者群内成员变更，在群里会有系统发出一条群事件消息，开发者可在收到消息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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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是否展示给用户，同时可刷新群资料或者群成员。详细内容可参阅群事件消息。

当被管理员踢出群组，被邀请加入群组等事件发生时，系统会给用户发出群系统消息，相关细节可参阅
群系统消息。

6 设置后台消息通知栏提醒
ImSDK后台在线时可以持续接收消息通知，如果此时程序在后台运行，可以以系统通知栏提醒的形式给用户呈
现新的消息。新消息可以显示在顶部通知栏，通知中心或锁屏上。具体的实现方式可参见Demo中PushUtil.jav
a。

示例：

NotificationManager mNotificationManager = (NotificationManager)
context.getSystemService(context.NOTIFICATION_SERVICE);
NotificationCompat.Builder mBuilder = new NotificationCompat.Builder(context);
Intent notificationIntent = new Intent(context, MainActivity.class);
notificationIntent.setFlags(Intent.FLAG_ACTIVITY_CLEAR_TOP| Intent.FLAG_ACTIVITY_SINGLE_TOP);
PendingIntent intent = PendingIntent.getActivity(context, 0, notificationIntent, 0);
mBuilder.setContentTitle(senderStr)//设置通知栏标题
.setContentText(contentStr)
.setContentIntent(intent) //设置通知栏点击意图
.setNumber(++pushNum) //设置通知集合的数量
.setTicker(senderStr+":"+contentStr) //通知首次出现在通知栏，带上升动画效果的
.setWhen(System.currentTimeMillis())//通知产生的时间，会在通知信息里显示，一般是系统获取到的时间

.setDefaults(Notification.DEFAULT_ALL)
//向通知添加声音、闪灯和振动效果的最简单、最一致的方式是使用当前的用户默认设置，使用defaults属性
，可以组合
.setSmallIcon(R.drawable.ic_launcher);//设置通知小ICON
Notification notify = mBuilder.build();
notify.flags |= Notification.FLAG_AUTO_CANCEL;
mNotificationManager.notify(pushId, notif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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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视频（Android SDK）

1. 集成小视频功能扩展包
从 官网 下载ImSDK开发包，小视频功能扩展包。

ImSDK包的功能见概述， 小视频功能扩展包各个文件功能如下：

ugc_ext_libs
├── arm64-v8a
│ ├── lib_imcore_ugc_ext_gyp.so
│ └── libtxrtmpsdk.so
├── armeabi
│ ├── lib_imcore_ugc_ext_gyp.so
│ └── libtxrtmpsdk.so
├── armeabi-v7a
│ ├── lib_imcore_ugc_ext_gyp.so
│ └── libtxrtmpsdk.so
├── cos-sdk-android.1.4.3.6.jar
├── imsdk_ugc_ext.jar
├── okhttp-3.2.0.jar
├── okio-1.6.0.jar
└── txrtmpsdk.jar

包名

描述

imsdk_ugc_ext.jar

ImSDK小视频功能扩展Java封装，提供小视频上传、小
视频消息收发功能

txrtmpsdk.jar

小视频功能SDK库Java封装，提供小视频录制、编辑、
预览等功能
具体功能可以参考短视频SDK功能列表。

cos-sdk-android.1.4.3.6.jar

对象存储 COS 相关的 jar 包

okhttp-3.2.0.jar

网络请求库

okio-1.6.0.jar

网络操作 I/O 库

lib_imcore_ugc_ext_gyp.so

ImSDK小视频功能扩展核心组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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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名

描述

libtxrtmpsdk.so

直播SDK 核心组件

因为小视频扩展功能包只提供了

armeabi

、

armeabi-v7a

和

arm64-v8a

这三种CPU架构的so库，所以在编译的时候，最好通过

abiFilters

把

x86

架构排除掉。

# build.gradle文件

buildTypes {
release {
ndk {
// 需要将 x86 架构过滤掉
abiFilters "armeabi", "armeabi-v7a", "arm64-v8a"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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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g {
ndk {
// 需要将 x86 架构过滤掉
abiFilters "armeabi", "armeabi-v7a", "arm64-v8a"
}
}
}

2. 录制小视频
2.1. 画面预览
TXUGCRecord（位于 TXUGCRecord.java） 负责小视频的录制功能，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是先把预览功能实现
。startCameraSimplePreview函数用于启动预览。由于启动预览要打开摄像头和麦克风，所以这里可能会有
权限申请的提示窗。

mTXCameraRecord = TXUGCRecord.getInstance(this.getApplicationContext());
mTXCameraRecord.setVideoRecordListener(this); //设置录制回调
mVideoView = (TXCloudVideoView) findViewById(R.id.video_view);
//准备一个预览摄像头画面的TXCloudVideoView
mVideoView.enableHardwareDecode(true);
TXRecordCommon.TXUGCSimpleConfig param = new TXRecordCommon.TXUGCSimpleConfig();
//param.videoQuality = TXRecordCommon.VIDEO_QUALITY_LOW; // 360p
param.videoQuality = TXRecordCommon.VIDEO_QUALITY_MEDIUM; // 540p
//param.videoQuality = TXRecordCommon.VIDEO_QUALITY_HIGH; // 720p
param.isFront = true; //是否前置摄像头，使用 switchCamera 可以切换
mTXCameraRecord.startCameraSimplePreview(param,mVideoView);

2.2. 画面特效
不管是录制前，还是录制中，您都可以使用 TXUGCRecor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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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特效开关来为视频画面添加一些特效，或者是对摄像头本身进行控制。

//////////////////////////////////////////////////////////////////////////
// 以下为 1.9.1 版本后均支持的特效
//////////////////////////////////////////////////////////////////////////
//
// 切换前后摄像头 参数 mFront 代表是否前置摄像头 默认前置
mTXCameraRecord.switchCamera(mFront);

// 设置美颜 和 美白 效果级别
// beautyDepth : 美颜级别取值范围 0 ~ 9； 0 表示关闭 1 ~ 9值越大 效果越明显。
// whiteningDepth : 美白级别取值范围 0 ~ 9； 0 表示关闭 1 ~ 9值越大 效果越明显。
mTXCameraRecord.setBeautyDepth(beautyDepth, whiteningDepth);

// 设置颜色滤镜：浪漫、清新、唯美、粉嫩、怀旧...
// Bitmap : 指定滤镜用的颜色查找表。注意：一定要用png格式！！！
// demo用到的滤镜查找表图片位于RTMPAndroidDemo/app/src/main/res/drawable-xxhdpi/目录下。
// setSpecialRatio : 用于设置滤镜的效果程度，从0到1，越大滤镜效果越明显，默认取值0.5
mTXCameraRecord.setFilter(filterBitmap);
mTXCameraRecord.setSpecialRatio(0.5);

// 是否打开闪光灯 参数 mFlashOn 代表是否打开闪关灯 默认关闭
mTXCameraRecord.toggleTorch(mFlashOn);

//////////////////////////////////////////////////////////////////////////
// 以下为仅特权版才支持的特效
// （由于采用优图团队的知识产权，我们无法对外免费提供，需要使用特权版 SDK 才能支持）
//////////////////////////////////////////////////////////////////////////

// 设置动效贴纸 motionTmplPath 动效文件路径： 空String "" 则取消动效
mTXCameraRecord.setMotionTmp(motionTmplPath);

2.3. 文件录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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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 TXUGCRecord 的 startRecord 函数即可开始录制，调用 stopRecord 函数即可结束录制，startRecord
和 stopRecord 的调用一定要配对。

mTXCameraRecord.startRecord();
mTXCameraRecord.stopRecord();

录制的过程和结果是通过 TXRecordCommon.ITXVideoRecordListener（位于 TXRecordCommon.java
中定义）接口反馈出来的：

onRecordProgress 用于反馈录制的进度，参数millisecond表示录制时长，单位毫秒:

@optional
void onRecordProgress(long milliSecond);

onRecordComplete 反馈录制的结果，TXRecordResult 的 retCode 和 descMsg
字段分别表示错误码和错误描述信息，videoPath 表示录制完成的小视频文件路径，coverImage
为自动截取的小视频第一帧画面，便于在视频发布阶段使用。

@optional
void onRecordComplete(TXRecordResult result);

2.4. 文件预览
使用 视频播放 即可预览刚才生成的 MP4 文件，需要在调用 startPlay 时指定播放类型为
PLAY_TYPE_LOCAL_VIDEO 。

3. 小视频消息
3.1 发送小视频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小视频消息由 TIMUGCElem 定义。它是TIMElem的一个子类，也就是说小视频也是消息的一种内容。
发送小视频的过程，就是将TIMUGCElem加入到TIMMessage中，然后随消息一起发送出去。详细如下：

TIMUGCElem原型：

/**
* 构造UGC消息实例
*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Elem()

/**
* 获取UGC消息文件ID
* @return 文件ID
* @since 3.1.0
*/
public String getFileId()

/**
* 获取UGC封面
* @return UGC封面
*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Cover getCover()

/**
* 设置UGC封面，需要在发送消息的时候设置
* @param cover UGC封面
* @since 3.1.0
*/
public void setCover(@NonNull TIMUGCCover cover)

/**
* 获取UGC视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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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UGC视频
*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Video getVideo()

/**
* 设置UGC视频， 在发送消息的时候设置
* @param video UGC视频
* @since 3.1.0
*/
public void setVideo(@NonNull TIMUGCVideo video)

/**
* 获取UGC封面图片文件路径
* @return UGC封面图片文件路径
* @since 3.1.0
*/
public String getCoverPath()

/**
* 设置UGC封面图片文件路径， 在发送消息的时候设置
* @param coverPath 封面图片文件路径
* @since 3.1.0
*/
public void setCoverPath(@NonNull String coverPath)

/**
* 获取UGC视频文件路径
* @return 视频文件路径
* @since 3.1.0
*/
public String getVideoPath()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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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UGC视频文件路径，在发送消息的时候设置
* @param videoPath 视频文件路径
* @since 3.1.0
*/
public void setVideoPath(@NonNull String videoPath)

TIMUGCCover原型：

/**
* 构造封面实例
*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Cover()

/**
* 构造封面实例
* @param type 封面图片文件类型
* @param width 封面图片宽度
* @param height 封面图片高度
*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Cover(@NonNull String type, long width, long height)

/**
* 获取封面图片文件类型
* @return 封面文件类型
* @since 3.1.0
*/
public String getType()

/**
* 设置封面图片文件类型，需要在发送消息的时候进行设置
* @param type 文件类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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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Cover setType(String type)

/**
* 获取封面图片宽度
* @return 封面图片宽度
* @since 3.1.0
*/
public long getWidth()

/**
* 设置封面图片宽度
* @param width 封面图片宽度，需要在发送消息的时候进行设置
*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Cover setWidth(long width)

/**
* 获取封面图片高度
* @return 封面图片高度
* @since 3.1.0
*/
public long getHeight()

/**
* 设置封面高度
* @param height 封面高度，需要在发送消息的时候进行设置
*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Cover setHeight(long height)

/**
* 获取封面UR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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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封面URL
* @since 3.1.0
*/
public String getUrl()

/**
* 获取封面图片文件大小
* @return 文件大小
* @since 3.1.0
*/
public long getSize()

/**
* 下载封面图片
* @param path 封面下载后保存路径
* @param cb 回调
* @since 3.1.0
*/
public void getImage(@NonNull String path, @NonNull TIMCallBack cb)

TIMUGCVideo原型：

/**
* 构造UGC视频实例
*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Video()

/**
* 构造UGC视频实例
* @param type 视频文件类型
* @param duration 视频时长
* @since 3.1.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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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TIMUGCVideo(@NonNull String type, long duration)

/**
* 获取视频文件类型
* @return 视频文件类型
* @since 3.1.0
*/
public String getType()

/**
* 设置视频文件类型，需要在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type 视频文件类型
*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Video setType(String type)

/**
* 获取视频时长
* @return 视频时长
* @since 3.1.0
*/
public long getDuration()

/**
* 设置视频时长，需要在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duration 视频时长
* @since 3.1.0
*/
public TIMUGCVideo setDuration(long duration)

/**
* 获取视频URL
* @return 视频UR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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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3.1.0
*/
public String getUrl()

/**
* 获取视频文件大小
* @return 视频文件大小
* @since 3.1.0
*/
public long getSize()

/**
* 下载视频
* @param path 下载视频文件保存路径
* @param cb 回调
* @since 3.1.0
*/
public void getVideo(@NonNull String path, @NonNull TIMCallBack cb)

在消息发送期间，可以通过资源上传进度监听器

TIMUploadProcessListener

得到当前上传进度。进度监听器可以通过

TIMUserConfig

的

setUploadProgressListener

在登录前统一设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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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
* 设置上传进度监听器
* @param uploadProgressListener 上传进度监听器
*/
public TIMUserConfig setUploadProgressListener(TIMUploadProgressListener
uploadProgressListener)

示例：

// 小视频封面文件信息
TIMUGCCover cover = new TIMUGCCover();
File file = new File(coverPath);
int height = 0, width = 0;
if (file.exists()) {
final BitmapFactory.Options options = new BitmapFactory.Options();
options.inJustDecodeBounds = true;
BitmapFactory.decodeFile(coverPath, options);
height = options.outHeight;
width = options.outWidth;
}
cover.setHeight(height);
cover.setWidth(width);
cover.setType("PNG");

// 小视频视频文件信息
TIMUGCVideo video = new TIMUGCVideo();
video.setType("MP4");
video.setDuration(duration);

// 构建小视频elem
TIMUGCElem elem = new TIMUGCEle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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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setCover(cover);
elem.setVideo(video);
elem.setCoverPath(coverPath);
elem.setVideoPath(filePath);

// 将小视频elem添加到消息中
TIMMessage message = new TIMMessage();
if(message.addElement(elem) != 0){
Log.e(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 发送小视频消息
TIMConversation c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Group,
groupId);
con.sendMessage(message,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send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desc: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
//发送消息成功
Log.d(TAG, "sendMessage succ");
}
});

3.2 接收小视频消息
接收方收到消息后，可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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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essage

中的

getElement

从

TIMMessage

中获取所有的消息节点，其中类型为

TIMUGCElem

的是小视频消息节点。然后通过节点中的

TIMUGCCover

和

TIMUGCVideo

对象获取该小视频的视频和封面图片文件信息及相应文件下载。

小视频解析示例：

//获取一个群组会话实例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Group, groupId);
TIMConversationExt conExt = new TIMConversationExt(conversation);
conExt.getMessage(10, null,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get msgs failed, code: " + code + "|msg: " + desc);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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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Message> timMessages) {
Log.i(tag, "get msgs succ, size: " + timMessages.size());
for(TIMMessage msg : timMessages) {
for(int i = 0; i < msg.getElementCount(); i++){
TIMElem elem = msg.getElement(i);
//过滤小视频消息
if(elem.getType() == TIMElemType.UGC){
TIMUGCElem timUgcElem = (TIMUGCElem)elem;
TIMUGCCover cover = timUgcElem.getCover();
//下载小视频消息封面文件，并保存到coverPath指定的路径
cover.getImage(coverPath,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download cover failed, code: " + code + "|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d(tag, "download cover succ");
}
});

//下载小视频消息视频文件，并保存到videoPath指定的路径
TIMUGCVideo video = timUgcElem.getVideo();
video.getVideo(videoPath,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download video failed, code: " + code + "|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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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tag, "download video succ");
}
});
}
}
}
}
});

该示例从会话中取出10条消息，获取小视频消息并下载相应数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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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读消息计数（Android SDK）

1 未读消息
这里的未读消息是指用户没有进行已读上报的消息（而非对方是否已经阅读，这种情况需要开启已读回执才能
实现，请参考已读回执）。

TIMMessageExt

方法

isRead

标识消息是否已读，要想显示正确的未读计数，需要开发者显式调用已读上报，告诉SDK某条消息是否已读，
例如，当用户进入聊天界面，可以设置整个会话的消息已读。

注意：
对于聊天室，Server不保存未读计数，每次登录后跟Server同步未读计数后将会清零。

原型：

/**
* 消息是否已读
* @return 是否已读
*/
public boolean isRead()

示例：

//获取消息扩展实例，其中参数msg是TIMMessage
TIMMessageExt msgExt = new TIMMessageExt(ms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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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ean isReaded = msgExt.isRead();
Log.d(tag, "msg isReaded: " + isReaded);

2 获取当前未读消息数量
可通过

TIMConversationExt

的

getUnReadMessageNum

方法获取当前会话中未读消息的数量。

注意：
对于聊天室，Server不保存未读计数，每次登录后跟Server同步未读计数后将会清零。

原型：

/**
* 获取未读消息数
* @return 未读消息计数
*/
public long getUnreadMessageNum()

示例：

//获取会话扩展实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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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Conversation c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C2C, peer);
TIMConversationExt conExt = new TIMConversationExt(con);
//获取会话未读数
long num = conExt.getUnreadMessageNum();
Log.d(tag, "unread msg num: " + num);

3 已读上报
当用户阅读某个会话的数据后，需要进行会话消息的已读上报，SDK根据会话中最后一条阅读的消息，设置会
话中之前所有消息为已读。已读上报接口为

TIMConversationExt

中的

setReadMessage

。

原型：

/**
* 将此消息之前的所有消息标记为已读
* @param msg 最后一条已读的消息, 传null表示将当前会话的所有消息标记为已读
* @param callback 回调
*/
public void setReadMessage(TIMMessage msg, TIMCallBack callback)

示例：

//对单聊会话已读上报
String peer = "sample_user_1"; //获取与用户 "sample_user_1" 的会话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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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
TIMConversationType.C2C, //会话类型：单聊
peer); //会话对方用户帐号
//获取会话扩展实例
TIMConversationExt conExt = new TIMConversationExt(conversation);
//将此会话的所有消息标记为已读
conExt.setReadMessage(null,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setRead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desc: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d(tag, "setReadMessage succ");
}
});

//对群聊会话已读上报
String groupId = "TGID1EDABEAEO"; //获取与群组 "TGID1LTTZEAEO" 的会话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
TIMConversationType.Group, //会话类型：群组
groupId); //群组Id
//获取会话扩展实例
TIMConversationExt conExt = new TIMConversationExt(conversation);
//将此会话的lastMsg代表的消息及这个消息之前的所有消息标记为已读
conExt.setReadMessage(lastMsg,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setRead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desc: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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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tag, "setReadMessage succ");
}
});

单聊和群聊设置已读用法相同，区别在于会话类型。

4 多终端已读上报同步
在多终端情况下，未读消息计数由Server下发同步通知，SDK在本地更新未读计数后，通知用户更新会话。通
知会通过

TIMRefreshListener

中的

onRefreshConversation

接口来进行回调，对于关注多终端同步的用户，可以在这个接口中进行相关的同步处理。请参考会话刷新 。

原型：

/**
* 部分会话刷新（包括多终端已读上报同步）
* @param conversations 需要刷新的会话列表
*/
public void onRefreshConversation(List<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s);

5 禁用自动上报
出于性能考虑，未读消息由SDK拉回到本地，Server默认会删除未读消息，切换终端以后无法看到之前终端已
经拉回的未读消息，即使没有主动进行已读上报。如果仅在一个终端，未读计数没有问题，如果需要多终端情
况下仍然会有未读，可以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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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UserConfigMsgExt

中的

enableAutoReport

方法禁用自动上报，禁用后IM通讯云不会代替用户已读上报。

注意：

1. 一旦禁用自动上报，需要开发者显式调用

setReadMessage

进行已读上报。
2. 需要在登录前设置，登录后设置无效。

/**
* 设置是否开启自动已读上报功能（默认开启），登录前设置
* @param autoReportEnabled true - 开启， false - 关闭
*/
public TIMUserConfigMsgExt enableAutoReport(boolean autoReportEnable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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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管理（Android SDK）

群组综述
IM 云通讯有多种群组类型，其特点以及限制因素可参考 群组系统。群组使用唯一 ID 标识，通过群组 ID
可以进行不同操作。

群组消息
群组消息与 C2C 消息相同，仅在获取 Conversation 时的会话类型不同，可参照 消息发送 部分。

群组管理
群组相关操作都由

TIMGroupManager

及

TIMGroupManagerExt

实现，需要用户登录成功后操作。

获取单例原型：

/** 获取实例
* @return TIMGroupManager 实例
*/
public static TIMGroupManager getInstance()

/** 获取实例
* @return TIMGroupManagerExt 实例
*/
public static TIMGroupManagerExt getInstanc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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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群组
云通信中内置了私有群（Private）、公开群（Public）、
聊天室（Ch
atRoom）、互动直播
聊天室（AVChatRoom）和在线成员广播大群（BChatRoom）这几种群组类型，详情请见 群组形态介绍。

互动直播聊天室（AVChatRoom）：
也叫直播大群，此类型群对于加入人数不做限制，但是有一些能力上的限制，如不能拉人进去，不能查
询总人数等，可参阅 直播场景下的 IM 集成方案。
可通过

TIMGroupManager

中的接口

createGroup

接口创建群组，创建时可指定一些群资料（比如群组类型、群组名称、群简介、加入的用户列表等，甚
至可以指定群 ID），创建成功后返回群组 ID，可通过群组 ID 获取 Conversation 收发消息等。

注意：
自定义群组 ID 的时候，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具体请参考 自定义群组 ID。

原型：

/**
* 创建群组
* @param param 创建群组需要的信息集, 详见{@see CreateGroup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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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 函数的参数中将返回创建成功的群组 ID
*/
public void createGroup(@NonNull CreateGroupParam param,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String>
cb)

TIMGroupManager.CreateGroupParam

提供的接口如下：

/**
* 创建群组参数类的构造函数
* @param type 群类型, 目前支持的群类型：私有群（Private）、公开群（Public）、
* 聊天室（ChatRoom）、互动直播聊天室（AVChatRoom）和在线成员广播大群（BChatRoom）
* @param name 群名称
*/
public CreateGroupParam(@NonNull String type, @NonNull String name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群 ID
* @param groupId 群 ID
*/
public CreateGroupParam setGroupId(String groupId)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群公告
* @param notification 群公告
*/
public CreateGroupParam setNotification(String notification)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群简介
* @param introduction 群简介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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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reateGroupParam setIntroduction(String introduction)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群头像 URL
* @param url 群头像 URL
*/
public CreateGroupParam setFaceUrl(String url)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加群选项
* @param option 加群选项
*/
public CreateGroupParam setAddOption(TIMGroupAddOpt option)

/**
* 设置要创建的群允许的最大成员数
* @param maxMemberNum 最大成员数
*/
public CreateGroupParam setMaxMemberNum(long maxMemberNum)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自定义信息
* @param key 自定义信息 key, 最长 16 字节
* @param value 自定义信息 value，最长 512 字节
*/
public CreateGroupParam setCustomInfo(String key, byte[] value)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初始成员
* @param infos 初始成员的信息列表
*/
public CreateGroupParam setMembers(List<TIMGroupMemberInfo> info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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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创建公开群，且不自定义群 ID
TIMGroupManager.CreateGroup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CreateGroupParam("Public",
"test_group");
//指定群简介
param.setIntroduction("hello world");
//指定群公告
param.setNotification("welcome to our group");

//添加群成员
List<TIMGroupMemberInfo> infos = new ArrayList<TIMGroupMemberInfo>();
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 = new 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setUser("cat");
member.setRoleType(TIMGroupMemberRoleType.Normal);
infos.add(member);
param.setMembers(infos);

//设置群自定义字段，需要先到控制台配置相应的 key
try {
param.setCustomInfo("GroupKey1", "wildcat".getBytes("utf-8"));
}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创建群组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createGroup(param, new TIMValueCallBack<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d(tag, "create group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String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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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tag, "create group succ, groupId:" + s);
}
});

邀请用户入群
TIMGroupManagerExt

的接口

inviteGroupMember

可以拉（邀请）用户进入群组。

权限说明：

私有群：群成员无需受邀用户同意，直接将其拉入群中。
公开群/聊天室：不允许群成员邀请他人入群。
互动直播聊天室：不允许任何人（包括 App 管理员）邀请他人入群。

原型：

/**
* 邀请加入群组
* @param groupId 群组 ID
* @param memList 待加入群组的用户 ID 列表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 函数的参数中返回成功加入群组的用户帐号
*/
public void inviteGroupMember(@NonNull String groupId, @NonNull List<String> memList,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cb)

TIMGroupMember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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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定义如下：

/**
* 获取操作结果
* @return 操作结果 ： 0：失败；1：成功；2：添加成员时，该成员已经在群组中 或
删除成员时，该成员不在群组中
*/
public long getResult()

/**
* 获取用户帐号
* @return 用户帐号
*/
public String getUser()

示例：

//创建待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
ArrayListlist = new ArrayList();

String user = "";

//添加用户
user = "sample_user_1";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2";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3";
list.add(user);

//回调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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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results) { //群组成员操作结果
for(TIMGroupMemberResult r : results) {
Log.d(tag, "result: " + r.getResult() //操作结果: 0:添加失败；1：添加成功；2：原本是群成员
+ " user: " + r.getUser()); //用户帐号
}
}
};

//将 list 中的用户加入群组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inviteGroupMember(
groupId, //群组 ID
list, //待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
cb); //回调

申请加入群组
TIMGroupManager

的接口

applyJoinGroup

可以主动申请进入群组，此操作只对公开群和聊天室有效。

权限说明：

私有群：不能由用户主动申请入群。
公开群和聊天室：可以主动申请进入， 如果群组设置为需要审核，申请后管理员和群主会受到申请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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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系统消息，需要等待管理员或者群主审核，如果群组设置为任何人可加入，则直接入群成功。
直播大群：可以任意加入群组。

原型：

/**
* 加入群组
* @param groupId 群组 ID
* @param reason 申请理由（选填）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applyJoinGroup(@NonNull String groupId, String reason, @NonNull TIMCallBack cb)

以下示例中用户申请加入群组『@TGS#1JYSZEAEQ』，申请理由为『some reason』。

示例：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applyJoinGroup("@TGS#1JYSZEAEQ", "some reason", new
TIMCallBack() {
@java.lang.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接口返回了错误码 code 和错误描述 desc，可用于原因
//错误码 code 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disconnected");
}

@java.lang.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i(tag, "join grou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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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群组
群组成员可以主动退出群组。退出群组的接口由

TIMGroupManager

提供。

权限说明：

私有群：全员可退出群组。
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群主不能退出。

原型：

/**
* 退出群组
* @param groupId 群组 ID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quitGroup(@NonNull String groupId, @NonNull TIMCallBack cb)

示例：

//创建回调
TIMCallBack cb =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 code 和错误描述 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 code 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

@Overrid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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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quit group succ");
}
};

//退出群组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quitGroup(
groupId, //群组 ID
cb); //回调

删除群组成员
群组成员也可以删除其他成员，函数参数信息与加入群组相同。退出群组的接口由

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

权限说明：

私有群：只有创建者可删除群组成员。
公开群和聊天室：只有管理员和群主可以踢人。
直播大群：不能踢人。

原型：

/**
* 删除群组成员
* @param param 删除群成员参数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 函数的参数中返回成功删除的群成员列表
*/
public void deleteGroupMember(@NonNull DeleteMemberParam param,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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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MemberParam

接口定义如下：

/**
* 构造参数
* @param groupId 群 ID
* @param members 用户 ID 列表
*/
public DeleteMemberParam(@NonNull String groupId, @NonNull List<String> members)

/**
* 设置删除群成员的原因（选填）
* @param reason 删除原因
*/
public DeleteMemberParam setReason(@NonNull String reason)

示例：

//创建待踢出群组的用户列表
ArrayListlist = new ArrayList();

String user = "";
//添加用户
user = "sample_user_1";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2";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3";
list.add(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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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Ext.DeleteMember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DeleteMemberParam(groupId, list);
param.setReason("some reason");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deleteGroupMember(param,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deleteGroupMember onErr.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results) { //群组成员操作结果
for(TIMGroupMemberResult r : results) {
Log.d(tag, "result: " + r.getResult() //操作结果: 0：删除失败；1：删除成功；2：不是群组成员
+ " user: " + r.getUser()); //用户帐号
}
}
});

获取群成员列表
ImSDK
提供了获取群内成员列表的功能，默认拉取内置字段，但不拉取自定义字段，想要获取自定义字段，可通过
设置拉取字段 进行设置。

获取群成员列表的接口由

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

权限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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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群组类型：可以获取成员列表。
直播大群：只能拉取部分成员列表，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成员。

原型：

/**
* 获取群组成员列表
* @param groupId 群组 ID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 函数的参数中返回群组成员列表
*/
public void getGroupMembers(@NonNull String groupId,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Info>> cb)

示例：

//创建回调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Info>>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Info>>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MemberInfo> infoList) {//参数返回群组成员信息

for(TIMGroupMemberInfo info : infoList) {
Log.d(tag, "user: " + info.getUser() +
"join time: " + info.getJoinTime() +
"role: " + info.getRol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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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群组成员信息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getGroupMembers(
groupId, //群组 ID
cb); //回调

获取加入的群组列表
获取当前用户加入的所有群组的接口由

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此接口可以获取自己所加入的群列表，返回的信息只包含部分基本信息，详细群组信息可以根据
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进行获取。

权限说明：

私有群、公开群和聊天室：支持使用本接口获取用户加入的群组。
互动直播聊天室和在线成员广播大群：
因为内部实现的差异，获取用户加入的群组时不会获取到这两种类型的群组。

原型：

/**
* 获取已加入的群组列表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 函数的参数中返回已加入的群组信息
*/
public void getGroupList(@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BaseInfo>> cb)

TIMGroupBaseInfo

提供的方法如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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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群组 ID
* @return 群组 ID
*/
public String getGroupId()

/**
* 获取群组名称
* @return 群组名称
*/
public String getGroupName()

/**
* 获取群组类型
* @return 群组类型
*/
public String getGroupType()

/**
* 获取群头像 URL
* @return 群头像 URL
*/
public String getFaceUrl()

/**
* 获取自己在这个群内的群内资料
* @return 自己在这个群内的简单群内资料，详见{@see TIMGroupBasicSelfInfo}
*/
public TIMGroupBasicSelfInfo getSelfInfo()

/**
* 获取当前群组是否设置了全员禁言
* @return true - 设置了全员禁言
* @since 3.1.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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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boolean isSilenceAll()

示例：

//创建回调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BaseInfo>>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BaseInfo>>()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 code 和错误描述 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 code 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 gruop list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BaseInfo> timGroupInfos) {//参数返回各群组基本信息
Log.d(tag, "get gruop list succ");

for(TIMGroupBaseInfo info : timGroupInfos) {
Log.d(tag, "group id: " + info.getGroupId() +
" group name: " + info.getGroupName() +
" group type: " + info.getGroupType());
}
}
};

//获取已加入的群组列表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getGroupList(cb);

解散群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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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群组的接口由

TIMGroupManager

提供。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都无法解散群组。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群主可以解散群组。

原型：

/**
* 删除群组
* @param groupId 群组 ID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deleteGroup(@NonNull String groupId, @NonNull TIMCallBack cb)

示例：

//解散群组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deleteGroup(groupId,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 code 和错误描述 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 code 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login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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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Success() {
//解散群组成功
}
});

转让群组
转让群组的接口由

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可以进行群转让操作。

原型：

/**
* 群主变更
* @param groupId 群组 ID
* @param identifier 新群主的 identifier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modifyGroupOwner(@NonNull String groupId, @NonNull String identifier, @NonNull
TIMCallBack cb)

其他接口
获取指定类型成员（可按照管理员、群主、普通成员拉取）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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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过滤条件获取群成员列表(支持按字段拉取，分页)
* @param groupId 群组 ID
* @param flags 拉取资料标志， 如{@see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MEM_INFO_FLAG_NAME_CARD}等标志的或组合位图
* @param filter 角色过滤类型，详见{@see TIMGroupMemberRoleFilter}
* @param custom 要获取的自定义 key 列表
* @param nextSeq 分页拉取标志，第一次拉取填
0，回调成功如果不为零，需要分页，传入再次拉取，直至为 0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getGroupMembersByFilter(@NonNull String groupId, long flags, @NonNull
TIMGroupMemberRoleFilter filter,
List<String> custom, long nextSeq, TIMValueCallBack<TIMGroupMemberSucc> cb)

获取群组资料
设置拉取字段
目前 ImSDK
在获取群组资料的时候，
默认会获取所有基本字段，且不会拉取自定义字段
。如果需要只拉取其中某些字段，或者需要拉取自定义字段，需要在登录 ImSDK 之前，通过

TIMGroupSettings

进行相应的设置，并通过

TIMManager

的

setUserConfi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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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也当前通信管理器进行关联（参考 用户配置）。此设置对所有资料相关接口（

getGroupList

除外）全局有效。

TIMGroupSettings

的接口定义如下：

/**
* 设置群资料操作选项
* @param groupInfoOptions 群操作选项，{@see Options}
*/
public void setGroupInfoOptions(Options groupInfoOptions)

/**
* 设置群成员资料操作选项
* @param memberInfoOptions 群成员操作选项，{@see Options}
*/
public void setMemberInfoOptions(Options memberInfoOptions)

TIMGroupSettings.Options

的接口定义如下：

/**
* 设置群信息或者群成员信息的拉取标志，默认全部拉取
* @param flags 拉取资料标志
* 群资料标志如{@see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BASE_INFO_FLAG_NAME}等，
* 群成员资料标志如{@see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MEM_INFO_FLAG_NAME_CARD}等
*/
public void setFlags(long flag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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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自定义资料标签
* @param customTags 自定义资料标签
*/
public void setCustomTags(List<String> customTags)

/**
* 添加自定义资料标签
* @param tag 自定义资料标签
*/
public void addCustomTag(String tag)

示例：

TIMGroupSettings settings = new TIMGroupSettings();

//设置群资料拉取字段，这里只关心群头像、群类型、群主ID和自定义字段“Test"
TIMGroupSettings.Options groupOpt = new TIMGroupSettings.Options();
long groupFlags = 0;
groupFlags |=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BASE_INFO_FLAG_FACE_URL
|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BASE_INFO_FLAG_GROUP_TYPE
|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BASE_INFO_FLAG_OWNER_UIN;
groupOpt.setFlags(groupFlags);
groupOpt.addCustomTag("Test");
settings.setGroupInfoOptions(groupOpt);

//设置群成员资料拉取字段，这里只关心群名片、群角色
TIMGroupSettings.Options memberOpt = new TIMGroupSettings.Options();
long memberFlags = 0;
memberFlags |=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MEM_INFO_FLAG_NAME_CARD
|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MEM_INFO_FLAG_ROLE_INFO;
memberOpt.setFlags(memberFlag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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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setMemberInfoOptions(memberOpt);

TIMUserConfig config = new TIMUserConfig();
config.setGroupSettings(settings);

//初始化群设置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UserConfig(config);

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的

getGroupDetailInfo

方法可以获取群组资料。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 设置拉取字段 进行设置。

权限说明：

此接口只能由群成员调用，非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请参考 非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原型：

/**
* 获取群组详细信息（只有群组成员可以调用）
* @param groupIdList 需要拉取详细信息的群组 ID 列表，一次最多 50 个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 函数的参数中返回群组信息{@see TIMGroupDetailInfo}列表
*/
public void getGroupDetailInfo(@NonNull List<String> groupIdList,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DetailInfo>>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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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DetailInfo

的接口定义如下：

/**
* 获取群组 ID
* @return 群组 ID
*/
public String getGroupId()

/**
* 获取群组名称
* @return 群组名称
*/
public String getGroupName()

/**
* 获取群组创建者帐号
* @return 群组创建者帐号
*/
public String getGroupOwner()

/**
* 获取群组创建时间
* @return 群组创建时间
*/
public long getCreateTime()

/**
* 获取群组信息最后修改时间
* @return 群组信息最后修改时间
*/
public long getLastInfoTim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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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最新群组消息时间
* @return 最新群组消息时间
*/
public long getLastMsgTime()

/**
* 获取群组成员数量
* @return 群组成员数量
*/
public long getMemberNum()

/**
* 获取允许的最大群成员数
* @return 最大群成员数
*/
public long getMaxMemberNum()

/**
* 获取群简介内容
* @return 群简介内容
*/
public String getGroupIntroduction()

/**
* 获取群公告内容
* @return 群公告内容
*/
public String getGroupNotification()

/**
* 获取群头像 URL
* @return 群头像 URL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2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public String getFaceUrl()

/**
* 获取群类型
* @return 群类型
*/
public String getGroupType()

/**
* 获取加群选项
* @return 加群选项
*/
public TIMGroupAddOpt getGroupAddOpt()

/**
* 获取群组内最新一条消息
* @return 群组内最新一条消息
*/
public TIMMessage getLastMsg()

/**
* 获取群组自定义字段 map
* @return 群组自定义字段 map
*/
public Map<String, byte[]> getCustom()

/**
* 获取在线群成员数（需要通过填写工单申请开通才会返回有效值，其中音视频直播大群无法申请开通）
* @return 在线群成员数
*/
public long getOnlineMemberNum()

/**
* 获取此群组是否被设置了全员禁言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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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true - 群组被设置了全员禁言
* @since 3.1.1
*/
public boolean isSilenceAll()

示例：

//创建待获取信息的群组 ID 列表
ArrayList<String> group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创建回调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DetailInfo>>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DetailInfo>>()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 code 和错误描述 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 code 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DetailInfo> infoList) { //参数中返回群组信息列表
for(TIMGroupDetailInfo info : infoList) {
Log.d(tag, "groupId: " + info.getGroupId() //群组 ID
+ " group name: " + info.getGroupName() //群组名称
+ " group owner: " + info.getGroupOwner() //群组创建者帐号
+ " group create time: " + info.getCreateTime() //群组创建时间
+ " group last info time: " + info.getLastInfoTime() //群组信息最后修改时间
+ " group last msg time: " + info.getLastMsgTime() //最新群组消息时间
+ " group member num: " + info.getMemberNum()); //群组成员数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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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群组 ID
String groupId = "TGID1EDABEAEO";
groupList.add(groupId);

//获取群组详细信息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getGroupDetailInfo(
groupList, //需要获取信息的群组 ID 列表
cb); //回调

非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当用户不在群组时，可以通过

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的接口

getGroupPublicInfo

获取群的公开资料。获取结果为

TIMGroupDetailInfo

结构，此时该结构只含有公开资料，其余字段为空。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
设置拉取字段 进行设置。

原型：

/**
* 获取群组公开信息（非群组成员也可以调用）
* @param groupIdList 需要拉取详细信息的群组Id列表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 函数的参数中返回群组公开信息列表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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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getGroupPublicInfo(@NonNull List<String> groupIdList,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DetailInfo>> cb)

示例：

//创建待获取公开信息的群组列表
List<String> group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groupList.add(groupId);

//获取群组公开信息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getGroupPublicInfo(groupList,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DetailInfo>>()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 code 和错误描述 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 code 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 gruop list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DetailInfo> timGroupDetailInfos) {
//此时TIMGroupDetailInfo只含有群公开资料，其余字段为空
}
});

获取本人在群里的资料
如果需要获取本人在所在群内的资料，可以在通过 获取群组列表
拉取加入的群列表时得到。另外，如果需要单独获取某个群组，可使用以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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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的

getSelfInfo

获取。如果应用需要获取群组列表，建议在获取群组列表的时候获取个人在所在群内的资料，没有必要调用以
下接口单独获取。

注：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 设置拉取字段 进行设置。

权限说明：

直播大群：无法获取本人在群内的资料。

原型：

/**
* 获取自己在群组中的信息
* @param groupId 群组 ID
* @param cb 回调， 在 OnSuccess 函数的参数中返回自身信息
*/
public void getSelfInfo(@NonNull String groupId,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TIMGroupSelfInfo>
cb)

获取群内某个人的资料
获取群成员资料的接口由

TIMGroupManager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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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 设置拉取字段 进行设置。

权限说明：

直播大群：只能获得部分成员的资料，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群成员。

原型：

/**
* 获取指定的群成员的群内信息
* @param groupId 指定群 ID
* @param identifiers 指定群成员 identifier，一次最多 100 个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群组成员列表
*/
public void getGroupMembersInfo(@NonNull String groupId, @NonNull List<String> identifiers,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Info>> cb)

修改群资料
修改群资料的接口由

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可以对群名称、群简介、群公告等资料进行修改。

原型：

/**
* 修改群组基本信息
* @param param 参数类
* @param cb 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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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modifyGroupInfo(@NonNull ModifyGroupInfoParam param, @NonNull TIMCallBack cb)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

接口定义如下：

/**
* 构造参数实例
* @param groupId 群 ID
*/
public ModifyGroupInfoParam(@NonNull String groupId)

/**
* 设置修改后的群名称
* @param groupName 群名称
*/
public ModifyGroupInfoParam setGroupName(@NonNull String groupName)

/**
* 设置修改后的群公告
* @param notification 群公告
*/
public ModifyGroupInfoParam setNotification(@NonNull String notification)

/**
* 设置修改后的群简介
* @param introduction 群简介
*/
public ModifyGroupInfoParam setIntroduction(@NonNull String introduction)

/**
* 设置修改后的群头像 UR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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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faceUrl 群头像 URL
*/
public ModifyGroupInfoParam setFaceUrl(@NonNull String faceUrl)

/**
* 设置加群选项
* @param addOpt 加群选项
*/
public ModifyGroupInfoParam setAddOption(@NonNull TIMGroupAddOpt addOpt)

/**
* 设置最大群成员数
* @param maxMemberNum 最大群成员数
*/
public ModifyGroupInfoParam setMaxMemberNum(long maxMemberNum)

/**
* 设置设置群组成员是否对外可见
* @param visable 群组成员是否对外可见
*/
public ModifyGroupInfoParam setVisable(boolean visable)

/**
* 设置群组自定义字段
* @param customInfos 群组自定义字段字典
*/
public ModifyGroupInfoParam setCustomInfo(@NonNull Map<String, byte[]> customInfos)

/**
* 设置群组全员禁言
* @param silenceAll true - 设置全员禁言， false - 解除全员禁言
* @since 3.1.1
*/
public ModifyGroupInfoParam setSilenceAll(boolean silenc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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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群名
权限说明：

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名。
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名。

示例：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groupid);
param.setGroupName("Great Team")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Group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code:" + code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修改群简介
权限说明：

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简介。
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简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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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getGroupId());
param.setIntroduction("this is a introduction");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Group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code:" + code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修改群公告
权限说明：

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公告。
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公告。

示例：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getGroupId());
param.setNotification("this is a notification");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Group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code:" + code +"|desc:" + des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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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修改群头像
权限说明：

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头像。
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头像。

示例：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getGroupId());
param.setFaceUrl("http://faceurl");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Group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code:" + code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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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加群选项
权限说明：

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加群选项。
私有群：只能通过邀请加入群组，不能主动申请加入某个群组。

示例：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getGroupId());
param.setAddOption(TIMGroupAddOpt.TIM_GROUP_ADD_ANY);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Group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code:" + code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修改群维度自定义字段
权限说明：

需要后台配置相关的 key 和权限。

示例：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 param = new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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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getGroupId());
Map<String, byte[]> customInfo = new HashMap<String, byte[]>();
try {
customInfo.put("Test", "Test_value".getBytes("utf-8"));
param.setCustomInfo(customInfo);
}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Group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code:" + code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全员禁言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和管理员才有权限进行全员禁言的操作。
所有群组类型都支持全员禁言的操作。

示例：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GroupInfoParam(groupId);
param.setSilenceAl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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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Group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code:" + code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修改群成员资料
修改群成员资料的接口由

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可以对修改群成员的身份、群名片、对群成员禁言等。

原型：

/**
* 修改群成员资料
* @param param 修改群成员资料参数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modifyMemberInfo(@NonNull ModifyMemberInfoParam param, @NonNull TIMCallBack
cb)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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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定义如下：

/**
* 构造修改群成员资料参数
* @param groupId 群成员所在群的群 ID
* @param identifier 要修改的群成员的用户 ID
*/
public ModifyMemberInfoParam(@NonNull String groupId, @NonNull String identifier)

/**
* 修改群成员群名片
* @param nameCard 群名片
*/
public ModifyMemberInfoParam setNameCard(@NonNull String nameCard)

/**
* 修改群消息接收选项
* @param receiveMessageOpt 群消息接收选项，详见{@see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
public ModifyMemberInfoParam setReceiveMessageOpt(@NonNull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receiveMessageOpt)

/**
* 修改群成员角色身份（只有群主和管理员可以修改）
* @param roleType 身份类型。不能修改为群主类型，详见{@see TIMGroupMemberRoleType}
*/
public ModifyMemberInfoParam setRoleType(TIMGroupMemberRoleType roleType)

/**
* 设置群成员的禁言时间（只有群主和管理员可以设置）
* @param silence 禁言时间
*/
public ModifyMemberInfoParam setSilence(long silenc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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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群组自定义字段
* @param customInfo 群组自定义字段字典
*/
public ModifyMemberInfoParam setCustomInfo(Map<String, byte[]> customInfo)

修改用户群内身份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对群成员的身份进行修改。
直播大群不支持修改用户群内身份。

示例：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groupId, identifier);
param.setRoleType(TIMGroupMemberRoleType.Admin);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Member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MemberInfo failed, code:" + code + "|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d(tag, "modifyMemberInfo succ");
}
});

对群成员进行禁言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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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

可以对群成员进行禁言并设置禁言时长。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对群成员进行禁言。

示例：

//禁言 100 秒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groupId, identifier);
param.setSilence(100);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Member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MemberInfo failed, code:" + code + "|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d(tag, "modifyMemberInfo succ");
}
});

修改群名片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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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groupId, identifier);
param.setNameCard("cat");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Member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MemberInfo failed, code:" + code + "|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d(tag, "modifyMemberInfo succ");
}
});

修改群成员维度自定义字段
示例：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groupId, identifier);
Map<String, byte[]> customInfo = new HashMap<>();
try {
customInfo.put("Test", "Custom".getBytes("utf-8"));
param.setCustomInfo(customInfo);
}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Member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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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e(tag, "modifyMemberInfo failed, code:" + code + "|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d(tag, "modifyMemberInfo succ");
}
});

修改群消息接收选项
公开群和私有群：默认消息接收方式为接收并提醒。
聊天室和互动直播聊天室：默认为接收不提醒。

其中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定义如下。

//不接收群消息， 服务器不会进行转发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NotReceive

//接收群消息，不提醒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ReceiveNotNotify

//接收群消息并提醒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ReceiveAndNotify

示例：

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 param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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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Ext.ModifyMemberInfoParam(groupId, identifier);
param.setReceiveMessageOpt(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ReceiveAndNotify);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MemberInfo(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MemberInfo failed, code:" + code + "|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d(tag, "modifyMemberInfo succ");
}
});

群组未决信息
群组未决信息泛指所有需要审批的群相关的操作。例如：加群待审批，拉人入群待审批等等。
群组未决信息由类

TIMGroupPendencyItem

表示。

TIMGroupPendencyItem

的成员方法如下：

/**
* 获取群组 ID
* @return 群组 ID
*/
public String getGroup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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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请求者 identifier，请求加群:请求者，邀请加群:邀请人
* @return 请求者identifier
*/
public String getFromUser()

/**
* 获取处理者 identifier, 请求加群:0，邀请加群:被邀请人
* @return 处理者 identifier
*/
public String getToUser()

/**
* 获取群未决添加的时间
* @return 群未决添加的时间
*/
public long getAddTime()

/**
* 获取群未决请求类型
* @return 群未决请求类型，详见 TIMGroupPendencyGetType
*/
public TIMGroupPendencyGetType getPendencyType()

/**
* 获取群未决处理状态
* @return 群未决处理状态，详见{@see TIMGroupPendencyHandledStatus}
*/
public TIMGroupPendencyHandledStatus getHandledStatus()

/**
* 获取群未决处理操作类型，只有处理状态不为{@see
TIMGroupPendencyHandledStatus#NOT_HANDLED}的时候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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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群未决处理操作类型，详见{@see TIMGroupPendencyOperationType}
*/
public TIMGroupPendencyOperationType getOperationType()

/**
* 获取请求者添加的附加信息
* @return 请求者添加的附加信息
*/
public String getRequestMsg()

/**
* 获取请求者添加的自定义信息
* @return 请求者添加的自定义信息
*/
private String getRequestUserData()

/**
* 获取处理者添加的附加信息，只有处理状态不为{@see
TIMGroupPendencyHandledStatus#NOT_HANDLED}的时候有效
* @return 处理者添加的附加信息
*/
public String getHandledMsg()

/**
* 获取处理者添加的自定义信息，只有处理状态不为{@see
TIMGroupPendencyHandledStatus#NOT_HANDLED}的时候有效
* @return 处理者添加的自定义信息
*/
private String getHandledUserData()

/**
* 同意申请，目前只对申请/邀请加群消息生效
*
* @param msg 同意理由，选填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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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accept(String msg, TIMCallBack cb)

/**
* 拒绝申请，目前只对申请/邀请加群消息生效
*
* @param msg 同意理由，选填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refuse(String msg, TIMCallBack cb)

拉取群未决列表
通过

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的

getGroupPendencyList

接口可拉取群未决相关信息。即便审核通过或者拒绝后，该条信息也可通过此接口拉回，拉回的信息中有已决
标志。

权限说明：

只有审批人有权限拉取相关信息。

例如：

UserA 申请加入群 GroupA，则群管理员可获取此未决相关信息，UserA
因为没有审批权限，不需要过去未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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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AdminA 拉 UserA 进去 GroupA，则 UserA
可以拉取此未决相关信息，因为该未决信息待 UserA 审批。

原型：

/**
* 分页获取群未决请求列表
* @param param 获取群未决请求列表参数类，详见{@see TIMGroupPendencyGetParam}
* @param cb 回调，在 onSuccess 的参数中返回群未决的列表及元数据，详见{@see
TIMGroupPendencyMeta} 及{@see TIMGroupPendencyItem}
*/
public void getGroupPendencyList(@NonNull TIMGroupPendencyGetParam param,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 cb)

TIMGroupPendencyGetParam

的接口定义如下：

/**
* 设置翻页时间戳，只用来翻页，第一次请求填 0，后边根据 server 返回的{@see
TIMGroupPendencyMeta}中的时间戳进行填写
* @param timestamp 翻页时间戳
*/
public void setTimestamp(long timestamp)

/**
* 设置每页的数量（建议值，server 可根据需要返回或多或少，不能作为完成与否的标志）
* @param numPerPage 每页的数量
*/
public void setNumPerPage(long numPer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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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TIMGroupPendencyGet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PendencyGetParam();
param.setTimestamp(0);//首次获取填 0
param.setNumPerPage(10);

TIMGroupManagerExt.getInstance().getGroupPendencyList(param, new
TIMValueCallBack<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 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 {
//meta中的nextStartTimestamp如果不为 0,可以先保存起来，
// 作为获取下一页数据的参数设置到 TIMGroupPendencyGetParam 中
TIMGroupPendencyMeta meta = 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getPendencyMeta();
Log.d(tag, meta.getNextStartTimestamp()
+ "|" + meta.getReportedTimestamp() + "|" + meta.getUnReadCount());

List<TIMGroupPendencyItem> pendencyItems = 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getPendencies();
for(TIMGroupPendencyItem item : pendencyItems){
//对群未决进行相应操作，比如查看/通过/拒绝等
}
}
});

上报群未决已读
对于未决信息，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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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Ext

提供的

reportGroupPendency

可对其和之前的所有未决信息上报已读。上报已读后，仍然可以拉取到这些未决信息，但可通过对已读时戳的
判断判定未决信息是否已读。

原型：

/**
* 群未决请求已读上报
* @param timestamp 已读时间戳(单位秒)，此时间戳以前的群未决请求都将置为已读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reportGroupPendency(long timestamp, @NonNull TIMCallBack cb)

处理群未决信息
通过

getGroupPendencyList

获取到一个群未决请求（

TIMGroupPendencyItem

）的列表，对于列表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可以通过

TIMGroupPendencyItem

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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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refuse

接口来对群未决进行审批。已处理成功过的未决信息不能再次处理。

原型：

/**
* 同意申请，目前只对申请/邀请加群消息生效
*
* @param msg 同意理由，选填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accept(String msg, TIMCallBack cb)

/**
* 拒绝申请，目前只对申请/邀请加群消息生效
*
* @param msg 同意理由，选填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refuse(String msg, TIMCallBack cb)

群资料存储
如果需要本地存储群资料，请手动开启 SDK 的群资料存储，同时可以设置存储的具体字段，参考
设置拉取字段
。另外，这里仅存储群资料，并未对群成员的资料进行存储，群成员信息可以直接从消息中获取。

启用群资料存储
ImSDK 在默认的情况下，不会存储用户的群资料数据，每次调用接口都是从服务端重新获取。

如果需要 SDK 进行群资料存储，可以在登录前，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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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UserConfigGroupExt

进行相应的配置，并通过

TIMManager

的

setUserConfig

将相关配置与当前通信管理器进行关联。同时可以设置存储的具体字段，参考 设置拉取字段。

另外，SDK
只会对群资料进行存储，不会对群成员资料进行存储。群成员资料可以在收到的群消息里直接获取，请参考
消息发送者及其相关资料。

TIMUserConfigGroupExt

接口定义如下：

/**
* 扩展类构造函数
* @param config 用户配置实例
*/
public TIMUserConfigGroupExt(@NonNull TIMUserConfig config)

/**
* 设置群组资料变更事件监听器
* @param listener 群组资料变更事件监听器
*/
public TIMUserConfigGroupExt setGroupAssistantListener(TIMGroupAssistantListener listener)

/**
* 获取群组资料变更事件监听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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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群组资料变更事件监听器
*/
public TIMGroupAssistantListener getGroupAssistantListener()

/**
* 是否开启群组资料本地储存
* @return true - 开启， false - 不开启
*/
public boolean isGroupStorageEnabled()

/**
* 设置是否开启群组资料本地储存
* @param groupStorageEnabled true - 开启， false - 不开启
*/
public TIMUserConfigGroupExt enableGroupStorage(boolean groupStorageEnabled)

示例：

具体例子请参考 用户配置。

群组资料获取同步接口
为了方便读取，ImSDK 增加了群组资料的同步接口（需要开启群资料存储）。
同步接口均由群组管理扩展包中的

TIMGroupAssistant

提供。

原型：

/**
* 同步获取指定的群的群信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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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groupIds 指定要获取的群ID，如果为null，则获取全部的群信息
* @return 群信息列表，如果出错返回null
*/
public List<TIMGroupCacheInfo> getGroups(List<String> groupIds)

返回类型

TIMGroupCacheInfo

接口定义如下：

/**
* 获取群详细信息
* @return 群详细信息
*/
public TIMGroupDetailInfo getGroupInfo()

/**
* 获取个人在群内的简单信息
* @return 个人在群内的简单信息
*/
public TIMGroupBasicSelfInfo getSelfInfo()

群通知回调
如果开启了存储，可以通过

TIMUserConfigGroupExt

来设置

TIMGroupAssistantListen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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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监听感知群事件，当有对应事件发生时，会进行回调。

TIMGroupAssistantListener

接口定义如下：

/**
* 有新用户加群时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Id 群 ID
* @param memberInfos 加群的用户的群内资料列表
*/
void onMemberJoin(String groupId, List<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Infos);

/**
* 有群成员退群时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Id 群 ID
* @param members 退群的成员的identifier列表
*/
void onMemberQuit(String groupId, List<String> members) ;

/**
* 群成员信息更新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Id 群 ID
* @param memberInfos 更新后的群成员群内资料列表
*/
void onMemberUpdate(String groupId, List<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Infos);

/**
* 加入群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CacheInfo 加入的群组的缓存群资料
*/
void onGroupAdd(TIMGroupCacheInfo groupCacheInfo);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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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群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Id 解散群的群 ID
*/
void onGroupDelete(String groupId);

/**
* 群缓存资料更新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CacheInfo 更新后的群缓存资料信息
*/
void onGroupUpdate(TIMGroupCacheInfo groupCacheInfo);

群事件消息
当有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或者有用户被移出群组时，群内会产生有提示消息，调用方可以根据需要展示给群
组用户，或者忽略。提示消息使用一个特殊的

Elem

标识，通过新消息回调返回消息（参见 新消息通知）。另外，除了从新消息通知
中获取群事件消息，还可以在登录前通过

TIMUserConfig

中的

setGroupEventListener

接口设置群事件监听器来统一监听相应的事件。另外，从群事件消息中可以拿到当前群成员数。

新消息通知下发，只能通过注册群事件监听器对相应群事件进行监听。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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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中，展示一条修改群名的事件消息。

TIMGroupTipsElem

成员方法：

//获取群资料变更信息列表，仅当 tipsType 值为 TIMGroupTipsType.ModifyGroupInfo 时有效
java.util.List<TIMGroupTipsElemGroupInfo> getGroupInfoList()

//获取群组名称
java.lang.String getGroupName()

//获取群成员变更信息列表，仅当 tipsType 值为 TIMGroupTipsType.ModifyMemberInfo 时有效
java.util.List<TIMGroupTipsElemMemberInfo> getMemberInfoList()

//获取操作者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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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lang.String getOpUser()

//获取群组事件通知类型
TIMGroupTipsType getTipsType()

//获取被操作的帐号列表
java.util.List<java.lang.String> getUserList()

TIMGroupTipsType

原型：

//取消管理员
CancelAdmin

//加入群组
Join

//被踢出群组
Kick

//修改群资料
ModifyGroupInfo

//修改成员信息
ModifyMemberInfo

//主动退出群组
Quit

//设置管理员
Set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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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加入群组通知
触发时机：
当有用户加入群组时（包括申请入群和被邀请入群），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开发者可选择展示样式。可
以更新群成员列表。收到的消息 type 为

TIMGroupTipsType.Join

。

TIMGroupTips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Type

TIMGroupTipsType.Join

getOp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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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资料与关系链（Android SDK）
IM通讯云提供了关系链和用户资料托管，APP开发者使用简单的接口就可实现关系链和用户资料存储功能，另
外，为了方便不通用户定制化资料，也提供用户资料和用户关系链的自定义字段（目前此功能为内测功能，可
提交工单修改，参考：新增用户维度的自定义字段。）。

本节所有的接口不论对独立帐号体系还是托管帐号体系都有有效。

1. 关系链资料介绍
用户关系链是指好友关系，通过接口可以实现加好友、解除好友、获取好友列表等操作。

用户资料保存用户的信息，比如昵称、头像等，另外，还有一种好友资料，只跟好友相关比如备注，分组等。

2. 设置自己的资料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modifyProfile

方法可以对自己的资料（如昵称、头像、添加好友选项等）进行修改。

原型：

/**
* 修改自己的资料信息
* @param param 资料修改参数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modifyProfile(@NonNull 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 @NonNull TIMCallBack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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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odifyUserProfileParam

的相关接口如下：

/**
* 设置昵称
* @param nickname 新昵称（最长64字节）
*/
public ModifyUserProfileParam setNickname(@NonNull String nickname)

/**
* 设置添加好友选项
* @param allowType 添加好友选项
*/
public ModifyUserProfileParam setAllowType(@NonNull TIMFriendAllowType allowType)

/**
* 设置头像图片URL
* @param faceUrl 头像图片URL
*/
public ModifyUserProfileParam setFaceUrl(@NonNull String faceUrl)

/**
* 设置地理位置
* @param location 地理位置
*/
public ModifyUserProfileParam setLocation(@NonNull String location)

/**
* 设置个人签名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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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elfSignature 个人签名
*/
public ModifyUserProfileParam setSelfSignature(@NonNull String selfSignature)

/**
* 设置生日信息
* @param birthday 生日信息，含义由应用自行定义，只有低32位有效
*/
public ModifyUserProfileParam setBirthday(long birthday)

/**
* 设置语言信息
* @param language 语言信息，含义由应用自行定义，只有低32位有效
*/
public ModifyUserProfileParam setLanguage(long language)

/**
* 设置性别类型
* @param gender 性别类型，参见{@see TIMFriendGenderType}
*/
public ModifyUserProfileParam setGender(@NonNull TIMFriendGenderType gender)

/**
* 设置自定义信息
* @param customInfo 自定义信息
*/
public ModifyUserProfileParam setCustomInfo(@NonNull Map<String, byte[]> customInfo)

具体使用情况请看下边几个小节的介绍。

2.1 设置自己的昵称
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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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modifyProfile

方法设置用户自己的昵称，昵称最大为64字节：

示例：

//初始化参数，修改昵称为“cat”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setNickname("cat");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Profile succ");
}
});

2.2 设置好友验证方式
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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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modifyProfile

方法设置好友验证方式，有以下几种验证方式：

任何人加好友
拒绝任何人加好友
需要验证

用户可根据需要设置其中一种，目前没有方法设置默认的好友验证方式，默认都是任何人可加好友。

好友验证方式通过ImSDK中的

TIMFriendAllowType

来定义，具体定义如下：

//允许任何人添加好友
TIM_FRIEND_ALLOW_ANY

//拒绝任何人添加好友
TIM_FRIEND_DENY_ANY

//非法的选项类型
TIM_FRIEND_INVALID

//添加好友需要验证
TIM_FRIEND_NEED_CONFIRM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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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自己的好友验证方式为需要验证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setAllowType(TIMFriendAllowType.TIM_FRIEND_NEED_CONFIRM);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Profile succ");
}
});

此示例中设置了自己的好友验证方式为需要验证，此时如果有用户申请加好友，会收到加好友的系统通知（详
见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2.3 设置自己的头像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modifyProfile

方法设置用户自己的头像，当前 ImSDK 不会保存用户图片资源，需要用户上传图片到其他存储平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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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DK 设置图片 URL。

示例：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setFaceUrl( "http://faceurl");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Profile succ");
}
});

2.4 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
通过Server配置（可提交工单修改，可参考：新增用户维度的自定义字段
）可以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通过自定义字段可以做到很多非内置功能，如用户等级等。

示例：

Map<String, byte[]> customInfos = new HashMap<String, byte[]>();
try {
customInfos.put("Tag_Profile_Custom_Test", "test".getBytes("utf-8"));
}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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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intStackTrace();
}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setCustomInfo(customInfos);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Profile succ");
}
});

2.5 设置自己的个性签名
云通信支持个性签名，用户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示例：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setSelfSignature("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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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Profile succ");
}
});

2.6 设置自己的性别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性别，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示例：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setGender(TIMFriendGenderType.Female);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Profile su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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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设置自己的生日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生日，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注意:
生日信息是一个长整形，结果只保留低32位，具体含义由应用自行定义和解析。

示例：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生日设置为2017/5/2
param.setBirthday(1493654400);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Profile suc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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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设置自己的语言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语言，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注意
语言信息是一个长整形，结果只保留低32位，具体含义由应用自行定义和解析。

示例：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这里假设1表示中文
param.setLanguage(1);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Profile suc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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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设置自己的位置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位置，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示例：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ModifyUserProfileParam();
param.setLocation("location");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Profile succ");
}
});

3. 获取资料
3.1 获取自己的资料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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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elfProfile

方法获取用户自己的资料，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原型：

/**
* 获取自己的基本资料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包含相应自己的{@see TIMUserProfile}
*/
public void getSelfProfile(final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TIMUserProfile> cb)

其中

TIMUserProfile

提供的接口如下：

/**
* 获取用户的identifier
* @return 用户的identifier
*/
public String getIdentifier()

/**
* 获取用户的昵称
* @return 用户的昵称
*/
public String getNickName()

/**
* 获取用户头像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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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用户头像URL
*/
public String getFaceUrl()

/**
* 获取用户个人签名
* @return 用户个人签名
*/
public String getSelfSignature()

/**
* 获取用户加好友的选项
* @return 用户好友选项
*/
public TIMFriendAllowType getAllowType()

/**
* 获取用户备注
* @return 用户备注
*/
public String getRemark()

/**
* 获取被加入的好友分组列表
* @return 分组列表
*/
public List<String> getFriendGroups()

/**
* 获取用户自定义信息
* @return 自定义信息Map
*/
public Map<String, byte[]> getCustom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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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用户性别类型
* @return 用户性别类型
*/
public TIMFriendGenderType getGender()

/**
* 获取用户生日信息
* @return 生日信息
*/
public long getBirthday()

/**
* 获取语言
* @return 语言
*/
public long getLanguage()

/**
* 获取位置信息
* @return 位置信息
*/
public String getLocation()

示例：

//获取自己的资料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getSelfProfile(new TIMValueCallBack<TIMUserProfile>(){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Self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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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UserProfile result){
Log.e(tag, "getSelfProfile succ");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ult.getIdentifier() + " nickName: " + result.getNickName()
+ " remark: " + result.getRemark() + " allow: " + result.getAllowType());
}
});

3.2 获取任何人的资料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getUsersProfile

方法获取任何人的资料，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此接口从网络获取数据。

原型：

/**
* 获取用户基本资料（不包括：备注，好友分组）
* @param users 要获取资料的用户identifier列表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包含相应用户的{@see TIMUserProfile}列表
*/
public void getUsersProfile(@NonNull List<String> users,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UserProfile>>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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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待获取用户资料的用户列表
List<String> users = new ArrayList<String>();
users.add("sample_user_1");
users.add("sample_user_2");

//获取用户资料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getUsersProfile(users,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UserProfile>>(){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Users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UserProfile> result){
Log.e(tag, "getUsersProfile succ");
for(TIMUserProfile res : result){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getIdentifier() + " nickName: " + res.getNickName()
+ " remark: " + res.getRemark());
}
}
});

3.3 获取好友的资料
好友关系链的功能是由资料关系链扩展包提供的，可通过 扩展包中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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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etFriendsProfile

方法获取好友的资料，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此接口从网络获取数据。

原型：

/**
* 获取好友的资料（仅好友）
* @param users 要获取资料的好友identifier列表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包含相应用户的{@see TIMUserProfile}列表
*/
public void getFriendsProfile(@NonNull List<String> users,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UserProfile>> cb)

示例：

//待获取用户资料的好友列表
List<String> users = new ArrayList<String>();
users.add("sample_friend_1");
users.add("sample_friend_2");

//获取好友资料
TIMFriendshipManagerExt.getInstance().getFriendsProfile(users,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UserProfile>>(){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Friends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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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UserProfile> result){
Log.e(tag, "getFriendsProfile succ");
for(TIMUserProfile res : result){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getIdentifier() + " nickName: " + res.getNickName()
+ " remark: " + res.getRemark());
}
}
});

3.4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目前ImSDK在获取用户资料的时候，
默认会获取所有基本字段，且不会拉取自定义字段
。如果需要只拉取其中某些字段，或者需要拉取自定义字段，需要在登录ImSDK之前，通过

TIMFriendshipSettings

进行相应的设置，并通过

TIMManager

的

setUserConfig

将其也当前通信管理器进行关联(参考用户配置)。

其中

TIMFriendship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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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相关接口如下：

/**
* 设置关系链默认拉取资料标识
* @param flags 拉取资料标识, 参见{@see TIMFriendshipManager#TIM_PROFILE_FLAG_NICK}等
*/
public void setFlags(long flags)

/**
* 设置自定义资料标签
* @param tags 自定义资料标签
*/
public void setCustomTags(List<String> tags)

/**
* 添加单个自定义资料标签
* @param tag 自定义资料标签
*/
public void addCustomTag(String tag)

示例：

//设置资料关系链拉取字段，这里只关心好友验证类型、头像URL、昵称和自定义字段"Tag_Profile_Custom_
Test"
TIMFriendshipSettings settings = new TIMFriendshipSettings();
long flags = 0;
flags |= TIMFriendshipManager.TIM_PROFILE_FLAG_ALLOW_TYPE
| TIMFriendshipManager.TIM_PROFILE_FLAG_FACE_URL
| TIMFriendshipManager.TIM_PROFILE_FLAG_NICK;
settings.setFlags(flags);
settings.addCustomTag("Tag_Profile_Custom_Test");

TIMUserConfig config = new TIMUser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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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setFriendshipSettings(settings);

//将用户配置与当前通信管理器关联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UserConfig(config);

4. 关系链相关资料
好友关系链的功能是由资料关系链扩展包提供的，所以所有关系链相关的操作全部由扩展包中的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实例提供。
可以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中的

modifySnsProfile

方法修改好友关系链相关资料。比如好友备注、好友自定义资料。

原型：

/**
* 修改好友关系链资料
* @param param 修改参数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modifySnsProfile(@NonNull ModifySnsProfileParam param, @NonNull TIMCallBack cb)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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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SnsProfileParam

提供的接口如下：

/**
* 构造参数实例
* @param identifier 需要修改资料的好友用户ID
*/
public ModifySnsProfileParam(@NonNull String identifier)

/**
* 设置好友备注
* @param remark 备注内容
*/
public ModifySnsProfileParam setRemark(String remark)

/**
* 设置关系链资料自定义字段
* @param customInfo 自定义字段键值对
*/
public ModifySnsProfileParam setCustomInfo(Map<String, byte[]> customInfo)

4.1 好友备注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

modifySnsProfile

方法设置好友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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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好友备注必须先加为好友才可设置备注。

示例：

//将好友“test_user“的备注设置为”remark“
TIMFriendshipManagerExt.ModifySns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Ext.ModifySnsProfileParam("test_user");
param.setRemark("remark");

TIMFriendshi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Sns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Sns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SnsProfile succ");
}
});

4.2 设置好友自定义资料
通过Server配置（内测功能）可以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通过自定义字段可以做到很多非内置功能。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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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好友“test_user”的好友自定义资料字段”Tag_SNS_Custom_Test“设置为"test"
TIMFriendshipManagerExt.ModifySnsProfile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Ext.ModifySnsProfileParam("test_user");

Map<String, byte[]> customInfos = new HashMap<String, byte[]>();
try {
customInfos.put("Tag_SNS_Custom_Test", "test".getBytes("utf-8"));
}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param.setCustomInfo(customInfos);

TIMFriendshipManagerExt.getInstance().modifySnsProfile(param,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Sns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SnsProfile succ");
}
});

5. 好友关系
好友关系链是由资料关系链扩展包提供的功能，所以所有关系链相关操作均由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提供。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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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添加好友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

addFriend

方法可以批量添加好友，目前所能支持的最大好友列表为1000个：

原型：

/**
* 添加好友
* @param users 要添加的用户列表 TIMAddFriendRequest列表
* @param cb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see TIMFriendResult}列表
*/
public void addFriend(@NonNull List<TIMAddFriendRequest> users,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其中

TIMAddFriendRequest

提供的接口方法如下：

/**
* 构造添加好友请求
* @param id 要添加的好友的ID
*/
public TIMAddFriendRequest(@NonNull String 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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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好友分组名称
* @return 好友分组名称
*/
public String getFriendGroup()

/**
* 设置好友分组名称
* @param groupName 好友分组名称
*/
public TIMAddFriendRequest setFriendGroup(@NonNull String groupName)

/**
* 获取添加好友的identifier
* @return identifier
*/
public String getIdentifier()

/**
* 设置添加好友的identifier
* @param identifier 要添加的好友的identifier
*/
public TIMAddFriendRequest setIdentifier(@NonNull String identifier)

/**
* 获取添加好友的备注
* @return 好友备注
*/
public String getRemark()

/**
* 设置要添加好友的备注
* @param remark 要添加的好友的备注（最长96字节）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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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TIMAddFriendRequest setRemark(@NonNull String remark)

/**
* 获取要添加好友的添加来源
* @return 添加来源
*/
public String getAddSource()

/**
* 设置添加好友的添加来源
* @param addSource 要添加好友的添加来源
*/
public TIMAddFriendRequest setAddrSource(@NonNull String addSource)

/**
* 获取添加好友的申请理由
* @return 申请理由（120字节）
*/
public String getAddWording()

/**
* 设置添加好友的申请理由
* @param addWording 添加好友时的申请理由
*/
public TIMAddFriendRequest setAddWording(@NonNull String addWording)

TIMFriendResult

的接口方法如下：

/**
* 获取用户identifi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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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用户identifier
*/
public String getIdentifer()

/**
* 获取操作结果status
* @return 操作结果的status
*/
public TIMFriendStatus getStatus()

TIMFriendStatus

定义如下：

//对方已经是好友
TIM_FRIEND_STATUS_EXISTED_FRIEND

//未知错误
TIM_FRIEND_STATUS_FAILED

//等待好友审核通过
TIM_FRIEND_STATUS_PENDING

//操作成功
TIM_FRIEND_STATUS_SUCC

//找不到相应用户信息
TIM_FRIEND_STATUS_USER_NOT_FOUND

开发者可根据对应情况提示用户。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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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请求列表
List<TIMAddFriendRequest> reqList = new ArrayList<TIMAddFriendRequest>();

//添加好友请求
TIMAddFriendRequest req = new TIMAddFriendRequest("sample_user_1");
req.setAddrSource("DemoApp");
req.setAddWording("add me");
req.setRemark("Cat");

reqList.add(req);

//申请添加好友
TIMFriendshipManagerExt.getInstance().addFriend(reqList,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addFriend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FriendResult> result){
Log.e(tag, "addFriend succ");
for(TIMFriendResult res : result){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getIdentifer() + " status: " + res.getStatus());
}
}
});

5.2 删除好友
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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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

delFriend

方法可以批量删除好友：

原型：

/**
* 删除好友
* @param param 删除好友参数 {@see DeleteFriendParam}
* @param cb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see TIMFriendResult}列表
*/
public void delFriend(@NonNull DeleteFriendParam param,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其中

DeleteFriendParam

提供的接口如下：

/**
* 设置删除好友类型
* @param type 删除好友类型（单向、双向）
*/
public DeleteFriendParam setType(@NonNull TIMDelFriendType type)

/**
* 设置要删除的好友ID列表
* @param users 好友ID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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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DeleteFriendParam setUsers(@NonNull List<String> users)

示例：

//双向删除好友 test_user
TIMFriendshipManagerExt.DeleteFriendParam param = new
TIMFriendshipManagerExt.DeleteFriendParam();
param.setType(TIMDelFriendType.TIM_FRIEND_DEL_BOTH)
.setUsers(Collections.singletonList("test_user"));

TIMFriendshipManagerExt.getInstance().delFriend(param,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delFriend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FriendResult> timFriendResults) {
Log.d(tag, "delFriend succ");
for(TIMFriendResult result : timFriendResults){
Log.d(tag, "result id: " + result.getIdentifer() + "|status: " + result.getStatus());
}

}
});

5.3 获取所有好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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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

getFriendList

方法可以获取所有好友，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原型：

/**
* 获取所有好友
* @param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所有好友的{@see
TIMUserProfile}列表,只包含identifier，nickname，remark 三个字段
*/
public void getFriendList(@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UserProfile>> cb)

示例：

//获取好友列表
TIMFriendshipManagerExt.getInstance().getFriendList(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UserProfile>>(){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FriendList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UserProfile> result){
for(TIMUserProfile res : result){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getIdentifier() + " nickName: " + res.getNickName()
+ " remark: " + res.getRemark());
}
}
});

5.4 同意/拒绝 好友申请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

addFriendResponse

方法可以对未决好友添加申请进行回应。

原型：

/**
* 对未决的好友申请进行回应
* @param response 回应内容
* @param cb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see TIMFriendResult}列表
*/
public void addFriendResponse(@NonNull TIMFriendAddResponse response,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TIMFriendResult> cb)

其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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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riendAddResponse

提供的成员方法如下：

/**
* 构造好友申请回应实例
* @param identifier 好友用户ID
*/
public TIMFriendAddResponse(@NonNull String identifier)

/**
* 设置好友备注
* @param remark 备注内容
*/
public void setRemark(String remark)

/**
* 设置回应方式（同意还是拒绝）
* @param type 回应方式
*/
public void setType(TIMFriendResponseType type)

TIMFriendResponseType

的定义如下：

//同意对方的好友申请
Agree

//同意对方的好友申请，并添加对方为好友
AgreeAndAdd

//拒绝对方的好友申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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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ect

5.5 添加用户到黑名单
可以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中的

addBlackList

方法把任意用户拉黑，如果此前是好友关系，拉黑后自动解除好友，拉黑后将无法收到对方发送的消息。

原型：

/**
* 添加用户到黑名单
* @param identifiers 要添加到黑名单的用户列表
* @param cb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see TIMFriendResult}列表
*/
public void addBlackList(@NonNull List<String> identifiers,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5.6 把用户从黑名单删除
相应的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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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BlackList

方法可以把用户从黑名单中移除。

注意：
把用户从黑名单中移出后，不会主动恢复好友关系，需要应用重新添加好友关系。

原型：

/**
* 将用户从黑名单中删除
* @param identifiers 要从黑名单中删除的用户列表
* @param cb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see TIMFriendResult}列表
*/
public void delBlackList(@NonNull List<String> identifiers,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5.7 获取黑名单列表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中的

getBlackList

方法获取当前黑名单列表。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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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黑名单列表
* @param cb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黑名单用户identifier列表
*/
public void getBlackList(@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String>> cb)

6. 好友分组
好友分组是由资料关系链扩展包提供的功能，所以所有好友分组相关操作均由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提供。

6.1 创建好友分组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接口

createFriendGroup

可以创建好友分组。创建分组时，可以同时指定添加的用户，同一用户可以添加到多个分组。

原型：

/**
* 新建好友分组
* @param groupNames 分组名称列表，必须是当前不存在的分组
* @param users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列表
* @param cb 回调，在onSuccess回调的参数中返回请求结果{@see TIMFriendResult}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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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createFriendGroup(@NonNull List<String> groupNames, @NonNull List<String> users,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6.2 删除好友分组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接口

deleteFriendGroup

可以删除好友分组。

原型：

/**
* 删除好友分组
* @param groupNames 要删除的好友分组名称列表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deleteFriendGroup(@NonNull List<String> groupNames, @NonNull TIMCallBack cb)

删除好友分组

6.3 添加好友到某分组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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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口

addFriendsToFriendGroup

可以将好友添加到好友分组。

原型：

/**
* 添加好友到一个好友分组
* @param groupName 好友分组名称
* @param users 要加到好友分组的好友列表
* @param cb 回调，在onSuccess回调的参数中返回请求结果{@see TIMFriendResult}列表
*/
public void addFriendsToFriendGroup(@NonNull String groupName, @NonNull List<String> users,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6.4 从某分组删除好友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接口

delFriendsFromFriendGroup

可以将好友从好友分组中删除。

原型：

/**
* 从好友分组中删除好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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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groupName 好友分组名称
* @param users 要从好友分组中删除的好友列表
* @param cb 回调，在onSuccess回调的参数中返回请求结果{@see TIMFriendResult}列表
*/
public void delFriendsFromFriendGroup(@NonNull String groupName, @NonNull List<String> users,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6.5 重命名好友分组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接口

renameFriendGroupName

可以重命名好友分组。

原型：

/**
* 修改好友分组的名称
* @param oldName 原来的分组名称
* @param newName 要修改成的分组名称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renameFriendGroupName(@NonNull String oldName, @NonNull String newName,
@NonNull final TIMCallBack cb)

6.6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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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接口

getFriendGroups

可以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

原型：

/**
*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 @param groupNames 要获取信息的好友分组名称列表, 为null则获取所有的好友分组信息
* @param cb 回调，在onSuccess回调的参数中返回好友分组列表，详见{@see TIMFriendGroup}
*/
public void getFriendGroups(@Nullable List<String> groupNames,
@NonNull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Group>> cb)

6.7 获取所有好友分组
通过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可以获取所有分组信息，另外，通过 获取所有好友，也可以获取分组信息。

7. 关系链资料存储
7.1 开启存储
默认情况下，ImSDK不会对关系链资料数据进行存储，如果需要开启关系链资料存储，请在登录前，通过

TIMUserConfigSnsExt

进行相应的配置，并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28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TIMManager

的

setUserConfig

将相关配置与当前通信管理器进行关联。

其中

TIMUserConfigSnsExt

接口定义如下：

/**
* 扩展类构造函数
* @param config 用户配置实例
*/
public TIMUserConfigSnsExt(@NonNull TIMUserConfig config)

/**
* 设置关系链变更事件监听器
* @param proxyListener 关系链变更事件监听器
*/
public TIMUserConfigSnsExt setFriendshipProxyListener(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proxyListener)

/**
* 获取关系链变更事件监听器
* @return 关系链变更事件监听器
*/
public 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getFriendshipProxyListener()

/**
* 是否开启关系链本地储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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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true - 开启， false - 不开启
*/
public boolean isFriendshipStorageEnabled()

/**
* 设置是否开启关系链本地储存
* @param friendshipStorageEnabled true - 开启， false - 不开启
*/
public TIMUserConfigSnsExt enableFriendshipStorage(boolean friendshipStorageEnabled)

示例：

具体例子请参考用户配置。

7.2 内存中同步获取关系链资料数据
通过

TIMFriendshipProxy

提供的接口可以从内存中同步获取关系链资料数据。

原型：

/**
* 获取好友关系链代理实例
* @return 代理实例
*/
public static TIMFriendshipProxy getInstance()

/**
* 获取全部好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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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List<TIMUserProfile> getFriends()

/**
* 获取指定ID好友
* @param identifiers 用户identify
*/
public List<TIMUserProfile> getFriendsById(List<String> identifiers)

/**
* 获取指定好友分组，包括好友信息
* @param groups 指定分组的名称，为空表示获取所有分组
*/
public List<TIMFriendGroup> getFriendsByGroups(@Nullable List<String> groups)

7.3 好友、资料变更回调
如果没有开启关系链资料存储的情况下，必须通过系统消息来感知关系链资料变更，这种方式需要用户解析消
息内容，层次结构较深；如果开启了存储的功能，可以用更加明显易用的回调

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感知变更。通过

TIMUserConfigSnsExt

进行相应的配置，并通过

TIMManager

的

setUser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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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关配置与当前通信管理器进行关联。

其中

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主要的事件回调如下：

/**
* 添加好友通知
* @param users 好友列表，详见{@see TIMUserProfile}
*/
void OnAddFriends(List<TIMUserProfile> users);

/**
* 删除好友通知
* @param identifiers 用户id列表
*/
void OnDelFriends(List<String> identifiers);

/**
* 好友资料更新通知
* @param profiles 资料列表,详见{@see TIMUserProfile}
*/
void OnFriendProfileUpdate(List<TIMUserProfile> profiles);

/**
* 好友申请通知
* @param reqs 好友申请者id列表，详见{@see TIMSNSChangeInfo}
*/
void OnAddFriendReqs(List<TIMSNSChangeInfo> reqs);

通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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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变更回调，可以在发生不同事件的时候感知不同的事件，之后可通过同步接口获取信息并更新UI操作。

示例：

具体例子请参考用户配置。

8.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TIMMessage

中Elem类型为

TIMElemType.SNSTips

的消息为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由

TIMSNSSystemElem

表示。

其中

"TIMSNSSystemElem

成员接口如下：

/**
* 获取变更消息类型
* @return 关系链变更通知消息类型
*/
public TIMSNSSystemType getSubTyp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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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关系链变更消息详细信息列表
* @return 关系链变更消息详情信息列表
*/
public List<TIMSNSChangeInfo> getChangeInfoList()

/**
* 未决已读上报时间戳 type == TIMSNSSystemType.TIM_SNS_SYSTEM_PENDENCY_REPORT 时有效
* @return 未决已读上报时间戳
*/
public long getPendencyReportTimestamp()
void setPendencyReportTimestamp(long pendencyReportTimestamp) {
this.pendencyReportTimestamp = pendencyReportTimestamp;
}

/**
* 已决已读上报时间戳 type == TIMSNSSystemType.TIM_SNS_SYSTEM_DECIDE_REPORT 时有效
* @return 已决已读上报时间戳
*/
public long getDecideReportTimestamp()

/**
* 推荐已读上报时间戳 type == TIMSNSSystemType.TIM_SNS_SYSTEM_RECOMMEND_REPORT 时有效
* @return 推荐已读上报时间戳
*/
public long getRecommendReportTimestamp()

TIMSNSChangeInfo

成员方法如下：

/**
* 获取用户identifi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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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用户identifier
*/
public String getIdentifier()

/**
* 获取添加理由，添加需要验证时有效
* @return 添加理由
*/
public String getWording()

/**
* 获取添加来源，添加需要验证时有效
* @return 添加来源
*/
public String getSource()

/**
* 备注，type == TIM_SNS_SYSTEM_SNS_PROFILE_CHANGE 时有效
* @return
*/
public String getRemark()

/**
* 获取昵称
* @return 昵称
*/
public String getNickName()

TIMSNSSystemType

定义如下：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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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值
*/
INVALID(0x00),

/**
* 增加好友消息
*/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0x01),

/**
* 删除好友消息
*/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0x02),

/**
* 增加好友申请
*/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0x03),

/**
* 删除未决申请
*/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_REQ(0x04),

/**
* 黑名单添加
*/
TIM_SNS_SYSTEM_ADD_BLACKLIST(0x05),

/**
* 黑名单删除
*/
TIM_SNS_SYSTEM_DEL_BLACKLIST(0x06),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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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决已读上报
*/
TIM_SNS_SYSTEM_PENDENCY_REPORT(0x07),

/**
* 关系链资料变更
*/
TIM_SNS_SYSTEM_SNS_PROFILE_CHANGE(0x08),

/**
* 推荐数据增加
*/
TIM_SNS_SYSTEM_ADD_RECOMMEND(0x09),

/**
* 推荐数据删除
*/
TIM_SNS_SYSTEM_DEL_RECOMMEND(0x0a),

/**
* 已决增加
*/
TIM_SNS_SYSTEM_ADD_DECIDE(0x0b),

/**
* 已决删除
*/
TIM_SNS_SYSTEM_DEL_DECIDE(0x0c),

/**
* 推荐已读上报
*/
TIM_SNS_SYSTEM_RECOMMEND_REPORT(0x0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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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决已读上报
*/
TIM_SNS_SYSTEM_DECIDE_REPORT(0x0e);

8.1 添加好友系统通知
当两个用户成为好友时，两个用户均可收到添加好友系统消息：

触发时机：

当自己的关系链变更，增加好友时，收到消息（如果已经是单向好友，关系链没有变更的一方不会收到）

成员方法：

getSubTyp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getChangeInfoList ：成为好友的用户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getIdentifier ： 用户identifier

8.2 删除好友系统通知
当两个用户解除好友关系时，会收到删除好友系统消息：

触发时机：

当自己的关系链变更，删除好友时，收到消息（如果删除的是单向好友，关系链没有变更的一方不会收到）

成员方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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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ubType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getChangeInfoList ：删除好友的用户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getIdentifier ： 用户identifier

8.3 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当申请好友时对方需要验证，自己和对方会收到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触发时机：

当申请好友时对方需要验证，自己和对方会收到好友申请系统通知，对方可选择同意或者拒绝，自己不能操作
，只做信息同步之用。

成员方法：

getSubTyp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getChangeInfoList ：申请的好友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getIdentifier ： 用户identifier
getWording ： 申请理由
getSource ： 申请来源，申请时填写，由系统页面分配的固定字串

8.4 删除未决请求通知
触发时机：

当申请对方为好友，申请审核通过后，自己会收到删除未决请求消息，表示之前的申请已经通过。

成员方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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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ubType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_REQ
getChangeInfoList ：删除未决请求的好友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getIdentifier ： 用户identifier

9. 好友资料变更系统通知
TIMMessage

中Elem类型为

TIMElemType.ProfileTips

的消息为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由

TIMProfileSystemElem

来表示。

其中

TIMProfileSystemElem

成员方法如下：

/**
* 获取资料变更类型
* @return 资料变更消息类型
*/
public TIMProfileSystemType getSubTyp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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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资料变更的用户名
* @return 资料变更的用户名
*/
public String getFromUser()

/**
* 获取资料变更的昵称，如果昵称没有变更，则昵称为null
* @return 资料变更的新昵称
*/
public String getNickName()

TIMProfileSystemType

定义如下：

/**
* 无效值
*/
INVALID,

/**
* 好友资料变更
*/
TIM_PROFILE_SYSTEM_FRIEND_PROFILE_CHANGE,

10. 未决请求
未决请求即为等待处理的请求，比如设置了添加好友选项为需要验证，则对方申请添加好友时会有未决请求，
如果同意或者拒绝这个申请，未决请求会变为已决。

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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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riendshipManagerExt

的

getFutureFriends

方法可以从Server获取未决请求列表。

原型：*

/**
* 未决请求和好友推荐拉取
* @param flags 获取的资料标识,参见{@see TIMFriendshipManager#TIM_PROFILE_FLAG_NICK}等
* @param futureFlags 指定要获取的类型，未决in，未决out，推荐，已决四种，参见{@see
TIMFriendshipManagerExt#TIM_FUTURE_FRIEND_PENDENCY_IN_TYPE}等
* @param custom 自定义字段，可填null
* @param meta 请求信息，参见{@see TIMFriendFutureMeta}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getFutureFriends(long flags, long futureFlags, @Nullable List<String> custom,
@NonNull TIMFriendFutureMeta meta, TIMValueCallBack<TIMGetFriendFutureListSucc>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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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接入服务（Android SDK）

1 初始化
调用示例：

QALHttpRequest.init();

2 设置cache大小
设置Http的缓存大小，缓存get请求的结果。空闲空间不足时将通过LRU淘汰数据。参数size为缓存大小，单位
为字节，填0表示关闭Cache.
调用示例：

QALHttpRequest.setCacheMaxSize(10*1024*1024);

3 发送请求
GET调用示例：

QALHttpRequest request = new QALHttpRequest("http://www.qq.com");
request.setRequestMethod(http.GET);
request.setContentType("text/html");
Log.i(TAG,"request:" + url );
request.request(new QALHttpValue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ailed(int arg0, String arg1) {
Log.e(TAG,"http request error:" + arg0 +":" + arg1);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inished(QALHttpResponse arg0)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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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AG,"http rsp status:" + arg0.getStatus() +"|len:" + arg0.getBody().length +"|costTime:" +
use_time );
}

});

POST调用示例：

String url = "http://stat.m.jd.com/stat/access";
QALHttpRequest request = new QALHttpRequest(url);
request.setRequestMethod(http.POST);
request.setContentType("text/html");
Map<String,String> formData = new HashMap<String,String>();
formData.put("key1", "value1");
formData.put("key2", "value2");
request.setFormData("charset=utf-8", formData);

final long startTime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request.request(new QALHttpValue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ailed(int arg0, String arg1) {
Log.e(TAG,"http request error:" + arg0 +":" + arg1);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inished(QALHttpResponse arg0) {
long use_time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startTime;
Log.d(TAG,"http rsp status:" + arg0.getStatus() +"|len:" + arg0.getBody().length +"|costTime:" +
use_ti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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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错误码
错误码

含义

是否需要app处理

1001

请求回包失败

否

1002

请求没有响应，超时

否

-21022

回包包体Protobuf解包失败

否

-21021

回包字符串解码失败

否

-21020

回包解析Json格式失败

否

-21017

回包分片不完整

否

-21016

回包包体解压缩失败

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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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推送（Android SDK）

1 概述
这里的离线指的是应用在没有退出登录的情况下，被系统或者用户杀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想收到ImSDK
的消息提醒，可以集成云通信离线推送。

ImSDK同时提供了适配小米、华为离线推送的方案。

注意

1. 对于已经退出登录（主动登出或者被踢下线）的用户，不会收到任何消息通知。
2. 目前，离线推送只提供 普通聊天消息 进行消息提醒，暂不提供对 系统消息 的消息提醒 。

2 设置离线推送配置
2.1 设置全局离线推送配置
ImSDK提供了设置全局离线推送配置的功能，可以设置是否开启离线推送、收到离线推送时的提示声音等。

这个设置方法是由

TIMManager

提供的

setOfflinePushSettings

。

注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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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须在登录成功后调用才生效。
2. 目前仅支持应用内置的声音文件。

原型 ：

/**
* 初始化离线推送配置，需登录后设置才生效
* @param settings 离线推送配置信息
*/
public void setOfflinePushSettings(TIMOfflinePushSettings settings)

/**
* 从服务器获取离线推送配置，需登录后才能获取
* @param cb 回调，在onSuccess的参数中返回离线推送配置
*/
public void getOfflinePushSettings(final TIMValueCallBack<TIMOfflinePushSettings> cb)

TIMOfflinePushSettings

说明：

/**
* 获取是否开启
* @return true - 开启， false - 不开启
*/
public boolean isEnabled()

/**
* 设置是否开启离线推送
* @param enabled 是否开启离线推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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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setEnabled(boolean enabled)

/**
* 获取收到c2c消息的离线推送时的提醒声音
* @return 声音文件的URI，没有设置时返回null
*/
public Uri getC2cMsgRemindSound()

/**
* 设置收到c2c消息的离线推送时的提醒声音
* @param c2cMsgRemindSound 声音文件的URI，恢复系统默认声音填null
*/
public void setC2cMsgRemindSound(Uri c2cMsgRemindSound)

/**
* 获取收到群消息的离线推送时的提醒声音
* @return 声音文件的URI，没有设置时返回null
*/
public Uri getGroupMsgRemindSound()

/**
* 设置收到群消息的离线推送时的提醒声音
* @param groupMsgRemindSound 声音文件的URI， 恢复系统默认声音填null
*/
public void setGroupMsgRemindSound(Uri groupMsgRemindSound)

示例：

TIMOfflinePushSettings settings = new TIMOfflinePushSettings();
//开启离线推送
settings.setEnabled(true);
//设置收到C2C离线消息时的提示声音，这里把声音文件放到了res/raw文件夹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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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setC2cMsgRemindSound(Uri.parse("android.resource://" + getPackageName() + "/" +
R.raw.dudulu));
//设置收到群离线消息时的提示声音，这里把声音文件放到了res/raw文件夹下
settings.setGroupMsgRemindSound(Uri.parse("android.resource://" + getPackageName() + "/" +
R.raw.dudulu));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OfflinePushSettings(settings);

2.2 设置单条消息的离线推送配置
ImSDK提供针对单独每一条消息进行离线推送配置的功能。开发者可以针对某条消息设置是否开启离线推送、
收到离线推送后提醒声音、离线推送消息描述及扩展字段等。

注意：

1. 针对单条消息设置的离线推送配置优先级是最高的，也就是在同时设置了全局离线推送配置及
单条消息离线推送配置的情况下，将以单条消息离线推送配置为准。
2. 目前Android设备的声音仅支持应用内置的声音文件。

原型：

/**
* 设置当前消息在对方收到离线推送的时候的配置（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settings 离线推送配置
*/
public void setOfflinePushSettings(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 settings)

/**
* 获取当前消息的离线推送配置
* @return 离线推送配置，如果发送方没有设置的情况下，返回nul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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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 getOfflinePushSettings()

其中,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

：

/**
* 设置当前消息在对方收到离线推送时候展示内容（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descr 正文内容
*/
public void setDescr(String descr)

/**
* 获取当前消息的离线推送展示正文内容
* @return 正文内容
*/
public String getDescr()

/**
* 设置当前消息的扩展字段（可选，发送消息的时候设置）
* @param ext 扩展字段内容
*/
public void setExt(byte[] ext)

/**
* 获取当前消息的扩展字段
* @return 扩展字段内容，没有设置返回null
*/
public byte[] get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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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当前消息是否允许离线推送，默认允许推送（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enabled true - 允许离线推送， false - 不允许离线推送
*/
public void setEnabled(boolean enabled)

/**
* 获取当前消息是否允许推送
* @return 是否允许推送标识， true - 允许推送， false - 不允许推送
*/
public boolean isEnabled()

/**
* 获取当前消息在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 @return 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
public AndroidSettings getAndroidSettings()

/**
* 设置当前消息在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androidSettings 当前消息在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
public void setAndroidSettings(AndroidSettings androidSettings)

/**
* 获取当前消息在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 @return 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
public IOSSettings getIosSettings()

/**
* 设置当前消息在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iosSettings 当前消息在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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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setIosSettings(IOSSettings iosSettings)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AndroidSettings

：

/**
* 获取通知标题
* @return 通知标题
*/
public String getTitle()

/**
* 设置通知标题（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title 通知标题
*/
public void setTitle(String title)

/**
* 获取当前消息在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提示声音URI
* @return 声音URI，没有设置则返回null
*/
public Uri getSound()

/**
* 设置当前消息在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提示声音（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sound 声音URI，仅支持应用内部的声音资源文件
*/
public void setSound(Uri sound)

/**
* 获取当前消息的通知模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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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通知模式
*/
public NotifyMode getNotifyMode()

/**
* 设置当前消息在对方收到离线推送时候的通知模式（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mode 通知模式，默认为普通通知栏消息模式
*/
public void setNotifyMode(NotifyMode mode)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NotifyMode

:

NotifyMode

只是针对第三方离线推送进行设置的，比如小米、华为的离线推送。

/**
* 普通通知栏消息模式，离线消息下发后，点击通知栏消息直接启动应用，不会给应用进行回调
*/
NotifyMode.Normal

/**
* 自定义消息模式，离线消息下发后，点击通知栏消息会给应用进行回调
*/
NotifyMode.Custom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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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当前消息在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提示声音
* @return 声音文件路径，没有设置则返回null
*/
public String getSound()

/**
* 设置当前消息在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提示声音（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sound 声音文件路径，当设置为{@see
IOSSettings#NO_SOUND_NO_VIBRATION}时表示无提示音无振动
*/
public void setSound(String sound)

/**
* 获取当前消息是否开启Badge计数
* @return true - 当前消息开启Badge计数
*/
public boolean isBadgeEnabled()

/**
* 设置当前消息是否开启Badge计数，默认开启（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badgeEnabled 否开启Badge计数
*/
public void setBadgeEnabled(boolean badgeEnabled)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文本内容
TIMTextElem elem = new TIMTextElem();
elem.setText("a new msg from " + sel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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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设置当前消息的离线推送配置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 settings = new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
settings.setEnabled(true);
settings.setDescr("I'm description");
//设置离线推送扩展信息
JSONObject object = new JSONObject();
try {
object.put("level", 15);
object.put("task", "TASK15");
settings.setExt(object.toString().getBytes("utf-8"));
} catch (JSON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设置在Android设备上收到消息时的离线配置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AndroidSettings androidSettings = new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AndroidSettings();
//ImSDK 2.5.3之前的构造方式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AndroidSettings androidSettings = settings.new AndroidSettings();
androidSettings.setTitle("I'm title");
//推送自定义通知栏消息，接收方收到消息后点击通知栏消息会给应用回调（针对小米、华为离线推送）
androidSettings.setNotifyMode(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NotifyMode.Custom);
//设置android设备收到消息时的提示音，声音文件需要放置到raw文件夹
androidSettings.setSound(Uri.parse("android.resource://" + getPackageName() + "/" +R.raw.hualala));
settings.setAndroidSettings(androidSettings);

//设置在IOS设备上收到消息时的离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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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 iosSettings = new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
//ImSDK 2.5.3之前的构造方式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 iosSettings = settings.new IOSSettings();

//开启Badge计数
iosSettings.setBadgeEnabled(true);
//设置ios收到消息时没有提示音且不振动（ImSDK 2.5.3新增特性）
//iosSettings.setSound(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NO_SOUND_NO_VIBRATION);
//设置IOS设备收到离线消息时的提示音
iosSettings.setSound("/path/to/sound/file");

msg.setOfflinePushSettings(settings);

//获取一个单聊会话
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
TIMConversationType.C2C, //会话类型：单聊
peer); //会话对方用户帐号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d(tag, "SendMsg ok! peer:" + pee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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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成云通信离线推送
因为离线推送依赖于守护进程(

:QALSERVICE

进程），所以为了保证离线推送的正常运作，需要
对应用的自启动权限
进行授权，而部分对Android系统进行了深度定制化的机型（华为、小米等）则需要将应用添加到应用白名单
，保证应用被杀掉后，守护进程可以自动重启。

3.1 配置AndroidManifest
由于ImSDK的离线推送依赖于服务，所以需要应用在AndroidManifest.xml的

<application></application>

中添加以下配置：

<!-- 【必须】消息收发service -->
<service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service.QalService"
android:exported="true"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
</service>
<service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service.QalAssistService"
android:exported="false"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
</service>

<!-- 【必须】 离线消息广播接收器 -->
<receiver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QALBroadcastReceiv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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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exported="false">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broadcast.qal" />
</intent-filter>
</receiver>
<receiver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core.NetConnInfoCenter"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BOOT_COMPLETED"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net.conn.CONNECTIVITY_CHANGE"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TIME_SET"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TIMEZONE_CHANGED" />
</intent-filter>
</receiver>

3.2 设置离线推送处理
3.2.1 实现自己的Application类

实现android.app.Application，假设命名为MyApplication，在AndroidManifes.xml中配置实现：

<!-- 应用在实现的时候请将com.tencent.imsdk.test.MyApplication替换为自己的Application -->
<application
android:allowBackup="true"
android:icon="@drawable/ic_launcher"
android:label="@string/app_name"
android:name="com.tencent.imsdk.test.My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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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省略其他各种配置 -->

</application>

3.2.2 注册离线推送监听器

在以上的准备做好后，必须注册相应的离线推送监听器才能收到消息通知。如果不需要离线消息通知，可以不
进行监听器注册。
注册离线推送监听器可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OfflinePushListener

接口进行设置。

注意：
设置离线推送监听器，需要保证在主进程进行设置。

原型：

/**
* 设置离线推送监听器
* @param listener 离线推送监听器，详见{@see TIMOfflinePushListener}
*/
public void setOfflinePushListener(final TIMOfflinePushListener li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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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public class MyApplication extends Application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 {
super.onCreate();

Log.d("MyApplication", "app oncreate");
// 只能在主进程进行离线推送监听器注册
if(MsfSdkUtils.isMainProcess(this)) {
Log.d("MyApplication", "main process");

// 设置离线推送监听器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OfflinePushListener(new TIMOfflinePush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handleNotification(TIMOfflinePush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
Log.d("MyApplication", "recv offline push");

// 这里的doNotify是ImSDK内置的通知栏提醒，应用也可以选择自己利用回调参数notification来构造自己
的通知栏提醒
notification.doNotify(getApplicationContext(), R.drawable.ic_launcher);
}
});
}
}
}

3.3 离线推送内容说明
离线推送的内容由类

TIMOfflinePushNo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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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定义，可以通过这个类对外提供的接口来获取相应的信息，并根据需要自由组合自己的通知栏提醒。

3.3.1 获取默认通知栏标题

可以通过

getTitle

接口来获取默认通知栏标题。

对于C2C消息，默认通知栏标题为发送方用户ID。

对于群消息，如果消息所在群设置了群名称，默认通知栏标题为群名称；如果该群没有设置群名称，默认通知
栏标题为该群群ID。

原型：

/**
* 获取默认通知栏标题
* @return 返回默认通知栏标题
*/
public String getTitle()

3.3.2 获取默认通知栏内容

可以通过

getContent

接口来获取默认通知栏内容。

对于C2C消息， 默认通知栏内容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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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内容

对于群消息，默认通知栏内容为：

发送者： 消息内容

其中

发送者

为消息发送方的群名片，如果发送方没有设置群名片，则为发送方的个人昵称，如果个人昵称也没有设置，则
为发送方的用户ID。优先级为群名片 > 个人昵称 > 用户ID。

其中

消息内容

为消息体中的各个Elem进行相应转换后的字符串组合，不同类型的Elem，其转换规则如下：

文本Elem：直接显示内容
语音Elem：显示 [语音]
文件Elem：显示 [文件]
图片Elem：显示 [图片]
自定义Elem：显示 [desc字段内容]

原型：

/**
* 获取默认通知栏内容
* @return 返回默认通知栏内容
*/
public String getConten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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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获取会话ID

通过

getConversationId

可以获取到离线消息的会话ID。

对于C2C消息，会话ID为消息发送方用户ID；对于群消息，会话ID为群ID。

原型：

/**
* 获取会话ID
* @return 会话ID
*/
public String getConversationId()

3.3.4 获取会话类型

通过

getConversationType

可以获取到离线消息的会话类型。

对于C2C消息，会话类型为

TIMConversationType.C2C

；对于群消息，会话类型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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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ConversationType.Group

。

原型：

/**
* 获取会话类型
* @return 会话类型
*/
public TIMConversationType getConversationType()

3.3.5 获取发送方用户ID

通过

getSenderIdentifier

可以获取到消息发送方的用户ID。

原型：

/**
* 获取发送方ID
* @return 发送方ID，失败是返回null
*/
public String getSenderIdentifier()

3.3.6 获取发送者昵称

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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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enderNickName

可以获取到消息发送方的昵称。

对于C2C消息，返回null。

对于群消息，优先返回发送方的群名片，如果发送方没有设置群名片，则返回个人昵称。如果群名片和个人昵
称都没有设置，则返回null。

原型：

/**
* 获取发送方昵称/群名片（群消息时，优先返回群名片，当没有群名片时，返回昵称
* @return 发送方昵称/群名片
* 1.群消息时，如果群名片存在，返回群名片，如果没有群名片，返回个人昵称
* 2.C2C消息时，如果个人昵称存在，返回个人昵称
* 3.群名片或者个人昵称都没有设置时，返回null
*/
public String getSenderNickName()

3.3.7 获取群名称

在收到群消息的时候，可以通过

getGroupName

获取到群名称。

原型：

/**
* 获取群名称，只有在收到群消息时有效
* @return 群名称，失败时返回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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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tring getGroupName()

3.3.8 获取扩展字段

收到自定义消息的时候，可以通过

getExt

获取到消息扩展字段。

原型：

/**
* 获取后台推送对应的ext字段
* @return 后台推送对应的ext字段
*/
public byte[] getExt()

3.3.9 应用默认通知栏提醒

可以通过

doNotify

来应用ImSDK提供的默认通知栏提醒样式。

原型：

/**
* 应用默认通知栏提醒
* @param context 应用上下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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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iconID 要显示在提醒中的图标的资源ID
*/
public void doNotify(Context context, int iconID)

4 集成小米离线推送
由于小米ROM深度定制了安卓系统，加强了权限的控制，第三方APP默认不会在系统的自启动白名单里，APP
在后台很容易被系统杀掉，或者用户手动将APP杀死，
因为没有自启动权限，APP的service无法自动重启，从而导致被杀死后无法收到消息。

为了保证APP被杀后，在小
米设备上仍然能够收消息，可以集成小米推送。目前，SDK仅支持推送通知栏消息。

注：

1. 收到离线消息时，默认通知标题为

a new message

。
2. 如果不需要对小米设备做专门的离线推送适配，可以忽略此章节。

4.1 添加小米离线推送证书
从腾讯云管理中心的 云通信-应用列表 进入相应应用的

应用配置

页面，在基本配置中根据指引添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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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推送证书

。如何获得相应的推送证书可以参考 Android推送证书申请 。

添加证书成功后，可以得到一个证书ID，这里可以把这个ID记录下来，后边有用。

4.2 配置AndroidManifest.xml文件
应用要集成小米推送，必须集成小米推送的客户端SDK。可以到 小米开放平台
进行下载。下载完成后，解压，将SDK目录下的

MiPush_SDK_client_**.jar

库文件添加到自己应用的

libs

库目录下，并添加引用。

4.2.1 添加小米推送必须的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GET_TASK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VIBRATE"/>
<permission android:name="com.tencent.imsdk.permission.MIPUSH_RECEIVE"
android:protectionLevel="signature" />
<!--这里com.tencent.imsdk改成app的包名-->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com.tencent.imsdk.permission.MIPUSH_RECEIVE" />
<!--这里com.tencent.imsdk改成app的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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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配置小米推送服务需要的service和receiver

<service
android:enabled="true"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android:name="com.xiaomi.push.service.XMPushService"/>
<service
android:name="com.xiaomi.push.service.XMJobService"
android:enabled="true"
android:exported="false"
android:permission="android.permission.BIND_JOB_SERVICE"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
<!--注：此service必须在小米推送SDK3.0.1版本以后（包括3.0.1版本）加入-->
<service
android:enabled="true"
android:exported="true"
android:name="com.xiaomi.mipush.sdk.PushMessageHandler" />
<service android:enabled="true"
android:name="com.xiaomi.mipush.sdk.MessageHandleService" />
<!--注：此service必须在小米推送SDK2.2.5版本以后（包括2.2.5版本）加入-->
<receiver
android:exported="true"
android:name="com.xiaomi.push.service.receivers.NetworkStatusReceiver" >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net.conn.CONNECTIVITY_CHANGE"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DEFAULT" />
</intent-filter>
</receiver>
<receiver
android:exported="false"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android:name="com.xiaomi.push.service.receivers.PingReceiver" >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xiaomi.push.PING_TI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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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filter>
</receiver>

4.3 自定义一个BroadcastReceiver类
为了可以接收到推送消息，需要自定义一个继承自

PushMessageReceiver

类的

BroadcastReceiver

，并实现其中的

onNotificationMessageClicked

，

onNotificationMessageArrived

，

onReceiveRegisterResult

方法，然后将此receiver注册到AndroidManifest.xml中。其中

onNotificationMessageClicked

用来接收服务器发来的通知栏消息（用户点击通知栏时触发），

onNotificationMessageArrive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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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接收服务器发来的通知栏消息（消息到达客户端时触发，并且可以接收应用在前台时不弹出通知的通知消
息），

onReceiveRegisterResult

用来接受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注册命令消息后返回的响应。

示例：

public class MiPushMessageReceiver extends PushMessageReceiver {

private final String TAG = "MiPushMessageReceiver";
private String mRegId;

@Override
public void onNotificationMessageClicked(Context context, MiPushMessage message) {
Log.d(TAG,"onNotificationMessageClicked is called. " + message.toString());
Log.d(TAG, getSimpleDate() + " " + message.getConten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NotificationMessageArrived(Context context, MiPushMessage message) {
Log.d(TAG,"onNotificationMessageArrived is called. " + message.toString());
Log.d(TAG, getSimpleDate() + " " + message.getConten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ceiveRegisterResult(Context context, MiPushCommandMessage message) {
Log.d(TAG, "onReceiveRegisterResult is called. " + message.toString());
String command = message.getCommand();
List<String> arguments = message.getCommandArguments();
String cmdArg1 = ((arguments != null && arguments.size() > 0) ? arguments.get(0) : null);

Log.d(TAG, "cmd: " + command + " | arg: " + cmdAr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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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sult: " + message.getResultCode() + " | reason: " + message.getReason());

if (MiPushClient.COMMAND_REGISTER.equals(command)) {
if (message.getResultCode() == ErrorCode.SUCCESS) {
mRegId = cmdArg1;
}
}

Log.d(TAG, "regId: " + mRegId);
}

@SuppressLint("SimpleDateFormat")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SimpleDate() {
return new SimpleDateFormat("MM-dd hh:mm:ss").format(new Date());
}

}

将自定义的BroadcastReceiver注册到AndroidManifest.xml。

<receiver
android:exported="true"
android:name="com.tencent.imsdk.MiPushMessageReceiver">
<!--这里com.tencent.imsdk.MiPushMessageReceiver改成app中定义的完整类名-->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xiaomi.mipush.RECEIVE_MESSAGE"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xiaomi.mipush.MESSAGE_ARRIVED"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xiaomi.mipush.ERROR" />
</intent-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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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r>

4.4 注册小米推送服务
如果需要启用小米离线推送需要向小米推送服务器注册推送服务。可以调用

MiPushClient.registerPush

来进行小米推送服务初始化。注册成功后，可以在前一节里说到的自定义

BroadcastReceiver

的

onReceiveRegisterResult

中收到注册结果。其中regId即为当前设备上当前app的唯一标识，这里需要把regId记录下来，后边有用。

MiPushClient.registerPush

可在任意地方调用，如果在Application的onCreate中调用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因为

XMPushService

在AndroidManifest.xml中设置为运行在另外一个进程，这导致本Application会被实例化两次，所以我们需要
让应用的主进程对推送服务进行初始化。

示例：

public class MyApplication extends Application {
private String MIPUSH_APPID = "your_appid";
private String MIPUSH_APPKEY = "your_app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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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 {
super.onCreate();
Log.d("MyApplication", "app oncreate");
if(MsfSdkUtils.isMainProcess(this)) {
Log.d("MyApplication", "main process");

registerPush();
}
}

public void registerPush(){
String vendor = Build.MANUFACTURER;
if(vendor.toLowerCase(Locale.ENGLISH).contains("xiaomi")) {
//注册小米推送服务
MiPushClient.registerPush(this, MIPUSH_APPID, MIPUSH_APPKEY);
}else if(vendor.toLowerCase(Locale.ENGLISH).contains("huawei")) {
//请求华为推送设备token
PushManager.requestToken(this);
}
}
}

4.5 上报证书ID及regId
想要ImSDK通过小米推送进行离线消息推送，必须在登录成功后将前面步骤拿到的证书ID及regId
上报到腾讯云服务器。这一步骤可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OfflinePushToke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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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实现。

目前仅支持小米、华为设备，其他厂商设备上传无效。

原型：

/**
* 设置第三方推送用户标识，需登录后设置才生效
* @param token 用户标识
*/
public void setOfflinePushToken(TIMOfflinePushToken token)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oken

用户标识，包括证书ID， regId， TMID等

TIMOfflinePushToken

成员方法详细说明：

/**
* 离线推送token配置类，目前只适用于第三方推送接入，比如小米推送、华为推送
*/
public class TIMOfflinePushToken {
/**
* 设置离线推送用户标识，如小米推送的regId和华为推送的TMID
* @param token 用户标识
*/
public void setToken(String token)

/**
* 设置业务ID，这里的业务ID是指将离线推送相关证书上传到腾讯云的时候分配的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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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bussid 业务ID
*/
public void setBussid(long bussid)
}

示例：

//登录成功后，上报证书ID及设备token
TIMOfflinePushToken param = new TIMOfflinePushToken();
param.setToken(token);
param.setBussid(bussId);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OfflinePushToken(param);

4.6 混淆打包
如果使用需要混淆打包应用，为了防止小米离线推送功能异常，需要添加以下混淆规则，仅供参考。

#这里com.tencent.imsdk.MiPushMessageReceiver改成app中定义的完整类名
-keep com.tencent.imsdk.MiPushMessageReceiver {*;}
#可以防止一个误报的 warning 导致无法成功编译，如果编译使用的 Android 版本是 23。
-dontwarn com.xiaomi.push.**

5 集成华为离线推送
同小米设备一样，华为手机同样对安卓系统进行了深度定制，第三方APP默认不会在系统的自启动白名单中，
导致APP被杀后，APP的service无法自动重启。

为了保证APP被杀后，在
华为设备上仍然能够收到消息，需要集成华为推送。目前，SDK仅支持推送通知栏消息。

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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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到离线消息时，默认通知标题为

a new message

。
2. 如果不需要对华为设备做专门的离线推送适配，可以忽略此章节。

5.1 添加华为离线推送证书
从腾讯云管理中心的 云通信-应用列表 进入相应应用的

应用配置

页面，在基本配置中根据指引添加

Android推送证书

。如何获得相应的推送证书可以参考 Android推送证书申请。

添加证书成功后，可以得到一个证书ID，这里可以把这个ID记录下来，后边有用。

5.2 配置AndroidManifest.xml文件
应用要集成华为推送，必须集成华为推送的客户端SDK，可以到 华为开发者中心
进行下载。下载完成后，解压，将libs目录中的

HwPush_SDK_V**.jar

库文件添加到自己应用的

lib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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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目录下，并添加引用。

5.2.1 添加华为推送必须的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AKE_LOCK" />

5.2.2 配置化为推送服务需要的service和receiver

<!-- 备注：Push相关的android组件需要添加到业务的AndroidManifest.xml,
Push相关android组件运行在另外一个进程是为了防止Push服务异常而影响主业务 -->

<!-- PushSDK:PushSDK接收外部请求事件入口 -->
<receiver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agent.PushEventReceiver"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intent.REFRESH_PUSH_CHANNEL" />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intent.action.PUSH" />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intent.action.PUSH_ON" />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PLUGIN" />
</intent-filter>
</receiver>
<receiver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agent.PushBootReceiver"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intent.REGISTER" />
</intent-filter>
<meta-data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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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name="CS_cloud_version"
android:value="\u0032\u0037\u0030\u0035" />
</receiver>

<!-- PushSDK:Push服务 -->
<service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agent.PushService"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
</service>

5.3 自定义一个BroadcastReceiver类
为了可以接收到推送消息，需要自定义一个继承自

PushEventReceiver

类的

BroadcastReceiver

，并实现其中的

onToken

，

onPushMsg

，

onEvent

方法，然后将此receiver注册到AndroidManifest.xml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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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public class HwPushMessageReceiver extends PushEventReceiver{
private final String TAG = "HwPushMessageReceiver";
private String mToken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Token(Context context, String token, Bundle extras){
String belongId = extras.getString("belongId");
String content = "获取token和belongId成功，token = " + token + ",belongId = " + belongId;

mToken = token;

Log.e(TAG, content);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PushMsg(Context context, byte[] msg, Bundle bundle) {
try {
String content = "收到一条Push消息： " + new String(msg, "UTF-8");
Log.e(TAG, 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fals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vent(Context context, Event event, Bundle extras) {
if (Event.NOTIFICATION_OPENED.equals(event) || Event.NOTIFICATION_CLICK_BTN.equals(event)) {
int notifyId = extras.getInt(BOUND_KEY.pushNotifyId, 0);
if (0 != notifyId) {
NotificationManager manager = (NotificationManager)
context.getSystemService(Context.NOTIFICATION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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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cancel(notifyId);
}
String content = "收到通知附加消息： " + extras.getString(BOUND_KEY.pushMsgKey);
Log.e(TAG, content);
//获取ext内容
try {
JSONArray objArray = new JSONArray(extras.getString(BOUND_KEY.pushMsgKey));
for(int i = 0; i < objArray.length(); i++){
JSONObject obj = objArray.getJSONObject(i);
if(obj.has("msgid")) {
Log.e(TAG, "msgid:" + obj.getString("msgid"));
}

if(obj.has("ext")){
Log.e(TAG, "ext:" + obj.getString("ext"));
}
}
} catch (JSON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

将自定义的BroadcastReceiver注册到AndroidManifest.xml。

<!-- 第三方相关 :接收Push消息（注册、Push消息、Push连接状态、标签，LBS上报结果）广播 -->
<receiver android:name="com.tencent.imsdk.test.HwPushMessageReceiver" >
<intent-filter>
<!-- 必须,用于接收token-->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intent.REGISTRATION" />
<!-- 必须，用于接收消息-->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intent.RECE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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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用于点击通知栏或通知栏上的按钮后触发onEvent回调-->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intent.CLICK" />
<!-- 可选，查看push通道是否连接，不查看则不需要-->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intent.action.PUSH_STATE" />
<!-- 可选，标签、地理位置上报回应，不上报则不需要 -->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plugin.RESPONSE" />
</intent-filter>
<meta-data android:name="CS_cloud_ablitity" android:value="successRateAnalytics"/>
</receiver>

5.4 获取设备token
通过调用

PushManager.requestToken

方法向华为推送平台请求当前应用在当前设备上的唯一标识。请求成功后，可以在前面自定义的

BroadcastReceiver

的

onToken

回调中获取分配的token。把这个token记录下来，后边会用到。

PushManager.requestToken

可在任意地方调用，如果在Application的onCreate中调用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因为

XMPushService

在AndroidManifest.xml中设置为运行在另外一个进程，这导致本Application会被实例化两次，所以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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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应用的主进程对推送服务进行初始化。

示例：

public class MyApplication extends Application {
private String MIPUSH_APPID = "your_appid";
private String MIPUSH_APPKEY = "your_appkey";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 {
super.onCreate();
Log.d("MyApplication", "app oncreate");
if(MsfSdkUtils.isMainProcess(this)) {
Log.d("MyApplication", "main process");

registerPush();
}
}

public void registerPush(){
String vendor = Build.MANUFACTURER;
if(vendor.toLowerCase(Locale.ENGLISH).contains("xiaomi")) {
//注册小米推送服务
MiPushClient.registerPush(this, MIPUSH_APPID, MIPUSH_APPKEY);
}else if(vendor.toLowerCase(Locale.ENGLISH).contains("huawei")) {
//请求华为推送设备token
PushManager.requestToken(this);
}
}
}

5.5 上报证书ID及设备toke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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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ImSDK通过华为推送进行离线消息推送，必须在登录成功后将前面步骤拿到的证书ID及
设备token上报到腾讯云服务器。这一步骤可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OfflinePushToken

方法来实现。

目前仅支持小米、华为设备，其他厂商设备上传无效。

原型：

/**
* 设置第三方推送用户标识，需登录后设置才生效
* @param token 用户标识
*/
public void setOfflinePushToken(TIMOfflinePushToken token)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oken

用户标识，包括证书ID， regId， TMID等

TIMOfflinePushToken

成员方法详细说明：

/**
* 离线推送token配置类，目前只适用于第三方推送接入，比如小米推送、华为推送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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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TIMOfflinePushToken {
/**
* 设置离线推送用户标识，如小米推送的regId和华为推送的TMID
* @param token 用户标识
*/
public void setToken(String token)

/**
* 设置业务ID，这里的业务ID是指将离线推送相关证书上传到腾讯云的时候分配的ID
* @param bussid 业务ID
*/
public void setBussid(long bussid)
}

示例：

//登录成功后，上报证书ID及设备token
TIMOfflinePushToken param = new TIMOfflinePushToken();
param.setToken(token);
param.setBussid(bussId);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OfflinePushToken(param);

5.6 混淆打包
如果需要混淆打包应用，为了防止华为离线推送功能异常，需要添加以下混淆规则，仅供参考。

-keep class com.huawei.android.pushagent.**{*;}
-keep class com.huawei.android. pushselfshow.**{*;}
-keep class com.huawei.android. microkernel.**{*;}
-keep class com.baidu.mapapi.**{*;}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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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推送证书申请（Android SDK）

1. 小米证书申请
1.1 概述
由于小米ROM深度定制了安卓系统，加强了权限的控制，第三方APP默认不会在系统的自启动白名单里，APP
在后台很容易被系统杀掉，或者用户手动将APP杀死，
因为没有自启动权限，APP的service无法自动重启，从而导致被杀死后无法收到消息。

为了保证APP被杀后，在小米设备上仍然能够收消息，需要集成小米推送。

注： 如果不需要对小米设备做推送适配，可以忽略此文章。

1.2 小米推送证书申请
首先，需要到 小米开发者中心
注册开发者帐号。请根据指引完成资料填写，并等待资格审核通过。这里请根据个人实际情况选择帐号类型。

开发者帐号审核通过后，进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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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控制台 -> 消息推送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应用。

根据指引创建应用成功后，进入该应用的详情页面，就可以看到该应用的详细信息，包括

应用包名

，

AppID

，

AppKey

，

AppSecret

。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以备后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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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为证书申请
2.1 概述
同小米设备一样，华为手机同样对安卓系统进行了深度定制，第三方APP默认不会在系统的自启动白名单中，
导致APP被杀后，APP的service无法自动重启。

为了保证APP被杀后，在华为设备上仍然能够收到消息，需要集成华为推送。

注： 如果不需要对华为设备做推送适配，可以忽略此文章。

2.2 华为推送证书申请
首先， 需要到 华为开发者联盟
注册开发者帐号。请根据指引完成资料填写，并等待资格审核通过。这里请根据个人实际情况选择帐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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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帐号审核通过后，可以进入

管理中心 -> 创建移动应用

新建一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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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指引创建应用成功后，为该应用添加Push权益。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90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然后进入该应用详情页面就可以看到该应用对应的

应用包名

，

APP ID

，

APP SECRET

。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以备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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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v2.x版本文档
概述（Android SDK）

1 ImSDK集成
本节主要介绍如何创建一个应用，并集成ImSDK。

1.1 支持版本
ImSDK 支持 JDK 1.6 和 Android SDK version 14 以上系统。

1.2 下载ImSDK
从官网下载ImSDK：包含以下库文件：

libs/bugly_1.3.0_imsdk_release.jar
libs/imsdk.jar
libs/mobilepb.jar
libs/qalsdk.jar
libs/tls_sdk.jar
libs/wup-1.0.0-SNAPSHOT.jar
libs/soload.jar
libs/armeabi/lib_imcore_jni_gyp.so
libs/armeabi/libBugly.so
libs/armeabi/libqalcodecwrapper.so
libs/armeabi/libqalmsfboot.so
libs/armeabi/libwtcrypto.so
libs/armeabi-v7a/lib_imcore_jni_gyp.so
libs/armeabi-v7a/libBugly.so
libs/armeabi-v7a/libqalcodecwrapper.so
libs/armeabi-v7a/libqalmsfboot.so
libs/armeabi-v7a/libwtcrypto.so
libs/arm64-v8a/lib_imcore_jni_gyp.so
libs/arm64-v8a/libBugly.s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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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s/arm64-v8a/libqalcodecwrapper.so
libs/arm64-v8a/libqalmsfboot.so
libs/arm64-v8a/libwtcrypto.so
libs/x86/lib_imcore_jni_gyp.so
libs/x86/libBugly.so
libs/x86/libqalcodecwrapper.so
libs/x86/libqalmsfboot.so
libs/x86/libwtcrypto.so
libs/x86_64/lib_imcore_jni_gyp.so
libs/x86_64/libBugly.so
libs/x86_64/libqalcodecwrapper.so
libs/x86_64/libqalmsfboot.so
libs/x86_64/libwtcrypto.so

包名

描述

bugly_1.3.0_imsdk_release.jar

crash上报jar包, 如不需要可删除，并调用TIMManage
r中的disableCrashReport进行禁用

imsdk.jar

IMSDK的jar包

mobilepb.jar

protobuffer处理相关jar包

qalsdk.jar

SDK网络层jar包

tls_sdk.jar

帐号系统jar包

wup-1.0.0-SNAPSHOT.jar

无线统一协议jar包

soload.jar

提高imsdk so库的加载成功率

1.3 创建应用
创建一个新工程，并在AndroidManifest.xml 中添加以下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CAMERA"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CHANGE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GET_TAS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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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MODIFY_AUDIO_SETTING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LOG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EIVE_BOOT_COMPLETED"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CORD_AUDIO"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VIBR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AKE_LOCK"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1.8.0及以上版本需要在AndroidManifest.xml的

<application></application>

中添加以下配置：

<!-- 消息收发service -->
<service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service.QalService"
android:exported="false"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
</service>
<!-- 消息收发辅助service -->
<service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service.QalAssistService"
android:exported="false"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
</service>
<!-- 离线消息广播接收器 -->
<receiver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QALBroadcastReceiver"
android:exported="false">
<intent-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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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broadcast.qal" />
</intent-filter>
</receiver>
<!-- 系统消息广播接收器 -->
<receiver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core.NetConnInfoCenter"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BOOT_COMPLETED"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net.conn.CONNECTIVITY_CHANGE"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TIME_SET"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TIMEZONE_CHANGED" />
</intent-filter>
</receiver>

1.4 集成ImSDK
将步骤1.1下载得到的库文件复制到工程libs/文件夹下。

注：

1. 集成IMSDK 1.9.0以上的版本时，需要引用ANDROID SDK API LEVEL 23+版本的androidsupport-v4.jar。
2. 由于从ANDROID SDK从API LEVEL 23开始去掉了http相关特性，所以在用API LEVEL
23以上ANDROID SDK版本进行编译时，需要增加对

org.apache.http.legacy.ja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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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用。具体参考 Android 6.0 Changes。

1.5 功能开发
在工程中引入上述1.1提及的库文件，根据后续章节的开发指引进行功能的开发。其中函数调用顺序可参见（2.
2 调用顺序介绍）。

1.6 代码混淆规则
如果你的项目中使用proguard等工具做了代码混淆，请保留以下选项。

-keep class com.tencent.**{*;}
-dontwarn com.tencent.**

-keep class tencent.**{*;}
-dontwarn tencent.**

-keep class qalsdk.**{*;}
-dontwarn qalsdk.**

2 ImSDK 基本概念
会话：ImSDK中会话(Conversation)分为两种，一种是C2C会话，表示单聊情况自己与对方建立的对话，读取
消息和发送消息都是通过会话完成；另一种是群会话，表示群聊情况下，群内成员组成的会话，群会话内发送
消息群成员都可接收到。

如下图所示，一个会话表示与一个好友的对话：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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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ImSDK中消息(Message)表示要发送给对方的内容，消息包括若干属性，如是否自己已读，是否已经发送成功
，发送人帐号，消息产生时间等；一条消息由若干Elem组合而成，每种Elem可以是文本、图片、表情等等，
消息支持多种Elem组合发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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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Id：群组Id唯一标识一个群，由后台生成，创建群组时返回。

2.1 ImSDK对象简介
ImSDK 对象主要分为通讯管理器，会话、消息，群管理，具体的含义参见下表：

对象

介绍

功能

TIMManager

管理器类，负责基本的SDK操作

初始化登录、注销、创建会话等

TIMConversation

会话，负责会话相关操作

如发送消息，获取会话消息缓存，
获取未读计数等

TIMMessage

消息

包括文本、图片等不同类型消息

TIMGroupManager

群管理器

负责创建群，增删成员，以及修改
群资料等

TIMFriendshipManager

资料关系链管理

负责获取、修改好友资料和关系链
信息

2.2 调用顺序介绍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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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DK调用API需要遵循以下顺序，其余辅助方法需要在登录成功后调用。

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初始化

TIMManager :

设置消息回调

setMessageListener

TIMManager : setConnListener

设置链接通知回调

TIMManager : init

初始化SDK

登录

TIMManager : login

登录

消息收发

TIMManager : getConversation

获取会话

TIMConversation :

发送消息

sendMessage

群组管理

TIMGroupManager

群组管理

资料关系链

TIMFriendshipManager

资料关系链管理

注销

TIMManager : logout

注销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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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Android SDK）

1 获取通讯管理器
ImSDK一切操作都是由通讯管理器

TIMManager

开始，SDK操作第一步需要获取

TIMManager

单例：
原型：

public static TIMManager getInstance()

获取通讯管理器实例

返回：
TIMManager实例

示例：

TIMManager.getInstance();

2 新消息通知
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需要感知新消息的通知，这时只需注册新消息通知回调

TIMMessageListen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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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登录状态下，会拉取离线消息，为了不漏掉消息通知，需要在登录之前注册新消息通知。

原型：

public void addMessageListener(TIMMessageListener listener)

添加一个消息监听器，默认情况下所有消息监听器都将按添加顺序被回调一次 除非用户在

OnNewMessages

回调中返回true，此时将不再继续回调下一个消息监听器。

public boolean onNewMessages(java.util.Listmsgs)

收到新消息回调。

public void removeMessageListener(TIMMessageListener listener)

删除一个消息监听器，消息监听器被删除后，将不再被调用。

回调消息内容通过参数

TIMMessage

传递，通过

TIMMessage

可以获取消息和相关会话的详细信息，如消息文本，语音数据，图片等等，可参阅（消息解析）部分。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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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消息监听器，收到新消息时，通过此监听器回调
TIMManager.getInstance().addMessageListener(new TIMMessageListener() {//消息监听器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NewMessage(Listmsgs) {//收到新消息
//消息的内容解析请参考 4.5 消息解析
return true; //返回true将终止回调链，不再调用下一个新消息监听器
}
});

3 网络事件通知
可选设置，如果要用户感知是否已经连接服务器，需要设置此回调，用于通知调用者跟通讯后台链接的连接和
断开事件，另外，如果断开网络，等网络恢复后会自动重连，自动拉取消息通知用户，用户无需关心网络状态
，仅作通知之用。注意：这里的网络事件不表示用户本地网络状态，仅指明SDK是否与IM云Server连接状态。
只要用户处于登录状态，ImSDK内部会进行断网重连，用户无需关心。

原型：

public void setConnectionListener(TIMConnListener listener)

设置连接监听器。

示例：

//设置网络连接监听器，连接建立／断开时回调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ConnectionListener(new TIMConnListener() {//连接监听器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onnected() {//连接建立
Log.e(tag, "connected");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02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Override
public void onDisconnected(int code, String desc) {//连接断开
//接口返回了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连接断开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disconnected");
}
});

4 日志事件
SDK内部会进行打印日志，如果调用方有自己统一的日志收集方式，可以设置日志回调事件，把日志通过回调
返给调用方，但ImSDK仍然内部仍然会打印，如果需要禁掉，可以通过设置控制台不打印日志，或者设置日志
级别。

原型：

public void setLogListener(TIMLogListener listener)

设置日志监听器。

示例：

//设置日志回调，sdk输出的日志将通过此接口回传一份副本
//[NOTE] 请注意level定义在TIMManager中，如TIMManager.ERROR等， 并不同于Android系统定义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LogListener(new TIMLog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log(int level, String tag, String msg) {
//可以通过此回调将sdk的log输出到自己的日志系统中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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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户状态变更
用户状态变更的时候，SDK会有相应的通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UserStatusListener

方法可以设置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来对相应的通知进行监听。目前用户状态变更有两种通知，具体可参见
用户被踢下线通知 和 用户票据过期通知。

原型：

public void setUserStatusListener(TIMUserStatusListener userStatusListener)

设置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

参数：

参数

说明

userStatusListener

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

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

TIMUserStatusListener

的定义如下：

/**
* 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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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nterface TIMUserStatusListener {

/**
* 被踢下线时回调
*/
public void onForceOffline();

/**
* 票据过期时回调
*/
public void onUserSigExpired();
}

示例：

//设置用户状态变更监听器，在回调中进行相应的处理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UserStatusListener(new TIMUserStatus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orceOffline() {
//被踢下线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UserSigExpired() {
//票据过期，需要换票后重新登录
}
});

5.1 用户被踢下线通知
用户如果在其他终端登录，会被踢下线，这时会收到用户被踢下线的通知。如果设置了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
器（参见 用户状态变更），则可以在监听器的回调方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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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ForceOffline

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出现这种情况常规的做法是提示用户进行操作（退出，或者再次把对方踢下线）。

注意：
用户如果在离线状态下被踢，下次登录将会失败，可以给用户一个非常强的提醒（登录错误码ERR_IM
SDK_KICKED_BY_OTHERS：6208），开发者也可以选择忽略这次错误，再次登录即可。

用户在线情况下的互踢情况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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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中，用户在设备1登录，保持在线状态下，该用户又在设备2登录，这时用户会在设备1上强制下线，收到o
nForceOffline回调。用户在设备1上收到回调后，提示用户，可继续调用login上线，强制设备2下线。这里是
在线情况下互踢过程。
用户离线状态互踢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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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设备1登录，没有进行logout情况下进程退出（此时可接收iOS远程推送消息）。该用户在设备2登录，
此时由于用户不在线，无法感知此事件，为了显式提醒用户，避免无感知的互踢，用户在设备1重新登录时，会
返回（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6208）错误码，表明之前被踢，是否需要把对方踢下线。如果需
要，则再次调用login强制上线，设备2的登录的实例将会收到onForceOffline回调。

5.2 用户票据过期通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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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登录（参见
登录
）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个用户票据，而这个用户票据在生成的时候是有一个有效使用期限的。在正常使用过程
中，如果超过了用户票据的使用期限时，SDK与服务器的交互会因为票据验证失败而操作失败，这个时候SDK
会给出用户票据过期的通知。如果设置了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参见 用户状态变更
），则可以在监听器的回调方法

onUserSigExpired

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仍需要继续与服务器进行交互，则需要更换票据后重新登录。

6 Crash上报
ImSDK内部集成了Bugly系统
，当应用crash后，会自动上报到平台，用户可以根据Bugly文档指示上传符号表，显示crash详细信息，如果
用户有自己的上报组件，可调用

disableCrashReport

接口禁用上报。

原型：

public void disableCrashReport()

禁用crash上报，由用户自己上报，如果需要，必须在init Sdk之前调用。

示例：

//禁用crash上报
TIMManager.getInstance().disableCrashRepor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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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置日志级别
在权限允许的情况下，ImSDK的日志默认会写到日志文件中。通过

setLogLevel

修改ImSDK内部日志级别，可以控制ImSDK的文件日志输出。

原型：

public void setLogLevel(TIMLogLevel level)

设置写日志等级， 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调用，在sdk初始化之后设置无效。

参数：

level - 日志等级。

可以通过设置日志级别为

TIMLogLevel.OFF

来关闭ImSDK的文件日志输出，提升性能，建议在开发期间打开日志，方便排查问题。

8 控制台不打印日志或修改日志路径
默认ImSDK日志会打印到控制台，如果调试期间干扰太多，可选择关闭控制台日志（此时文件日志仍然会打印
，可设置日志级别禁用），另外也可以修改默认的存储路径，方便管理。

原型：

public void initLogSettings(boolean isEnableLogPrint, String logPat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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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日志设置， 必须在sdk初始化之前调用，在sdk初始化之后设置无效。

参数：
isEnableLogPrint - 是否开启日志控制台打印。true - 开启， false - 关闭。
logPath - ImSDK日志文件存储路径，传入null时将使用默认路径（SD卡下，/tencent/imsdklogs/(your app
package name)/）。

如果不关心ImSDK日志路径，可以通过

setLogPrintEnable

来设置是否开启控制台日志打印。

原型：

public void setLogPrintEnable(boolean isEnable)

设置是否开启控制台log输出。

参数：
isEnable - 是否开启控制台log输出：true开启，false关闭，默认开启。

9 禁用存储
默认情况ImSDK会进行消息的存储，如无需存储，可选择关闭存储来提升处理性能。

原型：

public void disableStorage()

禁用存储，在不需要消息存储的场景可以禁用存储，提升效率。需要在初始化之后登录之前调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11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10 通讯管理器初始化
在使用SDK进一步操作之前，需要初始化SDK。在存在多进程的情况下，请只在一个进程进行SDK初始化。

原型：

public void init(Context context)

初始化，参数为应用的context。

示例：

TIMManager.getInstance().init(cont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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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Android SDK）

1 登录
用户登录腾讯后台服务器后才能正常收发消息，登录需要用户提供accountType、identifier、userSig等信息
，具体含义可参阅帐号集成文档。

注意：如果此用户在其他终端被踢，登录将会失败，返回错误码（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
：6208）。开发者必须进行登录错误码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的判断。关于被踢的详细描
述，参见2.6 用户状态变更。
如果用户保存用户票据，可能会存在过期的情况，如果用户票据过期，login将会返回 70001
错误码，开发者可根据错误码进行票据更换。

登录为异步过程，通过回调函数返回是否成功，成功后方能进行后续操作。

原型：

public void login(int sdkAppId,
TIMUser user,
java.lang.String userSig,
TIMCallBack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dkAppId

用于标识接入SDK的应用Id，由腾讯分配。

user

用户帐号：
accountType，帐号类型，由腾讯分配。
appIdAt3rd，使用自有帐号或腾讯开放帐号时，填写
为与sdkAppId相同的字符串。
identifier，用户帐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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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userSig

userSig，用户帐号签名，由私钥加密获得，具体请参
考帐号相关文档。

callback

回调接口。

在自有帐号情况下：appidAt3rd字段与sdkAppId相同，其他字段sdkAppId、accountType、identifier、use
rSig填写相应内容。

示例：

// identifier为用户名，userSig 为用户登录凭证

TIMUser user = new TIMUser();
user.setIdentifier(identifier);

//发起登录请求
TIMManager.getInstance().login(
sdkAppId, //sdkAppId，由腾讯分配
user,
userSig, //用户帐号签名，由私钥加密获得，具体请参考文档
new TIMCallBack() {//回调接口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登录成功
Log.d(tag, "login suc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登录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login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14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2 登出
如用户主动注销或需要进行用户的切换，则需要调用注销操作：

原型：

// 登出
public void logout(TIMCallBack callback)

示例：

//登出
TIMManager.getInstance().logout(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logout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登出成功
}
});

3 无网络情况下查看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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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当前网络异常，或者想在不调用login的时候查看用户消息，可调用initStorage方法初始化存储，完成后
可获取会话列表和消息：

原型：

public void initStorage(int sdkAppId,
TIMUser user,
java.lang.String userSig,
TIMCallBack cb)

初始化存储，仅查看历史消息时使用，如果要收发消息等操作，如login成功，不需要调用此函数。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dkAppId

用于标识接入SDK的应用Id，由腾讯分配。

user

用户帐号：
identifier，用户帐号。

userSig

用户帐号签名，由私钥加密获得，这里可以不填。

cb

回调接口。

示例：

// identifier为用户名，userSig 为用户登录凭证

TIMUser user = new TIMUser();
user.setIdentifier(identifier);

//发起登录请求
TIMManager.getInstance().initStorage(
sdkAppId, //sdkAppId，由腾讯分配
user,
userSig, //用户帐号签名，由私钥加密获得，具体请参考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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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IMCallBack() {//回调接口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登录成功
Log.d(tag, "init suc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登录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init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

示例中初始化存储，成功后可获取会话列表。

4 获取当前登录用户
通过TIMManager成员方法getLoginUser可以获取当前用户名，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判断是否已经登陆。

原型：

public String getLoginUser()

获取当前登陆的用户。

说明：
返回值为当前登陆的用户名，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自有账号登陆，用户名与登陆所传入的identifier
相同，如果是第三方账号，如微信登陆，QQ登陆等，登陆后会有内部转换过的identifer，后续搜索好
友，入群等，都需要使用转换后的identifier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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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mSDK同步离线消息
ImSDK 启动后会同步离线消息和最近联系人，最近联系人可通过接口禁用： 禁用最近联系人
。如果不需要离线消息，可以再发消息时使用：发送在线消息。

默认登陆后会异步获取离线消息以及同步资料数据（如果有开启ImSDK存储，可参见关系链资料章节），同步
完成后会通过onRefresh回调通知更新界面，用户得到这个消息时，可以刷新界面，比如会话列表的未读等等
：

原型：

public void setRefreshListener(TIMRefreshListener listener)

设置数据刷新通知监听器。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listener

数据刷新通知监听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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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收发（Android SDK）

1 消息发送
1.1 通用消息发送
a. 会话获取

会话是指面向一个人或者一个群组的对话，通过与单个人或群组之间会话收发消息，发消息时首先需要先获取
会话，获取会话需要指定会话类型（群组&单聊），以及会话对方标志（对方帐号或者群号）。获取会话由
getConversation 实现：

原型：

public TIMConversation get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 type, String peer)

获取会话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会话类型，如果是单聊，填写 TIMConversationType.
C2C，如果是群聊，填写TIMConversationType.Grou
p。

peer

会话标识，单聊情况下为对方帐号identifier，群聊情况
下为群组Id。

示例：

//获取单聊会话
String peer = "sample_user_1"; //获取与用户 "sample_user_1" 的会话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
TIMConversationType.C2C, //会话类型：单聊
peer); //会话对方用户帐号//对方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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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群聊会话
String groupId = "TGID1EDABEAEO"; //获取与群组 "TGID1LTTZEAEO" 的会话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
TIMConversationType.Group, //会话类型：群组
groupId); //群组Id

b. 消息发送

通过 TIMManager 获取会话 TIMConversation后，可发送消息和获取会话缓存消息；
ImSDK中消息的解释可参阅（ImSDK对象简介)。
ImSDK中的消息由TIMMessage表达， 一个TIMMessage 由多个 TIMElem
组成，每个TIMElem可以是文本和图片，也就是说每一条消息可包含多个文本和多张图片。

发消息通过 TIMConversation 的成员 sendMessage 实现：

原型：

public void sendMessage(TIMMessage msg,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callbac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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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sg

要发送的消息

callback

回调

以下分别对发送文本和图片等类型的消息提供示例。

1.2 文本消息发送
文本消息由 TIMTextElem 定义：
TIMTextElem 成员方法：

//获取文本内容
java.lang.String getText()

//设置文本内容，text 传递需要发送的文本消息
void setText(java.lang.String text)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文本内容
TIMTextElem elem = new TIMTextElem();
elem.setText("a new msg");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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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3 图片消息发送
图片消息由TIMImageElem定义。它是TIMElem的一个子类，也就是说图片也是消息的一种内容。
发送图片的过程，就是将TIMImageElem加入到TIMMessage中，然后随消息一起发送出去。详细如下：

TIMImageElem 成员方法：

public void setPath(String path)

存储要发送的图片路径，必须是本地路径。

java.util.ArrayList<TIMImage> getImageLis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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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时不用关注，接收时保存生成的图片所有规格，用法详见4.5.2节

发送图片时，只需要设置图片路径path。发送成功后可通过 imageList 获取所有图片类型。

TIMImage 存储了图片列表的类型，大小，宽高信息，如需要图片二进制数据，需通过 getImage 接口下载。

TIMImage 成员方法：

//获取图片高度
long getHeight()

//获取图片大小
long getSize()

//获取图片类型
TIMImageType getType()

//获取uuid
java.lang.String getUuid()

//获取图片宽度
long getWidth()

//获取图片，callback的OnSuccess接口中将返回图片二进制数据
void getImage(TIMValueCallBack<byte[]> callback)

//获取图片，存放于path指向的文件中
void getImage(final String path, final TIMCallBack cb)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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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图片
TIMImageElem elem = new TIMImageElem();
elem.setPath(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 + "/DCIM/Camera/1.jpg");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4 表情消息发送
表情消息由 TIMFaceElem 定义，SDK并不提供表情包，如果开发者有表情包，可使用 index 存储表情在表情
包中的索引，由用户自定义，或者直接使用data存储表情二进制信息以及字符串key，都由用户自定义，SDK
内部只做透传：

TIMFaceElem 成员方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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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表情自定义数据
byte[] getData()

// 获取表情索引
int getIndex()

// 设置表情自定义数据
void setData(byte[] data)

// 设置表情索引
void setIndex(int index)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表情
TIMFaceElem elem = new TIMFaceElem();
elem.setData(sampleByteArray); //自定义byte[]
elem.setIndex(10); //自定义表情索引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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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5 语音消息发送
语音消息由 TIMSoundElem
定义，其中data存储语音数据，语
音数据需要提供时长信息，以秒为单位，
注意，一条消息只能有一个语音Elem，添加多条语音Elem时，AddElem函数返回错误1，添加不生效，另外，
语音和文件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时的顺序获取，建议逐个判断elem类型展示，而且语音和文件elem也不保
证按照发送的elem顺序排序。

TIMSoundElem 成员方法：

//获取二进制数据长度
long getDataSize()

//获取语音时长
long getDuration()

//下载语音
void getSound(TIMValueCallBack<byte[]> callback)

//获取uuid
java.lang.String getUu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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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二进制数据
void setData(byte[] data)

//设置需要发送的语音文件的路径（上传时，如果设置了文件路径，优先上传路径所指定的语音文件）
void setPath(String path)

//设置语音时长
void setDuration(long duration)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语音
TIMSoundElem elem = new TIMSoundElem();
elem.setPath(filePath); //填写语音文件路径
elem.setDuration(20); //填写语音时长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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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6 地理位置消息发送
地理位置消息由
TIMLocationElem定义，其中desc存储位置的描述信息，longitude、latitude分别表示位置的经度和纬度：
TIMLocationElem 成员方法：

//获取位置描述
java.lang.String getDesc()

//获取纬度
double getLatitude()

//获取经度
double getLongitude()

//设置位置描述
void setDesc(java.lang.String desc)

//设置纬度
void setLatitude(double latitude)

//设置经度
void setLongitude(double longitude)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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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位置信息
TIMLocationElem elem = new TIMLocationElem();
elem.setLatitude(113.93); //设置纬度
elem.setLongitude(22.54); //设置经度
elem.setDesc("腾讯大厦");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7 小文件消息发送
文件消息由 TIMFileElem
定义，另外还可以提供额外的显示文件名信息。
注意：一条消息只能添加一个文件Elem，添加多个文件时，AddElem函数返回错误1，另外，语音和文件ele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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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会按照添加时的顺序获取，建议逐个判断elem类型展示。

TIMFileElem 成员方法：

//获取文件
void getFile(TIMValueCallBack<byte[]> callback)

//获取文件名
java.lang.String getFileName()

//获取文件大小
long getFileSize()

//获取uuid
java.lang.String getUuid()

//设置待发送的文件二进制数据
void setData(byte[] data)

//设置上传文件所在路径（上传时，如果设置了文件路径，优先上传路径所指定的文件）
void setPath(String path)

//设置文件名
void setFileName(java.lang.String fileName)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文件内容
TIMFileElem elem = new TIMFileElem();
elem.setPath(filePath); //设置文件路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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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setFileName("myfile.bin"); //设置消息展示用的文件名称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1.8 短视频消息发送
短视频消息由TIMVideoElem定义，它是TIMElem的一个子类，也就是说视频截图与视频内容也是消息的一种
内容。发送短视频的过程，就是将TIMVideoElem加入到TIMMessage中，然后随消息一起发送出去。详细如
下：

TIMVideoElem原型：

/**
* 获取微视频上传任务id, 调用sendMessage后此接口的返回值有效
* @return 微视频上传任务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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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long getTaskId()

/**
* 设置微视频信息，在发送消息时进行设置
* @param video 微视频信息，详见{@see TIMVideo}
*/
public void setVideo(TIMVideo video)

/**
* 获取视频信息
* @return 视频信息，详见{@see TIMVideo}
*/
public TIMVideo getVideoInfo()

/**
* 设置视频文件路径，在发送消息时进行设置
* @param path 视频文件路径
*/
public void setVideoPath(String path)

/**
* 获取视频文件路径
* @return 视频文件路径
*/
public String getVideoPath()

/**
* 设置微视频截图信息，在发送消息时进行设置
* @param snapshot 微视频截图信息，详见{@see TIMSnapshot}
*/
public void setSnapshot(TIMSnapshot snapsho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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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视频截图信息
* @return 视频截图信息，详见{@see TIMSnapshot}
*/
public TIMSnapshot getSnapshotInfo()

/**
* 设置微视频截图文件路径，在发送消息时进行设置
* @param path 微视频截图文件路径
*/
public void setSnapshotPath(String path)

/**
* 获取微视频截图文件路径
* @return 微视频截图文件路径
*/
public String getSnapshotPath()

/**
* 获取上传进度
* @return 上传进度
*/
public int getUploadingProgress()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essage = new TIMMessage();

//构建一个视频elem
TIMVideoElem elem = new TIMVideoElem();

//添加视频内容, 其中的FileUtil类可以参考demo中的实现
TIMVideo video = new TIMVide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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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setType("MP4");
video.setDuaration(MediaUtil.getInstance().getDuration(FileUtil.getCacheFilePath(fileName)));
elem.setVideo(video);
elem.setVideoPath(FileUtil.getCacheFilePath(fileName));

//添加视频截图, 其中的FileUtil类可以参考demo中的实现
Bitmap thumb = ThumbnailUtils.createVideoThumbnail(FileUtil.getCacheFilePath(fileName),
MediaStore.Images.Thumbnails.MINI_KIND);
elem.setSnapshotPath(FileUtil.createFile(thumb,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_HHmmss").format(new Date())));
TIMSnapshot snapshot = new TIMSnapshot();
snapshot.setType("PNG");
snapshot.setHeight(thumb.getHeight());
snapshot.setWidth(thumb.getWidth());
elem.setSnapshot(snapshot);

//将短视频elem添加到消息中
if(message.addElement(elem) != 0){
Log.e("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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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自定义消息发送
自定义消息是指当内置的消息类型无法满足特殊需求，开发者可以自定义消息格式，内容全部由开发者定义，I
mSDK只负责透传。另外如果需要iOS APNs推送，还需要提供一段推送文本描述，方便展示。

自定义消息由 TIMCustomElem定义，其中data 存储消息的二进制数据，其数据格式由开发者定义，desc存
储描述文本。一条消息内可以有多个自定义Elem，并且可以跟其他Elem混合排列，离线Push时叠加每个Elem
的desc描述信息进行下发。

TIMCustomElem 成员方法：

//获取自定义数据
byte[] getData()

//获取自定义描述
java.lang.String getDesc()

//设置自定义数据
void setData(byte[] data)

//设置自定义描述
void setDesc(java.lang.String desc)

示例：

//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 xml协议的自定义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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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sampleXml =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testTitlethis is custom msgtest msg
body";

//向TIMMessage中添加自定义内容
TIMCustomElem elem ＝ new TIMCustomElem();
elem.setData(sampleXml.getBytes()); //自定义byte[]
elem.setDesc("this is one custom message"); //自定义描述信息

//将elem添加到消息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e(tag, "SendMsg ok");
}
});

示例中拼接一段xml消息，具体展示由开发者决定。

1.10 Elem顺序
目前文件和语音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顺序传输，其他Elem按照顺序，不过建议不要过于依赖Elem顺序进行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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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应该逐个按照Elem类型处理，防止异常情况下进程Crash。

1.11 在线消息
对于某些场景，需要发送在线消息，即用户在线时收到消息，如果用户不在线，下次登录也不会看到消息，可
用于通知类
消息，这种消息不会进
行存储，也不会计入未读计数。发送接口与se
ndMessage类似，
注意：2.5.3版本以前只针对单聊消息有效。2.5.3版本以后对群组消息有效(暂不支持AVChatRoom和BChatRo
om类型)

注意：

1. ImSDK 2.5.3之前版本只对单聊消息有效。
2. ImSDK
2.5.3及之后版本，增加对群消息的支持。
如果需要支持这种群消息，请注意各平台都需要升级到2.5.3及以上版本。

//发送在线消息（服务器不保存消息）
public void sendOnlineMessage(TIMMessage msg,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callback)

1.12 消息转发
在2.4.0及以上版本，在

TIMMessage

中提供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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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From

接口，可以方便地拷贝其他消息的内容到当前消息，然后将消息重新发送给其他人。

原型：

/**
* 复制消息内容到当前消息（Elem, priority, online, offlinePushInfo等）
* @param srcMsg 源消息
* @return true 复制成功
*/
public boolean copyFrom(@NonNull TIMMessage srcMsg)

2 接收消息
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需要感知新消息的通知，这时只需注册新消息通知回调 TIMMessageListener，如果用户
是登录状态，ImSDK收到新消息会通过此方法抛出，另外需要注意，通过onNewMessage抛出的消息不一定
是未读的消息，只是本地曾经没有过的消息（例如在另外一个终端已读，拉取最近联系人消息时可以获取会话
最后一条消息，如果本地没有，会通过此方法抛出）。在用户登录之后，ImSDK会拉取离线消息，为了不漏掉
消息通知，需要在登录之前注册新消息通知。

原型：

public void addMessageListener(TIMMessageListener listener)

添加一个消息监听器，默认情况下所有消息监听器都将按添加顺序被回调一次 除非用户在

OnNewMessages

回调中返回true，此时将不再继续回调下一个消息监听器。

public boolean onNewMessages(java.util.Listmsg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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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新消息回调。

public void removeMessageListener(TIMMessageListener listener)

删除一个消息监听器，消息监听器被删除后，将不再被调用。

回调消息内容通过参数

TIMMessage

传递，通过

TIMMessage

可以获取消息和相关会话的详细信息，如消息文本，语音数据，图片等等。

2.1 消息解析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

遍历Elem原型：

//获取消息元素
TIMElem getElement(int i)

//获取元素个数
long getElementCount()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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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essage msg = /* 消息 */

for(int i = 0; i < msg.getElementCount(); ++i) {
TIMElem elem = msg.getElement(i);

//获取当前元素的类型
TIMElemType elemType = elem.getType();
Log.d(tag, "elem type: " + elemType.name());
if (elemType == TIMElemType.Text) {
//处理文本消息
} else if (elemType == TIMElemType.Image) {
//处理图片消息
}//...处理更多消息
}

2.2 接收图片消息
接收方收到消息后，可通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类型为TIMImageElem的
是图片消息节点。然后通过imageList获取该图片的所有规格用来展示。详细如下：

TIMImageElem 成员方法：

java.util.ArrayListgetImageList()

保存本图片的所有规格，目前最多包含三种规格: 缩略图、大图、原图，
每种规格保存在一个TIMImage对象中。

void setPath(java.lang.String path)

收消息时不用关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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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ath只在发送消息时有效，收到消息时此字段为空。

TIMImage说明：

获取到消息时通过imageList得到所有的图片规格，为TIMImage数据，得到TIMImage后可通过图片大小进行
占位，通过接口
getImage下载不同规格的图片进行展示。
下载的数据需要由开发者缓存，ImSDK每次调用getImage都会从服务端重新下载数据。建议通过图片的uuid
作为key进行图片文件的存储。

TIMImage 成员方法：

//获取图片高度
long getHeight()

//获取图片，保存于path指向的文件中
void getImage(java.lang.String path, TIMCallBack cb)

//获取图片
void getImage(TIMValueCallBack<byte[]> cb)

//获取图片大小
long getSize()

//图片规格，有三种Thumb、Large、Original，分别代表缩略图、大图、原图
TIMImageType getType()

//图片ID，全局唯一，图片标识，相同uuid的图片可以不再重复下载
java.lang.String getUuid()

//获取图片宽度
long getWidt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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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规格说明：

每幅图片有三种规格，分别是Thumb(缩略图)、Large(大图)、Original(原图)。
原图是指用户发送的原始图片，尺寸和大小都保持不变。
缩略图是将原图等比压缩，压缩后宽、高中较小的一个等于198像素。
大图也是将原图等比压缩，压缩后宽、高中较小的一个等于720像素。
如果原图尺寸就小于198像素，则三种规格都保持原始尺寸，不需压缩。
如果原图尺寸在198~720之间，则大图和原图一样，不需压缩。
在手机上展示图片时，建议优先展示缩略图，用户点击缩略图时再下载大图，点击大图时再下载原图。当然开
发者也可以选择跳过大图，点击缩略图时直接下原图。

在pad或PC上展示图片时，由于分辨率较大，且基本都是wifi或有线网络，建议直接显示大图，用户点击大图
时再下载原图。

示例：

//遍历一条消息的元素列表
for(int i = 0; i < msg.getElementCount(); ++i) {
TIMElem elem = msg.getElement(i);
if (elem.getType() == TIMElemType.Image) {
//图片元素
TIMImageElem e = (TIMImageElem) elem;
for(TIMImage image : e.getImageList()) {

//获取图片类型, 大小, 宽高
Log.d(tag, "image type: " + image.getType() +
" image size " + image.getSize() +
" image height " + image.getHeight() +
" image width " + image.getWidth());

image.getImage(new TIMValueCallBack<byt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获取图片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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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getIm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byte[] data) {//成功，参数为图片数据
//doSomething
Log.d(tag, "getImage success. data size: " + data.length);
}
});
}
}
}

2.3 接收语音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TIMSoundElem为语音消息节点，原型如下：

TIMSoundElem 成员方法：

//获取二进制数据长度
long getDataSize()

//获取语音时长
long getDuration()

//下载语音文件到指定的保存路径
public void getSoundToFile(String path, TIMCallBack callback)

//获取uuid，可作为唯一标识，方便用户缓存
java.lang.String getUu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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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二进制数据
void setData(byte[] data)

//设置语音时长
void setDuration(long duration)

获取到消息时可通过时长占位，通过接口 getSoundToFile 下载语音资源，getSoundToFile 接口每次都会从
服务端下载，如需缓存或者存储，开发者可根据uuid作为key进行外部存储，ImSDK并不会存储资源文件。

原型：

public void getSoundToFile(String path, TIMCallBack callback)

下载语音文件到指定的保存路径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th

指定保存路径

callback

回调

语音消息已读状态：

语音是否已经播放，可使用 消息自定义字段 实现，如 customInt 的值 0
表示未播放，1表示播放，当用户点击播放后可设置 customInt 的值为1。

原型：

public void setCustomInt(int value)

设置自定义整数， 默认为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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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接收小文件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TIMFileElem为文件消息节点，原型如下：

TIMFileElem 成员方法：

//下载文件到指定的保存路径
void getToFile(String path, TIMCallBack callback)

//获取文件名
java.lang.String getFileName()

//获取文件大小
long getFileSize()

//获取uuid
java.lang.String getUuid()

//设置待发送的文件二进制数据
void setData(byte[] data)

//设置文件名
void setFileName(java.lang.String fileName)

获取到消息时可只展示文件大小和显示名，通过接口 getToFile 下载文件资源。getToFile 接口每次都会从服
务端下载，如需缓存或者存储，开发者可根据uuid作为key进行外部存储，ImSDK并不会存储资源文件。

原型：

public void getToFile(String path, TIMCallBack callbac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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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件到指定的保存路径。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th

指定保存路径

callback

回调

2.5 接收短视频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ent 从 TIMMessage 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TIMVideoElem为文件消息
节点，通过其中的TIMVideo和TIMSnapshot对象获取视频和截图内容，原型如下：

TIMVideo:

/**
* 设置视频文件类型，发送消息时进行设置
* @param type 视频文件类型
*/
public void setType(String type)

/**
* 获取视频文件类型
* @return 返回视频文件类型
*/
public String getType()

/**
* 设置视频时长，发送消息时进行设置
* @param duaration 视频时长
*/
public void setDuaration(long duaration)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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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视频时长
* @return 返回视频时长
*/
public long getDuaration()

/**
* 获取视频文件uuid
* @return uuid，可作为唯一标示用于缓存的key
*/
public String getUuid()

/**
* 获取视频文件大小
* @return 返回视频文件大小
*/
public long getSize()

/**
* 获取视频
* @param path 视频保存路径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getVideo(@NonNull final String path, @NonNull final TIMCallBack cb)

TIMSnapshot:

/**
* 构造函数(多用户)
* @param strIdentifer 帐号
*/
public TIMSnapshot(String strIdentife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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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截图文件uuid
* @return uuid，可作为唯一标示用于缓存的key
*/
public String getUuid()

/**
* 设置截图文件类型，发送消息时进行设置
* @param type 视频文件类型
*/
public void setType(String type)

/**
* 获取截图文件类型
* @return 返回视频文件类型
*/
public String getType()

/**
* 获取截图文件大小
* @return 返回截图文件大小
*/
public long getSize()

/**
* 获取截图高度
* @return 截图高度
*/
public long getHeight()

/**
* 设置截图高度，发送消息时进行设置
* @param height 截图高度
*/
public void setHeight(long heigh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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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截图宽度
* @return 截图宽度
*/
public long getWidth()

/**
* 设置截图宽度，发送消息时进行设置
* @param width 截图宽度
*/
public void setWidth(long width)

/**
* 获取截图
* @param path 保存截图的路径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getImage(final String path, final TIMCallBack cb)

示例：

//遍历一条消息的元素列表
for(int i = 0; i < msg.getElementCount(); ++i) {
TIMElem elem = msg.getElement(i);
if (elem.getType() == TIMElemType.Video) {
//视频元素
TIMVideoElem e = (TIMVideoElem) elem;

//获取视频截图信息
TIMSnapshot snapshot = e.getSnapshotInfo();
String snapshot_uuid = snapshot.getUuid();
String snapshot_type = snapshot.getTyp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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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height = snapshot.getHeight();
long width = snapshot.getWidth();
long snapshot_size = snapshot.getSize();
//下载视频截图，并保存到snapshotSavePath
snapshot.getImage(snapshotSavePath,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getImage failed, code:" + code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getImage succ");
}
});

//获取视频信息
TIMVideo video = e.getVideoInfo();
String video_type = video.getType();
String video_uuid = video.getUuid();
long duaration = video.getDuaration();
long video_size = video.getSize();
video.getVideo(videoSavePath,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getVideo failed, code:" + code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getVideo suc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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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消息属性
可通过TIMMessage成员方法获取消息属性。

3.1 消息是否已读
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isRead

可以获取消息是否已读。这里已读与否取决于APP侧进行的已读上报。

原型：

public boolean isRead()

消息是否已读。

3.2 消息状态
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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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可以获取当前消息的状态，如发送中、发送成功、发送失败和删除，对于删除的消息，需要UI判断状态并隐藏
。

//发送中
TIMMessageStatus.Sending

//发送成功
TIMMessageStatus.SendSucc

//发送失败
TIMMessageStatus.SendFail

//删除
TIMMessageStatus.HasDeleted

3.3 是否自己发出的消息
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isSelf

可以判断消息是否是自己发出的消息，界面显示时可用。

原型：

public boolean isSel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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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是否是自己发出。

3.4 消息发送者及其相关资料
对于群消息，可以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getSender

得到发送用户，另外也可以通过方法

getSenderProfile

和

getSenderGroupMemberProfile

获取用户自己的资料和所在群的资料。
(注意，此字段是消息发送时获取用户资料写入消息体，如后续用户资料更新，此字段不会相应变更，只有产生
的新消息中才会带最新的昵称）。

//获取消息发送方
public String getSender()

//获取发送者个人资料
public TIMUserProfile getSenderProfile()

//获取发送者群内资料
public TIMGroupMemberInfo getSenderGroupMemberProfi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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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版本之前，只有在线消息

onNewMessage

抛出的消息可以获取到用户资料，1.9版本以后，通过

getMessage

得到的消息也可以拿到资料（更新版本之前已经收到本地的消息无法获取到）。

对于单聊消息，通过

TIMMessage

的

getConversation

获取到对应会话，会话的

getPeer

可以得到正在聊天的用户。

3.5 消息时间
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timestam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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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消息时间，该时间是server时间，而非本地时间。在创建消息时，此时间为根据server时间校准过的
时间，发送成功后会改为准确的server时间。

//消息在服务端生成的时间戳
public long timestamp()

3.6 消息删除
目前暂不支持Server消息删除，只能在本地删除，有两种删除方法，一种是remove，通过这种方法删除的消
息，仅是打上删除的标记，并未真正删除。另外一种是
DeleteFromStorage，从本地数据库彻底删除，但是如果使用 getMessage，可能从server
漫游消息获取到本地，此消息可能重新出现。所以如果使用了 getMessage，建议使用 remove
方法进行删除和界面过滤。

//将消息状态标记为删除
public boolean remove()

//从本地数据库删除消息：注意群组消息通过getMessage接口会从svr同步到本地
public boolean DeleteFromStorage()

3.7 消息ID
消息Id也有两种，一种是当消息生成时，就已经固定（msgId），这种方式可能跟其他用户产生的消息冲突，
需要再加一个时间未读，可以认为10分钟以内的消息可以使用msgId区分。另外一种，当消息发送成功以后才
能固定下来（uniqueId），这种方式能保证全局唯一。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在同一个会话内判断。

//获取消息Id
public String getMsgId()

//获取消息uniqueId
public long getMsgUniqu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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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消息自定义字段
开发者可以对消息增加自定义字段，如自定义整数、自定义二进制数据，可以根据这两个字段做出各种不通效
果，比如语音消息是否已经播放等等。另外需要注意，此自定义字段仅存储于本地，不会同步到server，更换
终端获取不到。

//设置自定义整数， 默认为0
public void setCustomInt(int value)

//获取自定义整数值
public int getCustomInt()

//设置自定义数据内容，默认为""
public void setCustomStr(String str)

//获取自定义数据内容的值
public String getCustomStr()

3.9 消息优先级
对于直播场景，会有点赞和发红包功能，点赞相对优先级较低，红包消息优先级较高，具体消息内容可以使用T
IMCustomElem进行定义，发送消息时，可使用不同接口定义消息优先级。具体消息优先级的策略，可参阅
互动直播集成多人聊天方案。注意：只针对群聊消息有效。

//设置消息优先级
public void setPriority(TIMMessagePriority priority)

//获取消息优先级
public TIMMessagePriority getPriority()

3.10 群组消息会话的接收消息选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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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群组会话消息，可以通过消息属性判断本群组设置的接收消息选项，可参阅
群组管理。注意：只针对群聊消息有效。

//获取消息通知类型
public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getRecvFlag()

3.11 已读回执
由2.3.0版本开始，提供针对于C2C消息的已读回执功能。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enableReadReceipt

接口可以启用消息已读回执功能。启用已读回
执功能后，在进行消息已读上报的时候会给聊天对方发送已读回执。

通过

TIMManager

的接口

setMessageReceiptListener

可以注册已读回执监听器。通过

TIMMessage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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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eerReaded

可以查询当前消息对方是否已读。

原型：

/**
* 启用已读回执，启用后在已读上报时会给对方发送回执，只对单聊会话有效
*/
public void enableReadReceipt()

/**
* 设置已读回执监听器
* @param receiptListener 已读回执监听器
*/
public void setMessageReceiptListener(TIMMessageReceiptListener receiptListener)

/**
* 获取对方是否已读（仅对C2C消息有效）
* @return true - 对方已读， false - 对方未读
*/
public boolean isPeerReaded()

3.12 消息序列号
通过

TIMMessage

中的接口

get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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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取到当前消息的序列号。

ImSDK 2.5.3 提供

/**
* 获取当前消息的序列号
* @return 当前消息的序列号
*/
public long getSeq()

3.13 消息随机码
通过

TIMMessage

中的接口

getRand

可以获取到当前消息的随机码。

ImSDK 2.5.3 提供

/**
* 获取当前消息的随机码
* @return 当前消息的随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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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long getRand()

3.14 消息查找参数
ImSDK中的消息需要通过{seq, rand, timestamp, isSelf}
四元组来唯一确定一条具体的消息，我们把这个四元组称为消息的查找参数。通过

TIMMessage

中的

getMessageLocator

接口可以从当前消息中获取到当前消息的查找参数。

ImSDK 2.5.3 提供

/**
* 获取当前消息的查找参数
* @return 当前消息的查找参数
*/
public TIMMessageLocator getMessageLocator()

4 会话操作
4.1 获取所有会话
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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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Count

获取当前会话数量，从而得到所有本地会话：

原型：

//根据索引获取会话
TIMConversation getConversationByIndex(long i)

//获取本地保存的会话数
long getConversationCount()

示例：

//获取会话个数
long cnt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Count();

//遍历会话列表
for(long i = 0; i < cnt; ++i) {
//根据索引获取会话
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ByIndex(i);

Log.d(tag, "get conversation. type: " + conversation.getType());
}

2.0以上版本，提供

getConversationList

获取当前所有会话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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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获取所有会话
public List<TIMConversation> getConversionList()

4.2 最近联系人漫游
ImSDK登录以后默认会获取最近联系人漫游，同时每个会话会获取到最近的一条消息。如果不需要此功能，可
以调用方法禁用：

//禁止在登录后拉取最近联系人，默认会进行拉取，需登录前设置
public void disableRecentContact()

4.3 获取会话本地消息
ImSDK 会在本地进行消息存储，可通过 TIMConversation 方法的 getLocalMessage 获取，此方法为异步方
法，需要通过设置回调得到消息数据，对于单聊，登录后可以获取离线消息，对于群聊，开启最近联系人漫游
的情况下，登录后只能获取最近一条消息，可通过getMessage获取漫游消息。

原型：

public void getLocalMessage(int count, TIMMessage lastMsg,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callback)

仅获取本地聊天记录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从最后一条消息往前的消息条数

lastMsg

已获取的最后一条消息，当传null的时候，从最新的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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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息开始读取

callback

回调, 参数中返回获取的消息列表

示例：

//获取此会话的消息
conversation.getLocalMessage(10, //获取此会话最近的10条消息
null, //不指定从哪条消息开始获取 - 等同于从最新的消息开始往前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回调接口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获取消息失败
//接口返回了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get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Message> msgs) {//获取消息成功
//遍历取得的消息
for(TIMMessage msg : msgs) {
lastMsg = msg;
//可以通过timestamp()获得消息的时间戳, isSelf()是否为自己发送的消息
Log.e(tag, "get msg: " + msg.timestamp() + " self: " + msg.isSelf() + " seq: " + msg.msg.seq());

}
}
});

对于图片、语音等资源类消息，消息体只会包含描述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接口下载数据，可参与消息解析部
分，下载后的真实数据不会缓存，需要调用方进行缓存。

4.4 获取会话漫游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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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群组，登录后可以获取漫游消息，对于C2C，开通漫游服务后可以获取漫游消息，通过 ImSDK 的
getMessage 接口可以获取漫游消息，如果本地消息全部都是连续的，则不会通过网络获取，如果本地消息不
连续，会通过网络获取断层消息。

原型：

public void getMessage(int count, TIMMessage lastMsg,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callback)

获取聊天记录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从最后一条消息往前的消息条数

lastMsg

已获取的最后一条消息，当传null的时候，从最新的消
息开始读取

callback

回调, 参数中返回获取的消息列表

示例：

//获取此会话的消息
conversation.getMessage(10, //获取此会话最近的10条消息
null, //不指定从哪条消息开始获取 - 等同于从最新的消息开始往前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回调接口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获取消息失败
//接口返回了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get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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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Message> msgs) {//获取消息成功
//遍历取得的消息
for(TIMMessage msg : msgs) {
lastMsg = msg;
//可以通过timestamp()获得消息的时间戳, isSelf()是否为自己发送的消息
Log.e(tag, "get msg: " + msg.timestamp() + " self: " + msg.isSelf() + " seq: " + msg.msg.seq());

}
}
});

对于图片、语音等资源类消息，消息体只会包含描述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接口下载数据，可参与消息解析部
分，下载后的真实数据不会缓存，需要调用方进行缓存。

4.5 删除会话
删除会话有两种方式，一种只删除会话，但保留了所有消息，另一种在删除会话的同时，也删除掉会话相关的
消息。可以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删除本地消息，对于群组，通过getM
essage会拉取到漫游消息，所以存在删除消息成功，但是拉取到消息的情况，取决于是否重新从漫游拉回到本
地。如果不需要拉取漫游，可以通过 getLocalMessage 获取消息，或者只通过 getMessage
拉取指定条数（如未读条数数量）的消息。

原型：

//删除会话
public boolean delete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 type, String peer)

//删除会话和消息
public boolean deleteConversationAndLocalMsgs(TIMConversationType type, String peer)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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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ype

会话类型，如果是单聊，填写 TIMConversationType.
C2C，如果是群聊，填写TIMConversationType.Grou
p

peer

会话标识，单聊情况下，peer为对方用户identifier，
群聊情况下，peer为群组Id

其中 deleteConversation 仅删除会话，deleteConversationAndMessages 删除会话以及消息。

示例：

TIMManager.getInstance().delete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C2C, "hello");

示例中删除与用户hello的C2C会话。

4.6 同步获取会话最后的消息
UI展示最近联系人列表时，时常会展示用户的最后一条消息，在1.9.2以后版本增加了同步获取接口，用户可以
通过此接口方便获取最后一条消息进行展示。
目前没有网络无法
获取，另外如果禁用了最近联系人，
登陆后在有新消息过来之前无法获取。此接口获取并不会过滤删除状态消息，需要APP层进行屏蔽。

原型：

public List<TIMMessage> getLastMsgs(long count)

从cache中获取最后几条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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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count

需要获取的消息数，注意这里最多为20

4.7 禁用会话本地存储
直播场景下，群组类型会话的消息量很大，为了提升效率时常需要禁用直播群的本地消息存储功能。在ImSDK
2.2.0及更高级版本中增加了针对单个会话禁用本地存储的功能，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调用

TIMConversation

中的

disableStorage

接口禁用相应的会话本地存储。

原型：

/**
* 禁止当前会话的存储，只对当前初始化有效，重启后需要重新设置。
* 需要初始后调用
*/
public void disableStorage()

4.8 设置会话草稿
ImSDK 2.2.0及以上版本增加了会话草稿功能，开发者可以通过

TIMConversation

中的相关接口进行草稿操作。

1. 草稿只能本地有效，更换终端或者清除数据后将看不到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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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草稿信息会存本地数据库，重新登录后依然可以获取。

原型：

/**
* 设置草稿
* @param draft 草稿内容, 为null则表示取消草稿
*/
public void setDraft(TIMMessageDraft draft)

/**
* 获取草稿
* @return 返回草稿内容
*/
public TIMMessageDraft getDraft()

/**
* 当前会话是否存在草稿
* @return true - 存在，false - 不存在
*/
public boolean hasDraft()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draft

需要设置的草稿 ，需要清空会话草稿时传入null

TIMMessageDraft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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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草稿中的消息元素列表
* @return 消息元素列表
*/
public List<TIMElem> getElems()

/**
* 设置草稿中的消息元素
* @param elem 要添加到草稿中的消息元素
*/
public void addElem(TIMElem elem)

/**
* 获取草稿中用户自定义数据
* @return 用户自定义数据
*/
public byte[] getUserDefinedData()

/**
* 设置草稿中用户自定义数据
* @param userDefinedData 用户自定义数据
*/
public void setUserDefinedData(byte[] userDefinedData)

/**
* 获取草稿的编辑时间
* @return 草稿编辑时间
*/
public long getTimestamp()

4.9 消息查找
ImSDK提供了根据提供参数查找相应消息的功能，只能精准查找，暂时不支持模糊查找。开发者可以通过调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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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Conversation

中的

findMessages

方法进行消息查找。

ImSDK 2.5.3 提供

/**
* 根据提供的参数查找相应消息
* @param locators 消息查找参数
* @param cb 回调，返回查找到的消息
*/
public void findMessages(@NonNull List<TIMMessageLocator> locators,
TIMValueCallBack<List<TIMMessage>> cb)

其中参数中的

TIMMessageLocator

可以通过消息中的

getMessageLocator

方法来获取，或者自行构造。

TIMMessageLo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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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要查找的消息的时间戳
* @param timestamp 消息时间戳
*/
public TIMMessageLocator setTimestamp(long timestamp)

/**
* 设置要查找的消息的序列号
* @param seq 消息的序列号
*/
public TIMMessageLocator setSeq(long seq)

/**
* 设置要查找的消息随机码
* @param rand 消息随机码
*/
public TIMMessageLocator setRand(long rand)

/**
* 设置要查找的消息的发送者是否是自己
* @param self true - 发送者是自己， false - 发送者不是自己
*/
public TIMMessageLocator setSelf(boolean self)

5 系统消息
会话类型（TIMConversationType）除了C2C单聊和Group群聊以外，还有一种系统消息，系统消息不能由用
户主动发送，是系统后台在相应的事件发生时产生的通知消息。系统消息目前分为两种，一种是关系链系统消
息，一种是群系统消息。

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当有用户加自己为好友，或者有用户删除自己好友的情况下，系统会发出变更通知，开
发者可更新好友列表。相关细节可参阅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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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群资料变更，如群名变更或者群内成员变更，在群里会有系统发出一条群事件消息，开发者可在收到消息时
可选择是否展示给用户，同时可刷新群资料或者群成员。详细内容可参阅群事件消息。

当被管理员踢出群组，被邀请加入群组等事件发生时，系统会给用户发出群系统消息，相关细节可参阅
群系统消息。

6 设置后台消息通知栏提醒
ImSDK后台在线时可以持续接收消息通知，如果此时程序在后台运行，可以以系统通知栏提醒的形式给用户呈
现新的消息。新消息可以显示在顶部通知栏，通知中心或锁屏上。具体的实现方式可参见Demo中PushUtil.jav
a。

示例：

NotificationManager mNotificationManager = (NotificationManager)
context.getSystemService(context.NOTIFICATION_SERVICE);
NotificationCompat.Builder mBuilder = new NotificationCompat.Builder(context);
Intent notificationIntent = new Intent(context, MainActivity.class);
notificationIntent.setFlags(Intent.FLAG_ACTIVITY_CLEAR_TOP| Intent.FLAG_ACTIVITY_SINGLE_TOP);
PendingIntent intent = PendingIntent.getActivity(context, 0, notificationIntent, 0);
mBuilder.setContentTitle(senderStr)//设置通知栏标题
.setContentText(contentStr)
.setContentIntent(intent) //设置通知栏点击意图
.setNumber(++pushNum) //设置通知集合的数量
.setTicker(senderStr+":"+contentStr) //通知首次出现在通知栏，带上升动画效果的
.setWhen(System.currentTimeMillis())//通知产生的时间，会在通知信息里显示，一般是系统获取到的时间

.setDefaults(Notification.DEFAULT_ALL)
//向通知添加声音、闪灯和振动效果的最简单、最一致的方式是使用当前的用户默认设置，使用defaults属性
，可以组合
.setSmallIcon(R.drawable.ic_launcher);//设置通知小ICON
Notification notify = mBuilder.build();
notify.flags |= Notification.FLAG_AUTO_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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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tificationManager.notify(pushId, no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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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读消息计数（Android SDK）

1 未读消息
未读消息是指用户没有读过的消息（而非对方是否已经阅读，这种情况需要回执才能实现，目前ImSDK没有此
功能。），TIMMessage 方法

isRead

标识消息是否已读，要想显示正确的未读计数，需要开发者显式调用已读上报，告诉app某条消息是否已读，
例如，当用户进入聊天界面，可以设置整个会话的消息已读。对于聊天室，Server不保存未读计数，每次登录
后跟Server同步未读计数后将会清零。

public boolean isRead()

2 获取当前未读消息数量
可通过 TIMConversation 的 getUnReadMessageNum 方法获取当前会话中未读消息的数量，对于聊天室，
Server不保存未读计数，每次登录后跟Server同步未读计数后将会清零。

原型：

//获取未读消息数
public long getUnreadMessageNum()

示例：

//获取未读消息数
long num = conversation.getUnreadMessageNum();
Log.d(tag, "unread msg num: " + nu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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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读上报
当用户阅读某个会话的数据后，需要进行会话消息的已读上报，SDK根据会话中最后一条阅读的消息，设置会
话中之前所有消息为已读。

原型：

//将此消息之前的所有消息标记为已读
public void setReadMessage(TIMMessage msg)

//将所有消息标记为已读
public void setReadMessag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sg

为当前会话中最后一条读过的消息，ImSDK会把比此消
息的时间更早的消息标记为已读消息。

无参数的版本设置一个会话中所有消息为已读状态，对于单聊会话，无参数版本性能要高很多，大多数情况下
使用无参数版本即可。

示例：

//对单聊会话已读上报
String peer = "sample_user_1"; //获取与用户 "sample_user_1" 的会话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
TIMConversationType.C2C, //会话类型：单聊
peer); //会话对方用户帐号
conversation.setReadMessage(lastMsg); //lastMsg为最后一条读过的消息

//对群聊会话已读上报
String groupId = "TGID1EDABEAEO"; //获取与群组 "TGID1LTTZEAEO" 的会话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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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
TIMConversationType.Group, //会话类型：群组
groupId); //群组Id
conversation.setReadMessage(lastMsg); //lastMsg为最后一条读过的消息

单聊和群聊设置已读用法相同，区别在于会话类型。

多终端已读上报同步

在2.0以上版本中引入了多终端已读上报同步
的功能，在多终端情况下，未读消息计数由Server下发同步通知，SDK在本地更新未读计数后，通知用户更新
会话。通知会通过

TIMRefreshListener

中的

onRefreshConversation

接口来进行回调，对于关注多终端同步的用户，可以在这个接口中进行相关的同步处理。

原型：

//部分会话刷新（包括多终端已读上报同步）
public void onRefreshConversation(List<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s)

参数：

参数

说明

conversations

需要刷新的会话列表

4. 禁用自动上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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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以上版本引入的方法，在单终端情况下，默认设置可以满足需求，出于性能考虑，未读消息由SDK拉回
到本地，Server默认会删除未读消息，切换终端以后无法看到之前终端已经拉回的未读消息，如果仅在一个终
端，未读计数没有问题。如果需要多终端情况下仍然会有未读，可以通过TIMManager中的

disableAutoReport

方法禁用自动上报，IM通讯云不会代替用户已读上报，
一旦禁用自动上报，需要开发者显式调用setReadMessage。

public void disableAutoReport()

禁用自动已读上报，需登录前设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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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管理（Android SDK）

1. 群组综述
IM云通讯有多种群组类型，其特点以及限制因素可参考群组系统
。群组使用唯一Id标识，通过群组Id可以进行不同操作。

2. 群组消息
群组消息与C2C消息相同，仅在获取Conversation时的会话类型不同，可参照 消息发送 部分。

3. 群组管理
群组相关操作都由 TIMGroupManager 实现，需要用户登录成功后操作。

获取单例原型：

public static TIMGroupManager getInstance()

3.1 创建内置类型群组
可通过createGroup接口创建群组，创建时可指定群组类型，群组名称以及要加入的用户列表，创建成功后返
回群组Id，可通过群组Id获取Conversation收发消息等。

另外 CreateAVChatRoomGroup 创建直播大群，此类型群可以加入人数不做限制，但是有一些能力上的限制
，如不能拉人进去，不能查询总人数等，可参阅 直播场景下的 IM 集成方案。

原型：

//创建群组
public void createGroup(java.lang.String type,
java.util.List<java.lang.String> members,
java.lang.String groupNam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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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ValueCallBack<java.lang.String> cb)

//创建音视频聊天室（可支持超大群，详见wiki文档）
public void createAVChatroomGroup(String groupName, TIMValueCallBack<String>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群类型: 私有群（Private）、公开群（Public）、聊天
室（ChatRoom）、互动直播聊天室（AVChatRoom
）和在线成员广播大群（BChatRoom）

members

待加入群组的成员列表，创建者默认加入，无需指定（
群内最多10000人）

groupName

群组名称（最长30字节）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将返回创建成功的群组
Id

示例：

//创建待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
ArrayList<String> 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String user = "";

//添加用户
user = "sample_user_1";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2";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3";
list.add(user);

//创建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7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TIMValueCallBack<String>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create group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String s) { //回调返回创建的群组Id
Log.e(tag, "create group succ: " + s);
}
};

//创建群组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createGroup(
"Private", //群组类型: 目前仅支持私有群
list, //待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
"test_group", //群组名称
cb); //回调

//创建直播大群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createAVChatroomGroup("TVShow", new
TIMValueCallBack<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d(tag, "create av group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String s) {
Log.d(tag, "create av group succ, groupId:" + s);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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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
在创建群组时，除了设置默认的成员以及群名外，如果还需要设置如群ID、群公告、群简介等字段，可以通过
以下接口来创建群组：

原型：

public void createGroup(TIMGroupManager.CreateGroupParam param, TIMValueCallBack<String>
cb)

根据指定的信息创建群组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ram

创建群组需要的信息集,
详见TIMGroupManager.CreateGroupParam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将返回创建成功的群组
Id

TIMGroupManager.CreateGroupParam 提供的属性设置方法：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类型（必填）
* @param type 群类型, 目前支持的群类型："Public", "Private", "ChatRoom", "AVChatRoom",
"BChatRoom"
*/
public void setGroupType(String type)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名称（必填）
* @param name 群名称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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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setGroupName(String name)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群ID
* @param groupId 群ID
*/
public void setGroupId(String groupId)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群公告
* @param notification 群公告
*/
public void setNotification(String notification)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群简介
* @param introduction 群简介
*/
public void setIntroduction(String introduction)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群头像URL
* @param url 群头像URL
*/
public void setFaceUrl(String url)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加群选项
* @param option 加群选项
*/
public void setAddOption(TIMGroupAddOpt option)

/**
* 设置要创建的群允许的最大成员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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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maxMemberNum 最大成员数
*/
public void setMaxMemberNum(long maxMemberNum)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自定义信息
* @param key 自定义信息key, 最长16字节
* @param value 自定义信息value，最长512字节
*/
public void setCustomInfo(String key, byte[] value)

/**
* 设置要创建的群的初始成员
* @param infos 初始成员的信息列表
*/
public void setMembers(List<TIMGroupMemberInfo> infos)

示例：

TIMGroupManager.CreateGroupParam param =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ById(identifier).new
CreateGroupParam();
param.setGroupType("Public");
param.setGroupName("hello");
param.setIntroduction("hello world");
param.setNotification("welcome to hello group");

//添加群成员
List<TIMGroupMemberInfo> infos = new ArrayList<TIMGroupMemberInfo>();
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 = new 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setUser(identifier2);
member.setRoleType(TIMGroupMemberRoleType.NotMember);
infos.add(member);
param.setMembers(info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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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群自定义字段，需要先到控制台配置相应的key
try {
param.setCustomInfo("GroupKey1", "wildcat".getBytes("utf-8"));
}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创建群组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createGroup(param, new TIMValueCallBack<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d(tag, "create group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String s) {
Log.d(tag, "create group succ, groupId:" + s);
}
});

3.3 自定义群组Id创建群组
默认创建群组时，IM通讯云服务器会生成一个唯一的Id，以便后续操作，另外，如果用户需要自定义群组Id，
在创建时可指定Id，通过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 也可以实现自定义群组Id的功能。

原型：

public void createGroup(String type, List<String> members, String groupName, String groupId,
TIMValueCallBack<String> cb)

创建群组，可以指定群组类型、群组名和群组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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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群类型: 私有群（Private）、公开群（Public）、聊天
室（ChatRoom）、互动直播聊天室（AVChatRoom
）和在线成员广播大群（BChatRoom）

members

待加入群组的成员列表，创建者默认加入，无需指定（
群内最多10000人）

groupName

群组名称（最长30字节）

groupId

自定义群组id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将返回创建成功的群组
Id

示例：

//创建待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
ArrayList<String> 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String user = "";

//添加用户
user = "sample_user_1";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2";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3";
list.add(user);

//创建回调
TIMValueCallBack<String>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create group failed: " + code + " desc");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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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String s) { //回调返回创建的群组Id
Log.e(tag, "create group succ: " + s);
}
};

//创建群组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createGroup(
"Private", //群组类型: 目前仅支持私有群
list, //待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
"test_group", //群组名称
"12345678", //群组ID
cb); //回调

3.4 邀请用户入群
TIMGroupManager 的接口 InviteGroupMember 可以拉（邀请）用户进入群组。

权限说明：

私有群：群成员无需受邀用户同意，直接将其拉入群中。
公开群/聊天室：不允许群成员邀请他人入群。
互动直播聊天室：不允许任何人（包括APP管理员）邀请他人入群。

原型：

public void inviteGroupMember(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util.List<java.lang.String> memList,
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cb)

邀请加入群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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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memList

待加入群组的用户id列表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成功加入群组的用
户列表以及操作结果状态

TIMGroupMemberResult：

/**
* 获取操作结果
* @return 操作结果 ： 0：失败；1：成功；2：添加成员时，该成员已经在群组中 或
删除成员时，该成员不在群组中
*/
public long getResult()

/**
* 获取用户帐号
* @return 用户帐号
*/
public String getUser()

示例：

//创建待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
ArrayListlist = new ArrayList();

String user = "";

//添加用户
user = "sample_user_1";
list.add(us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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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 "sample_user_2";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3";
list.add(user);

//回调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results) { //群组成员操作结果
for(TIMGroupMemberResult r : results) {
Log.d(tag, "result: " + r.getResult() //操作结果: 0:添加失败；1：添加成功；2：原本是群成员
+ " user: " + r.getUser()); //用户帐号
}
}
};

//将list中的用户加入群组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inviteGroupMember(
groupId, //群组Id
list, //待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
cb); //回调

3.5 申请加入群组
TIMGroupManager 的接口 applyJoinGroup可以主动申请进入群组，此操作只对公开群和聊天室有效。

权限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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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群不能由用户主动申请入群；
公开群和聊天室可以主动申请进入， 如果群组设置为需要审核，申请后管理员和群主会受到申请入群系统消息
，需要等待管理员或者群主审核，如果群组设置为任何人可加入，则直接入群成功；
直播大群可以任意加入群组。

原型：

public void applyJoinGroup(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reason,
TIMCallBack cb)

加入群组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reason

申请理由（选填）

cb

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applyJoinGroup("TGID1JYSZEAEQ", "some reason", new
TIMCallBack() {
@java.lang.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接口返回了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disconnected");
}

@java.lang.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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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ag, "join group");
}
});

示例中用户申请加入群组@"TGID1JYSZEAEQ"，申请理由为"some reason"。

3.6 退出群组
群组成员可以主动退出群组。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全员可退出群组；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群主不能退出；

原型：

public void quitGroup(java.lang.String groupId,
TIMCallBack cb)

退出群组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cb

回调

示例：

//创建回调
TIMCallBack cb = new TIMCallBack()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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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quit group succ");
}
};

//退出群组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quitGroup(
groupId, //群组Id
cb); //回调

3.7 删除群组成员
群组成员也可以删除其他成员，函数参数信息与加入群组相同。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只有创建者可删除群组成员
对于公开群和聊天室：只有管理员和群主可以踢人
对于直播大群：不能踢人

原型：

public void deleteGroupMember(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util.List<java.lang.String> memList,
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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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群组成员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memList

待删除的群成员列表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成功删除的群成员
列表

示例：

//创建待踢出群组的用户列表
ArrayListlist = new ArrayList();

String user = "";
//添加用户
user = "sample_user_1";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2";
list.add(user);
user = "sample_user_3";
list.add(user);

//创建回调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results) { //群组成员操作结果
for(TIMGroupMemberResult r : results)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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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tag, "result: " + r.getResult() //操作结果: 0：删除失败；1：删除成功；2：不是群组成员
+ " user: " + r.getUser()); //用户帐号
}
}
};

//将list中的用户踢出群组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deleteGroupMember(
groupId, //群组Id
list, //待踢出群组的用户列表
cb); //回调

3.8 获取群成员列表
getGroupMembers
方法可获
取群内成员列表，
默认拉取内置字段，但不拉取自定义
字段，想要获取自定义字段，可通过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任何群组类型都可以获取成员列表；
直播大群只能拉取部分成员列表：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成员；

原型：

public void getGroupMembers(java.lang.String groupId,
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GroupMemberInfo>> cb)

获取群组成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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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群组成员列表

示例：

//创建回调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Info>>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Info>>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MemberInfo> infoList) {//参数返回群组成员信息

for(TIMGroupMemberInfo info : infoList) {
Log.d(tag, "user: " + info.getUser() +
"join time: " + info.getJoinTime() +
"role: " + info.getRole());
}
}
};

//获取群组成员信息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getGroupMembers(
groupId, //群组Id
cb); //回调

3.9 获取加入的群组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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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getGroupList 可以获取当前用户加入的所有群组：

权限说明：

此接口可以获
取自己所加入的群列表，返
回的信息只包含部分基本信息，详细群组信息可以根据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进行获取。

私有群、公开群和聊天室支持使用本接口获取用户加入的群组；
互动直播聊天室和在线成员广播大群因为内部实现的差异，获取用户加入的群组时不会获取到这两种类
型的群组。

原型：

public void getGroupList(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GroupBaseInfo>> cb)

获取已加入的群组列表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已加入的群组信息
，详见 TIMGroupBaseInfo

TIMGroupBaseInfo提供的方法如下：

/**
* 获取群组Id
* @return 群组Id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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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ring getGroupId()

/**
* 获取群组名称
* @return 群组名称
*/
public String getGroupName()

/**
* 获取群组类型
* @return 群组类型
*/
public String getGroupType()

/**
* 获取群头像URL
* @return 群头像URL
*/
public String getFaceUrl()

/**
* 获取自己在这个群内的群内资料
* @return 自己在这个群内的简单群内资料，详见{@see TIMGroupBasicSelfInfo}
*/
public TIMGroupBasicSelfInfo getSelfInfo()

示例：

//创建回调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BaseInfo>>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BaseInfo>>()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96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 gruop list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BaseInfo> timGroupInfos) {//参数返回各群组基本信息
Log.d(tag, "get gruop list succ");

for(TIMGroupBaseInfo info : timGroupInfos) {
Log.d(tag, "group id: " + info.getGroupId() +
" group name: " + info.getGroupName() +
" group type: " + info.getGroupType());
}
}
};

//获取已加入的群组列表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getGroupList(cb);

3.10 解散群组
通过

deleteGroup

可以解散群组。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都无法解散群组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群主可以解散群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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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public void deleteGroup(java.lang.String groupId,TIMCallBack cb)

删除群组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cb

回调

示例：

//解散群组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deleteGroup(groupId,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login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解散群组成功
}
});

3.11 转让群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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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modifyGroupOwner可以进行群转让，更换群主。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可以进行群转让操作。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Owner(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identifier,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组基本信息-转让群组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identifier

新群主的identifier

cb

回调

示例：
无

3.12 删除群组成员（带原因）
群组成员也可以删除其他成员，函数参数信息与加入群组相同。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只有创建者可删除群组成员
对于公开群和聊天室：只有管理员和群主可以踢人
对于直播大群：不能踢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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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public void deleteGroupMemberWithReason(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reason,
java.util.List<java.lang.String> memList,
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cb)

删除群组成员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reason

删除原因

memList

待删除的群成员列表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成功删除的群成员
列表

示例：

//创建待踢出群组的用户列表
ArrayList<String> 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String user = "";

//添加用户
user = "sample_user_1";
list.add(user);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deleteGroupMemberWithReason("TGID1JYSZEAEQ", "some reason",
list,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
@java.lang.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error code: " + code + " desc: " +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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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lang.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MemberResult> timGroupMemberResultList) {
for(TIMGroupMemberResult r : timGroupMemberResultList) {
Log.i(tag, "user: " + r.getUser() + " result: " + r.getResult());
}
}
});

示例中把用户 "sample_user_1" 从群组 "TGID1JYSZEAEQ"
中删除，执行成功后返回操作列表以及操作状态。
TIMGroupMemberResult 含义参照 邀请用户入群。

3.13 其他接口
获取指定类型成员（可按照管理员、群主、普通成员拉取）

/**
* 根据过滤条件获取群成员列表(支持按字段拉取，分页)
* @param groupId 群组Id
* @param flags 拉取资料标志， 如{@see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MEM_INFO_FLAG_NAME_CARD}等标志的或组合位图
* @param filter 角色过滤类型，详见{@see TIMGroupMemberRoleFilter}
* @param custom 要获取的自定义key列表
* @param nextSeq
分页拉取标志，第一次拉取填0，回调成功如果不为零，需要分页，传入再次拉取，直至为0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getGroupMembersByFilter(String groupId, long flags, TIMGroupMemberRoleFilter
filter,
List<String> custom, long nextSeq, TIMValueCallBack<TIMGroupMemberSuccV2>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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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获取群组资料
4.1 设置拉取字段
拉取用户资料默认返回部分内置字段，如果需要自定义字段，或者不拉取某些字段，可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initGroupSettings

接口进行设置（此接口1.9版本以上提供），此设置对所有资料相关接口（

getGroupList

除外）有效，全局有效。

原型：

public void initGroupSettings(TIMGroupSettings settings)

初始化群设置（需登录前设置。不设置：默认拉取所有基本字段，不拉取自定义字段）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ettings

群设置，详见javadoc中的TIMGroupSettings

TIMGroupSettings：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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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群资料操作选项
* @param groupInfoOptions 群操作选项，{@see TIMGroupSettings#Options}
*/
public void setGroupInfoOptions(TIMGroupSettings.Options groupInfoOptions)

/**
* 设置群成员资料操作选项
* @param memberInfoOptions 群成员操作选项，{@see TIMGroupSettings#Options}
*/
public void setMemberInfoOptions(TIMGroupSettings.Options memberInfoOptions)

TIMGroupSettings.Options：

/**
* 设置群信息或者群成员信息的拉取标志，默认全部拉取
* @param flags 拉取资料标志, 群资料标志如{@see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BASE_INFO_FLAG_NAME}等，
* 群成员资料标志如{@see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MEM_INFO_FLAG_NAME_CARD}等
*/
public void setFlags(long flags)

/**
* 设置自定义资料标签
* @param customTags 自定义资料标签
*/
public void setCustomTags(List<String> customTags)

示例：

TIMGroupSettings settings = new TIMGroupSettings();

//设置群资料拉取字段，这里只关心群头像、群类型、群主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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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Settings.Options groupOpt = settings.new Options();
long groupFlags = 0;
groupFlags |=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BASE_INFO_FLAG_FACE_URL
|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BASE_INFO_FLAG_GROUP_TYPE
|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BASE_INFO_FLAG_OWNER_UIN;
groupOpt.setFlags(groupFlags);
settings.setGroupInfoOptions(groupOpt);

//设置群成员资料拉取字段，这里只关心群名片、群角色
TIMGroupSettings.Options memberOpt = settings.new Options();
long memberFlags = 0;
memberFlags |=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MEM_INFO_FLAG_NAME_CARD
| TIMGroupManager.TIM_GET_GROUP_MEM_INFO_FLAG_ROLE_INFO;
memberOpt.setFlags(memberFlags);
settings.setMemberInfoOptions(memberOpt);

//初始化群设置
TIMManager.getInstance().initGroupSettings(settings);

4.2 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getGroupDetailInfo方法可以获取群组资料。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注意：此接口只能由群成员调用，非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请参考 非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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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void getGroupDetailInfo(java.util.List<java.lang.String> groupIdList,
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GroupDetailInfo>> cb)

获取群组详细信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List

需要拉取详细信息的群组Id列表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群组信息列表

TIMGroupDetailInfo:

/**
* 获取群组Id
* @return 群组Id
*/
public String getGroupId()

/**
* 获取群组名称
* @return 群组名称
*/
public String getGroupName()

/**
* 获取群组创建者帐号
* @return 群组创建者帐号
*/
public String getGroupOwner()

/**
* 获取群组创建时间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05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return 群组创建时间
*/
public long getCreateTime()

/**
* 获取群组信息最后修改时间
* @return 群组信息最后修改时间
*/
public long getLastInfoTime()

/**
* 获取最新群组消息时间
* @return 最新群组消息时间
*/
public long getLastMsgTime()

/**
* 获取群组成员数量
* @return 群组成员数量
*/
public long getMemberNum()

/**
* 获取允许的最大群成员数
* @return 最大群成员数
*/
public long getMaxMemberNum()

/**
* 获取群简介内容
* @return 群简介内容
*/
public String getGroupIntroductio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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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群公告内容
* @return 群公告内容
*/
public String getGroupNotification()

/**
* 获取群头像URL
* @return 群头像URL
*/
public String getFaceUrl()

/**
* 获取群类型
* @return 群类型
*/
public String getGroupType()

/**
* 获取加群选项
* @return 加群选项
*/
public TIMGroupAddOpt getGroupAddOpt()

/**
* 获取群组内最新一条消息
* @return 群组内最新一条消息
*/
public TIMMessage getLastMsg()

/**
* 获取群组自定义字段map
* @return 群组自定义字段map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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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Map<String, byte[]> getCustom()

/**
* 获取在线群成员数（需要通过填写工单申请开通才会返回有效值，其中音视频直播大群无法申请开通）
* @return 在线群成员数
*/
public long getOnlineMemberNum()

示例：

//创建待获取信息的群组Id列表
ArrayList<String> group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创建回调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DetailInfo>> cb =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DetailInfo>>()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DetailInfo> infoList) { //参数中返回群组信息列表
for(TIMGroupDetailInfo info : infoList) {
Log.d(tag, "groupId: " + info.getGroupId() //群组Id
+ " group name: " + info.getGroupName() //群组名称
+ " group owner: " + info.getGroupOwner() //群组创建者帐号
+ " group create time: " + info.getCreateTime() //群组创建时间
+ " group last info time: " + info.getLastInfoTime() //群组信息最后修改时间
+ " group last msg time: " + info.getLastMsgTime() //最新群组消息时间
+ " group member num: " + info.getMemberNum()); //群组成员数量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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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添加群组Id
String groupId = "TGID1EDABEAEO";
groupList.add(groupId);

//获取群组详细信息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getGroupDetailInfo(
groupList, //需要获取信息的群组Id列表
cb); //回调

4.3 非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当用户不在群组时，可以通过接口getGroupPublicInfo获取群的公开资料。获取结果为TIMGroupDetailInfo
结构，此时该结构只含有公开资料，其余字段为空。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原型：

public void getGroupPublicInfo(List<String> groupIdList,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DetailInfo>> cb)

获取群组公开信息（非群组成员也可以调用）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List

需要拉取详细信息的群组Id列表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群组公开信息列表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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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待获取公开信息的群组列表
List<String> group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groupList.add(groupId);

//获取群组公开信息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getGroupPublicInfo(groupList,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DetailInfo>>()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 gruop list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GroupDetailInfo> timGroupDetailInfos) {
//此时TIMGroupDetailInfo只含有群公开资料，其余字段为空
}
});

4.4 获取本人在群里的资料
如果需要获取本人在所有群内的资料，可以通过 GetGroupList 拉取加入的群列表时得到（1.9版本以后支持）
。另外，如果需要单独获取某个群组，可使用以下接口，建议通过GetGroupList获取，没有必要调用以下接口
单独获取。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 设置拉取字段
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直播大群无法获取本人在群内的资料；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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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public void getSelfInfo(String groupId, TIMValueCallBack<TIMGroupSelfInfo> cb)

获取自己在群组中的信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cb

回调， 在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自身信息

4.5 获取群内某个人的资料
（1.9版本提供）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 设置拉取字段
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直播大群只能获得部分成员的资料：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群成员；

原型：

public void getGroupMembersInfo(String groupId, List<String> identifiers,
TIMValueCallBack<List<TIMGroupMemberInfo>> cb)

获取指定的群成员的群内信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指定群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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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dentifiers

指定群成员identifier，一次最多100个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群组成员列表

5. 修改群资料
5.1 修改群名
通过 modifyGroupName可以修改群组名称：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名；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名；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Name(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groupName,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组基本信息 － 修改群名称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groupName

新群组名称

cb

回调

示例：

//创建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12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TIMCallBack cb =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
};

//修改群组名称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GroupName(
groupId, //群组Id
"new_group_name", //新名称
cb); //回调

5.2 修改群简介
通过 modifyGroupIntroduction可以修改群组简介：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简介；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简介；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Introduction(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introduction,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组基本信息 － 修改群简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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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introduction

新群组简介（最长120字节）

cb

回调

示例：

//创建回调
TIMCallBack cb = new TIM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修改群简介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GroupIntroduction(groupId, "hello everyone", cb);

5.3 修改群公告
通过 modifyGroupNotification可以修改群组公告：

权限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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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公告；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公告；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Notification(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notice,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组基本信息 － 修改群公告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notice

新群组公告（最长150字节）

cb

回调

示例：

//创建回调
TIMCallBack cb = new TIM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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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群公告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GroupNotification(groupId, "be attention to this", cb);

5.4 修改群头像
通过 modifyGroupFaceUrl可以修改群头像：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头像；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头像；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FaceUrl(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url,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组基本信息 － 修改群头像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url

新群组头像URL（最长100字节）

cb

回调

示例：

//创建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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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CallBack cb = new TIM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修改群头像url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GroupFaceUrl(groupId, "http://newface.url/", cb);

5.5 修改加群选项
通过 modifyGroupAddOpt可以修改加群选项：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加群选项；
对于私有群，只能通过邀请加入群组，不能主动申请加入某个群组；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AddOpt(java.lang.String groupId,
TIMGroupAddOpt opt,
TIMCallBack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17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修改群组基本信息 － 修改群头像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opt

加群选项，可设置为允许任何人加入、需要审核、禁止
任何人加入

cb

回调

示例：

//创建回调
TIMCallBack cb = new TIM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修改加群选项：允许任何人加入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GroupAddOpt(groupId,
TIMGroupAddOpt.TIM_GROUP_ADD_ANY, cb);

5.6 修改群维度自定义字段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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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modifyGroupCustomInfo可以对群维度自定义字段进行修改。

权限说明：

后台配置相关的key和权限；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CustomInfo(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key,
byte[] value,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组基本信息-设置群组自定义字段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key

群组自定义字段的

value

群组自定义字段的value

cb

回调

示例：

//定义回调
TIMCallBack cb =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failed, code:" + code +"|desc:" + desc);
}

@Overrid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1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 group info succ");
}
}
//调用接口修改群资料自定义信息
try {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GroupCustomInfo(groupId, "tag", "cats".getBytes("utf-8"),
cb);
}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5.7 修改用户群内身份
通过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可以对群成员的身份进行修改。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对群成员的身份进行修改；
直播大群不支持修改用户群内身份；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identifier,
TIMGroupMemberRoleType type,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成员信息-设置群成员身份（只有群主和管理员可以调用）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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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Id

所在群的群

identifier

要修改的群成员的identifier

type

修改后的身份类型。不能修改为群主类型，详见TIMGr
oupMemberRoleType

cb

回调

示例：

//修改群成员身份，设置为管理员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groupId, user,
TIMGroupMemberRoleType.Admin,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 succ");
}
});

5.8 对群成员进行禁言
通过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可以对群成员进行禁言并设置禁言时长。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对群成员进行禁言。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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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identifier,
long seconds,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成员信息-设置禁言时间（只有群主和管理员可以调用） 。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所在群的群Id

identifier

要修改的群成员的identifier

seconds

禁言时间， 单位秒

cb

回调

示例：

//对user禁言10秒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groupId, user, 10,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 succ");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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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修改群名片
通过modifyGroupMemberInfoSetNameCard可以对群成员资料的群名片进行修改。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NameCard(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identifier,
java.lang.String nameCard,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成员信息-设置群名片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identifier

要设置群名片的成员identifier

nameCard

要设置的群名片

cb

回调

示例：

//修改群名片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GroupMemberInfoSetNameCard(groupId,
identifier, "wildcat",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set name card failed, code: " + code + "|descr: " + desc);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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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set name card succ");
}
});

5.10 修改群成员维度自定义字段
通过modifyGroupMemberInfoSetCustomInfo可以对群成员资料的自定义信息进行修改。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CustomInfo(java.lang.String groupId,
java.lang.String identifier,
java.lang.String key,
byte[] value,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成员信息-设置自定义信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identifier

要设置自定义属性的群成员的identifier

key

自定义属性的key

value

自定义属性的value

cb

回调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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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或者修改群成员的自定义属性”tag“的值为”wildcat“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GroupMemberInfoSetCustomInfo(groupId,
identifier, "tag", "wildcat".getBytes("utf-8"),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e(tag, "set custom failed, code: " + code + "|descr: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set custom succ");
}
});

5.11 修改群消息接收选项
通过modifyReceiveMessageOpt可以修改所在群的群消息接收及提醒方式，对公开群和私有群，默认方式为
接收并提醒，对于聊天室和互动直播聊天室，默认为接收不提醒。

原型：

public void modifyReceiveMessageOpt(java.lang.String groupId,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opt,
TIMCallBack cb)

修改群成员信息-设置是否接收群消息选项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所在群的群Id

opt

接收群消息选项，详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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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cb

回调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不接收群消息， 服务器不会进行转发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NotReceive

//接收群消息，不提醒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ReceiveNotNotify

//接收群消息并提醒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ReceiveAndNotify

示例：

//修改群接收消息选项为不接收群消息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modifyReceiveMessageOpt(groupId,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NotReceive, new TIM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Log.d(tag, "modify receive option failed. code:" + code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d(tag, "modify receive option succ");
}
});

6. 群组未决信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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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未决信息泛指所有需要审批的群相关的操作。例如：加群待审批，拉人入群待审批等等。
群组未决信息由类TIMGroupPendencyItem表示。

TIMGroupPendencyItem的成员方法：

//同意申请，目前只对申请/邀请加群消息生效
void accept(java.lang.String msg, TIMCallBack cb)

//获取群未决添加的时间
long getAddTime()

//获取请求者identifier，请求加群:请求者，邀请加群:邀请人
java.lang.String getFromUser()

//获取群组ID
java.lang.String getGroupId()

//获取处理者添加的附加信息，只有处理状态不为TIMGroupPendencyHandledStatus.NOT_HANDLED的时
候有效
java.lang.String getHandledMsg()

//获取群未决处理状态：未决；他人已决；操作者已决
说明：UserA申请加入Group，AdminA审批通过。则AdminB拉取的此未决条目的类型为，他们已决。
TIMGroupPendencyHandledStatus getHandledStatus()

//获取群未决处理操作类型：同意；拒绝。只有处理状态不为TIMGroupPendencyHandledStatus.NOT_HAN
DLED的时候有效
TIMGroupPendencyOperationType getOperationType()

//获取群未决请求类型
TIMGroupPendencyGetType getPendencyType()

//获取请求者添加的附加信息
java.lang.String getRequestMs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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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处理者identifier, 请求加群:0，邀请加群:被邀请人
java.lang.String getToUser()

//拒绝申请，目前只对申请/邀请加群消息生效
void refuse(java.lang.String msg, TIMCallBack cb)

6.1 拉取群未决列表
通过getGroupPendencyList 接口可拉取群未决相关信息。即便审核通过或者拒绝后，该条信息也可通过此接
口拉回，拉回的信息中有已决标志。

权限说明：

只有审批人有权限拉取相关信息。
例如：UserA申请加入群GroupA，则群管理员可获取此未决相关信息，UserA因为没有审批权限，不需要过去
未决信息。
如果AdminA拉UserA进去GroupA，则UserA可以拉取此未决相关信息，因为该未决信息待UserA审批。

原型：

public void getGroupPendencyList(TIMGroupPendencyGetParam param,
TIMValueCallBack<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 cb)

分页获取群未决请求列表 。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ram

获取群未决请求列表参数类，详见TIMGroupPendenc
yGetParam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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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据，详见TIMGroupPendencyMeta
及TIMGroupPendencyItem

TIMGroupPendencyGetParam:

/**
* 设置翻页时间戳，只用来翻页，第一次请求填0，后边根据server返回的{@see
TIMGroupPendencyMeta}中的时间戳进行填写
* @param timestamp 翻页时间戳
*/
public void setTimestamp(long timestamp)

/**
* 设置每页的数量（建议值，server可根据需要返回或多或少，不能作为完成与否的标志）
* @param numPerPage 每页的数量
*/
public void setNumPerPage(long numPerPage)

示例：

TIMGroupPendencyGetParam param = new TIMGroupPendencyGetParam();
param.setTimestamp(0);//首次获取填0
param.setNumPerPage(10);
TIMGroupManager.getInstance().getGroupPendencyList(param, new
TIMValueCallBack<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 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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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中的nextStartTimestamp如果不为0,可以先保存起来，
// 作为获取下一页数据的参数设置到TIMGroupPendencyGetParam中
TIMGroupPendencyMeta meta = 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getPendencyMeta();
Log.d(tag, meta.getNextStartTimestamp()
+ "|" + meta.getReportedTimestamp() + "|" + meta.getUnReadCount());

List<TIMGroupPendencyItem> pendencyItems = timGroupPendencyListGetSucc.getPendencies();
for(TIMGroupPendencyItem item : pendencyItems){
//对群未决进行相应操作，比如查看/通过/拒绝等
}
}
});

6.2 上报群未决已读
对于未决信息，通过reportGroupPendency可对其和之前的所有未决信息上报已读。上报已读后，仍然可以
拉取到这些未决信息，但可通过对已读时戳的判断判定未决信息是否已读。

原型：

public void reportGroupPendency(long timestamp,
TIMCallBack cb)

群未决请求已读上报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imestamp

已读时间戳(单位秒)，此时间戳以前的群未决请求都将
置为已读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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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无

6.3 处理群未决信息
通过getGroupPendencyList获取一个群未决请求（TIMGroupPendencyItem）的列表，对于列表中的每一个
元素，都可以通过TIMGroupPendencyItem类中的accept/refuse接口来对群未决进行审批。已处理成功过的
未决信息不能再次处理。

TIMGroupPendencyItem

//同意申请，目前只对申请/邀请加群消息生效
public void accept(java.lang.String msg,
TIMCallBack cb)

//拒绝申请，目前只对申请/邀请加群消息生效
public void refuse(java.lang.String msg,
TIMCallBack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sg

同意/拒绝理由，选填

cb

回调

示例：
无

7. 群资料存储
在1.9版本之前，并未存储用户的群资料数据，每次调用接口都是从服务端重新获取，需要APP端进行存储，1.
9以后版本，增加了群资料存储，可以设置存储的具体字段，参考 设置拉取字段
。另外，这里仅存储群资料，并未对群成员的资料获取，1.9版本以后会在群消息中增加用户的相关字段，建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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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从消息中获取。

7.1 启用群资料存储
如果需要SDK进行群资料存储，可以在登录前，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enableGroupInfoStorage
方法开启，默认不进行群资料存储。

原型：

public void enableGroupInfoStorage(boolean enable)

设置是否启用群信息本地存储，默认不启用（登录前调用）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enable

true - 启用群信息本地存储， false 不启用群信息本地存储

7.2 群组资料获取同步接口
为了方便读取，1.9以后版本增加了群组资料的同步接口（需要开启群资料存储）。
同步接口均由

TIMGroupAssistant

提供。

原型：

public List<TIMGroupCacheInfo> getGroups(List<String> groupId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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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获取指定的群的群信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s

指定要获取的群ID，如果为null，则获取全部的群信息

返回说明：

返回

说明

List<TIMGroupCacheInfo>

群信息列表，如果出错返回null

TIMGroupCacheInfo:

/**
* 获取群详细信息
* @return 群详细信息
*/
public TIMGroupDetailInfo getGroupInfo()

/**
* 获取个人在群内的简单信息
* @return 个人在群内的简单信息
*/
public TIMGroupBasicSelfInfo getSelfInfo()

7.3 群通知回调
如果开启了存储，可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GroupAssistantListener
方法设置监听感知群事件，当有对应事件发生时，会进行回调：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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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void setGroupAssistantListener(TIMGroupAssistantListener listener)

设置群助手回调监听器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listener

群助手回调监听器

TIMGroupAssistantListener:

/**
* 有新用户加群时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Id 群ID
* @param memberInfos 加群的用户的群内资料列表
*/
void onMemberJoin(String groupId, List<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Infos);

/**
* 有群成员退群时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Id 群ID
* @param members 退群的成员的identifier列表
*/
void onMemberQuit(String groupId, List<String> members) ;

/**
* 群成员信息更新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Id 群ID
* @param memberInfos 更新后的群成员群内资料列表
*/
void onMemberUpdate(String groupId, List<TIMGroupMemberInfo> memberInfos);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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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群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CacheInfo 加入的群组的缓存群资料
*/
void onGroupAdd(TIMGroupCacheInfo groupCacheInfo);

/**
* 解散群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Id 解散群的群ID
*/
void onGroupDelete(String groupId);

/**
* 群缓存资料更新的通知回调
* @param groupCacheInfo 更新后的群缓存资料信息
*/
void onGroupUpdate(TIMGroupCacheInfo groupCacheInfo);

8. 群事件消息
当有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或者有用户被移出群组时，群内会产生有提示消息，调用方可以根据需要展示给群
组用户，或者忽略。
提示消息使用一个特殊的Elem标识，通
过新消息回调返回消息（参见新消息通知）。另外，除了从新消息通知中获取群事件消息，还可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GroupEventListener

接口设置群事件监听器来统一监听相应的事件。2.4版本后，从群事件消息中可以拿到当前群成员数。

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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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
室（Chat
Room）和互动直
播聊天室（AVChatRoom）类型的群
组的群组事件消息不会通过新消息通知下发，只能通过注册群事件监听器对相应群事件进行监听。

如下图中，展示一条修改群名的事件消息：

TIMGroupTipsElem 成员方法：

//获取群资料变更信息列表，仅当tipsType值为TIMGroupTipsType.ModifyGroupInfo时有效
java.util.List<TIMGroupTipsElemGroupInfo> getGroupInfoList()

//获取群组名称
java.lang.String getGroupNam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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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群成员变更信息列表，仅当tipsType值为TIMGroupTipsType.ModifyMemberInfo时有效
java.util.List<TIMGroupTipsElemMemberInfo> getMemberInfoList()

//获取操作者
java.lang.String getOpUser()

//获取群组事件通知类型
TIMGroupTipsType getTipsType()

//获取被操作的帐号列表
java.util.List<java.lang.String> getUserList()

TIMGroupTipsType 原型：

//取消管理员
CancelAdmin

//加入群组
Join

//被踢出群组
Kick

//修改群资料
ModifyGroupInfo

//修改成员信息
ModifyMemberInfo

//主动退出群组
Quit

//设置管理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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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dmin

8.1 用户加入群组通知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加入群组时（包括申请入群和被邀请入群），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开发者可选择展
示样式。可以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GroupTipsType.Join

。

TIMGroupTips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Type

TIMGroupTipsType.Join

getOpUser

申请入群：申请人/邀请入群：邀请人

getGroupName

群名

getUserList

入群的用户列表

8.2 用户退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主动退群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可以选择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GroupTipsType.Quit

。

TIMGroupTips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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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返回说明

getType

TIMGroupTipsType.Quit

getOpUser

退出用户identifier

getGroupName

群名

8.3 用户被踢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踢出群组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可以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GroupTipsType.Kick

。

TIMGroupTips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Type

TIMGroupTipsType.Kick

getOpUser

踢人的identifier

getGroupName

群名

getUserList

被踢用户列表

8.4 被设置/取消管理员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设置为管理员或者被取消管理员身份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如果界面有显示是
否管理员，此时可更新管理员标识。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GroupTipsType.SetAdmin

和

TIMGroupTipsType.CancelAdmi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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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GroupTips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Type

设置：TIMGroupTipsType.SetAdmin
取消：TIMGroupTipsType.CancelAdmin

getOpUser

操作用户identifier

getGroupName

群名

getUserList

被设置/取消管理员身份的用户列表

8.5 群资料变更
触发时机：当群资料变更，如群名、群简介等，会有系统消息发出，可更新相关展示字段。或者选择性把消息
展示给用户。

TIMGroupTips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Type

TIMGroupTipsType.ModifyGroupInfo

getOpUser

操作用户identifier

getGroupName

群名

getGroupInfoList

群变更的具体资料信息，为TIMGroupTipsElemGroup
Info 结构体列表

TIMGroupTipsElemGroupInfo 原型：

//获取消息内容
java.lang.String getContent()

//获取群资料变更消息类型
TIMGroupTipsGroupInfoType getTyp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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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TipsGroupInfoType 原型：

//修改群头像URL
ModifyFaceUrl

//修改群简介
ModifyIntroduction

//修改群名称
ModifyName

//修改群公告
ModifyNotification

//修改群主
ModifyOwner

8.6 群成员资料变更
触发时机：当群成员的群相关资料变更时，包括群内用户被禁言、群内成员角色变更，会有系统消息发出，可
更新相关字段展示，或者选择性把消息展示给用户。（
注意：这里的资料仅跟群相关资料，比如禁言时间、成员角色变更等，不包括用户昵称等本身资料，对于群内
人数可能过多，不建议实时
更新，建议的做法是直接显示消息体内的资料，参考：消息发送者以及相关资料
，如果本地有保存用户资料，可根据消息体内资料判断是否有变更，在收到此用户一条消息后更新资料。）。

TIMGroupTips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Type

TIMGroupTipsType.ModifyMemberInfo

getOpUser

操作用户identifier

getGroupName

群名

getMemberInfoList

变更的群成员的具体资料信息，为TIMGroupTipsEle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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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返回说明
MemberInfo结构体列表

TIMGroupTipsElemMemberInfo 原型：

//获取被禁言群成员的identifier
java.lang.String getIdentifier()

//获取被禁言时间
long getShutupTime()

9. 群系统消息
当有用户申请加群等事件发生时，管理员会收到邀请加群系统消息，用户可根据情况接受请求或者拒绝，相应
的消息通过群系统消息展示给用户。

群系统消息类型定义：

//申请加群被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ACCEPT_TYPE

//申请加群被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FUSE_TYPE

//申请加群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E

//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
TIM_GROUP_SYSTEM_CANCEL_ADMIN_TYPE

//创建群消息（初始成员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CREATE_GROUP_TYP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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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被解散（全员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DELETE_GROUP_TYPE

//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
TIM_GROUP_SYSTEM_GRANT_ADMIN_TYPE

//邀请加群（被邀请者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TO_GROUP_TYPE

//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的人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KICK_OFF_FROM_GROUP_TYPE

//主动退群（主动退群者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QUIT_GROUP_TYP

//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
TIM_GROUP_SYSTEM_REVOKE_GROUP_TYPE

//邀请入群请求（被邀请者接收）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QUEST_TYPE

//邀请加群被同意(只有发出邀请者会接收到)
TIM_GROUP_SYSTEM_INVITATION_ACCEPTED_TYPE

//邀请加群被拒绝(只有发出邀请者会接收到)
TIM_GROUP_SYSTEM_INVITATION_REFUSED_TYPE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

//同意申请，目前只对申请加群消息生效
void accept(java.lang.String msg, TIMCallBack cb)

//获取消息群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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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lang.String getGroupId()

//获取操作理由
java.lang.String getOpReason()

//获取操作人
java.lang.String getOpUser()

//获取消息子类型
TIMGroupSystemElemType getSubtype()

//拒绝申请，目前只对申请加群消息生效
void refuse(java.lang.String msg, TIMCallBack cb)

9.1 申请加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申请加群时，群管理员会收到申请加群消息，可展示给用户，由用户决定是否同意对方加
群，如果同意，调用accept方法，拒绝调用refuse方法。

消息类型为：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E

。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
E

getGroupId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的申请

getOpUser

申请人

getOpReason

申请理由（可选）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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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说明：

当同意申请人入群，可调用accept方法
当不同意申请人入群，可调用refuse方法。

9.2 申请加群同意/拒绝消息
触发时机：当管理员同意加群请求时，申请人会收到同意入群的消息，当管理员拒绝时，收到拒绝入群的消息
。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同意：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ACCEPT
_TYPE
拒绝：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FUSE
_TYPE

getGroupId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通过/拒绝了

getOpUser

处理请求的管理员identifier

getOpReason

同意或者拒绝理由（可选）

9.3 邀请入群请求消息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
此时用户还没有加入到群组，需要用户审批
）时，该用户会收到邀请消息，注意：创建群组时初始成员无需邀请即可入群。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QUES
T_TYPE

getGroupId

群组Id，邀请进入哪个群

getOpUser

操作人，表示哪个用户的邀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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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说明：

当用户同意入群，可调用accept方法
当用户不同意，可调用refuse方法。

9.4 邀请入群同意/拒绝消息
触发时机：当被邀请者同意入群请求时，邀请者会收到同意入群的消息；当被邀请者拒绝时，邀请者收到拒绝
入群的消息。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同意：TIM_GROUP_SYSTEM_INVITATION_ACCEPTE
D_TYPE
拒绝：TIM_GROUP_SYSTEM_INVITATION_REFUSED
_TYPE

getGroupId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通过/拒绝了

getOpUser

处理请求的管理员identifier

getOpReason

同意或者拒绝理由（可选）

9.5 被管理员踢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管理员踢出群组时，申请人会收到被踢出群的消息。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TIM_GROUP_SYSTEM_KICK_OFF_FROM_GROUP_TY
PE

getGroupId

群组Id，表示在哪个群里被踢了

getOpUser

操作管理员identifier

9.6 群被解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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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时机：当群被解散时，全员会收到解散群消息。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TIM_GROUP_SYSTEM_DELETE_GROUP_TYPE

getGroupId

群组Id，表示哪个群被解散了

getOpUser

操作管理员identifier

9.7 创建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群创建时，创建者会收到创建群消息。

当调用创建群方法成功回调后，即表示创建成功，此消息主要为多终端同步，如果有在其他终端登录，做为更
新群列表的时机，本终端可以选择忽略。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TIM_GROUP_SYSTEM_CREATE_GROUP_TYPE

getGroupId

群组Id，表示创建的群Id

getOpUser

创建者，这里也就是用户自己

9.8 邀请入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邀请加入到群组（此时用户已经加入到群组
）时，该用户会收到邀请消息，注意：创建群组时初始成员无需邀请即可入群。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TO_GROUP_TYPE

getGroupId

群组Id，邀请进入哪个群

getOpUser

操作人，表示哪个用户的邀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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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主动退群
触发时机：当用户主动退出群组时，该用户会收到退群消息，只有退群的用户自己可以收到。

当用户调用QuitGroup时成功回调返回，表示已退出成功，此消息主要为了多终端同步，其他终端可以做为更
新群列表的时机，本终端可以选择忽略。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TIM_GROUP_SYSTEM_QUIT_GROUP_TYPE

getGroupId

群组Id，表示退出的哪个群

getOpUser

操作人，这里即为用户自己

9.10 设置/取消管理员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设置为管理员时，可收到被设置管理员的消息通知，当用户被取消管理员时，可收到取消
通知，可提示用户。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取消管理员身份:TIM_GROUP_SYSTEM_GRANT_ADM
IN_TYPE
授予管理员身份：TIM_GROUP_SYSTEM_CANCEL_A
DMIN_TYPE

getGroupId

群组Id，表示哪个群的事件

getOpUser

操作人

9.11 群被回收
触发时机：当群组被系统回收时，全员可收到群组被回收消息。

TIMGroupSystemElem 成员方法返回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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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返回说明

getSubtype

TIM_GROUP_SYSTEM_REVOKE_GROUP_TYPE

getGroupId

群组Id，表示哪个群被回收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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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资料与关系链（Android SDK）
IM通讯云提供了关系链和用户资料托管，APP开发者使用简单的接口就可实现关系链和用户资料存储功能，另
外，为了方便不通用户定制化资料，也提供用户资料和用户关系链的自定义字段（目前此功能为内测功能，可
提交工单修改，参考：新增用户维度的自定义字段。）。

本节所有的接口不论对独立帐号体系还是托管帐号体系都有有效。
以下介绍到的方法，除非特别说明，均属于TIMFriendshipManager中提供的方法。

1. 关系链资料介绍
用户关系链是指好友关系，通过接口可以实现加好友、解除好友、获取好友列表等操作。

用户资料保存用户的信息，比如昵称、头像等，另外，还有一种好友资料，只跟好友相关比如备注，分组等。

2. 设置自己的资料
2.1 设置自己的昵称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setNickname 方法设置用户自己的昵称，昵称最大为64字节：

原型：

public void setNickName(java.lang.String nickName,
TIMCallBack cb)

设置昵称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nickName

新昵称（最长64字节）

cb

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50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示例：

//设置新昵称为cat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setNickName("cat", new TIM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setNickName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Log.e(tag, "setNickName succ");
}
});

2.2 设置好友验证方式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setAllowType方法设置好友验证方式，有以下几种验证方式：

任何人加好友
拒绝任何人加好友
需要验证三种方式

用户可根据需要设置其中一种，目前没有方法设置默认的好友验证方式，默认都是任何人可加好友：

原型：

public void setAllowType(TIMFriendAllowType allowType,
TIMCallBack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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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加好友选项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allowType

加好友选项

cb

回调

TIMFriendAllowType 原型：

//允许任何人添加好友
TIM_FRIEND_ALLOW_ANY

//拒绝任何人添加好友
TIM_FRIEND_DENY_ANY

//非法的选项类型
TIM_FRIEND_INVALID

//添加好友需要验证
TIM_FRIEND_NEED_CONFIRM

示例：

//设置自己的好友验证方式为需要验证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setAllowType(TIMFriendAllowType.TIM_FRIEND_NEED_CONFIR
M, new TIM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setAllowType failed: " + code + " de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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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Log.e(tag, "setAllowType succ");
}
});

此示例中设置了自己的好友验证方式为需要验证，此时如果有用户申请加好友，会收到加好友的系统通知（详
见 8.9.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2.3 设置自己的头像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setFaceUrl方法设置用户自己的头像，当前 ImSDK
不会保存用户图片资源，需要用户上传图片到其他存储平台，通过 ImSDK 设置图片 URL：

原型：

public void setFaceUrl(java.lang.String faceUrl,
TIMCallBack cb)

设置头像URL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faceUrl

要设置的头像

cb

回调

示例：

String faceUrl = "http://face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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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setFaceUrl(faceUrl, new TIM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setFaceUrl failed: " + code + " desc"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
Log.e(tag, "setFaceUrl succ");
}
});

2.4 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
通过Server配置（内测功能，可提交工单修改，可参
考：新增用户维度的自定义字段
。）可以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通过自定义字段可以做到很多非内置功能，如用户性别、地址等字段。

原型：

public void setCustomInfo(String key, byte[] value, TIMCallBack cb)

设置自定义信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key

自定义信息key

value

自定义信息value

cb

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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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设置自己的个性签名
云通信支持个性签名，用户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原型：

public void setSelfSignature(String signature, TIMCallBack cb)

设置个性签名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ignature

个性签名

cb

回调

2.6 设置自己的性别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性别，设置后所有人可见。设置方法为

TIMFriendshipManager

中的

setGender

。

原型：

/**
* 设置性别
* @param type 性别类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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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setGender(TIMFriendGenderType type, TIMCallBack cb)

2.7 设置自己的生日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生日，设置后所有人可见。设置方法为

TIMFriendshipManager

中的

setBirthday

。

注意
生日信息是一个长整形，结果只保留低32位，具体含义由应用自行定义和解析。

原型：

/**
* 设置生日信息
* @param birthday 生日信息，含义由应用自行定义，只有低32位有效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setBirthday(long birthday, TIMCallBack cb)

2.8 设置自己的语言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56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语言，设置后所有人可见。设置方法为

TIMFriendshipManager

中的

setLanguage

。

注意
语言信息是一个长整形，结果只保留低32位，具体含义由应用自行定义和解析。

原型：

/**
* 设置语言
* @param lang 语言信息，含义由应用自行定义，只有低32位有效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setLanguage(long lang, TIMCallBack cb)

2.9 设置自己的位置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位置，设置后所有人可见。设置方法为

TIMFriendshipManager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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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Location

。

原型：

/**
* 设置位置信息
* @param location 位置信息
* @param cb 回调
*/
public void setLocation(String location, TIMCallBack cb)

3. 获取资料
3.1 获取自己的资料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getSelfProfile方法获取用户自己的资料，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
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原型：

public void getSelfProfile(TIMValueCallBack<TIMUserProfile> cb)

获取自己的资料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自己的资料，详见
TIMUserProfi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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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UserProfile 成员方法：

/**
* 获取用户的identifier
* @return 用户的identifier
*/
public String getIdentifier()

/**
* 获取用户的昵称
* @return 用户的昵称
*/
public String getNickName()

/**
* 获取用户头像URL
* @return 用户头像URL
*/
public String getFaceUrl()

/**
* 获取用户个人签名
* @return 用户个人签名
*/
public String getSelfSignature()

/**
* 获取用户加好友的选项
* @return 用户好友选项
*/
public TIMFriendAllowType getAllowType()

/**
* 获取用户备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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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用户备注
*/
public String getRemark()

/**
* 获取被加入的好友分组列表
* @return 分组列表
*/
public List<String> getFriendGroups()

/**
* 获取用户自定义信息
* @return 自定义信息Map
*/
public Map<String, byte[]> getCustomInfo()

/**
* 获取用户性别类型
* @return 用户性别类型
*/
public TIMFriendGenderType getGender()

/**
* 获取用户生日信息
* @return 生日信息
*/
public long getBirthday()

/**
* 获取语言
* @return 语言
*/
public long getLanguag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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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位置信息
* @return 位置信息
*/
public String getLocation()

示例：

//获取自己的资料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getSelfProfile(new TIMValueCallBack<TIMUserProfile>(){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Self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UserProfile result){
Log.e(tag, "getSelfProfile succ");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ult.getIdentifier() + " nickName: " + result.getNickName()
+ " remark: " + result.getRemark() + " allow: " + result.getAllowType());
}
});

3.2 获取好友的资料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getFriendsProfile
方法获取好友的资料（1.9版本之前可以获取任何人资料，1.9版本之后调用 getUsersProfile
获取），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此接口从网路获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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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public void getFriendsProfile(java.util.List<java.lang.String> users,
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UserProfile>> cb)

获取好友资料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要获取资料的好友identifier列表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包含相应用户的TI
MUserProfile列表

示例：

//待获取用户资料的好友列表
List<String> users = new ArrayList<String>();
users.add("sample_user_1");
users.add("sample_user_2");

//获取好友资料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getFriendsProfile(users,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UserProfile>>(){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Friends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UserProfile> resul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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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e(tag, "getFriendsProfile succ");
for(TIMUserProfile res : result){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getIdentifier() + " nickName: " + res.getNickName()
+ " remark: " + res.getRemark());
}
}
});

3.3 获取任何人的资料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getUsersProfile
方法获取好友的资料（1.9版本之前可以获取任何人资料，1.9版本之后调用 getFriendsProfile
获取），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此接口从网路获取数据。

原型：

public void getUsersProfile(java.util.List<java.lang.String> users,
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UserProfile>> cb)

获取用户资料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要获取资料的用户identifier列表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包含相应用户的TI
MUserProfile列表

示例：

//待获取用户资料的用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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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String> users = new ArrayList<String>();
users.add("sample_user_1");
users.add("sample_user_2");

//获取用户资料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getUsersProfile(users,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UserProfile>>(){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UsersProfile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UserProfile> result){
Log.e(tag, "getUsersProfile succ");
for(TIMUserProfile res : result){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getIdentifier() + " nickName: " + res.getNickName()
+ " remark: " + res.getRemark());
}
}
});

3.4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1.9 以后版本可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initFriendshipSettings
方法设置所需要拉取的资料字段，方便更灵活的获取资料。

原型：

public void initFriendshipSettings(long flags,@Nullable List<String> custom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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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关系链设置（需登录前设置。不设置：默认拉取所有基本字段，不拉取自定义字段）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flags

关系链默认拉取资料标识，按位设置,参见
TIMFriendshipManager.TIM_PROFILE_FLAG_NICK
等

customFields

自定义字段列表, 可以填Null

4. 关系链相关资料
4.1 好友备注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setFriendRemark方法设置好友备注，需要注意好友备注必须先加为好友才可设置备注。

原型：

public void setFriendRemark(java.lang.String identifier,
java.lang.String remark,
TIMCallBack cb)

设置好友备注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标识

remark

备注

cb

回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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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remark = "002_remark";
String identifier = "sample_user_002";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setFriendRemark(identifier, remark,
new TIMCallBack() {//回调接口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 {//成功
Log.d(tag, "setFriendRemark suc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含义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d(tag, "setFriendRemark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

示例中设置好友 "sample_user_002" 的备注为 "002 remark"。

4.2 设置好友自定义资料
通过Server配置（内测功能）可以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通过自定义字段可以做到很多非内置功能。

原型：

public void setFriendCustom(String identifier, Map<byte[], byte[]> customInfos, TIMCallBack cb)

设置好友自定义属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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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要设置的好友identifier

customInfos

自定义属性map

cb

回调

5. 好友关系
5.1 添加好友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addFriend
方法可以批量添加好友，目前所能支持的最大好友列表为1000个：

原型：

public void addFriend(java.util.List<TIMAddFriendRequest> users,
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FriendResult>> cb)

参数：

users - 要添加的用户列表 TIMAddFriendRequest列表
cb -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TIMFriendResult列表，详见TIMFriendResult

TIMAddFriendRequest 成员方法：

//添加来源，固定字串，在页面上申请，留空表示未知来源
void setAddrSource(java.lang.String addSource)

//添加请求说明，最大 120 字节，如果用户设置为添加好友需要审核，对方会收到此信息并决定是否通过。
void setAddWording(java.lang.String addWording)

//设置添加好友的identifi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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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tIdentifier(java.lang.String identifier)

//添加成功后给用户的备注信息，最大96字节
void setRemark(java.lang.String remark)

TIMFriendResult 成员方法：

//获取用户identifier
java.lang.String getIdentifer()

//获取操作结果status
TIMFriendStatus getStatus()

TIMFriendStatus 原型：

//对方已经是好友
TIM_FRIEND_STATUS_EXISTED_FRIEND

//未知错误
TIM_FRIEND_STATUS_FAILED

//等待好友审核通过
TIM_FRIEND_STATUS_PENDING

//操作成功
TIM_FRIEND_STATUS_SUCC

//找不到相应用户信息
TIM_FRIEND_STATUS_USER_NOT_FOUND

开发者可根据对应情况提示用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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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创建请求列表
List<TIMAddFriendRequest> reqList = new ArrayList<TIMAddFriendRequest>();

//添加好友请求
TIMAddFriendRequest req = new TIMAddFriendRequest();
req.setAddrSource("DemoApp");
req.setAddWording("add me");
req.setIdentifier("sample_user_1");
req.setRemark("Cat");
reqList.add(req);

//申请添加好友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addFriend(reqList,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addFriend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FriendResult> result){
Log.e(tag, "addFriend succ");
for(TIMFriendResult res : result){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getIdentifer() + " status: " + res.getStatus());
}
}
});

5.2 删除好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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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delFriend 方法可以批量删除好友：

原型：

public void delFriend(TIMDelFriendType delType,
java.util.List<TIMAddFriendRequest> users,
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FriendResult>> cb)

删除好友

参数：

delType - 删除类型（单向好友、双向好友）
users - 要删除的用户列表 TIMAddFriendRequest列表
cb -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TIMFriendResult列表，详见TIMFriendResult

示例：

//删除好友
List<TIMAddFriendRequest> reqList = new ArrayList<TIMAddFriendRequest>();
TIMAddFriendRequest req = new TIMAddFriendRequest();
req.setIdentifier("sample_user_1");

reqList.add(req);

//指定删除双向好友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delFriend(TIMDelFriendType.TIM_FRIEND_DEL_BOTH, reqList,
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delFriend failed: " + code + " des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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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result){
for(TIMFriendResult res : result){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getIdentifer() + " status: " + res.getStatus());
}
}
});

5.3 获取所有好友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getFriendList
方法可以获取所有好友，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原型：

public void getFriendList(TIMValueCallBack<java.util.List<TIMUserProfile>> cb)

获取所有好友

参数：

cb 回调，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所有好友的TIMUserProfile列表,只包含identifier，nickname，remark
三个字段，其他字段需要通过拉取好友的详细资料获得

示例：

//获取好友列表
TIMFriendshipManager.getInstance().getFriendList(new TIMValueCallBack<List<TIMUserProfi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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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getFriendList failed: " + code + " desc");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List<TIMUserProfile> result){
for(TIMUserProfile res : result){
Log.e(tag, "identifier: " + res.getIdentifier() + " nickName: " + res.getNickName()
+ " remark: " + res.getRemark());
}
}
});

5.4 同意/拒绝 好友申请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doResponse方法可以获取所有好友：

原型：

public void addFriendResponse(TIMFriendAddResponse response,
TIMValueCallBack<TIMFriendResult> cb)

对未决的好友申请进行回应

参数：

response - 回应内容
cb -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TIMFriendResult列表，详见TIMFriend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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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riendAddResponse 成员方法：

//设置对方identifier
void setIdentifier(java.lang.String identifier)

//加好友成功时设置对方备注
void setRemark(java.lang.String remark)

//设置响应类型
void setType(TIMFriendResponseType type)

TIMFriendResponseType 原型：

//同意对方的好友申请
Agree

//同意对方的好友申请，并添加对方为好友
AgreeAndAdd

//拒绝对方的好友申请
Reject

5.5 添加用户到黑名单
可以把任意用户拉黑，如果此前是好友关系，拉黑后自动解除好友，拉黑后对方发消息无法收到。

原型：

public void addBlackList(List<String> identifiers,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添加用户到黑名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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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s

要添加到黑名单的用户列表

cb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TIMFriendResult列表

5.6 把用户从黑名单删除
原型：

public void delBlackList(List<String> identifiers,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将用户从黑名单中删除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s

要从黑名单中删除的用户列表

cb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TIMFriendResult列表

5.7 获取黑名单列表
原型：

public void getBlackList(TIMValueCallBack<List<String>> cb)

获取黑名单列表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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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cb

回调,
onSuccess函数的参数中返回黑名单用户identifier列表

6. 好友分组
6.1 创建好友分组
创建分组时，可以同时指定添加的用户，同一用户可以添加到多个分组。

原型：

public void createFriendGroup(List<String> groupNames, List<String> users,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新建好友分组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s

分组名称列表，必须是当前不存在的分组

users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列表

cb

回调，在onSuccess回调的参数中返回请求结果{@see
TIMFriendResult}列表

6.2 删除好友分组
原型：

public void deleteFriendGroup(List<String> groupNames, TIMCallBack cb)

删除好友分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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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s

要删除的好友分组名称列表

cb

回调

6.3 添加好友到某分组
原型：

public void addFriendsToFriendGroup(String groupName, List<String> users,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添加好友到一个好友分组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

分组名称

users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列表

cb

回调，在onSuccess回调的参数中返回请求结果
TIMFriendResult 列表

6.4 从某分组删除好友
原型：

public void delFriendsFromFriendGroup(String groupName, List<String> users,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Result>> cb)

从好友分组中删除好友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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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Name

分组名称

users

要从分组删除的好友列表

cb

回调，在onSuccess回调的参数中返回请求结果
TIMFriendResult 列表

6.5 重命名好友分组
原型：

public void renameFriendGroupName(String oldName, String newName, TIMCallBack cb)

修改好友分组的名称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oldName

旧分组名称

newName

新分组名称

cb

回调

6.6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原型：

public void getFriendGroups(List<String> groupNames, TIMValueCallBack<List<TIMFriendGroup>>
cb)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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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Names

要获取信息的好友分组名称列表,
为null则获取所有的好友分组信息

cb

回调，在onSuccess回调的参数中返回好友分组列表，
详见 TIMFriendGroup

6.7 获取所有好友分组
通过 6.6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可以获取所有分组信息，另外，通过 5.3 获取所有好友
，也可以获取分组信息。

7. 关系链资料存储
7.1 开启存储
为了兼容老版本，避免老版本开发者和ImSDK都存储数据，默认情况下行为跟1.9版本一致，不会进行存储，
需要用户显式调用TIMManager中的enableFriendshipStorage开启存储。

原型：

public void enableFriendshipStorage(boolean enable)

设置是否启用关系链资料本地存储，默认不启用（登录前调用）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enable

true - 启用关系链资料本地存储， false 不启用关系链资料本地存储

7.2 内存中同步获取关系链资料数据
通过 TIMFriendshipProxy 提供的接口可以从内存中同步获取关系链资料数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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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获取 TIMFriendshipProxy 实例
public static TIMFriendshipProxy getInstance()

//获取全部好友
public List<TIMUserProfile> getFriends()

//获取指定ID好友
public List<TIMUserProfile> getFriendsById(List<String> identifiers)

//获取指定好友分组，包括好友信息
public List<TIMFriendGroup> getFriendsByGroups(@Nullable List<String> groups)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s

好友用户ID

groups

好友分组名称

7.3 好友、资料变更回调
1.9版本之前，必须通过系统消息来感知变更，这种方式需要用户解析消息内容，层次结构较深，在1.9版本之
后，如果开启了存储的功能，可以用更加明显易用的回调感知变更。

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FriendshipProxyListener 方法来设置回调监听器。

原型：

public void setFriendshipProxyListener(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listener)

设置关系链变更事件监听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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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listener

关系链变更事件监听器

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主要的事件回调如下：

/**
* 收到代理状态变更通知
*
* @param status 当前状态
*/
void OnProxyStatusChange(TIMFriendshipProxyStatus status);

/**
* 添加好友通知
*
* @param users 好友列表，详见{@see TIMUserProfile}
*/
void OnAddFriends(List<TIMUserProfile> users);

/**
* 删除好友通知
*
* @param identifiers 用户id列表
*/
void OnDelFriends(List<String> identifiers);

/**
* 好友资料更新通知
*
* @param profiles 资料列表,详见{@see TIMUserProfile}
*/
void OnFriendProfileUpdate(List<TIMUserProfile> profile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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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友申请通知
*
* @param reqs 好友申请者id列表，详见{@see TIMSNSChangeInfo}
*/
void OnAddFriendReqs(List<TIMSNSChangeInfo> reqs);

通过设置 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变更回调，可以在发生不同事件的时候感知不同的事件，之后可通过同步接口获取信息并更新UI操作。

8.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TIMMessage中Elem类型 TIMSNSSystemElem 为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

成员方法：

//获取关系链变更消息详细信息列表
java.util.ListgetChangeInfoList()

//获取变更消息类型
TIMSNSSystemType getSubType()

TIMSNSChangeInfo 成员方法：

//获取用户identifier
java.lang.String getIdentifier()

//获取添加来源，添加需要验证时有效
java.lang.String getSource()

//获取添加理由，添加需要验证时有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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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lang.String getWording()

TIMSNSSystemType 原型：

//增加好友消息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增加好友申请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删除好友消息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删除未决申请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_REQ

8.1 添加好友系统通知
当两个用户成为好友时，两个用户均可收到添加好友系统消息：

触发时机：

当自己的关系链变更，增加好友时，收到消息（如果已经是单向好友，关系链没有变更的一方不会收到）

成员方法：

getSubTyp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getChangeInfoList ：成为好友的用户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getIdentifier ： 用户identifi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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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删除好友系统通知
当两个用户解除好友关系时，会收到删除好友系统消息：

触发时机：

当自己的关系链变更，删除好友时，收到消息（如果删除的是单向好友，关系链没有变更的一方不会收到）

成员方法：

getSubType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getChangeInfoList ：删除好友的用户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getIdentifier ： 用户identifier

8.3 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当申请好友时对方需要验证，自己和对方会收到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触发时机：

当申请好友时对方需要验证，自己和对方会收到好友申请系统通知，对方可选择同意或者拒绝，自己不能操作
，只做信息同步之用。

成员方法：

getSubTyp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getChangeInfoList ：申请的好友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getIdentifier ： 用户identifi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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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Wording ： 申请理由
getSource ： 申请来源，申请时填写，由系统页面分配的固定字串

8.4 删除未决请求通知
触发时机：

当申请对方为好友，申请审核通过后，自己会收到删除未决请求消息，表示之前的申请已经通过。

成员方法：

getSubType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_REQ
getChangeInfoList ：删除未决请求的好友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getIdentifier ： 用户identifier

9. 好友资料变更系统通知
TIMMessage中Elem类型 TIMProfileSystemElem 为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

TIMProfileSystemElem 成员方法：

//获取资料变更的用户名
java.lang.String getFromUser()

//获取资料变更的昵称，如果昵称没有变更，则昵称为null
java.lang.String getNickName()

//获取资料变更类型
TIMProfileSystemType getSubTyp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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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决请求
未决请求即为等待处理的请求，比如设置了需要验证好友，对方申请时会有未决请求，如果同意或者拒绝这个
申请，未决请求会变为已决。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getFutureFriends 方法可以从Server获取未决请求列表。

原型：*

public void getFutureFriends(long flags, long futureFlags, List<String> custom,
TIMFriendFutureMeta meta, TIMValueCallBack<TIMGetFriendFutureListSucc>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flags

获取的资料标志，详见TIMProfileFlag

futureFlag

获取的未决标记，如未决，已决，推荐等类型

custom

自定义字段，如要获取填写

meta

请求信息，参见 TIMFriendFutureMeta 定义

cb

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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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接入服务（Android SDK）

1 初始化
调用示例：

QALHttpRequest.init();

2 设置cache大小
设置Http的缓存大小，缓存get请求的结果。空闲空间不足时将通过LRU淘汰数据。参数size为缓存大小，单位
为字节，填0表示关闭Cache.
调用示例：

QALHttpRequest.setCacheMaxSize(10*1024*1024);

3 发送请求
GET调用示例：

QALHttpRequest request = new QALHttpRequest("http://www.qq.com");
request.setRequestMethod(http.GET);
request.setContentType("text/html");
Log.i(TAG,"request:" + url );
request.request(new QALHttpValue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ailed(int arg0, String arg1)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Log.e(TAG,"http request error:" + arg0 +":" + arg1);
}

@Overrid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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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onFinished(QALHttpResponse arg0)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Log.i(TAG,"http rsp status:" + arg0.getStatus() +"|len:" + arg0.getBody().length +"|costTime:" +
use_time );
}

});

POST调用示例：

String url = "http://stat.m.jd.com/stat/access";
QALHttpRequest request = new QALHttpRequest(url);
request.setRequestMethod(http.POST);
request.setContentType("text/html");
Map<String,String> formData = new HashMap<String,String>();
formData.put("key1", "value1");
formData.put("key2", "value2");
request.setFormData("charset=utf-8", formData);

final long startTime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request.request(new QALHttpValueCallBack(){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ailed(int arg0, String arg1)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Log.e(TAG,"http request error:" + arg0 +":" + arg1);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inished(QALHttpResponse arg0)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long use_time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startTime;
Log.d(TAG,"http rsp status:" + arg0.getStatus() +"|len:" + arg0.getBody().length +"|costTim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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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_time );
}
});

4 错误码
错误码

含义

是否需要app处理

1001

请求回包失败

否

1002

请求没有响应，超时

否

-21022

回包包体Protobuf解包失败

否

-21021

回包字符串解码失败

否

-21020

回包解析Json格式失败

否

-21017

回包分片不完整

否

-21016

回包包体解压缩失败

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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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推送（Android SDK）

1 概述
这里的离线指的是应用在没有退出登录的情况下，被系统或者用户杀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想收到ImSDK
的消息提醒，可以集成云通信离线推送。

另外，ImSDK 从 2.1.0 版本开始，提供了适配小米、华为离线推送的方案。

注意

1. 对于已经退出登录（主动登出或者被踢下线）的用户，不会收到任何消息通知。
2. 目前，离线推送只提供 普通聊天消息 进行消息提醒，暂不提供对 系统消息 的消息提醒 。

2 设置离线推送配置
2.1 设置全局离线推送配置
ImSDK从2.1.0版本开始提供了设置全局离线推送配置的功能，可以设置是否开启离线推送、收到离线推送时的
提示声音等。

这个设置方法是由

TIMManager

提供的

configOfflinePushSettings

。

注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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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须在登录成功后调用才生效。
2. 目前仅支持应用内置的声音文件。

原型 ：

/**
* 初始化离线推送配置，需登录后设置才生效
* @param settings 离线推送配置信息
*/
public void configOfflinePushSettings(TIMOfflinePushSettings settings)

/**
* 从服务器获取离线推送配置，需登录后才能获取
* @param cb 回调，在onSuccess的参数中返回离线推送配置
*/
public void getOfflinePushSettings(final TIMValueCallBack<TIMOfflinePushSettings>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ettings

离线推送配置

TIMOfflinePushSettings

说明：

/**
* 获取是否开启
* @return true - 开启， false - 不开启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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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oolean isEnabled()

/**
* 设置是否开启离线推送
* @param enabled 是否开启离线推送
*/
public void setEnabled(boolean enabled)

/**
* 获取收到c2c消息的离线推送时的提醒声音
* @return 声音文件的URI，没有设置时返回null
*/
public Uri getC2cMsgRemindSound()

/**
* 设置收到c2c消息的离线推送时的提醒声音
* @param c2cMsgRemindSound 声音文件的URI，恢复系统默认声音填null
*/
public void setC2cMsgRemindSound(Uri c2cMsgRemindSound)

/**
* 获取收到群消息的离线推送时的提醒声音
* @return 声音文件的URI，没有设置时返回null
*/
public Uri getGroupMsgRemindSound()

/**
* 设置收到群消息的离线推送时的提醒声音
* @param groupMsgRemindSound 声音文件的URI， 恢复系统默认声音填null
*/
public void setGroupMsgRemindSound(Uri groupMsgRemindSound)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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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fflinePushSettings settings = new TIMOfflinePushSettings();
//开启离线推送
settings.setEnabled(true);
//设置收到C2C离线消息时的提示声音，这里把声音文件放到了res/raw文件夹下
settings.setC2cMsgRemindSound(Uri.parse("android.resource://" + getPackageName() + "/" +
R.raw.dudulu));
//设置收到群离线消息时的提示声音，这里把声音文件放到了res/raw文件夹下
settings.setGroupMsgRemindSound(Uri.parse("android.resource://" + getPackageName() + "/" +
R.raw.dudulu));

TIMManager.getInstance().configOfflinePushSettings(settings);

2.2 设置单条消息的离线推送配置
ImSDK从2.2.0版本开始提供针对单独每一条消息进行离线推送配置的功能。开发者可以针对某条消息设置是否
开启离线推送、收到离线推送后提醒声音、离线推送消息描述及扩展字段等。

注意：

1. 针对单条消息设置的离线推送配置优先级是最高的，也就是在同时设置了全局离线推送配置及
单条消息离线推送配置的情况下，将以单条消息离线推送配置为准。
2. 目前Android设备的声音仅支持应用内置的声音文件。
3. 此章节是根据ImSDK 2.5.3来说明的，在接入低于2.5.3版本的ImSDK时，单条消息的离线推送
配置请参考SDK下载包中的javadoc进行配置。

原型：

/**
* 设置当前消息在对方收到离线推送的时候的配置（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settings 离线推送配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92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public void setOfflinePushSettings(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 settings)

/**
* 获取当前消息的离线推送配置
* @return 离线推送配置，如果发送方没有设置的情况下，返回null
*/
public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 getOfflinePushSettings()

其中,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

：

/**
* 设置当前消息在对方收到离线推送时候展示内容（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descr 正文内容
*/
public void setDescr(String descr)

/**
* 获取当前消息的离线推送展示正文内容
* @return 正文内容
*/
public String getDescr()

/**
* 设置当前消息的扩展字段（可选，发送消息的时候设置）
* @param ext 扩展字段内容
*/
public void setExt(byte[] 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93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 获取当前消息的扩展字段
* @return 扩展字段内容，没有设置返回null
*/
public byte[] getExt()

/**
* 设置当前消息是否允许离线推送，默认允许推送（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enabled true - 允许离线推送， false - 不允许离线推送
*/
public void setEnabled(boolean enabled)

/**
* 获取当前消息是否允许推送
* @return 是否允许推送标识， true - 允许推送， false - 不允许推送
*/
public boolean isEnabled()

/**
* 获取当前消息在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 @return 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
public AndroidSettings getAndroidSettings()

/**
* 设置当前消息在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androidSettings 当前消息在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
public void setAndroidSettings(AndroidSettings androidSettings)

/**
* 获取当前消息在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 @return 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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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IOSSettings getIosSettings()

/**
* 设置当前消息在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iosSettings 当前消息在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配置
*/
public void setIosSettings(IOSSettings iosSettings)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AndroidSettings

：

/**
* 获取通知标题
* @return 通知标题
*/
public String getTitle()

/**
* 设置通知标题（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title 通知标题
*/
public void setTitle(String title)

/**
* 获取当前消息在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提示声音URI
* @return 声音URI，没有设置则返回null
*/
public Uri getSound()

/**
* 设置当前消息在Android设备上的离线推送提示声音（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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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ound 声音URI，仅支持应用内部的声音资源文件
*/
public void setSound(Uri sound)

/**
* 获取当前消息的通知模式
* @return 通知模式
*/
public NotifyMode getNotifyMode()

/**
* 设置当前消息在对方收到离线推送时候的通知模式（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mode 通知模式，默认为普通通知栏消息模式
*/
public void setNotifyMode(NotifyMode mode)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NotifyMode

:

NotifyMode

只是针对第三方离线推送进行设置的，比如小米、华为的离线推送。

/**
* 普通通知栏消息模式，离线消息下发后，点击通知栏消息直接启动应用，不会给应用进行回调
*/
NotifyMode.Normal

/**
* 自定义消息模式，离线消息下发后，点击通知栏消息会给应用进行回调
*/
NotifyMode.Cust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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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

：

/**
* 获取当前消息在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提示声音
* @return 声音文件路径，没有设置则返回null
*/
public String getSound()

/**
* 设置当前消息在IOS设备上的离线推送提示声音（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sound 声音文件路径，当设置为{@see
IOSSettings#NO_SOUND_NO_VIBRATION}时表示无提示音无振动
*/
public void setSound(String sound)

/**
* 获取当前消息是否开启Badge计数
* @return true - 当前消息开启Badge计数
*/
public boolean isBadgeEnabled()

/**
* 设置当前消息是否开启Badge计数，默认开启（可选，发送消息时设置）
* @param badgeEnabled 否开启Badge计数
*/
public void setBadgeEnabled(boolean badgeEnabled)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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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一条消息
TIMMessage msg = new TIMMessage();

//添加文本内容
TIMTextElem elem = new TIMTextElem();
elem.setText("a new msg from " + selfId);
if(msg.addElement(elem) != 0) {
Log.d(tag, "addElement failed");
return;
}

//设置当前消息的离线推送配置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 settings = new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
settings.setEnabled(true);
settings.setDescr("I'm description");
//设置离线推送扩展信息
JSONObject object = new JSONObject();
try {
object.put("level", 15);
object.put("task", "TASK15");
settings.setExt(object.toString().getBytes("utf-8"));
} catch (JSON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设置在Android设备上收到消息时的离线配置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AndroidSettings androidSettings = new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AndroidSettings();
//ImSDK 2.5.3之前的构造方式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AndroidSettings androidSettings = settings.new AndroidSettings();
androidSettings.setTitle("I'm title");
//推送自定义通知栏消息，接收方收到消息后点击通知栏消息会给应用回调（针对小米、华为离线推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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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Settings.setNotifyMode(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NotifyMode.Custom);
//设置android设备收到消息时的提示音，声音文件需要放置到raw文件夹
androidSettings.setSound(Uri.parse("android.resource://" + getPackageName() + "/" +R.raw.hualala));
settings.setAndroidSettings(androidSettings);

//设置在IOS设备上收到消息时的离线配置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 iosSettings = new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
//ImSDK 2.5.3之前的构造方式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 iosSettings = settings.new IOSSettings();

//开启Badge计数
iosSettings.setBadgeEnabled(true);
//设置ios收到消息时没有提示音且不振动（ImSDK 2.5.3新增特性）
//iosSettings.setSound(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NO_SOUND_NO_VIBRATION);
//设置IOS设备收到离线消息时的提示音
iosSettings.setSound("/path/to/sound/file");

msg.setOfflinePushSettings(settings);

//获取一个单聊会话
TIM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getInstance().getConversation(
TIMConversationType.C2C, //会话类型：单聊
peer); //会话对方用户帐号

//发送消息
conversation.sendMessage(msg, new TIMValueCallBack<TIMMessage>() {//发送消息回调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int code, String desc) {//发送消息失败
//错误码code和错误描述desc，可用于定位请求失败原因
//错误码code列表请参见错误码表
Log.e(tag, "send message failed. code: " + code + " errmsg: " + desc);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9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TIMMessage msg) {//发送消息成功
Log.d(tag, "SendMsg ok! peer:" + peer );
}
});

3 集成云通信离线推送
ImSDK 从1.8.0版本开始提供了离线推送的功能。

因为离线推送依赖于守护进
程，所以为了保证离线推送的正常运作，需要对应用的自启动权限
进行授权，而部分对Android系统进行了深度定制化的机型（华为、小米等）则需要将应用添加到应用白名单
，保证应用被杀掉后，守护进程可以自动重启。

3.1 配置AndroidManifest
由于ImSDK的离线推送依赖于服务，所以需要应用在AndroidManifest.xml的

<application></application>

中添加以下配置：

<!-- 消息收发service -->
<service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service.QalService"
android:exported="false"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
</service>
<!-- 消息收发辅助service -->
<service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service.QalAssistService"
android:exported="fals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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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
</service>
<!-- 离线消息广播接收器 -->
<receiver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QALBroadcastReceiver"
android:exported="false">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broadcast.qal" />
</intent-filter>
</receiver>
<!-- 系统消息广播接收器 -->
<receiver
android:name="com.tencent.qalsdk.core.NetConnInfoCenter" android:process=":QALSERVICE">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BOOT_COMPLETED"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net.conn.CONNECTIVITY_CHANGE"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TIME_SET"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action.TIMEZONE_CHANGED" />
</intent-filter>
</receiver>

3.2 设置离线推送处理
3.2.1 实现自己的Application类

实现android.app.Application，假设命名为MyApplication，在AndroidManifes.xml中配置实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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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在实现的时候请将com.tencent.imsdk.test.MyApplication替换为自己的Application -->
<application
android:allowBackup="true"
android:icon="@drawable/ic_launcher"
android:label="@string/app_name"
android:name="com.tencent.imsdk.test.MyApplication">

<!-- 这里省略其他各种配置 -->

</application>

3.2.2 注册离线推送监听器

在以上的准备做好后，必须注册相应的离线推送监听器才能收到消息通知。如果不需要离线消息通知，可以不
进行监听器注册。
注册离线推送监听器可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OfflinePushListener

接口进行设置。

原型：

public void setOfflinePushListener(TIMOfflinePushListener listener)

设置离线推送监听器，需要保证在主进程进行设置。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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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listener

离线推送监听器，详情请参考javadoc中类TIMOffline
PushListener的说明。

示例：

public class MyApplication extends Application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 {
super.onCreate();

Log.d("MyApplication", "app oncreate");
// 只能在主进程进行离线推送监听器注册
if(MsfSdkUtils.isMainProcess(this)) {
Log.d("MyApplication", "main process");

// 设置离线推送监听器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OfflinePushListener(new TIMOfflinePush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handleNotification(TIMOfflinePush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
Log.d("MyApplication", "recv offline push");

// 这里的doNotify是ImSDK内置的通知栏提醒，应用也可以选择自己利用回调参数notification来构造自己
的通知栏提醒
notification.doNotify(getApplicationContext(), R.drawable.ic_launcher);
}
});
}
}
}

3.3 离线推送内容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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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推送的内容由类

TIMOfflinePushNotification

来定义，可以通过这个类对外提供的接口来获取相应的信息，并根据需要自由组合自己的通知栏提醒。

3.3.1 获取默认通知栏标题

可以通过

getTitle

接口来获取默认通知栏标题。

对于C2C消息，默认通知栏标题为发送方用户ID。

对于群消息，如果消息所在群设置了群名称，默认通知栏标题为群名称；如果该群没有设置群名称，默认通知
栏标题为该群群ID。

原型：

public String getTitle()

获取默认通知栏标题。

3.3.2 获取默认通知栏内容

可以通过

getContent

接口来获取默认通知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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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C2C消息， 默认通知栏内容为：

消息内容

对于群消息，默认通知栏内容为：

发送者： 消息内容

其中

发送者

为消息发送方的群名片，如果发送方没有设置群名片，则为发送方的个人昵称，如果个人昵称也没有设置，则
为发送方的用户ID。优先级为群名片 > 个人昵称 > 用户ID。

其中

消息内容

为消息体中的各个Elem进行相应转换后的字符串组合，不同类型的Elem，其转换规则如下：

文本Elem：直接显示内容
语音Elem：显示 [语音]
文件Elem：显示 [文件]
图片Elem：显示 [图片]
自定义Elem：显示 [desc字段内容]

原型：

public String getConten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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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默认通知栏内容。

3.3.3 获取会话ID

通过

getConversationId

可以获取到离线消息的会话ID。

对于C2C消息，会话ID为消息发送方用户ID；对于群消息，会话ID为群ID。

原型：

public String getConversationId()

获取会话ID，失败时返回null。

3.3.4 获取会话类型

通过

getConversationType

可以获取到离线消息的会话类型。

对于C2C消息，会话类型为

TIMConversationType.C2C

；对于群消息，会话类型为

TIMConversationType.Grou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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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型：

public TIMConversationType getConversationType()

获取会话类型。

3.3.5 获取发送方用户ID

通过

getSenderIdentifier

可以获取到消息发送方的用户ID。

原型：

public String getSenderIdentifier()

获取发送方用户ID，失败时返回null。

3.3.6 获取发送者昵称

通过

getSenderNickName

可以获取到消息发送方的昵称。

对于C2C消息，返回nul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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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群消息，优先返回发送方的群名片，如果发送方没有设置群名片，则返回个人昵称。如果群名片和个人昵
称都没有设置，则返回null。

原型：

public String getSenderNickName()

获取发送方昵称/群名片（群消息时，优先返回群名片，当没有群名片时，返回昵称）。

3.3.7 获取群名称

在收到群消息的时候，可以通过

getGroupName

获取到群名称。

原型：

public String getGroupName()

获取群名称，只有在收到群消息时有效，失败时返回null。

3.3.8 获取扩展字段

收到自定义消息的时候，可以通过

getExt

获取到消息扩展字段。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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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yte[] getExt()

获取自定义消息对应的ext字段。

3.3.9 应用默认通知栏提醒

可以通过

doNotify

来应用ImSDK提供的默认通知栏提醒样式。

原型：

public void doNotify(Context context, int iconID)

应用默认通知栏提醒。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ntext

应用上下文。

iconID

要显示在提醒中的图标的资源ID。

4 集成小米离线推送
由于小米ROM深度定制了安卓系统，加强了权限的控制，第三方APP默认不会在系统的自启动白名单里，APP
在后台很容易被系统杀掉，或者用户手动将APP杀死，
因为没有自启动权限，APP的service无法自动重启，从而导致被杀死后无法收到消息。

为了保证APP被杀后，在小
米设备上仍然能够收消息，可以集成小米推送。目前，SDK仅支持推送通知栏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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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收到离线消息时，默认通知标题为

a new message

。
2. 如果不需要对小米设备做专门的离线推送适配，可以忽略此章节。

4.1 添加小米离线推送证书
从腾讯云管理中心的 云通信-应用列表 进入相应应用的

应用配置

页面，在基本配置中根据指引添加

Android推送证书

。如何获得相应的推送证书可以参考 Android推送证书申请 。

添加证书成功后，可以得到一个证书ID，这里可以把这个ID记录下来，后边有用。

4.2 配置AndroidManifest.xml文件
应用要集成小米推送，必须集成小米推送的客户端SDK。可以到 小米开放平台
进行下载。下载完成后，解压，将SDK目录下的

MiPush_SDK_client_**.jar

库文件添加到自己应用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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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s

库目录下，并添加引用。

4.2.1 添加小米推送必须的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GET_TASKS"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VIBRATE"/>
<permission android:name="com.tencent.imsdk.permission.MIPUSH_RECEIVE"
android:protectionLevel="signature" />
<!--这里com.tencent.imsdk改成app的包名-->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com.tencent.imsdk.permission.MIPUSH_RECEIVE" />
<!--这里com.tencent.imsdk改成app的包名-->

4.2.2 配置小米推送服务需要的service和receiver

<service
android:enabled="true"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android:name="com.xiaomi.push.service.XMPushService"/>
<service
android:name="com.xiaomi.push.service.XMJobService"
android:enabled="true"
android:exported="false"
android:permission="android.permission.BIND_JOB_SERVICE"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
<!--注：此service必须在小米推送SDK3.0.1版本以后（包括3.0.1版本）加入-->
<service
android:enabled="tru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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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exported="true"
android:name="com.xiaomi.mipush.sdk.PushMessageHandler" />
<service android:enabled="true"
android:name="com.xiaomi.mipush.sdk.MessageHandleService" />
<!--注：此service必须在小米推送SDK2.2.5版本以后（包括2.2.5版本）加入-->
<receiver
android:exported="true"
android:name="com.xiaomi.push.service.receivers.NetworkStatusReceiver" >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android.net.conn.CONNECTIVITY_CHANGE" />
<category android:name="android.intent.category.DEFAULT" />
</intent-filter>
</receiver>
<receiver
android:exported="false"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android:name="com.xiaomi.push.service.receivers.PingReceiver" >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xiaomi.push.PING_TIMER" />
</intent-filter>
</receiver>

4.3 自定义一个BroadcastReceiver类
为了可以接收到推送消息，需要自定义一个继承自

PushMessageReceiver

类的

BroadcastReceiver

，并实现其中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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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NotificationMessageClicked

，

onNotificationMessageArrived

，

onReceiveRegisterResult

方法，然后将此receiver注册到AndroidManifest.xml中。其中

onNotificationMessageClicked

用来接收服务器发来的通知栏消息（用户点击通知栏时触发），

onNotificationMessageArrived

用来接收服务器发来的通知栏消息（消息到达客户端时触发，并且可以接收应用在前台时不弹出通知的通知消
息），

onReceiveRegisterResult

用来接受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注册命令消息后返回的响应。

示例：

public class MiPushMessageReceiver extends PushMessageReceiver {

private final String TAG = "MiPushMessageReceiver";
private String mRegId;

@Override
public void onNotificationMessageClicked(Context context, MiPushMessage messag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13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Log.d(TAG,"onNotificationMessageClicked is called. " + message.toString());
Log.d(TAG, getSimpleDate() + " " + message.getConten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NotificationMessageArrived(Context context, MiPushMessage message) {
Log.d(TAG,"onNotificationMessageArrived is called. " + message.toString());
Log.d(TAG, getSimpleDate() + " " + message.getContent());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ceiveRegisterResult(Context context, MiPushCommandMessage message) {
Log.d(TAG, "onReceiveRegisterResult is called. " + message.toString());
String command = message.getCommand();
List<String> arguments = message.getCommandArguments();
String cmdArg1 = ((arguments != null && arguments.size() > 0) ? arguments.get(0) : null);

Log.d(TAG, "cmd: " + command + " | arg: " + cmdArg1
+ " | result: " + message.getResultCode() + " | reason: " + message.getReason());

if (MiPushClient.COMMAND_REGISTER.equals(command)) {
if (message.getResultCode() == ErrorCode.SUCCESS) {
mRegId = cmdArg1;
}
}

Log.d(TAG, "regId: " + mRegId);
}

@SuppressLint("SimpleDateFormat")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SimpleDate() {
return new SimpleDateFormat("MM-dd hh:mm:ss").format(new Dat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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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自定义的BroadcastReceiver注册到AndroidManifest.xml。

<receiver
android:exported="true"
android:name="com.tencent.imsdk.MiPushMessageReceiver">
<!--这里com.tencent.imsdk.MiPushMessageReceiver改成app中定义的完整类名-->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xiaomi.mipush.RECEIVE_MESSAGE"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xiaomi.mipush.MESSAGE_ARRIVED" />
</intent-filter>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xiaomi.mipush.ERROR" />
</intent-filter>
</receiver>

4.4 注册小米推送服务
如果需要启用小米离线推送需要向小米推送服务器注册推送服务。可以调用

MiPushClient.registerPush

来进行小米推送服务初始化。注册成功后，可以在前一节里说到的自定义

BroadcastReceiver

的

onReceiveRegisterResul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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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收到注册结果。其中regId即为当前设备上当前app的唯一标识，这里需要把regId记录下来，后边有用。

MiPushClient.registerPush

可在任意地方调用，如果在Application的onCreate中调用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因为

XMPushService

在AndroidManifest.xml中设置为运行在另外一个进程，这导致本Application会被实例化两次，所以我们需要
让应用的主进程对推送服务进行初始化。

示例：

public class MyApplication extends Application {
private String MIPUSH_APPID = "your_appid";
private String MIPUSH_APPKEY = "your_appkey";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 {
super.onCreate();
Log.d("MyApplication", "app oncreate");
if(MsfSdkUtils.isMainProcess(this)) {
Log.d("MyApplication", "main process");

registerPush();
}
}

public void registerPush(){
String vendor = Build.MANUFACTURER;
if(vendor.toLowerCase(Locale.ENGLISH).contains("xiaomi")) {
//注册小米推送服务
MiPushClient.registerPush(this, MIPUSH_APPID, MIPUSH_APPKEY);
}else if(vendor.toLowerCase(Locale.ENGLISH).contains("huawei"))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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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华为推送设备token
PushManager.requestToken(this);
}
}
}

4.5 上报证书ID及regId
想要ImSDK通过小米推送进行离线消息推送，必须在登录成功后将前面步骤拿到的证书ID及regId
上报到腾讯云服务器。这一步骤可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OfflinePushToken

方法来实现。

目前仅支持小米、华为设备，其他厂商设备上传无效。

原型：

/**
* 设置第三方推送用户标识，需登录后设置才生效
* @param token 用户标识
*/
public void setOfflinePushToken(TIMOfflinePushToken token)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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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oken

用户标识，包括证书ID， regId， TMID等

TIMOfflinePushToken

成员方法详细说明：

/**
* 离线推送token配置类，目前只适用于第三方推送接入，比如小米推送、华为推送
*/
public class TIMOfflinePushToken {
/**
* 设置离线推送用户标识，如小米推送的regId和华为推送的TMID
* @param token 用户标识
*/
public void setToken(String token)

/**
* 设置业务ID，这里的业务ID是指将离线推送相关证书上传到腾讯云的时候分配的ID
* @param bussid 业务ID
*/
public void setBussid(long bussid)
}

示例：

//登录成功后，上报证书ID及设备token
TIMOfflinePushToken param = new TIMOfflinePushToken();
param.setToken(token);
param.setBussid(bussId);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OfflinePushToken(para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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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混淆打包
如果使用需要混淆打包应用，为了防止小米离线推送功能异常，需要添加以下混淆规则，仅供参考。

#这里com.tencent.imsdk.MiPushMessageReceiver改成app中定义的完整类名
-keep com.tencent.imsdk.MiPushMessageReceiver {*;}
#可以防止一个误报的 warning 导致无法成功编译，如果编译使用的 Android 版本是 23。
-dontwarn com.xiaomi.push.**

5 集成华为离线推送
同小米设备一样，华为手机同样对安卓系统进行了深度定制，第三方APP默认不会在系统的自启动白名单中，
导致APP被杀后，APP的service无法自动重启。

为了保证APP被杀后，在
华为设备上仍然能够收到消息，需要集成华为推送。目前，SDK仅支持推送通知栏消息。

注：

1. 收到离线消息时，默认通知标题为

a new message

。
2. 如果不需要对华为设备做专门的离线推送适配，可以忽略此章节。

5.1 添加华为离线推送证书
从腾讯云管理中心的 云通信-应用列表 进入相应应用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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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配置

页面，在基本配置中根据指引添加

Android推送证书

。如何获得相应的推送证书可以参考 Android推送证书申请。

添加证书成功后，可以得到一个证书ID，这里可以把这个ID记录下来，后边有用。

5.2 配置AndroidManifest.xml文件
应用要集成华为推送，必须集成华为推送的客户端SDK，可以到 华为开发者中心
进行下载。下载完成后，解压，将libs目录中的

HwPush_SDK_V**.jar

库文件添加到自己应用的

libs

库目录下，并添加引用。

5.2.1 添加华为推送必须的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AKE_LOCK" />

5.2.2 配置化为推送服务需要的service和receiv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20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备注：Push相关的android组件需要添加到业务的AndroidManifest.xml,
Push相关android组件运行在另外一个进程是为了防止Push服务异常而影响主业务 -->

<!-- PushSDK:PushSDK接收外部请求事件入口 -->
<receiver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agent.PushEventReceiver"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intent.REFRESH_PUSH_CHANNEL" />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intent.action.PUSH" />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intent.action.PUSH_ON" />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PLUGIN" />
</intent-filter>
</receiver>
<receiver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agent.PushBootReceiver"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
<intent-filter>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intent.REGISTER" />
</intent-filter>
<meta-data
android:name="CS_cloud_version"
android:value="\u0032\u0037\u0030\u0035" />
</receiver>

<!-- PushSDK:Push服务 -->
<service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agent.PushService"
android:process=":pushservice" >
</service>

5.3 自定义一个BroadcastReceiver类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21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为了可以接收到推送消息，需要自定义一个继承自

PushEventReceiver

类的

BroadcastReceiver

，并实现其中的

onToken

，

onPushMsg

，

onEvent

方法，然后将此receiver注册到AndroidManifest.xml中。

示例：

public class HwPushMessageReceiver extends PushEventReceiver{
private final String TAG = "HwPushMessageReceiver";
private String mToken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Token(Context context, String token, Bundle extras){
String belongId = extras.getString("belongId");
String content = "获取token和belongId成功，token = " + token + ",belongId = " + belongId;

mToken = toke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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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e(TAG, content);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PushMsg(Context context, byte[] msg, Bundle bundle) {
try {
String content = "收到一条Push消息： " + new String(msg, "UTF-8");
Log.e(TAG, 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fals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vent(Context context, Event event, Bundle extras) {
if (Event.NOTIFICATION_OPENED.equals(event) || Event.NOTIFICATION_CLICK_BTN.equals(event)) {
int notifyId = extras.getInt(BOUND_KEY.pushNotifyId, 0);
if (0 != notifyId) {
NotificationManager manager = (NotificationManager)
context.getSystemService(Context.NOTIFICATION_SERVICE);
manager.cancel(notifyId);
}
String content = "收到通知附加消息： " + extras.getString(BOUND_KEY.pushMsgKey);
Log.e(TAG, content);
}
}
}

将自定义的BroadcastReceiver注册到AndroidManifest.xml。

<!-- 第三方相关 :接收Push消息（注册、Push消息、Push连接状态、标签，LBS上报结果）广播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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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r android:name="com.tencent.imsdk.test.HwPushMessageReceiver" >
<intent-filter>
<!-- 必须,用于接收token-->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intent.REGISTRATION" />
<!-- 必须，用于接收消息-->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intent.RECEIVE" />
<!-- 可选，用于点击通知栏或通知栏上的按钮后触发onEvent回调-->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intent.CLICK" />
<!-- 可选，查看push通道是否连接，不查看则不需要-->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intent.action.PUSH_STATE" />
<!-- 可选，标签、地理位置上报回应，不上报则不需要 -->
<action android:name="com.huawei.android.push.plugin.RESPONSE" />
</intent-filter>
<meta-data android:name="CS_cloud_ablitity" android:value="successRateAnalytics"/>
</receiver>

5.4 获取设备token
通过调用

PushManager.requestToken

方法向华为推送平台请求当前应用在当前设备上的唯一标识。请求成功后，可以在前面自定义的

BroadcastReceiver

的

onToken

回调中获取分配的token。把这个token记录下来，后边会用到。

PushManager.requestToke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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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任意地方调用，如果在Application的onCreate中调用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因为

XMPushService

在AndroidManifest.xml中设置为运行在另外一个进程，这导致本Application会被实例化两次，所以我们需要
让应用的主进程对推送服务进行初始化。

示例：

public class MyApplication extends Application {
private String MIPUSH_APPID = "your_appid";
private String MIPUSH_APPKEY = "your_appkey";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 {
super.onCreate();
Log.d("MyApplication", "app oncreate");
if(MsfSdkUtils.isMainProcess(this)) {
Log.d("MyApplication", "main process");

registerPush();
}
}

public void registerPush(){
String vendor = Build.MANUFACTURER;
if(vendor.toLowerCase(Locale.ENGLISH).contains("xiaomi")) {
//注册小米推送服务
MiPushClient.registerPush(this, MIPUSH_APPID, MIPUSH_APPKEY);
}else if(vendor.toLowerCase(Locale.ENGLISH).contains("huawei")) {
//请求华为推送设备token
PushManager.requestToken(this);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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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上报证书ID及设备token
想要ImSDK通过华为推送进行离线消息推送，必须在登录成功后将前面步骤拿到的证书ID及
设备token上报到腾讯云服务器。这一步骤可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OfflinePushToken

方法来实现。

目前仅支持小米、华为设备，其他厂商设备上传无效。

原型：

/**
* 设置第三方推送用户标识，需登录后设置才生效
* @param token 用户标识
*/
public void setOfflinePushToken(TIMOfflinePushToken token)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oken

用户标识，包括证书ID， regId， TMID等

TIMOfflinePushToke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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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方法详细说明：

/**
* 离线推送token配置类，目前只适用于第三方推送接入，比如小米推送、华为推送
*/
public class TIMOfflinePushToken {
/**
* 设置离线推送用户标识，如小米推送的regId和华为推送的TMID
* @param token 用户标识
*/
public void setToken(String token)

/**
* 设置业务ID，这里的业务ID是指将离线推送相关证书上传到腾讯云的时候分配的ID
* @param bussid 业务ID
*/
public void setBussid(long bussid)
}

示例：

//登录成功后，上报证书ID及设备token
TIMOfflinePushToken param = new TIMOfflinePushToken();
param.setToken(token);
param.setBussid(bussId);
TIMManager.getInstance().setOfflinePushToken(param);

5.6 混淆打包
如果需要混淆打包应用，为了防止华为离线推送功能异常，需要添加以下混淆规则，仅供参考。

-keep class com.huawei.android.pushagen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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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class com.huawei.android. pushselfshow.**{*;}
-keep class com.huawei.android. microkernel.**{*;}
-keep class com.baidu.mapapi.**{*;}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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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推送证书申请（Android SDK）

1. 小米证书申请
1.1 概述
由于小米ROM深度定制了安卓系统，加强了权限的控制，第三方APP默认不会在系统的自启动白名单里，APP
在后台很容易被系统杀掉，或者用户手动将APP杀死，
因为没有自启动权限，APP的service无法自动重启，从而导致被杀死后无法收到消息。

为了保证APP被杀后，在小米设备上仍然能够收消息，需要集成小米推送。

注： 如果不需要对小米设备做推送适配，可以忽略此文章。

1.2 小米推送证书申请
首先，需要到 小米开发者中心
注册开发者帐号。请根据指引完成资料填写，并等待资格审核通过。这里请根据个人实际情况选择帐号类型。

开发者帐号审核通过后，进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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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控制台 -> 消息推送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应用。

根据指引创建应用成功后，进入该应用的详情页面，就可以看到该应用的详细信息，包括

应用包名

，

AppID

，

AppKey

，

AppSecret

。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以备后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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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为证书申请
2.1 概述
同小米设备一样，华为手机同样对安卓系统进行了深度定制，第三方APP默认不会在系统的自启动白名单中，
导致APP被杀后，APP的service无法自动重启。

为了保证APP被杀后，在华为设备上仍然能够收到消息，需要集成华为推送。

注： 如果不需要对华为设备做推送适配，可以忽略此文章。

2.2 华为推送证书申请
首先， 需要到 华为开发者联盟
注册开发者帐号。请根据指引完成资料填写，并等待资格审核通过。这里请根据个人实际情况选择帐号类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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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帐号审核通过后，可以进入

管理中心 -> 创建移动应用

新建一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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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指引创建应用成功后，为该应用添加Push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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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入该应用详情页面就可以看到该应用对应的

应用包名

，

APP ID

，

APP SECRET

。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以备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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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SDK v3.x版本文档
概述（iOS SDK）

1. ImSDK集成
本节主要介绍如何创建一个应用，并集成ImSDK。【使用互动直播业务的开发者，请集成ImSDKv2版本】。

1.1 支持版本
ImSDK.framework 支持iOS 7.0 及以上系统。

1.2 下载ImSDK
从 官网 下载ImSDK开发包，主要包括：ImSDK.framework、IMMessageExt.framework、IMGroupExt.fra
mework、IMFriendshipExt.framework、TLSSDK.framework、QALSDK.framework。各个包的说明如下：

必选SDK：必须是一个版本成套使用，不同版本不可混用

ImSDK.framework IM基础功能包
QALSDK.framework 网络SDK
TLSSDK.framework 登录SDK

可选SDK：

IMMessageExt.framework IM全量消息能力扩展包
包含消息本地存储、会话列表、最近联系人、拉取漫游消息等功能
增加消息的未读计数、已读回执、草稿等功能
IMGroupExt.framework IM全量群组能力扩展包
包含全量的群组类型和群组资料
包含全量的群成员能力
包含全量的群组管理能力
IMFriendshipExt.framework IM全量关系链资料能力扩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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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全量的关系链能力
IMSDKBugly.framework Crash上报功能
如无特殊需要，推荐使用，在控制台页面可以查看Crash率等信息
如果不加入此SDK，需要调用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disableCrashReport];
禁用功能
IMUGCExt.framework IM小视频UGC消息能力扩展包
发送小视频消息 TIMUGCElem 功能
上传小视频功能
TXRTMPSDK.framework 小视频录制、编辑能力扩展包
包含小视频录制功能
包含小视频编辑功能
其他能力请参见移动直播SDK文档

其他SDK：

QALHttpSDK.framework 网络透传SDK
只有用到网络透传功能时使用

说明：使用小视频存储功能需要在控制台开通点播服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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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创建应用
创建一个新工程，填入工程名，这里以IMDemo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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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集成ImSDK
选中IMDemo的Target，在General面板中的Linked Frameworks and Libraries添加依赖库。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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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添加的依赖库有：

CoreTelephony.framework
SystemConfiguration.framework
libstdc++.6.dylib
libc++.dylib
libz.dylib
libsqlite3.dylib
ImSDK.framework
IMMessageExt.framework
IMGroupExt.framework
IMFriendshipExt.framework
TLSSDK.framework
QALSDK.framework
IMSDKBugly.framework

其中 ImSDK.framework、IMMessageExt.framework、IMGroupExt.framework、IMFriendshipExt.fram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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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TLSSDK.framework、QALSDK.framework
为步骤1.1.1下载的SDK，其余均为系统内置库。另外需要在Build Setting中Other Linker Flags添加-ObjC。

1.5 功能开发
在调用代码中引入头文件ImSDK.h、IMMessageExt.h、IMGroupExt.h、IMFriendshipExt.h，根据后续章节
的开发指引进行功能的开发。

2. ImSDK 基本概念
会话：ImSDK中会话(Conversation)分为两种，一种是C2C会话，表示单聊情况自己与对方建立的对话，读取
消息和发送消息都是通过会话完成；另一种是群会话，表示群聊情况下，群内成员组成的会话，群会话内发送
消息群成员都可接收到。

如下图所示，一个会话表示与一个好友的对话：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40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消息：ImSDK中消息(Message)表示要发送给对方的内容，消息包括若干属性，如是否自己已读，是否已经发
送成功，发送人帐号，消息产生时间等；一条消息由若干Elem组合而成，每种Elem可以是文本、图片、表情
等等，消息支持多种Elem组合发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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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Id：群组Id唯一标识一个群，由后台生成，创建群组时返回。

2.1 ImSDK对象简介
iOS ImSDK 对象主要分为通讯管理器，会话、消息，群管理，具体的含义参见下表：

对象

介绍

功能

TIMManager

管理器类，负责基本的SDK操作

初始化登录、注销、创建会话等

TIMConversation

会话，负责会话相关操作

如发送消息，获取会话消息缓存，获
取未读计数等

TIMMessage

消息

包括文本、图片等不同类型消息

TIMGroupManager

群管理器

负责创建群，增删成员，以及修改群
资料等

TIMFriendshipManager

资料关系链管理

负责获取、修改好友资料和关系链信
息

2.2 调用顺序介绍
ImSDK调用API需要遵循以下顺序，其余辅助方法需要在登录成功后调用。

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初始化

TIMManager : initSdk

设置SDK配置信息

初始化

TIMManager : setUserConfig

设置用户的配置信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42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登录

TIMManager : login

登录

消息收发

TIMManager : getConversation

获取会话

消息收发

TIMConversation : sendMessage 发送消息

群组管理

TIMGroupManager

群组管理

资料关系链

TIMFriendshipManager

资料关系链管理

注销

TIMManager : logout

注销（用户可选）

3. ImSDK2.x升级到ImSDK3.x
ImSDK3.x版本优化了SDK的初始化流程和较多的模块接口，接口逻辑不变。
具体接口变更请参考如下表格：

模块

2.0接口

3.0接口

初始化 TIMManager

initSdk:

initSdk:

disableCrashReport
initLogSettings:
setLogLevel:
setLogListener:
setLogListenerLevel:
setDBPath:
setConnListener:
初始化 TIMManager

disableStorage

setUserConfig:

disableAutoReport
enableReadReceipt
disableRecentContact
disableRecentContactNotify
enableFriendshipProxy
enableGroupAssistant
initFriendshipSetting:
initGroupSetting:
setUserStatusListener:
setRefreshListener:
setReceiptListen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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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2.0接口

3.0接口

setMessageUpdateListener:
setUploadProgressListener:
setFriendProxyListener:
setGroupAssistantListener:
TIMFriendshipManager

接口名首字母大写

接口名首字母小写

TIMFriendshipManager

SetNickname:succ:fail:

modifySelfProfile:profile:succ:fail:

SetAllowType:succ:fail:
SetAllowType:succ:fail:
SetFaceURL:succ:fail:
SetSelfSignature:succ:fail:
SetGender:succ:fail:
SetBirthday:succ:fail:
SetLocation:succ:fail:
SetLanguage:succ:fail:
SetCustom:succ:fail:

TIMFriendshipManager

GetFriendListV2:custom:meta:suc setUserConfig:配置需要拉取的资料
c:fail:

字段
getFriendList:succ:fail:

TIMFriendshipProxy

GetFriendList

TIMFriendshipManager

GetFriendsProfile:

getFriendsProfile:

GetFriendGroupList

getFriendGroup:

GetFriendGroup:
TIMGroupManager

接口名首字母大写

接口名首字母小写

TIMGroupManager

GetGroupPublicInfoV2:flags:

setUserConfig:配置需要拉取的资料

custom:succ:fail:

字段
getGroupPublicInfo:succ:fail:

TIMGroupManager

消息

GetGroupMemberV2:flags:

getGroupMembers:ByFilter:flags:

custom:nextSeq:succ:fail:

custom:nextSeq:succ:fail:

TIMSoundElem、TIMFileElem

仅保留指定文件路径方式上传和下载
资源

消息

TIMImageElem

仅保留指定文件路径方式下载资源

消息

TIMMessage delFromStorage

TIMMessage remov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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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2.0接口

3.0接口

回调

TIMGroupAssistantListener

TIMGroupListener

回调

TIMGroupMemberListener

TIMGroup
EventListener注意首字母小写

回调

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TIMFriends
hipListener注意首字母小写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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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iOS SDK）

1. 通讯管理器初始化
ImSDK一切操作都是由通讯管理器TIMManager开始，SDK操作第一步需要获取TIMManager单例：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管理器实例
*
* @return 管理器实例
*/
+(TIMManager*)sharedInstance;
@end

示例：

TIMManager * manager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在使用SDK进一步操作之前，需要初始SDK：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初始化SDK
*
* @param config 配置信息，全局有效
*
* @return 0 成功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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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initSdk:(TIMSdkConfig*)config;

/**
* 初始化当前manager，在initSdk:后调用，login:前调用
*
* @param config 配置信息，对当前TIMManager有效
*
* @return 0 成功
*/
- (int)setUserConfig:(TIMUserConfig*)config;
@end

2. 新消息通知
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需要感知新消息的通知，这时只需注册新消息通知回调 TIMMessageListener，在用户登
录状态下，会拉取离线消息，为了不漏掉消息通知，需要在登录之前注册新消息通知。

原型：

/**
* 消息回调
*/
@protocol TIMMessage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新消息回调通知
*
* @param msgs 新消息列表，TIMMessage 类型数组
*/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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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添加消息回调（重复添加无效）
*
* @param listener 回调
*
* @return 成功
*/
- (int)addMessageListener:(id<TIMMessageListener>)listener;

@end

回调消息内容通过参数TIMMessage传递，通过TIMMessage可以获取消息和相关会话的详细信息，如消息文
本，语音数据，图片等等，可参阅（4.5消息解析）部分。

示例：

@interface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NSObject
- (void)onNewMessage:(TIMMessage*) msg;
@end

@implementation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
NSLog(@"NewMessages: %@", msgs);
}
@end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impl = [[TIMMessage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addMessageListener:imp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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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设置消息回调通知，并且在有新消息时直接打印消息，更详细的消息解析，可参阅（4.5消息解析）部分
。

3. 网络事件通知
可选设置，如果要用户感知是否已经连接服务器，需要设置此回调，用于通知调用者跟通讯后台链接的连接和
断开事件，另外，如果断开网络，等网络恢复后会自动重连，自动拉取消息通知用户，用户无需关心网络状态
，仅作通知之用。注意：这里的网络事件不表示用户本地网络状态，仅指明SDK是否与IM云Server连接状态。
只要用户处于登录状态，ImSDK内部会进行断网重连，用户无需关心。

原型：

/**
* 连接通知回调
*/
@protocol TIMConn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网络连接成功
*/
- (void)onConnSucc;

/**
* 网络连接失败
*
* @param code 错误码
* @param err 错误描述
*/
- (void)onConnFailed:(int)code err:(NSString*)err;

/**
* 网络连接断开（断线只是通知用户，不需要重新登陆，重连以后会自动上线）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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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code 错误码
* @param err 错误描述
*/
- (void)onDisconnect:(int)code err:(NSString*)err;

/**
* 连接中
*/
- (void)onConnecting;

@end

@interface TIMSdkConfig : NSObject

/**
* 网络监听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id<TIMConnListener> connListener;

@end

示例：

以下示例监听网络事件，并输出日志。

@interface TIMConnListenerImpl : NSObject
- (void)onConnSucc;
- (void)onConnFailed:(int)code err:(NSString*)err;
- (void)onDisconnect:(int)code err:(NSString*)err;
@end

@implementation TIMConnListenerImp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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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onConnSucc {
NSLog(@"Connect Succ");
}

- (void)onConnFailed:(int)code err:(NSString*)err {
// code 错误码：具体参见错误码表
NSLog(@"Connect Failed: code=%d, err=%@", code, err);
}

- (void)onDisconnect:(int)code err:(NSString*)err {
// code 错误码：具体参见错误码表
NSLog(@"Disconnect: code=%d, err=%@", code, err);
}

@end

TIMConnListenerImpl * connListenerImpl = [[TIMConn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SdkConfig * cfg = [[TIMSdkConfig alloc] init];
cfg.connListener = connListenerImpl;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itSdk:cfg];

4. 日志事件
SDK内部会进行打印日志，如果调用方有自己统一的日志收集方式，可以设置日志回调事件，SDK会把日志通
过回调返给调用方，但ImSDK仍然内部仍然会打印，如果需要禁掉，可以通过设置控制台不打印日志，或者设
置日志级别。

回调通过两种形式，一种可使用闭包进行回调；另一种使用protocol接口回调。

原型：

@interface TIMSdkConfig : NSObjec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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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g监听函数
*/
@property(nonatomic,copy) TIMLogFunc logFunc;

@end

示例：

TIMSdkConfig * cfg = [[TIMSdkConfig alloc] init];
cfg.logFunc = ^(NSString* content) {
NSLog(@"%@", content);
}];

示例中通过闭包回调打印日志到控制台。

5. 用户状态变更
用户状态变更的时候，SDK会有相应的通知。通过设置

TIMUserConfig

中的

userStatusListener

属性可以设置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来对相应的通知进行监听。目前用户状态变更有三种通知，具体可参见
用户被踢下线通知 和
用户票据过期通知。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登录帐号后才能正常使用消息、群组和好友功能。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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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户在线状态通知
*/
@protocol TIMUserStatus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踢下线通知
*/
- (void)onForceOffline;

/**
* 断线重连失败
*/
- (void)onReConnFailed:(int)code err:(NSString*)err;

/**
* 用户登录的userSig过期（用户需要重新获取userSig后登录）
*/
- (void)onUserSigExpired;
@end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 用户登录状态监听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id<TIMUserStatusListener> userStatusListener;

@end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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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UserStatusListenerImpl : NSObject{
}

- (void)onForceOffline;

- (void)onUserSigExpired;

@end

@implementation TIMUserStatusListenerImpl

- (void)onForceOffline {
NSLog(@"force offline");
}

- (void)onUserSigExpired {
NSLog(@"userSig expired");
}

@end

TIMUserStatusListenerImpl * impl = [[TIMUserStatus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SdkConfig * cfg = [[TIMSdkConfig alloc] init];
cfg.userStatusListener = impl;

示例中当用户被踢下线时，收到回调后打印日志。

5.1 用户被踢下线通知
用户如果在其他终端登录，会被踢下线，这时会收到用户被踢下线的通知。如果设置了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
器（参见 用户状态变更），则可以在监听器的回调方法

onForceOfflin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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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出现这种情况常规的做法是提示用户进行操作（退出，或者再次把对方踢下线）。

注意：
用户如果在离线状态下被踢，下次登录将会失败，可以给用户一个非常强的提醒（登录错误码ERR_IM
SDK_KICKED_BY_OTHERS：6208），开发者也可以选择忽略这次错误，再次登录即可。

用户在线情况下的互踢情况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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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中，用户在设备1登录，保持在线状态下，该用户又在设备2登录，这时用户会在设备1上强制下线，收到o
nForceOffline回调。用户在设备1上收到回调后，提示用户，可继续调用login上线，强制设备2下线。这里是
在线情况下互踢过程。

用户离线状态互踢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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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设备1登录，没有进行logout情况下进程退出（此时可接收iOS远程推送消息）。该用户在设备2登录，
此时由于用户不在线，无法感知此事件，为了显式提醒用户，避免无感知的互踢，用户在设备1重新登录时，会
返回（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6208）错误码，表明之前被踢，是否需要把对方踢下线。如果需
要，则再次调用login强制上线，设备2的登录的实例将会收到onForceOffline回调。

5.2 用户票据过期通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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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登录（参见
登录
）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个用户票据，而这个用户票据在生成的时候是有一个有效使用期限的。在正常使用过程
中，如果超过了用户票据的使用期限时，SDK与服务器的交互会因为票据验证失败而操作失败，这个时候SDK
会给出用户票据过期的通知。如果设置了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参见 用户状态变更
），则可以在监听器的回调方法

onUserSigExpired

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仍需要继续与服务器进行交互，则需要更换票据后重新登录。

6. Crash上报
ImSDK内部集成了Bugly系统（http://bugly.qq.com )，当应用crash后，会自动上报到平台，用户可以根据B
ugly文档指示上传符号表，显示crash详细信息，如果用户有自己的上报组件，配置TIMSdkConfig禁用上报。

原型：

@interface TIMSdkConfig : NSObject

/**
* 禁用crash上报，默认上报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disableCrashReport;

@end

7. 设置日志级别
ImSDK内部日志级别可通过配置TIMSdkConfig进行修改，控制ImSDK的日志输出。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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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SdkConfig : NSObject

/**
* 本地写log文件的等级，默认DEBUG等级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LogLevel logLevel;

@end

可以通过设置日志级别为TIM_LOG_NONE来关闭ImSDK的日志输出，提升性能，建议在开发期间打开日志，
方便排查问题。

8. 控制台不打印日志或修改日志路径
默认ImSDK日志会打印到控制台，如果调试期间干扰太多，可选择关闭控制台日志（此时文件日志仍然会打印
，可设置日志级别禁用），另外也可以修改默认的存储路径，方便管理。

原型：

@interface TIMSdkConfig : NSObject

/**
* log文件路径，不设置时为默认路径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logPath;

/**
* 禁止在控制台打印log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disableLogPrint;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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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修改日志路径，仅修改级别，可使用 getLogPath 获取默认路径传入
initLogSettings。日志默认路径在APP目录下：

Library/Caches/imsdk_YYYYMMDD.log

。

9. 禁用存储
默认情况ImSDK会进行消息的存储，如无需存储，可选择关闭存储来提升处理性能：

原型: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 禁用本地存储（加载消息扩展包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disableStorage;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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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iOS SDK）

1. 登录
用户登录腾讯后台服务器后才能正常收发消息，登录需要用户提供accountType、identifier、userSig等信息
，具体含义可参阅帐号文档。

注意：如果此用户在其他终端被踢，登录将会失败，返回错误码（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
：6208）。开发者必须进行登录错误码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的判断。关于被踢的详细描
述，参见2.6 用户状态变更。

如果用户保存用户票据，可能会存在过期的情况，如果用户票据过期，login将会返回 70001
错误码，开发者可根据错误码进行票据更换。

登录为异步过程，通过回调函数返回是否成功，成功后方能进行后续操作。登录成功或者失败后使用闭包succ
和fail进行回调。

注意：只要登录成功以后，用户没有主动登出或者被踢，网络变更会自动重连，无需开发者关心。不过特别需
要注意被踢操作，需要注册用户状态变更回调，否则被踢时得不到通知。

原型：

/**
* 登陆信息
*/

@interface TIMLoginParam : NSObject

/**
* 用户名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identifi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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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鉴权Token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userSig;

/**
* App用户使用OAuth授权体系分配的App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appidAt3rd;

@end

在自有帐号情况下：appidAt3rd字段与sdkAppId相同，其他字段identifier、userSig填写相应内容。

/**
* 登陆
*
* @param param 登陆参数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请求成功
*/
- (int)login:(TIMLoginParam*)param succ:(TIMLogin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ram

登录参数，详细信息参见 TIMLoginParam 结构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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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succ

登录成功回调

fail

登录失败回调

示例：

TIMLoginParam * login_param = [[TIMLoginParam alloc ]init];

// identifier为用户名，userSig 为用户登录凭证
// appidAt3rd 在私有帐号情况下，填写与sdkAppId 一样
login_param.identifier = @"iOS_001";
login_param.userSig = @"usersig";
login_param.appidAt3rd = @"123456";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login: login_param succ:^(){
NSLog(@"Login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Login Failed: %d->%@", code, err);
}];

2. 登出
如用户主动注销或需要进行用户的切换，则需要调用注销操作：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登出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登出成功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吗和错误信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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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0 发送登出包成功，等待回调
*/
- (int)logout:(TIMLogin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示例：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logout:^() {
NSLog(@"logout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logout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注意：在需要切换帐号时，需要logout回调成功或者失败后才能再次login，否则login可能会失败。

3. 无网络情况下查看消息
如用当前网络异常，或者想在不调用login的时候查看用户消息，可调用initStorage方法初始化存储，完成后
可获取会话列表和消息：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MsgExt)

/**
* 初始化存储，仅查看历史消息时使用，如果要收发消息等操作，如login成功，不需要调用此函数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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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param 登陆参数（userSig 不用填写）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收到回调时，可以获取会话列表和消息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请求成功
*/
- (int)initStorage:(TIMLoginParam*)param succ:(TIMLogin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param 与登录参数相同，userSig可不填
succ 成功回调，成功后可获取会话列表，以及进一步登录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LoginParam * login_param = [[TIMLoginParam alloc ]init];

// identifier为用户名
// appidAt3rd 在私有帐号情况下，填写与sdkAppId 一样
login_param.identifier = @"iOS_001";
login_param.appidAt3rd = @"123456";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itStorage: login_param succ:^(){
NSLog(@"Init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Init Failed: %d->%@", code, err);
}];

示例中初始化存储，成功后可获取会话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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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获取当前登陆用户
通过TIMManager成员方法getLoginUser可以获取当前用户名，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判断是否已经登陆。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当前登陆的用户
*
* @return 如果登陆返回用户的identifier，如果未登录返回nil
*/
- (NSString*)getLoginUser;

@end

说明：
返回值为当前登陆的用户名，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自有账号登陆，用户名与登陆所传入的identifier
相同，如果是第三方账号，如微信登陆，QQ登陆等，登陆后会有内部转换过的identifer，后续搜索好
友，入群等，都需要使用转换后的identifier操作。

5. ImSDK同步离线消息
ImSDK 启动后会同步离线消息和最近联系人，最近联系人可通过接口禁用： 禁用最近联系人
。如果不需要离线消息，可以在发消息时使用：发送在线消息。

默认登陆后会异步获取离线消息以及同步资料数据（如果有开启，可参见关系链资料章节），同步完成后会通
过onRefresh回调通知更新界面，用户得到这个消息时，可以刷新界面，比如会话列表的未读等等：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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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 会话刷新监听器（未读计数、已读同步）（加载消息扩展包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id<TIMRefreshListener> refreshListener;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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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收发（iOS SDK）

1. 消息发送
1.1 通用消息发送
a. 会话获取

会话是指面向一个人或者一个群组的对话，通过与单个人或群组之间会话收发消息，发消息时首先需要先获取
会话，获取会话需要指定会话类型（群组&单聊），以及会话对方标志（对方帐号或者群号）。获取会话由
getConversation 实现：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会话
*
* @param type 会话类型，TIM_C2C 表示单聊 TIM_GROUP 表示群聊
* TIM_SYSTEM 表示系统会话
* @param receiver C2C 为对方用户 identifier，GROUP 为群组Id，SYSTEM为@""
*
* @return 会话对象
*/
- (TIMConversation*)get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type receiver:(NSString*)receiver;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会话类型，如果是单聊，填写
TIM_C2C，如果是群聊，填写TIM_GROU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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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receiver

会话标识，单聊情况下，receiver为对方帐号identifier
，群聊情况下，receiver为群组Id

示例：

通过指定类型，获取相应会话。
以下示例获取对方identifier 为"iOS-001"的单聊会话：

TIMConversation * c2c_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001"];

以下示例获取群组Id为"TGID1JYSZEAEQ"的群聊会话：

TIMConversation * grp_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GROUP
receiver:@"TGID1JYSZEAEQ"];

b. 消息发送

通过 TIMManager 获取会话 TIMConversation后，可发送消息和获取会话缓存消息；
ImSDK中消息的解释可参阅（1.2.1. ImSDK对象简介)。
ImSDK中的消息由TIMMessage表达， 一个TIMMessage 由多个 TIMElem
组成，每个TIMElem可以是文本和图片，也就是说每一条消息可包含多个文本和多张图片。

发消息通过 TIMConversation 的成员 sendMessag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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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有两种方式实现，一种使用闭包，另一种调用方实现protocol回调：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
* 发送消息
*
* @param msg 消息体
* @param succ 发送成功时回调
* @param fail 发送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 (int)sendMessage:(TIMMessage*)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sg

消息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以下分别解释发送文本、图片等不同类型的消息。

1.2 文本消息发送
文本消息由 TIMTextElem 定义：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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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消息Elem
*/
@interface TIMTextElem : TIMElem
/**
* 消息文本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text;
@end

text 传递需要发送的文本消息：

示例：

TIMTextElem * text_elem = [[TIMTextElem alloc] init];

[text_elem setText:@"this is a text message"];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text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其中失败回调中，code表示错误码，具体可参阅错误码，err表示错误描述。

1.3 图片消息发送
图片消息由TIMImageElem定义。它是TIMElem的一个子类，也就是说图片也是消息的一种内容。
发送图片的过程，就是将TIMImageElem加入到TIMMessage中，然后随消息一起发送出去。详细如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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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ImageElem原型：

/**
* 图片消息Elem
*/
@interface TIMImageElem : TIMElem

/**
* 要发送的图片路径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 所有类型图片，只读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imageList;

/**
* 上传时任务Id，可用来查询上传进度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taskId;

/**
* 图片压缩等级，详见 TIM_IMAGE_COMPRESS_TYPE（仅对jpg格式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IMAGE_COMPRESS_TYPE level;

/**
* 图片格式，详见 TIM_IMAGE_FORMAT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IMAGE_FORMAT format;

/**
* 查询上传进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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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int32_t)getUploadingProgress;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th

存储要发送的图片路径，必须是本地路径，可参考下面
示例

imageList

发送时不用关注，接收时保存生成的图片所有规格，可
以参阅图片消息接收部分

taskId

发送图片时用来查询上传进度

level

发送图片前对图片进行压缩，level表示压缩等级，详见
TIM_IMAGE_COMPRESS_TYPE 定义

format

图片格式，详见 TIM_IMAGE_FORMAT

发送图片时，只需要设置图片路径path。发送成功后可通过 imageList 获取所有图片类型。另外通过
getUploadingProgress 方法可查询当前上传进度。

图片发送示例：

/**
* 获取聊天会话, 以同用户iOS-001的单聊为例，群聊可参见4.1节a部分
*/
TIMConversation * c2c_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001"];

/**
* 构造一条消息
*/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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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构造图片内容
*/
TIMImageElem * image_elem = [[TIMImageElem alloc] init];
image_elem.path = @"/xxx/imgPath.jpg";

/**
* 将图片内容添加到消息容器中
*/
[msg addElem:image_elem];

/**
* 发送消息
*/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成功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失败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示例中发送了一张绝对路径是@"/xxx/imgPath.jpg"的图片。

1.4 表情消息发送
表情消息由 TIMFaceElem 定义，SDK并不提供表情包，如果开发者有表情包，可使用 index 存储表情在表情
包中的索引，由用户自定义，或者直接使用data存储表情二进制信息以及字符串key，都由用户自定义，SDK
内部只做透传：

@interface TIMFaceElem : TIMElem

/**
* 表情索引，用户自定义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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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 assign) int index;
/**
* 额外数据，用户自定义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ata * data;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ndex

表情索引标号，由开发者定义

data

表情二进制数据，由开发者定义

index 和 data 只需要传入一个即可，ImSDK只是透传这两个数据。

示例：

TIMFaceElem * face_elem = [[TIMFaceElem alloc] init];

[image_elem setIndex:10];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face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示例中发送了索引为10的表情，具体10标识哪种表情，需要开发者在两端都持有一份表情包，索引到编号为10
的表情，也可以通过data通过二进制数据来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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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语音消息发送
语音消息由 TIMSoundElem
定义，其中path为发送时
语音文件地址，语音数据需要提供时长信息，以秒
为单位，
注意，一条消息只能有一个语音Elem，添加多条语音Elem时，AddElem函数返回错误1，添加不生效，另外，
语音和文件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时的顺序获取，建议逐个判断elem类型展示，而且语音和文件elem也不保
证按照发送的elem顺序排序。

/**
* 语音消息Elem
*/
@interface TIMSoundElem : TIMElem
/**
* 上传时任务Id，可用来查询上传进度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taskId;
/**
* 上传时，语音文件的路径（设置path时，优先上传语音文件）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 语音消息内部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语音数据大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dataSize;
/**
* 语音长度（秒），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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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查询上传进度
*/
- (uint32_t) getUploadingProgress;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th

上传语音的文件路径

uuid

上传成功以后会生成唯一的标识，用户可以根据此标识
保存文件，ImSDK内部不会保存资源数据

dataSize

语音数据大小

second

语音长度

另外，通过 getUploadingProgress 方法可查询上传进度。

示例：

TIMSoundElem * sound_elem = [[TIMSoundElem alloc] init];

[sound_elem setPath:@"./xxx.mp3"];
[sound_elem setSecond:10];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sound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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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地理位置消息发送
地理位置消息由
TIMLocationElem定义，其中desc存储位置的描述信息，longitude、latitude分别表示位置的经度和纬度：

@interface TIMLocationElem : TIMElem
/**
* 地理位置描述信息，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desc;
/**
* 纬度，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double latitude;
/**
* 经度，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double longitude;
@end

示例：

NSString *desc= @"腾讯大厦";

TIMLocationElem * location_elem = [[TIMLocationElem alloc] init];

[location_elem setDesc:desc];
[location_elem setLatitude:113.93];
[location_elem setLongitude: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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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location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1.7 小文件消息发送
文件消息由 TIMFileElem
定义，另外还可以提供额外的显示文件名信息。
注意：一条消息只能添加一个文件Elem，添加多个文件时，AddElem函数返回错误1，另外，语音和文件elem
不一定会按照添加时的顺序获取，建议逐个判断elem类型展示。

/**
* 文件消息Elem
*/
@interface TIMFileElem : TIMElem
/**
* 上传时，文件的路径（设置path时，优先上传文件）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 文件内部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文件大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fileSiz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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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显示名，发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filename;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th

文件路径

uuid

消息的唯一标识，发送成功后有效

fileSize

文件大小

filename

文件名，SDK不校验是否正确，只透传。

示例：

TIMFileElem * file_elem = [[TIMFileElem alloc] init];

[file_elem setPath:./xxx/a.txt];
[file_elem setFilename:@"a.txt"];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file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1.7 自定义消息发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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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消息是指当内置的消息类型无法满足特殊需求，开发者可以自定义消息格式，内容全部由开发者定义，I
mSDK只负责透传。另外如果需要iOS APNs推送，还需要提供一段推送文本描述，方便展示。
自定义消息由 TIMCustomElem定义，其中data 存储消息的二进制数据，其数据格式由开发者定义，desc存
储描述文本。一条消息内可以有多个自定义Elem，并且可以跟其他Elem混合排列，离线Push时叠加每个Elem
的desc描述信息进行下发。

/**
* 自定义消息类型
*/
@interface TIMCustomElem : TIMElem

/**
* 自定义消息二进制数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ata * data;
/**
*
自定义消息描述信息，做离线Push时文本展示（已废弃，请使用TIMMessage中offlinePushInfo进行配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desc DEPRECATED_ATTRIBUTE;
/**
* 离线Push时扩展字段信息（已废弃，请使用TIMMessage中offlinePushInfo进行配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ext DEPRECATED_ATTRIBUTE;
/**
* 离线Push时声音字段信息（已废弃，请使用TIMMessage中offlinePushInfo进行配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ound DEPRECATED_ATTRIBUTE;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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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data

自定义消息二进制数据

示例：

// xml协议的自定义消息
NSString * xml = @"testTitlethis is custom msgtest msg body";

// 转换为NSData
NSData *data = [xml dataUsingEncoding:NSUTF8StringEncoding];

TIMCustomElem * custom_elem = [[TIMCustomElem alloc] init];

[custom_elem setData:data];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custom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示例中拼接一段xml消息，具体展示由开发者决定。

1.9 Elem顺序
目前文件和语音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顺序传输，其他Elem按照顺序，不过建议不要过于依赖Elem顺序进行
处理，应该逐个按照Elem类型处理，防止异常情况下进程Crash。

1.10 在线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82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对于某些场景，需要发送在线消息，即用户在线时收到消息，如果用户不在线，下次登录也不会看到消息，可
用于通知类
消息，这种消息不会进
行存储，也不会计入未读计数。发送接口与se
ndMessage类似，
注意：2.5.3版本以前只针对单聊消息有效。2.5.3版本以后对群组消息有效(暂不支持AVChatRoom和BChatRo
om类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
* 发送在线消息（服务器不保存消息）
*
* @param msg 消息体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sendOnlineMessage:(TIMMessage*)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1.11 消息转发
TIMMessage中提供了copyFrom接口，可以方便地拷贝其他消息的内容到当前消息，然后将消息重新发送给
其他人。

原型：

/**
* 消息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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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拷贝消息中的属性（ELem、priority、online、offlinePushInfo）
*
* @param srcMsg 源消息
*
* @return 0 成功
*/
- (int)copyFrom:(TIMMessage*)srcMsg;

@end

2. 接收消息
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需要感知新消息的通知，这时只需注册新消息通知回调 TIMMessageListener，如果用户
是登录状态，ImSDK收到新消息会通过此方法抛出，另外需要注意，通过onNewMessage抛出的消息不一定
是未读的消息，只是本地曾经没有过的消息（例如在另外一个终端已读，拉取最近联系人消息时可以获取会话
最后一条消息，如果本地没有，会通过此方法抛出）。在用户登录之后，ImSDK会拉取离线消息，为了不漏掉
消息通知，需要在登录之前注册新消息通知。

原型：

/**
* 消息回调
*/
@protocol TIMMessage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新消息回调通知
*
* @param msgs 新消息列表，TIMMessage 类型数组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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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sgs

新消息列表，注意这里可能同时会有多条消息抛出，相
同会话的消息由老到新排序

回调消息内容通过参数TIMMessage传递，通过TIMMessage可以获取消息和相关会话的详细信息，如消息文
本，语音数据，图片等等，可参阅（2.1消息解析）部分。

示例：

@interface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NSObject
- (void)onNewMessage:(TIMMessage*) msg;
@end

@implementation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
NSLog(@"NewMessages: %@", msgs);
}
@end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impl = [[TIMMessage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addMessageListener:impl];

示例中设置消息回调通知，并且在有新消息时直接打印消息，更详细的消息解析，可参阅以下章节部分。

2.1 消息解析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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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Elem原型：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获取对应索引的Elem
*
* @param index 对应索引
*
* @return 返回对应Elem
*/
- (TIMElem*)getElem:(int)index;

/**
* 获取Elem数量
*
* @return elem数量
*/
- (int)elemCount;

@end

示例：

TIMMessage * message = /* 消息 */

int cnt = [message elemCount];

for (int i = 0; i < cnt; i++) {
TIMElem * elem = [message getElem:i];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TextElem class]]) {
TIMTextElem * text_elem = (TIMTextElem * )ele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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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ImageElem class]]) {
TIMImageElem * image_elem = (TIMImageElem * )elem;
}
}

2.2 接收图片消息
接收方收到消息后，可通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类型为TIMImageElem的
是图片消息节点。然后通过imageList获取该图片的所有规格用来展示。详细如下：

TIMImageElem类原型：

**
* 图片消息Elem
*/
@interface TIMImageElem : TIMElem

/**
* 要发送的图片路径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 保存本图片的所有规格，目前最多包含三种规格: 缩略图、大图、原图，
每种规格保存在一个TIMImage对象中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imageList;
@end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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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path

收消息时不用关注，为nil

imageList

保存本图片的所有规格，目前最多包含三种规格:
缩略图、大图、原图，
每种规格保存在一个TIMImage对象中

TIMImage说明：

获取到消息时通过imageList得到所有的图片规格，为TIMImage数据，得到TIMImage后可通过图片大小进行
占位，通过接口
getImage下载不同规格的图片进行展示。
下载的数据需要由开发者缓存，ImSDK每次调用getImage都会从服务端重新下载数据。建议通过图片的uuid
作为key进行图片文件的存储。

原型：

@interface TIMImage : NSObject
/**
* 图片ID，内部标识，可用于外部缓存key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图片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IMAGE_TYPE type;
/**
* 图片大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size;
/**
* 图片宽度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width;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88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图片高度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height;
/**
* 下载URL
*/
@property(nonatomic, retain) NSString * url;

/**
* 获取图片
*
* @param path 图片保存路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图片数据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getImage:(NSString*)path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th

下载图片的保存路径

succ

为成功回调，返回图片二进制信息

fail

为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描述信息

图片规格说明：

每幅图片有三种规格，分别是Thumb(缩略图)、Large(大图)、Original(原图)。
原图是指用户发送的原始图片，尺寸和大小都保持不变。
缩略图是将原图等比压缩，压缩后宽、高中较小的一个等于198像素。
大图也是将原图等比压缩，压缩后宽、高中较小的一个等于720像素。
如果原图尺寸就小于198像素，则三种规格都保持原始尺寸，不需压缩。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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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图尺寸在198~720之间，则大图和原图一样，不需压缩。
在手机上展示图片时，建议优先展示缩略图，用户点击缩略图时再下载大图，点击大图时再下载原图。当然开
发者也可以选择跳过大图，点击缩略图时直接下原图。
在pad或PC上展示图片时，由于分辨率较大，且基本都是wifi或有线网络，建议直接显示大图，用户点击大图
时再下载原图。

图片解析示例：

//以收到新消息回调为例，介绍下图片消息的解析过程

//接收到的图片保存的路径
NSString * pic_path = @"/xxx/imgPath.jpg";

[conversation getMessage:10 last:nil succ:^(NSArray * msgList) { //获取消息成功
//遍历所有的消息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List) {
//遍历一条消息的所有元素
for (TIMImageElem * elem in TIMImageElem) {
//图片元素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ImageElem class]]) {
TIMImageElem * image_elem = (TIMImageElem * )elem;

//遍历所有图片规格(缩略图、大图、原图)
NSArray * imgList = [image_elem imageList];
for (TIMImage * image in imgList) {
[image getImage:pic_path succ:^(){ //接收成功
NSLog(@"SUCC: pic store to %@", pic_path);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接收失败
NSLog(@"ERR: code=%d, err=%@", code, err);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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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获取消息失败
NSLog(@"Get Message Failed:%d->%@", code, err);
}];

该示例从会话中取出10条消息，获取图片消息并下载相应数据。

2.3 接收语音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TIMSoundElem为语音消息节点，原型如下：

/**
* 语音消息Elem
*/
@interface TIMSoundElem : TIMElem
/**
* 上传时任务Id，可用来查询上传进度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taskId;
/**
* 上传时，语音文件的路径，接收时使用getSound获得数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 语音消息内部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语音数据大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dataSize;
/**
* 语音长度（秒），发送消息时设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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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second;

/**
* 获取语音数据到指定路径的文件中
*
* @param path 语音保存路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getSound:(NSString*)path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查询上传进度
*/
- (uint32_t) getUploadingProgress;

@end

其中 path 为创建消息时填写的语音信息，接收消息时为空。

其他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uid

唯一标识，方便用户缓存

dataSize

语音文件大小

second

语音时长，以秒为单位

获取到消息时可通过时长占位，通过接口 getSound 下载语音资源，getSound 接口每次都会从服务端下载，
如需缓存或者存储，开发者可根据uuid作为key进行外部存储，ImSDK并不会存储资源文件。

语音消息已读状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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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是否已经播放，可使用 消息自定义字段 实现，如 customInt 的值 0
表示未播放，1表示播放，当用户点击播放后可设置 customInt 的值为1。

@interface TIMMessage (MsgExt)

/**
* 设置自定义整数，默认为0
*
* @param param 设置参数
*
* @return TRUE 设置成功
*/
- (BOOL) setCustomInt:(int32_t) param;

@end

2.4 接收小文件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TIMFileElem为文件消息节点，原型如下：

/**
* 文件消息Elem
*/
@interface TIMFileElem : TIMElem
/**
* 上传时任务Id，可用来查询上传进度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taskId;
/**
* 上传时，文件的路径（设置path时，优先上传文件）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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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件内部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文件大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fileSize;
/**
* 文件显示名，发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filename;

/**
* 获取文件数据到指定路径的文件中
*
* @param path 文件保存路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数据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getFile:(NSString*)path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查询上传进度
*/
- (uint32_t)getUploadingProgress;

@end

其中 path 为创建消息时填写的文件路径。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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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uuid

唯一ID，方便用户进行缓存

fileSize

文件大小

filename

文件显示名

获取到消息时可只展示文件大小和显示名，通过接口 getFile 下载文件资源。getFile 接口每次都会从服务端下
载，如需缓存或者存储，开发者可根据uuid作为key进行外部存储，ImSDK并不会存储资源文件。

3. 消息属性
3.1 消息是否已读
通过消息属性 isReaded 是否消息已读。这里已读与否取决于APP测进行的已读上报。

@interface TIMMessage (MsgExt)

/**
* 是否已读
*
* @return TRUE 已读 FALSE 未读
*/
- (BOOL)isReaded;

@end

3.2 消息状态
通过消息属性 status 可以获取消息的当前状态，如，发送中、发送成功、发送失败和删除，对于删除的消息，
需要UI判断状态并隐藏。

/**
* 消息状态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95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MessageStatus){
/**
* 消息发送中
*/
TIM_MSG_STATUS_SENDING = 1,
/**
* 消息发送成功
*/
TIM_MSG_STATUS_SEND_SUCC = 2,
/**
* 消息发送失败
*/
TIM_MSG_STATUS_SEND_FAIL = 3,
/**
* 消息被删除
*/
TIM_MSG_STATUS_HAS_DELETED = 4,
};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消息状态
*
* @return TIMMessageStatus 消息状态
*/
- (TIMMessageStatus)status;

@end

3.3 是否是自己发出的消息
通过消息属性 isSelf 可以判断消息是否是自己发出的消息，界面显示时可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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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是否发送方
*
* @return TRUE 表示是发送消息 FALSE 表示是接收消息
*/
- (BOOL)isSelf;

@end

3.4 消息发送者以及相关资料
对于群消息，可以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sender 得到发送用户，另外也可以通过方法 GetSenderProfile
和 GetSenderGroupMemberProfile
获取用户自己的资料和所在群的资料。
(注意，此字段是消息发送时获取用户资料写入消息体，如后续用户资料更新，此字段不会相应变更，只有产生
的新消息中才会带最新的昵称）。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获取发送方
*
* @return 发送方标识
*/
- (NSString*)sender;

/**
* 获取发送者资料（发送者为自己时可能为空）
*
* @return 发送者资料，nil
表示没有获取资料，目前只有字段：identifier、nickname、faceURL、custom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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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MUserProfile*)getSenderProfile;

/**
* 获取发送者群内资料（发送者为自己时可能为空）
*
* @return 发送者群内资料，nil
表示没有获取资料或者不是群消息，目前只有字段：member、nameCard、role、customInfo
*/
- (TIMGroupMemberInfo*)getSenderGroupMemberProfile;

@end

对于单聊消息，通过通过 TIMMessage 的 getConversation 获取到对应会话，会话的 getReceiver
可以得到正在聊天的用户。

3.5 消息时间
通过消息属性 timestamp 可以得到消息时间，该时间是server时间，而非本地时间。在创建消息时，此时间为
根据server时间校准过的时间，发送成功后会改为准确的server时间。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当前消息的时间戳
*
* @return 时间戳
*/
- (NSDate*)timestamp;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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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消息删除
目前暂不支持Server消息删除，只能在本地删除。使用 getMessage 拉取本地消息，不会返回被删除的消息。

@interface TIMMessage (MsgExt)

/**
* 删除消息
*
* @return TRUE 成功
*/
- (BOOL)remove;

@end

3.7 消息Id
消息Id也有两种，一种是当消息生成时，就已经固定（msgId），这种方式可能跟其他用户产生的消息冲突，
需要再加一个时间未读，可以认为10分钟以内的消息可以使用msgId区分。另外一种，当消息发送成功以后才
能固定下来（uniqueId），这种方式能保证全局唯一。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在同一个会话内判断。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消息Id
*/
-(NSString *) msgId;

/**
* 获取消息uniqueId
*
* @return uniqueId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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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nt64_t)uniqueId;

@end

3.8 消息自定义字段
开发者可以对消息增加自定义字段，如自定义整数、自定义二进制数据，可以根据这两个字段做出各种不通效
果，比如语音消息是否已经播放等等。另外需要注意，此自定义字段仅存储于本地，不会同步到server，更换
终端获取不到。

@interface TIMMessage (MsgExt)

/**
* 设置自定义整数，默认为0
*
* @param param 设置参数
*
* @return TRUE 设置成功
*/
- (BOOL)setCustomInt:(int32_t)param;

/**
* 设置自定义数据，默认为""
*
* @param data 设置参数
*
* @return TRUE 设置成功
*/
- (BOOL)setCustomData:(NSData*)data;

/**
* 获取CustomIn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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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CustomInt
*/
- (int32_t)customInt;

/**
* 获取CustomData
*
* @return CustomData
*/
- (NSData*)customData;

@end

3.9 消息优先级
对于直播场景，会有点赞和发红包功能，点赞相对优先级较低，红包消息优先级较高，具体消息内容可以使用T
IMCustomElem进行定义，发送消息时，可设置消息优先级。具体消息优先级的策略，可参阅
互动直播集成多人聊天方案。注意：只针对群聊消息有效。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设置消息的优先级
*
* @param priority 优先级
*
* @return TRUE 设置成功
*/
- (BOOL)setPriority:(TIMMessagePriority)priority;

/**
* 获取消息的优先级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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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优先级
*/
- (TIMMessagePriority)getPriority;

@end

3.10 群组消息会话的接收消息选项
对于群组会话消息，可以通过消息属性判断本群组设置的接收消息选项，可参阅 群组管理。
注意：只针对群聊消息有效。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获取消息所属会话的接收消息选项（仅对群组消息有效）
*
* @return 接收消息选项
*/
-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getRecvOpt;

@end

3.11 已读回执
对于单聊消息，用户开启已读回执功能后，对方调用setReadMessage时会同步已读信息到本客户端。

开启已读回执功能：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 开启C2C已读回执（加载消息扩展包有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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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enableReadReceipt;

/**
* 消息已读回执监听器（加载消息扩展包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id<TIMMessageReceiptListener> receiptListener;

@end

原型：

@interface TIMMessage (MsgExt)

/**
* 对方是否已读（仅C2C消息有效）
*
* @return TRUE 已读 FALSE 未读
*/
- (BOOL)isPeerReaded;

@end

4. 会话操作
4.1 获取所有会话
可以通过 ConversationCount 获取当前会话数量，通过 getConversationList 获取会话列表：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Msg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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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会话数量
*
* @return 会话数量
*/
- (int)conversationCount;

/**
* 获取会话（TIMConversation*）列表
*
* @return 会话列表
*/
- (NSArray*)getConversationList;

@end

示例：

int cnt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ConversationCount];

NSArray * conversations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List];
NSLog(@"current session list : %@", [conversations description])

4.2 最近联系人漫游
ImSDK登录以后默认会获取最近联系人漫游，同时每个会话会获取到最近的一条消息。如果不需要此功能，可
以设置禁用：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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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启最近联系人（加载消息扩展包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disableRecnetContact;

/**
* 不通过onNewMessage:抛出最近联系人的最后一条消息（加载消息扩展包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disableRecentContactNotify;

@end

4.3 获取会话本地消息
ImSDK 会在本地进行消息存储，可通过 TIMConversation 方法的 getLocalMessage 获取，此方法为异步方
法，需要通过设置回调得到消息数据，对于单聊，登录后可以获取离线消息，对于群聊，开启最近联系人漫游
的情况下，登录后只能获取最近一条消息，可通过getMessage获取漫游消息。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 获取本地会话消息
*
* @param count 获取数量
* @param last 上次最后一条消息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 (int)getLocalMessage:(int)count last:(TIMMessage*)last succ:(TIMGetMsg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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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指定获取消息的数量

last

指定上次获取的最后一条消息，如果last传nil，从最新
的消息开始读取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conversation getLocalMessage:10 last:nil succ:^(NSArray * msgList) {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List) {
if ([msg isKindOfClass:[TIMMessage class]]) {
NSLog(@"GetOneMessage:%@", msg);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Get Message Failed:%d->%@", code, err);
}];

对于图片、语音等资源类消息，消息体只会包含描述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接口下载数据，可参与消息解析部
分，下载后的真实数据不会缓存，需要调用方进行缓存。

4.4 获取会话漫游消息
对于群组，登录后可以获取漫游消息，对于C2C，开通漫游服务后可以获取漫游消息，通过 ImSDK 的
getMessage 接口可以获取漫游消息，如果本地消息全部都是连续的，则不会通过网络获取，如果本地消息不
连续，会通过网络获取断层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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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 获取会话消息
*
* @param count 获取数量
* @param last 上次最后一条消息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 (int)getMessage:(int)count last:(TIMMessage*)last succ:(TIMGetMsg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指定获取消息的数量

last

指定上次获取的最后一条消息，如果last传nil，从最新
的消息开始读取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conversation getMessage:10 last:nil succ:^(NSArray * msgList) {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List) {
if ([msg isKindOfClass:[TIMMessage class]]) {
NSLog(@"GetOneMessage:%@", ms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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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Get Message Failed:%d->%@", code, err);
}];

对于图片、语音等资源类消息，消息体只会包含描述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接口下载数据，可参与消息解析部
分，下载后的真实数据不会缓存，需要调用方进行缓存。

4.5 删除会话
删除会话有两种方式，一种只删除会话，但保留了所有消息，另一种在删除会话的同时，也删除掉会话相关的
消息。可以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删除本地消息，对于群组，通过getM
essage会拉取到漫游消息，所以存在删除消息成功，但是拉取到消息的情况，取决于是否重新从漫游拉回到本
地。如果不需要拉取漫游，可以通过 getLocalMessage 获取消息，或者只通过 getMessage
拉取指定条数（如未读条数数量）的消息。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MsgExt)

/**
* 删除会话
*
* @param type 会话类型，TIM_C2C 表示单聊 TIM_GROUP 表示群聊
* @param receiver 用户identifier 或者 群组Id
*
* @return TRUE:删除成功 FALSE:删除失败
*/
- (BOOL)delete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type receiver:(NSString*)receiver;

/**
* 删除会话和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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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type 会话类型，TIM_C2C 表示单聊 TIM_GROUP 表示群聊
* @param receiver 用户identifier 或者 群组Id
*
* @return TRUE:删除成功 FALSE:删除失败
*/
- (BOOL)deleteConversationAndMessages:(TIMConversationType)type receiver:(NSString*)receiver;

@end

参数解释：

参数

说明

type

会话类型，如果是单聊，填写
TIM_C2C，如果是群聊，填写TIM_GROUP

receiver

会话标识，单聊情况下，receiver为对方用户identifier
，群聊情况下，receiver为群组Id

其中 deleteConversation 仅删除会话，deleteConversationAndMessages 删除会话以及消息。

示例：

TIMConversation *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delete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_002"];

使用中删除好友@"iOS_002"的C2C会话。

4.6 同步获取会话最后的消息
UI展示最近联系人列表时，时常会展示用户的最后一条消息，用户可以通过 getLastMsgs
接口方便获取最后一条消息进行展示。
目前没有网络无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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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另外如果禁用了最近联系人，
登陆后在有新消息过来之前无法获取。此接口获取并不会过滤删除状态消息，需要APP层进行屏蔽。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 从cache中获取最后几条消息
*
* @param count 需要获取的消息数，最多为20
*
* @return 消息（TIMMessage*）列表，第一条为最新消息
*/
- (NSArray*)getLastMsgs:(uint32_t)count;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需要获取的消息数，注意这里最多为20

4.7 禁用会话本地存储
直播场景下，群组类型会话的消息量很大，时常需要禁用直播群的本地消息存储功能。可以针对单个会话禁用
本地存储的功能，实现不存储直播群消息，同时存储C2C私聊消息。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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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本会话的存储，只对当前初始化有效，重启后需要重新设置
* 需要 initSdk 之后调用
*/
- (void)disableStorage;

@end

4.8 设置会话草稿
UI展示最近联系人列表时，时常会展示用户的草稿内容，ImSDK提供了设置和获取草稿的接口，用户可以通过
此接口设置会话的草稿信息。草稿信息会存本地数据库，重新登录后依然可以获取。

原型：

@interface TIMMessageDraft : NSObject

/**
* 设置自定义数据
*
* @param userData 自定义数据
*
* @return 0 成功
*/
- (int)setUserData:(NSData*)userData;

/**
* 获取自定义数据
*
* @return 自定义数据
*/
- (NSData*)getUserData;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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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Elem
*
* @param elem elem结构
*
* @return 0 表示成功
* 1 禁止添加Elem（文件或语音多于两个Elem）
* 2 未知Elem
*/
- (int)addElem:(TIMElem*)elem;

/**
* 获取对应索引的Elem
*
* @param index 对应索引
*
* @return 返回对应Elem
*/
- (TIMElem*)getElem:(int)index;

/**
* 获取Elem数量
*
* @return elem数量
*/
- (int)elemCount;

/**
* 草稿生成对应的消息
*
* @return 消息
*/
- (TIMMessage*)transformToMessag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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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消息的时间戳
*
* @return 时间戳
*/
- (NSDate*)timestamp;

@end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 设置会话草稿
*
* @param draft 草稿内容
*
* @return 0 成功
*/
- (int)setDraft:(TIMMessageDraft*)draft;

/**
* 获取会话草稿
*
* @return 草稿内容，没有草稿返回nil
*/
- (TIMMessageDraft*)getDraft;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draft

需要设置的草稿 ，需要清空会话草稿时传入ni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13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4.9 删除本地会话消息
ImSDK 支持保留会话同时删除本地的会话消息。再次拉取消息时群组类型会话会从服务器重新拉取到消息。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 删除本地会话消息
*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 (int)deleteLocalMessage:(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4.10 获取本地指定ID的消息
ImSDK 提供获取本地指定ID消息的接口。

原型：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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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
@interface TIMMessage (MsgExt)

/**
* 获取消息定位符
*
* @return locator
*/
- (TIMMessageLocator*)locator;

@end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 获取会话消息
*
* @param locators 消息定位符（TIMMessageLocator）数组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 (int)findMessages:(NSArray*)locators succ:(TIMGetMsg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locators

消息定位符TIMMessageLocator 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消息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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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fail

失败回调

4.11 撤回消息
ImSDK 提供获撤回消息的接口。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 撤回消息（仅C2C和GROUP会话有效、onlineMessage无效、AVChatRoom和BChatRoom无效）
*
* @param msg 被撤回的消息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 (int)revokeMessage:(TIMMessage*)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locators

消息定位符TIMMessageLocator 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消息列表

fail

失败回调

成功撤回消息后，群组内其他用户和C2C会话对端用户会收到一条消息撤回通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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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protocol TIMMessageRevoke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消息撤回通知
*
* @param locator 被撤回消息的标识
*/
- (void)onRevokeMessage:(TIMMessageLocator*)locator;

@end

参数

说明

locator

消息定位符sessId、sessType、isFromRevokeNotify
属性有效
请不要使用该定位符进行 findMessage 操作

收到一条消息撤回通知后，可以根据 TIMMessage 中的方法判断是否需要对消息进行撤回操作

原型：

@interface TIMMessage (MsgExt)

/**
* 是否为locator对应的消息
*
* @param locator 消息定位符
*
* @return YES 是对应的消息
*/
- (BOOL)respondsToLocator:(TIMMessageLocator*)locato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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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断线重连后，如果用户处于群组聊天界面，需要业务端主动同步该群组会话的消息撤回通知。其他场景不需要
主动同步消息撤回通知。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 同步本会话的消息撤回通知（仅GROUP会话有效）
*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同步的通知会通过TIMMessageRevokeListener抛出
*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 (int)syncRevokeNotify:(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implementation TIMRefreshListenerImpl

- (void)onRefresh
{
// 如果用户在群组@"GROUP_ID_001"聊天界面
TIMConversation *sess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GROUP
receiver:@"GROUP_ID_001"];
[sess syncRevokeNotify:nil fail:nil];
}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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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消息
会话类型（TIMConversationType）除了C2C单聊和Group群聊以外，还有一种系统消息，系统消息不能由用
户主动发送，是系统后台在相应的事件发生时产生的通知消息。系统消息目前分为两种，一种是关系链系统消
息，一种是群系统消息。

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当有用户加自己为好友，或者有用户删除自己好友的情况下，系统会发出变更通知，开
发者可更新好友列表。相关细节可参阅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部分。

当群资料变更，如群名变更或者群内成员变更，在群里会有系统发出一条群事件消息，开发者可在收到消息时
可选择是否展示给用户，同时可刷新群资料或者群成员。详细内容可参阅：群组管理-群事件消息。

当被
管理员踢
出群组，被邀请加
入群组等事件发生时，系统会给用户发出群系统消息，相关细节可参阅：群组管理-群系统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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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读消息计数（iOS SDK）

1. 未读消息
未读消息是指用户没有读过的消息（而非对方是否已经阅读，这种情况需要回执才能实现，目前ImSDK没有此
功能。），TIMMessage 方法 isReaded 标识消息是否已读，要想显示正确的未读计数，需要开发者显示调用
已读上报，告诉app某条消息是否已读，例如，当用户进入聊天界面，可以设置整个会话的消息已读。对于聊
天室，Server不保存未读计数，每次登录后跟Server同步未读计数后将会清零。

@interface TIMMessage (MsgExt)

/**
* 是否已读
*
* @return TRUE 已读 FALSE 未读
*/
- (BOOL)isReaded;

@end

2. 获取当前未读消息数量
可通过 TIMConversation 的 getUnReadMessageNum 方法获取当前会话中未读消息的数量，对于聊天室，
Server不保存未读计数，每次登录后跟Server同步未读计数后将会清零。：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int)getUnReadMessageNum;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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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TIMConversation *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_002"];

[conversation getUnReadMessageNum];

3. 已读上报
当用户阅读某个会话的数据后，需要进行会话消息的已读上报，SDK根据会话中最后一条阅读的消息，设置会
话中之前所有消息为已读。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MsgExt)

/**
* 设置已读消息
*
* @param readed 会话内最近一条已读的消息，nil表示上报最新消息
*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表示成功
*/
- (int)setReadMessage:(TIMMessage*)readed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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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readed

为当前会话中最后一条读过的消息；ImSDK会把比rea
ded时间更早的消息标记为已读消息。

succ

成功回调

fail

示例：

TIMConversation *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_002"];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conversation setReadMessage:nil succ:nil fail:nil];

此示例设置C2C会话内的所有消息为已读。

4. 禁用自动上报
在单终端情况下，默认设置可以满足需求，出于性能考虑，未读消息由SDK拉回到本地，Server默认会删除未
读消息，切换终端以后无法看到之前终端已经拉回的未读消息，如果仅在一个终端，未读计数没有问题。如果
需要多终端情况下仍
然会有未读，可以禁用自动上报，IM通讯
云不会代替用户已读上报，一旦禁用自动上报，需要开发者显式调用setReadMessage。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NSObject

/**
* 禁止自动上报（加载消息扩展包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disableAutoReport;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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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IMManager 初始化之前禁用自动已读即可生效。

5. 多终端已读同步
在2.0以上版本中引入的功能，在多终端情况下，未读消息计数由Server下发同步通知，SDK在本地更新未读计
数后，通知用户更新会话。

原型：

@protocol TIMRefresh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刷新部分会话（包括多终端已读上报同步）
*
* @param conversations 会话（TIMConversation*）列表
*/
- (void)onRefreshConversations:(NSArray*)conversations;
@end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 会话刷新监听器（未读计数、已读同步）（加载消息扩展包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id<TIMRefreshListener> refreshListener;

@end

在 TIMManager 登录之前设置即可生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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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视频（iOS SDK）

1. 集成小视频扩展包
从 官网 下载ImSDK开发包，小视频扩展包：IMUGCExt.framework、TXRTMPSDK.framework。各个包的说
明如下：

IMUGCExt.framework IM小视频UGC消息能力扩展包
发送小视频消息 TIMUGCElem 功能
上传小视频功能
TXRTMPSDK.framework 小视频录制、编辑能力扩展包
包含小视频录制功能
包含小视频编辑功能
其他能力请参见移动直播SDK文档

在工程中添加

TXRTMPSDK.framework

，同时还要添加以下系统依赖库

1. VideoToolbox.framework
2. SystemConfiguration.framework
3. CoreTelephony.framework
4. AVFoundation.framework
5. CoreMedia.framework
6. CoreGraphics.framework
7. libstdc++.tbd
8. libz.tbd
9. libiconv.tbd
10. libresolv.tb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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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需要使用小视频功能，可以在集成时移除 IMUGCExt.framework 和 TXRTMPSDK.framework
。Demo中美颜和P图效果需要额外添加beauty_libs中的framework和资源。

说明：使用小视频存储功能需要在控制台开通点播服务

2. 录制小视频
录制小视频的步骤包括：画面预览、画面特效、文件录制和文件预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25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2.1 画面预览
TXUGCRecord（位于 TXUGCRecord.h）
负责小视频的录制功能，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是先把预览功能实现。startCamera
函数用于启动预览。由于启动预览要打开摄像头和麦克风，所以这里可能会有权限申请的提示窗。

UIView * preViewContainer; //准备一个预览摄像头画面的 view
TXUGCSimpleConfig *config = [[TXUGCSimpleConfig alloc] init];
//config.videoQuality = VIDEO_QUALITY_LOW; // 360p, 10秒钟视频大约0.75M
config.videoQuality = VIDEO_QUALITY_MEDIUM; // 540p, 10秒钟视频大约 1.5M
（编码参数同微信iOS版小视频）
//config.videoQuality = VIDEO_QUALITY_HIGH; // 720p, 10秒钟视频大约 3M
config.watermark = image; // 水印图片(要用背景透明的 PNG 图片)
config.watermarkPos = pos; // 水印图片的位置
config.frontCamera = YES; //是否前置摄像头，使用 switchCamera 可以切换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delegate = self; //self 实现了 TXVideoPublishListener 接口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tartCamera:param preview:preViewContainer];

2.2 画面特效
不管是录制前，还是录制中，您都可以使用 TXUGCRecord
里的特效开关来为视频画面添加一些特效，或者是对摄像头本身进行控制。

//////////////////////////////////////////////////////////////////////////
// 以下为 1.9.1 版本后均支持的特效
//////////////////////////////////////////////////////////////////////////
//
// 切换前后摄像头 参数 isFront 代表是否前置摄像头 默认前置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witchCamera YES];

// 设置美颜 和 美白 效果级别
// beautyDepth : 美颜级别取值范围 0 ~ 9； 0 表示关闭 1 ~ 9值越大 效果越明显。
// whiteningDepth : 美白级别取值范围 0 ~ 9； 0 表示关闭 1 ~ 9值越大 效果越明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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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etBeautyDepth: 7 WhiteningDepth: 1];

// 设置颜色滤镜：浪漫、清新、唯美、粉嫩、怀旧...
// image : 指定滤镜用的颜色查找表。注意：一定要用png格式！！！
// demo用到的滤镜查找表图片位于 RTMPiOSDemo/RTMPiOSDemo/resource／FilterResource.bundle
中
// setSpecialRatio : 用于设置滤镜的效果程度，从0到1，越大滤镜效果越明显，默认取值0.5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etFilter: filterImage];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etSpecialRatio: 0.5];

// 是否打开闪光灯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toggleTorch: YES];

//////////////////////////////////////////////////////////////////////////
// 以下为仅特权版才支持的特效
// （由于采用优图团队的知识产权，我们无法对外免费提供，需要使用特权版 SDK 才能支持）
//////////////////////////////////////////////////////////////////////////

// 设置大眼级别 0 ~ 9； ----- 推荐让主播自己选择特效程度，不同人的喜好不一样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etEyeScaleLevel: 0];

// 设置瘦脸级别 0 ~ 9； ----- 推荐让主播自己选择特效程度，不同人的喜好不一样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etFaceScaleLevel: 0];

// 设置动效贴纸 tmplName - 素材的名字 tmplDir - 素材包的路径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electMotionTmpl: tmplName inDir：tmplDir];

// 设置绿幕效果 绿幕素材为宽高比 9:16 （比如 368*640、540*960、720 * 1280）的 MP4 文件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etGreenScreenFile: file];

2.3 文件录制
调用 TXUGCRecord 的 startRecord 函数即可开始录制，调用 stopRecord 函数即可结束录制，startRecor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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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topRecord 的调用一定要配对。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tartRecord];
[[TXUGCRecord shareInstance] stopRecord];

录制的过程和结果是通过 TXVideoRecordListener（位于 TXUGCRecordListener.h
头文件中定义）接口反馈出来的：

onRecordProgress 用于反馈录制的进度，参数millisecond表示录制时长，单位毫秒:

@optional
-(void) onRecordProgress:(NSInteger)milliSecond;

onRecordComplete 反馈录制的结果，TXRecordResult 的 retCode 和 descMsg
字段分别表示错误码和错误描述信息，videoPath 表示录制完成的小视频文件路径，coverImage
为自动截取的小视频第一帧画面，便于在视频发布阶段使用。

@optional
-(void) onRecordComplete:(TXRecordResult*)result;

2.4 文件预览
使用 播放SDK 即可预览刚才生成的 MP4 文件，需要在调用 startPlay 时指定播放类型为
PLAY_TYPE_LOCAL_VIDEO 。

3. 小视频消息
3.1 发送小视频消息
小视频消息由 TIMUGCElem 定义。它是TIMElem的一个子类，也就是说小视频也是消息的一种内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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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小视频的过程，就是将TIMUGCElem加入到TIMMessage中，然后随消息一起发送出去。详细如下：

TIMUGCElem原型：

/**
* UGC视频（加载UGC扩展包有效）
*/
@interface TIMUGCVideo : NSObject
/**
* 视频文件类型，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 type;
/**
* 视频时长，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duration;
@end

/**
* UGC封面（加载UGC扩展包有效）
*/
@interface TIMUGCCover : NSObject
/**
* 封面图片类型，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 type;
/**
* 图片宽度，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width;
/**
* 图片高度，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heigh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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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
* UGC消息（加载UGC扩展包有效）
*/
@interface TIMUGCElem : TIMElem

/**
* UGC视频id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 videoId;

/**
* UGC视频文件地址，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 videoPath;

/**
* 视频信息，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TIMUGCVideo * video;

/**
* UGC封面图片，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 coverPath;

/**
* 封面信息，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TIMUGCCover * cover;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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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videoId

小视频的ID

videoPath

录制小视频成功后，本地视频文件的路径

video

发送时需要设置type、duration属性

coverPath

录制小视频成功后，本地封面图片文件的路径

cover

发送时需要设置type、width、height属性

可以通过 TIMUploadProcessListener 监听器得到当前上传进度。

图片发送示例：

/**
* 获取聊天会话, 以同用户iOS-001的单聊为例，群聊可参见4.1节a部分
*/
TIMConversation * c2c_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001"];

/**
* 构造一条消息
*/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
* 构造小视频内容
*/
TIMUGCElem * ugc_elem = [[TIMImageElem alloc] init];
ugc_elem.videoPath = @"/xxx/videoPath.mp4";
ugc_elem.video = [[TIMUGCVideo alloc] init];
ugc_elem.video.type = @"mp4";
ugc_elem.video.duration = 10;
ugc_elem.coverPath = @"/xxx/coverPath.jpg";
ugc_elem.cover = [[TIMUGCCover alloc] ini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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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c_elem.cover.type = @"jpg";
ugc_elem.cover.width = 88;
ugc_elem.cover.height = 88;

/**
* 将图片内容添加到消息容器中
*/
[msg addElem:image_elem];

/**
* 发送消息
*/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成功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失败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示例中发送了一个小视频消息。

3.2 接收小视频消息
接收方收到消息后，可通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类型为TIMUGCElem的是
小视频消息节点。然后通过video和cover对象获取该小视频的视频和封面图片文件。详细如下：

TIMUGCElem类原型：

/**
* UGC视频（加载UGC扩展包有效）
*/
@interface TIMUGCVideo : NSObject
/**
* 获取视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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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path 视频保存路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getVideo:(NSString*)path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
* UGC封面（加载UGC扩展包有效）
*/
@interface TIMUGCCover : NSObject

/**
* 获取图片
*
* @param path 图片保存路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图片数据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getImage:(NSString*)path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小视频解析示例：

//以收到新消息回调为例，介绍下图片消息的解析过程

//接收到的图片保存的路径
NSString * video_path = @"/xxx/videoPath.pm4";
NSString * cover_path = @"/xxx/coverPath.jp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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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 getMessage:10 last:nil succ:^(NSArray * msgList) { //获取消息成功
//遍历所有的消息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List) {
//遍历一条消息的所有元素
for (TIMUGCElem * elem in TIMUGCElem) {
//图片元素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UGCElem class]]) {
TIMUGCElem * ugc_elem = (TIMImageElem * )elem;

[ugc_elem.video getVideo:vieo_path succ^{
NSLog(@"SUCC: video store to %@", video_path);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NSLog(@"ERR: code=%d, err=%@", code, err);
｝];
[ugc_elem.cover getImage:cover_path succ^{
NSLog(@"SUCC: cover store to %@", cover_path);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NSLog(@"ERR: code=%d, err=%@", code, err);
}];
}
}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获取消息失败
NSLog(@"Get Message Failed:%d->%@", code, err);
}];

该示例从会话中取出10条消息，获取小视频消息并下载相应数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34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群组管理（iOS SDK）

1. 群组综述
IM云通讯有多种群组类型，其特点以及限制因素可参考群组系统
。群组使用唯一Id标识，通过群组Id可以进行不同操作。

2. 群组消息
群组消息与C2C消息相同，仅在获取Conversation时的会话类型不同，可参照 消息发送 部分。

3. 群组管理
群组相关操作都由 TIMGroupManager 实现，需要用户登录成功后操作。

获取单例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TIMGroupManager*)sharedInstance;
@end

3.1 创建内置类型群组
CreatePrivateGroup 创建私有群，CreatePublicGroup创建公开群，CreateChatRoomGroup创建聊天室，
创建时可指定群组名称以及要加入的用户列表，创建成功后返回群组Id，可通过群组Id获取Conversation收发
消息等。云通信中内置了私有群、公开群、聊天室、互动直播聊天室和在线成员广播大群五种群组类型，详情
请见群组形态介绍

另外 CreateAVChatRoomGroup 创建直播大群，此类型群可以加入人数不做限制，但是有一些能力上的限制
，如不能拉人进去，不能查询总人数等，可参阅 直播场景下的 IM 集成方案。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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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GroupManager (Ext)
/**
* 创建私有群
*
* @param members 群成员，NSString* 数组
* @param groupName 群名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createPrivateGroup:(NSArray*)members groupName:(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创建公开群
*
* @param members 群成员，NSString* 数组
* @param groupName 群名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createPublicGroup:(NSArray*)members groupName:(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创建聊天室
*
* @param members 群成员，NSString* 数组
* @param groupName 群名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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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0 成功
*/
- (int)createChatRoomGroup:(NSArray*)members groupName:(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创建音视频聊天室（可支持超大群，详情可参考wiki文档）
*
* @param groupName 群名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createAVChatRoomGroup:(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embers

NSString列表，指定加入群组的成员，创建者默认加入
，无需指定（公开群、聊天室、私有群内最多10000人
，直播大群没有限制）

groupName

NSString 类型，指定群组名称（最长30字节）

groupId

NSString 类型，指定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群组Id

fail

失败回调示例：

NSMutableArray * memb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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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一个用户iOS_002
[members addObject:@"iOS_002"];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createPrivateGroup:members groupName:@"GroupName"
succ:^(NSString * group) {
NSLog(@"create group succ, sid=%@", group);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创建一个私有群组，并且把用户@"iOS_002"拉入群组，创建者默认加入群组，无需显式指定。
公开群和聊天室调用方式和参数相同，仅方法名不同。

3.2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
在创建群组时，除了设置默认的成员以及群名外，还可以设置如群公告、群简介等字段，通过以下接口可以设
置：

/**
* 创建群参数
*/
@interface TIMCreateGroupInfo : TIMCodingModel

/**
* 群组Id,nil则使用系统默认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

/**
* 群名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Nam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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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类型：Private,Public,ChatRoom,AVChatRoom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Type;

/**
* 是否设置入群选项，Private类型群组请设置为false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setAddOpt;

/**
* 入群选项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AddOpt addOpt;

/**
* 最大成员数，填0则系统使用默认值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maxMemberNum;

/**
* 群公告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notification;

/**
* 群简介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introduction;

/**
* 群头像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faceUR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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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ictionary* customInfo;

/**
* 创建成员（TIMCreateGroupMemberInfo*）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membersInfo;

@end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创建群组
*
* @param groupInfo 群组信息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createGroup:(TIMCreateGroupInfo*)groupInfo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nfo

可设置的参数，详见 TIMCreateGroupInfo 定义。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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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创建群组信息
TIMCreateGroupInfo *groupInfo = [[TIMCreateGroupInfo alloc] init];
groupInfo.group = nil;
groupInfo.groupName = @"group_private";
groupInfo.groupType = @"Private";
groupInfo.addOpt = TIM_GROUP_ADD_FORBID;
groupInfo.maxMemberNum = 3;
groupInfo.notification = @"this is a notification";
groupInfo.introduction = @"this is a introduction";
groupInfo.faceURL = nil;

// 创建群成员信息
TIMCreateGroupMemberInfo *memberInfo = [[TIMCreateGroupMemberInfo alloc] init];
memberInfo.member = @"iOS_001";
memberInfo.role = TIM_GROUP_MEMBER_ROLE_ADMIN;

// 添加群成员信息
NSMutableArray *membersInfo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membersInfo addObject:memberInfo];
groupInfo.membersInfo = membersInfo;

//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createGroup:groupInfo succ:^(NSString * group) {
NSLog(@"create group succ, sid=%@", group);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创建一个指定属性的私有群，并把用户 @"iOS_001" 加入群组，创建者默认加入群，无需显示指定。

3.3 自定义群组Id创建群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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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创建群组时，IM通讯云服务器会生成一个唯一的Id，以便后续操作，另外，如果用户需要自定义群组Id，
在创建时可指定Id，通过 3.2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 也可以实现自定义群组Id的功能。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创建群组
*
* @param type 群类型,Private,Public,ChatRoom,AVChatRoom
* @param groupId 自定义群组id，为空时系统自动分配
* @param groupName 群组名称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createGroup:(NSString*)type groupId:(NSString*)groupId groupName:(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群组类型

members

初始成员列表

groupName

群组名称

groupId

自定义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3.4 邀请用户入群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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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 的接口 inviteGroupMember 可以拉（邀请）用户进入群组。

权限说明：

只有私有群可以拉用户入群；
不允许群成员邀请他人入群，但创建群时可以直接拉人入群；
直播大群不能邀请用户入群；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邀请好友入群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members 要加入的成员列表（NSString* 类型数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inviteGroupMember:(NSString*)group members:(NSArray*)members
succ:(TIMGroupMember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NSString 类型，群组Id

members

NSString 列表，加入群组用户列表

succ

成功回调，TIMGroupMemberResult
数组，返回成功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以及成功状态

fai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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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NSMutableArray * memb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 添加一个用户iOS_002
[members addObject:@"iOS_002"];
// @"TGID1JYSZEAEQ" 为群组Id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viteGroupMember:@"TGID1JYSZEAEQ" members:members
succ:^(NSArray* arr) {
for (TIMGroupMemberResult * result in arr) {
NSLog(@"user %@ status %d", result.member, result.status);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邀请好友 @"iOS_002" 加入群组Id @"TGID1JYSZEAEQ"，成功后返回操作列表以及成功状态。
其中 result.status表示当前用户操作是否成功，具体定义如下：

/**
* 群组操作结果
*/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GroupMemberStatus) {
/**
* 操作失败
*/
TIM_GROUP_MEMBER_STATUS_FAIL = 0,
/**
* 操作成功
*/
TIM_GROUP_MEMBER_STATUS_SUCC = 1,
/**
* 无效操作，加群时已经是群成员，移除群组时不在群内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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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_GROUP_MEMBER_STATUS_INVALID = 2,
};

3.5 申请加入群组
TIMGroupManager 的接口 joinGroup可以主动申请进入群组，此操作只对公开群和聊天室有效。

权限说明：

私有群不能由用户主动申请入群；
公开群和聊天室可以主动申请进入；
如果群组设置为需要审核，申请后管理员和群主会受到申请入群系统消息，需要等待管理员或者群主审核，如
果群主设置为任何人可加入，则直接入群成功；
直播大群可以任意加入群组。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申请加群
*
* @param group 申请加入的群组Id
* @param msg 申请消息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申请成功等待审批）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joinGroup:(NSString*)group msg:(NSString*)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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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

NSString 类型，群组Id

msg

申请理由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joinGroup:@"TGID1JYSZEAEQ" msg:@"Apply Join Group"
succ:^(){
NSLog(@"Join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code=%d, err=%@", code, err);
}];

示例中用户申请加入群组@"TGID1JYSZEAEQ"，申请理由为@"Apply Join Group"。

3.6 退出群组
群组成员可以主动退出群组。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全员可退出群组；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群主不能退出；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主动退出群组
*
* @param group 群组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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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quitGroup:(NSString*)group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NSString 类型，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 @"TGID1JYSZEAEQ" 为群组Id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quitGroup:@"TGID1JYSZEAEQ" succ:^() {
NSLog(@"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主动退出群组 @"TGID1JYSZEAEQ"。

3.7 删除群组成员
群组成员也可以删除其他成员，函数参数信息与加入群组相同。

权限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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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私有群：只有创建者可删除群组成员
对于公开群和聊天室：只有管理员和群主可以踢人
对于直播大群：不能踢人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删除群成员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reason 删除原因
* @param members 要删除的成员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deleteGroupMemberWithReason:(NSString*)group reason:(NSString*)reason
members:(NSArray*)members succ:(TIMGroupMember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NSString 类型，群组Id

reason

NSString 类型，原因

members

NSString*

数组，被操作的用户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TIMGroupMemberResul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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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数组，返回成功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已经成功状态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NSMutableArray * memb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 添加一个用户iOS_002
[members addObject:@"iOS_002"];

// @"TGID1JYSZEAEQ" 为群组Id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deleteGroupMember:@"TGID1JYSZEAEQ" reason:@"违反群规则"
members:members succ:^(NSArray* arr) {
for (TIMGroupMemberResult * result in arr) {
NSLog(@"user %@ status %d", result.member, result.status);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把好友 @"iOS_002" 从群组 @"TGID1JYSZEAEQ" 中删除，执行成功后返回操作列表以及操作状态。

3.8 获取群成员列表
getGroupMembers
方法可获取群内成员列表，默认拉取内置字段，但不拉取自定义字段，想要获取自定义字段，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

权限说明：

任何群组类型都可以获取成员列表；
直播大群只能拉取部分成员列表：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成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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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
* 成员操作返回值
*/
@interface TIMGroupMemberInfo : TIMCodingModel

/**
* 被操作成员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member;

/**
* 群名片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nameCard;

/**
* 加入群组时间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e_t joinTime;

/**
* 成员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MemberRole role;

/**
* 禁言时间（剩余秒数）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silentUntil;

/**
*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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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ictionary* customInfo;

@end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获取群成员列表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TIMGroupMemberInfo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getGroupMembers:(NSString*)group succ:(TIMGroupMember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NSString*

类型，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GroupMemberInfo*

数组）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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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ID1JYSZEAEQ" 为群组Id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Members:@"TGID1JYSZEAEQ" succ:^(NSArray* list) {
for (TIMGroupMemberInfo * info in list) {
NSLog(@"user=%@ joinTime=%lu role=%d", info.member, info.joinTime, info.role);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获取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列表，list 为

TIMGroupMemberInfo*

数据，存储成员的相关信息。

另外，如果群组人数过多，建议使用分页接口：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获取指定类型的成员列表（支持按字段拉取，分页）
*
* @param group 群组Id：（NSString*) 列表
* @param filter 群成员角色过滤方式
* @param flags 拉取资料标志
* @param custom 要获取的自定义key（NSString*）列表
* @param nextSeq
分页拉取标志，第一次拉取填0，回调成功如果不为零，需要分页，传入再次拉取，直至为0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int)getGroupMembers:(NSString*)group ByFilter:(TIMGroupMemberFilter)filter
flags:(TIMGetGroupMemInfoFlag)flags custom:(NSArray*)custom nextSeq:(uint64_t)nextSeq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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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TIMGroupMemberSuccV2)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3.9 获取加入的群组列表
通过 getGroupList 可以获取当前用户加入的所有群组：

权限说明：

此接口可以获取自己所加入的群列表，返回的TIMGroupInfo只包含group\groupName\groupType 信息；
此接口只能获得加入的部分直播大的列表；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获取群列表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NSArray列表为 TIMGroupInfo，结构体只包含
group\groupName\groupType\faceUrl\selfInfo 信息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getGroupList:(TIMGroupLis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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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群组Id列表，TIMGroupInfo数组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List:^(NSArray * list) {
for (TIMGroupInfo * info in list) {
NSLog(@"group=%@ type=%@ name=%@", info.group, info.groupType, info.groupName);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获取群组列表，并打印群组Id，群类型（Private/Public/ChatRoom）以及群名。

3.10 解散群组
通过 DeleteGroup 可以解散群组。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都无法解散群组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群主可以解散群组：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解散群组
*
* @param group 群组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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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deleteGroup:(NSString*)group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群组Id列表，NSString数组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deleteGroup:@"TGID1JYSZEAEQ" succ:^() {
NSLog(@"delete group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解散群组 @"TGID1JYSZEAEQ"。

3.11 转让群组
通过 modifyGroupOwner可以转让群组。

权限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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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群主才有权限进行群转让操作；
直播大群不能进行群转让操作；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转让群给新群主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identifier 新的群主Id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modifyGroupOwner:(NSString*)group user:(NSString*)identifier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user

用户Id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Owner:@"TGID1JYSZEAEQ" user:@"iOS_00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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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 {
NSLog(@"set new owner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转让群组 @"TGID1JYSZEAEQ"给用户@"iOS_001"。

3.12 全员禁言
通过 modifyGroupAllShutup 可以设置群组全员禁言。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和管理员才有权限进行全员禁言的操作；
所有群组类型都支持全员禁言的操作；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修改群组全员禁言属性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shutup 是否禁言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modifyGroupAllShutup:(NSString*)group shutup:(BOOL)shutup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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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shutup

是否设置为禁言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AllShutup:@"TGID1JYSZEAEQ" shutup:YES succ:^()
{
NSLog(@"set all shutup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设置群组 @"TGID1JYSZEAEQ" 为全员禁言的状态。客户端可以通过 getGroupList 和 getGroupInfo
接口获取当前群组全员禁言的属性。

4. 获取群资料
4.1 设置拉取字段
拉取用户资料默认返回部分内置字段，如果需要自定义字段，或者不拉取某些字段，可以通过接口进行设置，
此设置对所有资料相关接口有效：

@interface TIMGroupInfoOption : NSObjec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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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要获取的群组信息标志（TIMGetGroupBaseInfoFlag）,默认为0xffffff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64_t groupFlags;

/**
* 需要获取群组资料的自定义信息（NSString*）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groupCustom;

@end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 设置默认拉取的群组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GroupInfoOption * groupInfoOpt;
@end

4.2 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getGroupInfo方法可以获取群组资料。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

权限说明：

注意：获取群组资料接口只能由群成员调用，非群成员无法通过此方法获取资料，需要调用；
群资料信息由TIMGroupInfo定义：

通过 TIMGroupManager 的方法 getGroupInfo 可获取群组资料：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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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资料信息
*/
@interface TIMGroupInfo : TIMCodingModel

/**
* 群组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
/**
* 群名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Name;
/**
* 群创建人/管理员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owner;
/**
* 群类型：Private,Public,ChatRoom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Type;
/**
* 群创建时间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createTime;
/**
* 最近一次群资料修改时间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lastInfoTime;
/**
* 最近一次发消息时间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lastMsgTim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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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成员数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maxMemberNum;
/**
* 群成员数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memberNum;

/**
* 入群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AddOpt addOpt;

/**
* 群公告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notification;

/**
* 群简介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introduction;

/**
* 群头像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faceURL;

/**
* 最后一条消息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Message* lastMsg;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61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在线成员数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onlineMemberNum;

/**
* 群组成员可见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MemberVisibleType isMemberVisible;

/**
* 群组中的本人信息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GroupSelfInfo* selfInfo;

/**
*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ictionary* customInfo;

@end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获取群信息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不包含 selfInfo信息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getGroupInfo:(NSArray*)groups succ:(TIMGroupLis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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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s

NSString 数组，需要获取资料的群组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群组资料列表，TIMGroupInfo数组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NSMutableArray * groupList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groupList addObject:@"TGID1JYSZEAEQ"];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Info:groupList succ:^(NSArray * groups) {
for (TIMGroupInfo * info in groups) {
NSLog(@"get group succ, infos=%@", info);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获取群组 @"TGID1JYSZEAEQ" 的详细信息。

4.3 非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getGroupInfo方法只对群成员有效，非成员需要调用 getGroupPublicInfo
实现，只能获取公开信息。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

权限说明：

任意用户可以获取群公开资料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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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获取群公开信息
* @param groups 群组Id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getGroupPublicInfo:(NSArray*)groups succ:(TIMGroupLis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s

NSString 数组，需要获取资料的群组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群组资料列表，TIMGroupInfo数组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NSMutableArray * groupList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groupList addObject:@"TGID1JYSZEAEQ"];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PublicInfo:groupList succ:^(NSArray * groups) {
for (TIMGroupInfo * info in groups) {
NSLog(@"get group succ, infos=%@", info);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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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获取群组 @"TGID1JYSZEAEQ" 的公开信息。

4.4 获取本人在群里的资料
如果需要获取在所有群内的资料，可以通过 getGroupList 拉取加入的群列表时得到。另外，如果需要单独获
取某个群组，可使用以下接口，建议通过GetGroupList获取，没有必要调用以下接口单独获取。默认拉取基本
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

权限说明：

直播大群拉取不到本人资料；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获取本人在群组内的成员信息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信息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getGroupSelfInfo:(NSString*)group succ:(TIMGroupSelf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
* 获取接受消息选项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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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0 成功
*/
- (int)getReciveMessageOpt:(NSString*)group succ:(TIMGroupReciveMessageOp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用户本人在群内的资料

fail

失败回调

4.5 获取群内某个人的资料
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

权限说明：

直播大群只能获得部分成员的资料：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群成员；

5. 修改群资料
5.1 修改群名
通过 modifyGroupName可以修改群组名称：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名；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名；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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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GroupManager (Ext)
/**
* 修改群名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groupName 新群名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modifyGroupName:(NSString*)group groupName:(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groupName

修改后的群名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Name:@"TGID1JYSZEAEQ"
groupName:@"ModifyGroupName"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name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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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修改群 @"TGID1JYSZEAEQ" 的名字为 @"ModifyGroupName"。

5.2 修改群简介
通过 modifyGroupIntroduction可以修改群组简介：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简介；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简介；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修改群简介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introduction 群简介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modifyGroupIntroduction:(NSString*)group introduction:(NSString*)introduction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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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introduction

群简介，简介最长120字节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Introduction:@"TGID1JYSZEAEQ" introduction
:@"this is one group"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introduction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5.3 修改群公告
通过 modifyGroupNotification可以修改群组公告：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公告；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公告；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修改群公告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notification 群公告（最长150字节）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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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modifyGroupNotification:(NSString*)group notification:(NSString*)notification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notification

群公告，群公告最长150字节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Notification:@"TGID1JYSZEAEQ"
notification:@"test notification"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notification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修改群 @"TGID1JYSZEAEQ" 的公告为 @"test notification"。

5.4 修改群头像
通过 modifyGroupFaceUrl可以修改群头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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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头像；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头像；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修改群头像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url 群头像地址（最长100字节）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modifyGroupFaceUrl:(NSString*)group url:(NSString*)url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url

群头像地址（最长100字节）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FaceUrl:@"TGID1JYSZEA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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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ication:@"http://test/x.jpg"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face url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5.5 修改加群选项
通过 modifyGroupAddOpt可以修改加群选项：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加群选项；
对于私有群，只能通过邀请加入群组，不能主动申请加入某个群组；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修改加群选项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opt 加群选项，详见 TIMGroupAddOpt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modifyGroupAddOpt:(NSString*)group opt:(TIMGroupAddOpt)opt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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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opt

加群选项，可设置为允许任何人加入、需要审核、禁止
任何人加入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AddOpt:@"TGID1JYSZEAEQ"
opt:TIM_GROUP_ADD_FORBID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opt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修改群 @"TGID1JYSZEAEQ" 为禁止任何人加入。

5.6 修改群维度自定义字段
通过 modifyGroupCustomInfo可以对群维度自定义字段进行修改：

权限说明：

后台配置相关的key和权限；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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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改群自定义字段集合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customInfo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modifyGroupCustomInfo:(NSString*)group customInfo:(NSDictionary*)customInfo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customInfo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
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 设置自定义数据
NSMutalbeDictionary *customInfo = [[NSMutableDictionary alloc] init];
NSString *key = @"custom key";
NSData *data = [NSData dataWithBytes:"custom value" length:13];
[customInfo setObject:data forKey:ke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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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CustomInfo:@"TGID1JYSZEAEQ"
customInfo:customInfo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customInfo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修改群 @"TGID1JYSZEAEQ" 为禁止任何人加入。

5.7 修改用户群内身份
通过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可以对群成员的身份进行修改：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对群成员的身份进行修改；
直播大群不支持修改用户群内身份；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int)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NSString*)group user:(NSString*)identifier
role:(TIMGroupMemberRole)rol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identifier

要修改的群成员的Id

role

修改后的身份类型。不能修改为群主类型，详见TIMGr
oupMemberRo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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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TGID1JYSZEAEQ"
user:@"iOS_001" role:TIM_GROUP_MEMBER_ADMIN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member role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设置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 @"iOS_001" 为管理员。

5.8 对群成员进行禁言
通过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可以对群成员进行禁言并设置禁言时长：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对群成员进行禁言；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int)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NSString*)group user:(NSString*)identifier
stime:(uint32_t)stim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76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identifier

要禁言的群成员的Id

stime

禁言时间， 单位秒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TGID1JYSZEAEQ"
user:@"iOS_001" stime:120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member silence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设置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 @"iOS_001" 禁言120s。

5.9 修改群名片
通过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NameCard可以对群成员资料的群名片进行修改：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int)modifyGroupMemberInfoSetNameCard:(NSString*)group user:(NSString*)identifier
nameCard:(NSString*)nameCard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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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identifier

要修改的群成员的Id

nameCard

要设置的群名片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NameCard:@"TGID1JYSZEAEQ"
user:@"iOS_001" nameCard:@"iOS_001_namecard"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member namecard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设置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 @"iOS_001" 群名片为 @"iOS_001_namecard"。

5.10 修改群成员维度自定义字段
通过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CustomInfo可以对群成员维度自定义字段进行修改：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int)modifyGroupMemberInfoSetCustomInfo:(NSString*)group user:(NSString*)identifier
customInfo:(NSDictionary*)customInfo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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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identifier

要设置自定义属性的群成员的Id

customInfo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
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TGID1JYSZEAEQ"
user:@"iOS_001" customInfo:customInfo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member customInfo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设置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 @"iOS_001" 的自定义属性。

5.11 修改接收群消息选项
通过 modifyReciveMessageOpt可以设置群消息的接收选项：(默认情况下公开群和私有群是接收并离线推送
，聊天室和直播大群是接收不离线推送)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int)modifyReciveMessageOpt:(NSString*)group opt:(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opt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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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opt

接收消息选项，详见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ReciveMessageOpt:@"TGID1JYSZEAEQ"
opt:TIM_GROUP_RECEIVE_NOT_NOTIFY_MESSAGE succ:^() {
NSLog(@"modify receive group message option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设置群 @"TGID1JYSZEAEQ" 的接收消息选项为接收在线消息，不接收离线推送。

6. 群组未决信息
6.1 拉取群未决相关信息
通过getPendencyFromServer 接口可拉取群未决相关信息。此处的群未决消息泛指所有需要审批的群相关的
操作。例如：加群待审批，拉人入群待审批等等。即便审核通过或者拒绝后，该条信息也可通过此接口拉回，
拉回的信息中有已决标志。

权限说明：

只有审批人有权限拉取相关信息。
例如：UserA申请加入群GroupA，则群管理员可获取此未决相关信息，UserA因为没有审批权限，不需要过去
未决信息。
如果AdminA拉UserA进去GroupA，则UserA可以拉取此未决相关信息，因为该未决信息待UserA审批。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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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获取群组未决列表
*
* @param option 未决参数配置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未决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getPendencyFromServer:(TIMGroupPendencyOption*)option
succ:(TIMGetGroupPendencyLis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option

未决参数配置

succ

成功回调，返回未决列表

fail

失败回调

拉取未决的option相关操作：
属性说明：
timestamp：拉取的开始时戳。如果从最新的未决条目开始拉取，则填0或不填。若分页，则回调中返回下一
个分页的拉取起始时戳。
numPerPage：一次拉取的最多条目数，用于分页。

拉取未决的回调说明：

/**
* 获取群组未决请求列表成功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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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meta 未决请求元信息
* @param pendencies 未决请求列表（TIMGroupPendencyItem）数组
*/
typedef void (^TIMGetGroupPendencyListSucc)(TIMGroupPendencyMeta * meta, NSArray *
pendencies);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eta

拉取操作返回的相关信息，包含分页信息和拉取状态等
。

pendencies

拉取的未决条目数组 .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nextStartTime

拉取下一个分页的起始时戳，用于传入拉取配置中。为
0时表示没有后面的分页了。

readTimeSeq

已读时戳，用来判定未决条目是否已读。

unReadCnt

所有未读条目个数。不限制于本次分页中。

未决条目相关属性：

/**
* 未决申请
*/
@interface TIMGroupPendencyItem : TIMCodingModel

/**
* 相关群组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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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求者id，请求加群:请求者，邀请加群:邀请人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fromUser;

/**
* 判决者id，请求加群:0，邀请加群:被邀请人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toUser;

/**
* 未决添加时间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64_t addTime;

/**
* 未决请求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PendencyGetType getType;

/**
* 已决标志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PendencyHandleStatus handleStatus;

/**
* 已决结果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PendencyHandleResult handleResult;

/**
* 申请或邀请附加信息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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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requestMsg;

/**
* 审批信息：同意或拒绝信息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handledMsg;
@end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groupId

群ID

fromUser

未决发起者ID

toUser

未决审批者ID

addTime

添加未决时间

getType

枚举未决条目类型： 请求加群；邀请加群

handleStatus

枚举未决条目状态：未决；他人已决；操作者已决 说明
：UserA申请加入Group，AdminA审批通过。则Admi
nB拉取的此未决条目的类型为，他们已决。

handleResult

枚举审批结果：同意；拒绝

requestMsg/handleMsg

申请、审批时的hello word

示例：

TIMGroupPendencyOption option = [[TIMGroupPendencyOption alloc] init];
option.timestamp = 0;
option.numPerPage = 10;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PendencyFromServer:option
succ:^(TIMGroupPendencyMeta *meta, NSArray *pendencies) {
NSLog(@"get pendencies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get pendencies failed: %d->%@", code, ms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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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上报群未决已读
对于未决信息，sdk可对其和之前的所有未决信息上报已读。上报已读后，仍然可以拉取到这些未决信息，但
可通过对已读时戳的判断判定未决信息是否已读。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群未决已读上报
*
* @param timestamp 上报已读时间戳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 (int)pendencyReport:(uint64_t)timestamp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imestamp

上报已读时戳。对于单条未决信息，时戳包含在其属性
里。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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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pendencyReport:timestamp succ:^{
NSLog(@"pendency report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pendency report failed: %d->%@", code, msg);
}];

6.3 处理群未决信息
对于群的未决信息，sdk增加了处理接口。审批人可以选择对单条信息进行同意或者拒绝。已处理成功过的未
决信息不能再次处理。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PendencyItem: NSObject

/**
* 同意申请
*
* @param msg 同意理由，选填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accept:(NSString*)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拒绝申请
*
* @param msg 拒绝理由，选填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refuse:(NSString*)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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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TIMGroupPendencyItem *item = [pendencies firstObject];

[item accept:@"thanks for inviting" succ:^{
NSLog(@"accept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accept fail: %d->%@", code, msg);
}];

[item refuse:@"i dont want to join" succ:^{
NSLog(@"refuse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refuse fail: %d->%@", code, msg);
}];

7. 群资料存储
这里仅存储群资料，并未对群成员的资料获取，在群消息中携带了用户的相关字段，建议直接从消息中获取。

7.1 启用群资料存储
原型：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 开启群组数据本地缓存功能（加载群组扩展包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enableGroupAssistan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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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7.2 群组资料获取同步接口
为了方便读取，可以使用群组资料的同步接口（需要开启群资料存储），

原型：

/**
* 群组助手
*/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Ext)

/**
* 获取用户所在群组信息
*
* @param groups 群组id（NSString*）列表，nil时返回群组列表
*
* @return 群组信息（TIMGroupInfo*)列表，assistant未同步时返回nil
*/
- (NSArray*)getGroupInfo:(NSArray*)groups;

@end

7.3 群通知回调
如果开启了存储，可以设置监听感知群事件，当有对应事件发生时，会进行回调：

原型：

@protocol TIMGroup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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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新用户加入群时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d 群ID
* @param membersInfo 加群用户的群资料（TIMGroupMemberInfo*）列表
*/
- (void)onMemberJoin:(NSString*)groupId membersInfo:(NSArray*)membersInfo;

/**
* 有群成员退群时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d 群ID
* @param members 退群成员的identifier（NSString*）列表
*/
- (void)onMemberQuit:(NSString*)groupId members:(NSArray*)members;

/**
* 群成员信息更新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d 群ID
* @param membersInfo 更新后的群成员资料（TIMGroupMemberInfo*）列表
*/
- (void)onMemberUpdate:(NSString*)groupId membersInfo:(NSArray*)membersInfo;

/**
* 加入群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nfo 加入群的群组资料
*/
- (void)onGroupAdd:(TIMGroupInfo*)groupInfo;

/**
* 解散群的通知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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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groupId 解散群的群ID
*/
- (void)onGroupDelete:(NSString*)groupId;

/**
* 群资料更新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nfo 更新后的群资料信息
*/
- (void)onGroupUpdate:(TIMGroupInfo*)groupInfo;

@end

参数说明：

群成员变更时通过onMemberUpdate回调，参数

TIMGroupMemberInfo*

为变更后的成员信息，可以根据字段更新界面。

8 群事件消息
当有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或者有用户被移出群组时，群内会产生有提示消息，调用方可以根据需要展示给群
组用户，或者忽略。提示消息使用一个特殊的Elem标识，通过新消息回调返回消息（参见2.3. 新消息通知）：
如下图中，展示一条修改群名的事件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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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原型：

/**
* 群Tips类型
*/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_GROUP_TIPS_TYPE){
/**
* 邀请加入群 (opUser & groupName & user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 0x01,
/**
* 退出群 (opUser & groupName & user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 0x02,
/**
* 踢出群 (opUser & groupName & user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KICKED = 0x0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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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管理员 (opUser & groupName & user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SET_ADMIN = 0x04,
/**
* 取消管理员 (opUser & groupName & user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CANCEL_ADMIN = 0x05,
/**
* 群资料变更 (opUser & groupName & introduction & notification & faceUrl & owner)
*/
TIM_GROUP_TIPS_TYPE_INFO_CHANGE = 0x06,
/**
* 群成员资料变更 (opUser & groupName & memberInfo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MEMBER_INFO_CHANGE = 0x07,
};

/**
* 群Tips
*/
@interface TIMGroupTipsElem : TIMElem

/**
* 群Tips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GROUP_TIPS_TYPE type;

/**
* 操作人用户名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opUs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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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操作人列表 NSString* 数组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userList;

/**
* 在群名变更时表示变更后的群名，否则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groupName;

/**
* 群信息变更： TIM_GROUP_TIPS_TYPE_INFO_CHANGE 时有效，为 TIMGroupTipsElemGroupInfo
结构体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groupChangeList;

/**
* 成员变更： TIM_GROUP_TIPS_TYPE_MEMBER_INFO_CHANGE 时有效，为
TIMGroupTipsElemMemberInfo 结构体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memberChangeList;

/**
* 操作者用户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UserProfile * opUserInfo;
/**
* 操作者群成员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GroupMemberInfo * opGroupMemberInfo;
/**
* 变更成员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ictionary * changedUserInf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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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更成员群内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ictionary * changedGroupMemberInfo;

@end

调用方可选择是否予以展示，以及如何展示。

示例：

@interface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NSObject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end

@implementation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s) {
TIMConversation * conversation = [msg getConversation];

for (int i = 0; i < [msg elemCount]; i++) {
TIMElem * elem = [msg getElem:i];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GroupTipsElem class]]) {
TIMGroupTipsElem * tips_elem = (TIMGroupTipsElem * )elem;
switch ([tips_elem type]) {
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NSLog(@"invite %@ into group %@", [tips_elem userList], [conversation getReceiver]);
break;
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NSLog(@"%@ quit group %@", [tips_elem userList], [conversation getReceiver]);
break;
default:
NSLog(@"ignore typ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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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
}
}
}
}
@end

示例中注册新消息回调，打印用户进入群组和离开群组的事件通知，其他事件通知用法相同，具体含义可参见
下面章节：

8.1 用户加入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加入群组时（包括申请入群和被邀请入群），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开发者可选择展
示样式。可以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opUser

申请入群：申请人/邀请入群：邀请人

groupName

群名

userList

入群的用户列表

8.2 用户退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主动退群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可以选择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95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opUser

退出用户identifier

groupName

群名

8.3 用户被踢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踢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可以选择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KICKED。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KICKED

opUser

被踢用户identifier

groupName

群名

8.4 被设置/取消管理员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设置为管理员或者被取消管理员身份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如果界面有显示是
否管理员，此时可更新管理员标识。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SET_ADMIN 和 TIM_GROUP_TIPS_TYPE_CANCEL_ADMIN 。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设置：TIM_GROUP_TIPS_TYPE_SET_ADMIN

取消

TIM_GROUP_TIPS_TYPE_CANCEL_ADMIN

opUser

操作用户identifier

groupName

群名

userList

被设置/取消管理员身份的用户列表

8.5 群资料变更
触发时机：当群资料变更，如群名、群简介等，会有系统消息发出，可更新相关展示字段。或者选择性把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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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给用户。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INFO_CHANGE

opUser

操作用户identifier

groupName

群名

groupChangeInfo

群变更的具体资料信息，为TIMGroupTipsElemGroup
Info 结构体列表

TIMGroupTipsElemGroupInfo 原型：

/**
* 群tips，群变更信息
*/
@interface TIMGroupTipsElemGroupInfo : NSObject

/**
* 群名，如果没有变更，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groupName;

/**
* 群简介： 没有变更时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introduction;

/**
* 群公告： 没有变更时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notification;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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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头像： 没有变更时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faceUrl;

/**
* 群主： 没有变更时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owner;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

变更后的群名，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il

introduction

变更后的群简介，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il

notification

变更后的群公告，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il

faceUrl

变更后的群头像URL，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il

owner

变更后的群主，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il

8.6 群成员资料变更
触发时机：当群成员的群相关资料变更时，包括群内用户被禁言、群内成员角色变更，会有系统消息发出，可
更新相关字段展示，或者选择性把消息展示给用户。（
注意：这里的资料仅跟群相关资料，比如禁言时间、成员角色变更等，不包括用户昵称等本身资料，对于群内
人数可能过多，不建议实时
更新，建议的做法是直接显示消息体内的资料，参考：消息发送者以及相关资料
，如果本地有保存用户资料，可根据消息体内资料判断是否有变更，在收到此用户一条消息后更新资料。）。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MEMBER_INFO_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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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opUser

操作用户identifier

groupName

群名

memberInfoList

变更的群成员的具体资料信息，为TIMGroupTipsElem
MemberInfo结构体列表

TIMGroupTipsElemMemberInfo 原型：

/**
* 群tips，成员变更信息
*/
@interface TIMGroupTipsElemMemberInfo : NSObject

/**
* 变更用户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identifier;
/**
* 禁言时间（秒，还剩多少秒可以发言）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shutupTime;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变更的用户identifier

shutupTime

被禁言的时间

8.7 群事件消息监听器
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的群事件消息需要通过注册监听器获得，消息Elem中包含群的成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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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事件通知回调
*/
@protocol TIMGroupEvent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群tips回调
*
* @param elem 群tips消息
*/
- (void)onGroupTipsEvent:(TIMGroupTipsElem*)elem;
@end

9 群系统消息
当有用户申请加群等事件发生时，管理员会收到邀请加群系统消息，用户可根据情况接受请求或者拒绝，相应
的消息通过群系统消息展示给用户。
群系统消息类型定义：

/**
* 群系统消息类型
*/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_GROUP_SYSTEM_TYPE){
/**
* 申请加群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E = 0x01,
/**
* 申请加群被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ACCEPT_TYPE = 0x02,
/**
* 申请加群被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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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FUSE_TYPE = 0x03,
/**
* 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的人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KICK_OFF_FROM_GROUP_TYPE = 0x04,
/**
* 群被解散（全员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DELETE_GROUP_TYPE = 0x05,
/**
* 创建群消息（创建者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CREATE_GROUP_TYPE = 0x06,
/**
* 邀请加群（被邀请者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TO_GROUP_TYPE = 0x07,
/**
* 主动退群（主动退群者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QUIT_GROUP_TYPE = 0x08,
/**
* 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
*/
TIM_GROUP_SYSTEM_GRANT_ADMIN_TYPE = 0x09,
/**
* 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
*/
TIM_GROUP_SYSTEM_CANCEL_ADMIN_TYPE = 0x0a,
/**
* 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
*/
TIM_GROUP_SYSTEM_REVOKE_GROUP_TYPE = 0x0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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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邀请入群请求(被邀请者接收)
*/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QUEST_TYPE = 0x0c,
/**
* 邀请加群被同意(只有发出邀请者会接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ACCEPT_TYPE = 0x0d,
/**
* 邀请加群被拒绝(只有发出邀请者会接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FUSE_TYPE = 0x0e,
};

/**
* 群系统消息
*/
@interface TIMGroupSystemElem : TIMElem

/**
* 操作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GROUP_SYSTEM_TYPE type;

/**
* 群组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group;

/**
* 操作人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s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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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操作理由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msg;

/**
* 消息标识，客户端无需关心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64_t msgKey;

/**
* 消息标识，客户端无需关心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ata * authKey;

/**
* 操作人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UserProfile * opUserInfo;

/**
* 操作人群成员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GroupMemberInfo * opGroupMemberInfo;

/**
* 同意申请，目前只对申请加群和被邀请入群消息生效
*
* @param msg 同意理由，选填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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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accept:(NSString*)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拒绝申请，目前只对申请加群和被邀请入群消息生效
*
* @param msg 拒绝理由，选填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refuse:(NSString*)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消息类型

group

群组Id

user

操作人

msg

操作理由

msgKey & authKey

消息的标识，客户端无需关心，调用accept和refuse时
由SDK读取

示例：

@interface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NSObject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end

@implementation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s) {
for (int i = 0; i < [msg elemCount];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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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lem * elem = [msg getElem:i];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GroupSystemElem class]]) {
TIMGroupSystemElem * system_elem = (TIMGroupSystemElem * )elem;
switch ([system_elem type]) {
case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E:
NSLog(@"user %@ request join group %@", [system_elem user], [system_elem group]);
break;
case TIM_GROUP_SYSTEM_DELETE_GROUP_TYPE:
NSLog(@"group %@ deleted by %@", [system_elem group], [system_elem user]);
break;
default:
NSLog(@"ignore type");
break;
}
}
}
}
}
@end

示例中收到群系统消息，如果是入群申请，默认同意，如果是群解散通知，打印信息。其他类型消息解析方式
相同。

9.1 申请加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申请加群时，群管理员会收到申请加群消息，可展示给用户，由用户决定是否同意对方加
群，如果同意，调用accept方法，拒绝调用refuse方法。
消息类型为：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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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的申请

user

申请人

msg

申请理由，（可选）

方法说明：

当同意申请人入群，可调用accept方法
当不同意申请人入群，可调用refuse方法。

9.2 申请加群同意/拒绝消息
触发时机：当管理员同意加群请求时，申请人会收到同意入群的消息，当管理员拒绝时，收到拒绝入群的消息
。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同意：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ACCEPT
_TYPE
拒绝：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FUSE
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通过/拒绝了

user

处理请求的管理员identifier

msg

同意或者拒绝理由（可选）

9.3 邀请入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邀请群时，该用户会收到邀请入群消息，可展示给用户，由用户决定是否同意入群，如
果同意，调用accept方法，拒绝调用refuse方法。
消息类型为：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QUEST_TYPE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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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QUES
T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的邀请

user

邀请人

方法说明：

当同意邀请入群，可调用accept方法
当不同意邀请入群，可调用refuse方法。

9.4 邀请入群同意/拒绝消息
触发时机：当被邀请者同意入群请求时，邀请者会收到同意入群的消息，当被邀请者拒绝时，邀请者会收到拒
绝入群的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同意：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A
CCEPT_TYPE
拒绝：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
EFUSE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对哪个群通过/拒绝了

user

处理请求的用户identifier

msg

同意或者拒绝理由（可选）

9.5 被管理员踢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管理员踢出群组时，申请人会收到被踢出群的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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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KICK_OFF_FROM_GROUP_TY
PE

group

群组Id，表示在哪个群里被踢了

user

操作管理员identifier

9.6 群被解散
触发时机：当群被解散时，全员会收到解散群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DELETE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哪个群被解散了

user

操作管理员identifier

9.7 创建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群创建时，创建者会收到创建群消息。
当调用创建群方法成功回调后，即表示创建成功，此消息主要为多终端同步，如果有在其他终端登录，做为更
新群列表的时机，本终端可以选择忽略。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CREATE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创建的群Id

user

创建者，这里也就是用户自己

9.8 邀请加群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时，该用户会收到邀请消息，注意：创建群组时初始成员无需邀请即可入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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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TO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邀请进入哪个群

user

操作人，表示哪个用户的邀请

方法说明：

当用户同意入群，可调用accept方法
当用户不同意，可调用refuse方法。

9.9 主动退群
触发时机：当用户主动退出群组时，该用户会收到退群消息，只有退群的用户自己可以收到。
当用户调用QuitGroup时成功回调返回，表示已退出成功，此消息主要为了多终端同步，其他终端可以做为更
新群列表的时机，本终端可以选择忽略。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QUIT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退出的哪个群

user

操作人，这里即为用户自己

9.10 设置/取消管理员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设置为管理员时，可收到被设置管理员的消息通知，当用户被取消管理员时，可收到取消
通知，可提示用户。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取消管理员身份:TIM_GROUP_SYSTEM_GRANT_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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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N_TYPE

授予管理员身份

TIM_GROUP_SYSTEM_CANCEL_ADMIN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哪个群的事件

user

操作人

9.11 群被回收
触发时机：当群组被系统回收时，全员可收到群组被回收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REVOKE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哪个群被回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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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资料与关系链（iOS SDK）
IM通讯云提供了关系链和用户资料托管，APP 开发者使用简单的接口就可实现关系链和用户资料存储功能，另
外，为了方便不同用户定制化资料，也提供用户资料和用户关系链的自定义字段（目前此功能为内测功能，可
提交工单修改，参考：新增用户维度的自定义字段。）。

本节所有的接口不论对独立帐号体系还是托管帐号体系都有有效。

1. 关系链资料介绍
用户关系链是指好友关系，通过接口可以实现加好友、解除好友、获取好友列表等操作。

用户资料保存用户的信息，比如昵称、头像等，另外，还有一种好友资料，只跟好友相关比如备注，分组等。

2. 设置自己的资料
2.1 设置自己的基础资料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自己的资料
*
* @param option 需要更新的属性
* @param profile 新的资料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modifySelfProfile:(TIMFriendProfileOption*)option profile:(TIMUserProfile*)profil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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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option

需要修改的资料项

profile

资料项内容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非0

表示发送数据失败

示例：

TIMFriendProfileOption * option = [[TIMFriendProfileOption alloc] init];
option.friendFlags = 0xffff;
TIMUserProfile * profile = [[TIMUserProfile alloc] init];
profile.nickname = @"my nick";
profile.allowType = TIM_FRIEND_ALLOW_ANY;
profile.faceURL = @"https://my face url";
profile.selfSignature = [NSData dataWithBytes:"1234" length:4];
profile.gender = TIM_GENDER_MALE;
profile.birthday = 12345;
profile.location = [NSData dataWithBytes:"location" length:8];
profile.language = 1;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SelfProfile:option profile:profile succ:^() {
NSLog(@"Set Profile Su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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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t Profile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此示例设置自己的昵称为

nickname

。

2.2 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
通过 Server
配置（内测功能，可提交工单修改，参考：新增用户维度的自定义字段
。）可以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通过自定义字段可以做到很多非内置功能，如用户性别、地址等字段。

原型：

@interface TIMUserProfile : NSObject

/**
*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 是 NSString* 类型,value 是 NSData* 类型
* (key值按照后台配置的字符串传入)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ictionary* customInfo;

@end

3. 获取资料
3.1 获取自己的资料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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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getSelfProfile
方法获取用户自己的资料，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原型：

/**
* 好友资料
*/
@interface TIMUserProfile : TIMCodingModel

/**
* 用户identifier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identifier;

/**
* 用户昵称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nickname;

/**
* 用户备注（最大96字节，获取自己资料时，该字段为空）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remark;

/**
* 好友验证方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FriendAllowType allowType;

/**
* 用户头像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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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faceURL;

/**
* 用户签名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Data* selfSignature;

/**
* 好友性别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ender gender;

/**
* 好友生日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birthday;

/**
* 好友区域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Data* location;

/**
* 好友语言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language;

/**
* 好友分组名称 NSString* 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Array* friendGroups;

/**
*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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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值按照后台配置的字符串传入)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Dictionary* customInfo;

@end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自己的资料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getSelfProfile:(TIMGetProfile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结构，包含用户资料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TIMUserProfile 属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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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identifier

自己的用户标识

nickname

自己的昵称

remark

为空，获取好友资料时有效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

location

最长16字节

friendGroups

为空，获取好友资料时有效

customInfo

个人资料的自定义属性

示例：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SelfProfile:^(TIMUserProfile * profile) {
NSLog(@"GetSelfProfile identifier=%@ nickname=%@ allowType=%d", profile.identifier,
profile.nickname, profile.allowType);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GetSelfProfile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3.2 获取好友的资料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getFriendsProfile
方法获取好友的资料，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此接口从网路获取数据。：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获取好友资料
*
* @param users 要获取的好友列表 NSString* 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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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getFriendsProfile:(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用户列表，NSString* 数组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数组，包含用户资料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TIMUserProfile 参数说明：

字段

说明

identifier

好友的identifier

nickname

好友昵称

remark

好友备注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

示例：

NSMutableArray * arr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arr addObject:@"iOS_002"];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18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arr addObject:@"iOS_003"];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FriendsProfile:arr succ:^(NSArray * arr) {
for (TIMUserProfile * profile in arr) {
NSLog(@"user=%@", profile);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GetFriendsProfile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示例中获取 @"iOS_002" 和 @"iOS_003" 两个用户的资料。

3.3 获取任何人的资料
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指定用户资料
*
* @param users 要获取的用户列表 NSString* 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getUsersProfile:(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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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用户列表，NSString* 数组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数组，包含用户资料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TIMUserProfile 参数说明：

字段

说明

identifier

好友的identifier

nickname

好友昵称

remark

好友备注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

示例：

NSMutableArray * arr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arr addObject:@"iOS_002"];
[arr addObject:@"iOS_003"];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UsersProfile:arr succ:^(NSArray * arr) {
for (TIMUserProfile * profile in arr) {
NSLog(@"user=%@", profile);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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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g(@"GetFriendsProfile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示例中获取 @"iOS_002" 和 @"iOS_003" 两个用户的资料。

3.4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ImSDK 可以设置所需要拉取的资料字段，方便更灵活的获取资料。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ProfileOption : NSObject

/**
* 需要获取的好友信息标志（TIMProfileFlag）,默认为0xffffff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64_t friendFlags;

/**
* 需要获取的好友自定义信息（NSString*）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friendCustom;

/**
* 需要获取的用户自定义信息（NSString*）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userCustom;

@end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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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默认拉取的好友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FriendProfileOption * friendProfileOpt;

@end

4. 关系链相关资料
4.1 好友备注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setFriendRemark
方法设置好友备注，需要注意好友备注必须先加为好友才可设置备注：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设置好友备注
*
* @param identifier 用户标识
* @param nick 备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setFriendRemark:(NSString*)identifier remark:(NSString*)remark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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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要设置备注的好友标识

remark

要设置的备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非0

表示发送数据失败

示例：

NSString * remark= @"002 remark";
NSString * identifier = @"iOS_002";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FriendRemark:identifier remark:remark succ:^() {
NSLog(@"SetFriendRemark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tFriendRemark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示例中设置好友 @"iOS_002" 的备注为 @"002 remark"。

4.2 设置好友自定义资料
通过 Server
配置（内测功能）
可以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通过自
定义字段可以做到很多非内置功能。需要注意好友备注必须先加为好友才可设置备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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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设置好友自定义属性
*
* @param identifier 用户标识
* @param custom 自定义属性（NSString*,NSData*）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setFriendCustom:(NSString*)identifier custom:(NSDictionary*)custom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好设置的好友 identifier

custom

自定义属性，字典类型 key 为

NSString*

， value 为

NSData*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结构，包含用户资料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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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5. 好友关系
5.1 添加好友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addFriend 方法可以批量添加好友，目前所能支持的最大好友列表为 1000
个：

原型：

/**
* 加好友请求
*/
@interface TIMAddFriendRequest : NSObject

/**
* 用户 identifier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identifier;

/**
* 用户备注，用户备注最大96字节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remark;

/**
* 请求说明（最大 120 字节）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addWord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25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 添加来源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addSource;

@end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添加好友
*
* @param users 要添加的用户列表 TIMAddFriendRequest* 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addFriend:(NSArray*) 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用户列表，TIMAddFriendRequest* 数组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数组，包含用户添加结果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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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TIMAddFriendRequest 参数说明：

字段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标识

remark

添加成功后给用户的备注信息，最大96字节

addWording

添加请求说明，最大 120 字节，如果用户设置为添加
好友需要审核，对方会收到此信息并决定是否通过。

addSource

添加来源，固定字串，在页面上申请，留空表示未知来
源

返回码说明：

成功回调会返回操作用户的 TIMFriendResult 结果数据，添加好友的错误码如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FriendStatus) {
/**
* 操作成功
*/
TIM_FRIEND_STATUS_SUCC = 0,

/**
* 加好友时有效：被加好友在自己的黑名单中
*/
TIM_ADD_FRIEND_STATUS_IN_SELF_BLACK_LIST = 30515,

/**
* 加好友时有效：被加好友设置为禁止加好友
*/
TIM_ADD_FRIEND_STATUS_FRIEND_SIDE_FORBID_ADD = 3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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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好友时有效：好友数量已满
*/
TIM_ADD_FRIEND_STATUS_SELF_FRIEND_FULL = 30519,

/**
* 加好友时有效：已经是好友
*/
TIM_ADD_FRIEND_STATUS_ALREADY_FRIEND = 30520,

/**
* 加好友时有效：已被被添加好友设置为黑名单
*/
TIM_ADD_FRIEND_STATUS_IN_OTHER_SIDE_BLACK_LIST = 30525,

/**
* 加好友时有效：等待好友审核同意
*/
TIM_ADD_FRIEND_STATUS_PENDING = 30539,
};

开发者可根据对应情况提示用户。

示例：

NSMutableArray * us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TIMAddFriendRequest* req = [[TIMAddFriendRequestalloc] init];

// 添加好友 iOS_002
req.identifier = [NSString stringWithUTF8String:"iOS_002"];
// 添加备注 002Remark
req.remark = [NSString stringWithUTF8String:"002Remar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28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添加理由
req.addWording = [NSString stringWithUTF8String:"i am 002"];

[users addObject:req];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addFriend:users succ:^(NSArray * arr) {
for (TIMFriendResult * res in arr) {
if (res.status != TIM_FRIEND_STATUS_SUCC) {
NSLog(@"AddFriend failed: user=%@ status=%d", res.identifier, res.status);
}
else {
NSLog(@"AddFriend succ: user=%@ status=%d", res.identifier, res.status);
}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add friend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5.2 删除好友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delFriend 方法可以批量删除好友：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删除好友
*
* @param delType 删除类型（单向好友、双向好友）
* @param users 要删除的用户列表 NSString* 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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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delFriend:(TIMDelFriendType)delType users:(NSArray*) 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delType

删除类型，可选择删除双向好友或者单向好友

users

要删除的用户列表 NSString* 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数组，包含用户添加结果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返回码说明：

成功回调会返回操作用户的 TIMFriendResult 结果数据，删除好友的错误码如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FriendStatus) {
/**
* 操作成功
*/
TIM_FRIEND_STATUS_SUCC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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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删除好友时有效：删除好友时对方不是好友
*/
TIM_DEL_FRIEND_STATUS_NO_FRIEND = 31704,
};

开发者可根据情况提示用户。

示例：

NSMutableArray * del_us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 删除好友 iOS_002
[del_users addObject:@"iOS_002"];

// TIM_FRIEND_DEL_BOTH 指定删除双向好友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delFriend: TIM_FRIEND_DEL_BOTH users:del_users
succ:^(NSArray* arr) {
for (TIMFriendResult * res in arr) {
if (res.status != TIM_FRIEND_STATUS_SUCC) {
NSLog(@"DelFriend failed: user=%@ status=%d", res.identifier, res.status);
}
else {
NSLog(@"DelFriend succ: user=%@ status=%d", res.identifier, res.status);
}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DelFriend failed: code=%d err=%@", code, err);
}];

5.3 获取所有好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31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getFriendList
方法可以获取所有好友，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获取好友列表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好友列表，TIMUserProfile* 列表，只包含identifier，nickname，remark
三个字段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getFriendList:(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返回好友列表，TIMUserProfile*
列表，只包含 identifier，nickname，remark
三个字段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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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UserProfile 参数说明：

字段

说明

identifier

自己的用户标识

nickname

自己的昵称

remark

用户备注

其他字段需要通过拉取好友的详细资料获得。

示例：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FriendList:^(NSArray * arr) {
for (TIMUserProfile * profile in arr) {
NSLog(@"friend: %@", profile.identifier);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GetFriendList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5.4 同意/拒绝 好友申请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doResponse 方法可以获取所有好友：

原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FriendResponseType) {
/**
* 同意加好友（建立单向好友）
*/
TIM_FRIEND_RESPONSE_AGREE = 0,

/**
* 同意加好友并加对方为好友（建立双向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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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_FRIEND_RESPONSE_AGREE_AND_ADD = 1,

/**
* 拒绝对方好友请求
*/
TIM_FRIEND_RESPONSE_REJECT = 2,
};

@interface TIMFriendResponse : NSObject

/**
* 响应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FriendResponseType responseType;

/**
* 用户identifier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identifier;

/**
* （可选）如果要加对方为好友，表示备注，其他type无效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remark;

@end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响应对方好友邀请
*
* @param users 响应的用户列表，TIMFriendResponse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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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doResponse:(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users 响应的用户列表，TIMFriendResponse 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返回码说明：

成功回调会返回操作用户的 TIMFriendResult 结果数据，处理用户请求的错误码如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FriendStatus) {
/**
* 操作成功
*/
TIM_FRIEND_STATUS_SUCC = 0,

/**
*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对方没有申请过好友
*/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NO_REQ = 3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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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自己的好友满
*/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SELF_FRIEND_FULL = 30615,

/**
*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好友已经存在
*/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FRIEND_EXIST = 30617,

/**
*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对方好友满
*/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OTHER_SIDE_FRIEND_FULL = 30630,
};

开发者可根据情况提示用户。

5.5 添加用户到黑名单
可以把任意用户拉黑，如果此前是好友关系，拉黑后自动解除好友，拉黑后对方发消息无法收到。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添加用户到黑名单
*
* @param users 用户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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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addBlackList:(NSArray*) 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要拉黑的用户 identifier 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5.6 把用户从黑名单删除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把用户从黑名单中删除
*
* @param users 用户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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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delBlackList:(NSArray*) 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要从黑名单删除的用户identifier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5.7 获取黑名单列表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获取黑名单列表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NSString*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getBlackList:(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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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NSString*

类型，为黑名单列表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 好友分组
6.1 创建好友分组
创建分组时，可以同时指定添加的用户，同一用户可以添加到多个分组。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新建好友分组
*
* @param groupNames 分组名称列表,必须是当前不存在的分组
* @param users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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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createFriendGroup:(NSArray*)groupNames users:(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s

分组名称，必须是不存在的分组

users

要添加分组中的用户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2 删除好友分组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删除好友分组
*
* @param groupNames 要删除的好友分组名称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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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deleteFriendGroup:(NSArray*)groupNames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s

要删除的分组名称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3 添加好友到某分组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添加好友到一个好友分组
*
* @param groupName 好友分组名称
* @param users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41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addFriendsToFriendGroup:(NSString*)groupName users:(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

分组名称

users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4 从某分组删除好友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从好友分组中删除好友
*
* @param groupName 好友分组名称
* @param users 要移出分组的好友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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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delFriendsFromFriendGroup:(NSString*)groupName users:(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

分组名称

users

要从分组删除的好友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5 重命名好友分组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修改好友分组的名称
*
* @param oldName 原来的分组名称
* @param newName 新的分组名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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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renameFriendGroup:(NSString*)oldName newName:(NSString*)newNam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oldName

旧分组名称

newName

新分组名称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6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
* @param groupNames 要获取信息的好友分组名称列表,传入nil获得所有分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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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Group*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getFriendGroups:(NSArray*)groupNames succ:(TIMFriend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s

要获取的分组好友名称，传入nil获取所有分组信息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7 获取所有好友分组
通过 6.6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可以获取所有分组信息，另外，通过 5.3 获取所有好友
，也可以获取分组信息。

7. 关系链资料存储
ImSDK 提供了内存同步访问接口，减少开发者调用负担。

7.1 开启存储
ImSDK 默认不会进行存储，需要用户显示调用开启存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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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 开启关系链数据本地缓存功能（加载好友扩展包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enableFriendshipProxy;

@end

7.2 内存中同步获取关系链资料数据
原型：

/**
* 好友代理
*/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 获取指定好友资料
*
* @param users 好友id（NSString*）列表，nil时返回全部
*
* @return 好友资料（TIMUserProfile*）列表，proxy未同步时返回nil
*/
- (NSArray*)getFriendsProfile:(NSArray*)users;

/**
* 获取指定好友分组
*
* @param groups 好友分组名称（NSString*）列表，nil时返回全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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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好友分组（TIMFriendGroupWithProfiles*）列表，proxy未同步时返回nil
*/
- (NSArray*)getFriendGroup:(NSArray*)groups;

@end

7.3 好友、资料变更回调
如果开启了存储的功能，可以用更加明显易用的回调感知变更：

设置变更回调：

/**
* 好友代理事件回调
*/
@protocol TIMFriendship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添加好友通知
*
* @param users 好友列表（TIMUserProfile*）
*/
- (void)onAddFriends:(NSArray*)users;

/**
* 删除好友通知
*
* @param identifiers 用户id列表（NSString*）
*/
- (void)onDelFriends:(NSArray*)identifier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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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友资料更新通知
*
* @param profiles 资料列表（TIMUserProfile*）
*/
- (void)onFriendProfileUpdate:(NSArray*)profiles;

/**
* 好友申请通知
*
* @param reqs 好友申请者id列表（TIMSNSChangeInfo*）
*/
- (void)onAddFriendReqs:(NSArray*)reqs;

@end

@interface TIMUserConfig : NSObject

/**
* 关系链数据本地缓存监听器（加载好友扩展包、enableFriendshipProxy有效）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id<TIMFriendshipListener> friendshipListener;

@end

通过设置 TIMFriendshipListener
变更回调，可以在发生不同事件的时候感知不同的事件，之后可通过同步接口获取信息并更新UI操作。

8.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TIMMessage 中 Elem 类型 TIMSNSSystemElem 为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48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_SNS_SYSTEM_TYPE){
/**
* 增加好友消息
*/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 0x01,
/**
* 删除好友消息
*/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 0x02,
/**
* 增加好友申请
*/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 0x03,
/**
* 删除未决申请
*/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_REQ = 0x04,
};

/**
* 关系链变更详细信息
*/
@interface TIMSNSChangeInfo : NSObject

/**
* 用户 identifier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identifier;

/**
* 申请添加时有效，添加理由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w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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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请时填写，添加来源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ource;

@end

/**
* 关系链变更消息
*/
@interface TIMSNSSystemElem : TIMElem

/**
* 操作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SNS_SYSTEM_TYPE type;

/**
* 被操作用户列表：TIMSNSChangeInfo 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users;

@end

成员说明：

成员

说明

type

变更类型

users

变更的用户列表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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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NSObject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end

@implementation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s) {
for (int i = 0; i < [msg elemCount]; i++) {
TIMElem * elem = [msg getElem:i];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SNSSystemElem class]]) {
TIMSNSSystemElem * system_elem = (TIMSNSSystemElem * )elem;
switch ([system_elem type]) {
cas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for (TIMSNSChangeInfo * info in [system_elem users]) {
NSLog(@"user %@ become friends", [info identifier]);
}
break;
case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for (TIMSNSChangeInfo * info in [system_elem users]) {
NSLog(@"user %@ delete friends", [info identifier]);
}
break;
cas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for (TIMSNSChangeInfo * info in [system_elem users]) {
NSLog(@"user %@ request friends: reason=%@", [info identifier], [info wording]);
}
break;
default:
NSLog(@"ignore type");
break;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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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示例中，当成为好友或者解除好友关系时，打印日志，当有用户申请成为好友时，打印申请理由。

8.1 添加好友系统通知
当两个用户成为好友时，两个用户均可收到添加好友系统消息：

触发时机：

当自己的关系链变更，增加好友时，收到消息（如果已经是单向好友，关系链没有变更的一方不会收到）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users

成为好友的用户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成员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identifier

8.2 删除好友系统通知
当两个用户解除好友关系时，会收到删除好友系统消息：

触发时机：

当自己的关系链变更，删除好友时，收到消息（如果删除的是单向好友，关系链没有变更的一方不会收到）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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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 说明
type |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users | 删除好友的用户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成员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identifier

8.3 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当申请好友时对方需要验证，自己和对方会收到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触发时机：

当申请好友时对方需要验证，自己和对方会收到好友申请系统通知，对方可选择同意或者拒绝，自己不能操作
，只做信息同步之用。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users

申请的好友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 identifier

wording

申请理由

source

申请来源，申请时填写，由系统页面分配的固定字串

8.4 删除未决请求通知
触发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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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申请对方为好友，申请审核通过后，自己会收到删除未决请求消息，表示之前的申请已经通过。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_REQ

users

删除未决请求的好友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 identifier

9. 好友资料变更系统通知
TIMMessage 中 Elem 类型 TIMProfileSystemElem 为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

原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_PROFILE_SYSTEM_TYPE){
/**
* 好友资料变更
*/
TIM_PROFILE_SYSTEM_FRIEND_PROFILE_CHANGE = 0x01,
};

/**
* 资料变更系统消息
*/
@interface TIMProfileSystemElem : NSObject

/**
* 变更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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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PROFILE_SYSTEM_TYPE type;

/**
* 资料变更的用户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fromUser;

/**
* 资料变更的昵称（如果昵称没有变更，该值为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nickName;

@end

成员说明：

成员

说明

type

资料变更类型

fromUser

资料变更的用户

nickName

昵称变更，注意，如果昵称没有变更，为 nil

10. 未决请求
未决请求即为等待处理的请求，比如设置了需要验证好友，对方申请时会有未决请求，如果同意或者拒绝这个
申请，未决请求会变为已决。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getFutureFriends 方法可以从 Server 获取未决请求列表。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Ex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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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决请求和好友推荐拉取
*
* @param flags 获取的资料标识
* @param futureFlag 获取的类型，按位设置
* @param custom 自定义字段，（尚未实现，填nil）
* @param meta 请求信息，参见 TIMFriendFutureMeta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 (int)getFutureFriends:(TIMProfileFlag)flags futureFlag:(TIMFutureFriendType)futureFlag
custom:(NSArray*)custom meta:(TIMFriendFutureMeta*)meta succ:(TIMGetFriendFutureLis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flags

获取的资料标志，详见 TIMProfileFlag

futureFlag

获取的未决标记，如未决，已决，推荐等类型

custom

自定义字段，如要获取填写

meta

请求信息，参见 TIMFriendFutureMeta 定义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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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推送（iOS SDK）

1. 概述
1.1 推送原理
如想要接收APNs离线消息通知，需要在腾讯云管理平台提交Push证书，在客户端每次登录时，获取并通过API
接口上报Token。详细推送原理可参阅：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APNs推送功能只用于通知用户，如果APP在前台，以 onNewMessage
回调获取新消息为准，didReceiveRemoteNotification 获取到的消息由于不可控，可以忽略。

1.2 证书申请流程
APNs 证书申请流程可参考文档：Apple推送证书申请。

1.3 上传证书到控制台
完成APNs 证书申请以后，需要把生成的p12证书上传到控制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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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有几个注意点：

1. 上传证书名最好使用全英文（尤其不能使用括号等特殊字符）
2. 上传证书生效时间为10分钟左右
3. 上传证书需要设置密码，无密码收不到推送
4. 注意生产环境的选择，发布AppStore的证书需要设置为生产环境，否则无法收到推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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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传的p12证书必须是自己申请的真实有效的证书

1.4 客户端实现APNs推送
客户端要实现接收APNs推送，需要实现4个部分：向苹果后台请求DeviceToken、
登录SDK后上传Token到腾讯云、APP进入后台时上报切后台事件、APP进入前台时上报切前台事件。

向苹果后台请求DeviceToken请参考如下代码：

- (void)registNotification
{
if ([[[UIDevice currentDevice] systemVersion] floatValue] >= 8.0)
{
[[UIApplication sharedApplication] registerUserNotificationSettings:[UIUserNotificationSettings
settingsForTypes:(UIUserNotificationTypeSound | UIUserNotificationTypeAlert |
UIUserNotificationTypeBadge) categories:nil]];
[[UIApplication sharedApplication] 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s];
}
else
{
[[UIApplication sharedApplication] 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Types:
(UIUserNotificationTypeBadge | UIUserNotificationTypeSound | UIUserNotificationTypeAlert)];
}
}

/**
* 在AppDelegate的回调中会返回DeviceToken，需要在登录后上报给腾讯云后台
/**
-(void)application:(UIApplication *)app did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sWithDeviceToken:(NSData
*)deviceToken
{
[[IMAPlatform sharedInstance] configOnAppRegistAPNSWithDeviceToken:deviceToken];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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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Token到腾讯云请参考如下代码，填写参数时busiId需要和控制台分配的证书ID保持一致：

- (void)configOnAppRegistAPNSWithDeviceToken:(NSData *)deviceToken
{
DebugLog(@"did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sWithDeviceToken:%ld", (unsigned long
)deviceToken.length);
NSString *token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 deviceToken];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log:TIM_LOG_INFO tag:@"SetToken" msg:[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My Token is :%@", token]];
TIMTokenParam *param = [[TIMTokenParam alloc] init];

/* 用户自己到苹果注册开发者证书，在开发者账号中下载并生成证书(p12文件)，将生成的p12文件传到腾讯证
书管理控制台，控制台会自动生成一个证书id，将证书id传入一下busiId参数中。*/
#if kAppStoreVersion

// AppStore版本
#if DEBUG
param.busiId = 2383;
#else
param.busiId = 2382;
#endif

#else
//企业证书id
param.busiId = 2516;
#endif

[param setToken:deviceToke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Token:param];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Token:param succ:^{

NSLog(@"-----> 上传token成功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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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g(@"-----> 上传token失败 ");
}];
}

上报切后台事件请参考如下代码：

- (void)applicationDidEnterBackground:(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
__block UIBackgroundTaskIdentifier bgTaskID;
bgTaskID = [application beginBackgroundTaskWithExpirationHandler:^ {

//不管有没有完成，结束background_task任务
[application endBackgroundTask: bgTaskID];
bgTaskID = UIBackgroundTaskInvalid;
}];

[[IMAPlatform sharedInstance] configOnAppEnterBackground];
}

- (void)configOnAppEnterBackground
{
NSUInteger unReadCount = [[IMAPlatform sharedInstance].conversationMgr
unReadMessageCount];
[UIApplication sharedApplication].applicationIconBadgeNumber = unReadCount;

TIMBackgroundParam *param = [[TIMBackgroundParam alloc] init];
[param setC2cUnread:(int)unReadCoun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doBackground:param succ:^() {
DebugLog(@"doBackgroud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DebugLog(@"Fail: %d->%@", code, 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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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切前台事件请参考如下代码：

- (void)applicationDidBecomeActive:(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doForeground:^() {
DebugLog(@"doForegroud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DebugLog(@"Fail: %d->%@", code, err);
}];
}

具体操作请参考视频：云通信IM-iOS ImSDK离线推送。

2. 推送格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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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用推送规则
对于单聊消息，APNs推送规则为：

昵称:内容

其中昵称是发送方用户昵称，如果未设置昵称，则只显示内容。

对于群聊消息，APNs 推送规则为：

名称(群名):内容

其中名称为群名片或者发送者昵称，优先级为 群名片 > 群名。

2.2 不同类型消息推送规则
APNs 推送内容部分为消息体中各个Elem内容组合：

文本Elem：直接显示内容
语音Elem：显示 [语音]
文件Elem：显示 [文件]
图片Elem：显示 [图片]
自定义Elem：显示desc字段内容

例如：
一条消息中包含 文本Elem和图片Elem，文本内容为Test，最终显示的内容为： Test[图片]
另外一条消息中内容为空，则不进行下发，例如如果消息中只有自定义Elem，并且desc为空，则不进行下发；

这里不用关心是否托管账号还是独立账号，只要设置了昵称或者群名推送消息就会带上。

3. 多APP支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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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需要多APP互通的场景，可在多个APP中写同一个sdkappid，可实现消息互通，由于多个APP推送证书不
同，所以需要在控制台上提交多个证书，每个证书在IM通讯云上生成一个编号，可参考 1.4 客户端流程
设置证书，并提供当前证书的编号。

4. 推送声音
4.1 设置自己的推送声音
不同用户可能想使用不通的推送声音，sdk提供了设置用户声音的接口，可实现单聊声音、群组声音、音视频
（暂不支持）声音的设置，也可在用户级别设置是否接收推送。

/**
* APNs 配置
*/
@interface TIMAPNSConfig : NSObject
/**
* 是否开启推送：0-不进行设置 1-开启推送 2-关闭推送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openPush;
/**
* C2C消息声音,不设置传入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c2cSound;

/**
* Group消息声音,不设置传入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groupSound;

/**
* Video声音,不设置传入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videoSou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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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APNS配置
*
* @param config APNS配置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setAPNS:(TIMAPNSConfig*)confi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nfig

设置配置
openPush ： 是否开启推送 0-不进行设置 1-开启推送
2-关闭推送
c2cSound ： 单聊声音，文件名
groupSound ： 群组声音，文件名
videoSound ： 音视频邀请声音，文件名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4.2 获取自己的推送声音
界面展示如果需要获取推送声音，可使用 getAPNSConfig
获取，此接口每次都从服务器同步数据，不会进行本地缓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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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APNS配置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配置信息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getAPNSConfig:(TIMAPNSConfig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APNSConfig 结构体

fail

失败回调

4.3 每条离线推送属性
如果需要定制每条消息的展示文本、扩展字段、提示音、是否推送属性，可以在消息设置TIMOfflinePushInfo
，此条消息在推送时，会替
换用户原有的默认属性。可实现每条消息定制化推送。
填入kIOSOfflinePushNoSound到sound属性时接收端强制为静音提示

/**
填入sound字段表示接收时不会播放声音
*/
extern NSString * const kIOSOfflinePushNoSound;

@interface TIMAndroidOfflinePushConfig : NS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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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7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 离线推送时展示标签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title;
/**
* Android离线Push时声音字段信息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ound;
/**
* 离线推送时通知形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AndroidOfflinePushNotifyMode notifyMode;

@end

@interface TIMIOSOfflinePushConfig : NSObject
/**
* 离线Push时声音字段信息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ound;
/**
* 忽略badge计数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ignoreBadge;
@end

@interface TIMOfflinePushInfo : NSObject
/**
* 自定义消息描述信息，做离线Push时文本展示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desc;
/**
* 离线Push时扩展字段信息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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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ext;
/**
* 推送规则标志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OfflinePushFlag pushFlag;
/**
* iOS离线推送配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IOSOfflinePushConfig * iosConfig;
/**
* Android离线推送配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AndroidOfflinePushConfig * androidConfig;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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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接入服务（iOS SDK）

1 初始化
初始化需要调用三个接口，分别是QALSDK的initQal，QALHttpSDK的setCacheMaxSize和init
首先，初始化QALSDK，初始化接口需要填写一个参数，参数sdkAppid为申请app时获得的sdkappid

/*
@Description 初始化QALSDK
@param sdkAppid 在app申请页面上的产品id
*/
-(id)initQal:(int) sdkAppid;

调用示例

[[QalSDKProxy sharedInstance] initQal:sdkAppid;

接下来，设置Http的缓存大小，参数size为缓存大小，单位为字节，填0表示关闭Cache

/*
@Description 设置Http缓存大小，空闲空间不足时将通过LRU淘汰数据
@param size http缓存大小
*/
+(void)setCacheMaxSize:(size_t)size

调用示例

[QALHttpRequest setCacheMaxSize:4096000];//设置cache大小,单位字节

最后，初始化QALHttp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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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init;

调用示例

[QALHttpRequest init];//初始化http sdk

2 发送Http GET请求
发送Http GET请求，示例如下，具体参数设置接口可参阅QALHttpRequest.h：

NSString *fullurl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http://www.qq.com"];
NSURL* url = [[NSURL alloc] initWithString:fullurl];
QALHttpRequest* request = [[QALHttpRequest alloc] initWithURL:url];
[request setRequestMethod:@"GET"];
[request startAsynchronous:self];

实现QALHTTPRequestDelegate的回调方法，处理http响应

/*
请求完成回调
*/
- (void)requestFinished:(QALHttpRequest *)request;

/*
请求失败回调
*/
- (void)requestFailed:(int)errCode andErrMsg:(NSString*)errMsg;

处理http响应示例，具体值获取的接口可参阅QALHttpRequest.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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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requestFinished:(QALHttpRequest *)request
{
//收到响应包
NSLog(@"receive response");

//可以通过get接口拿到响应内容，接口参阅QALHttpRequest.h
NSLog(@"status code:%i",[request getResp_status_code]);
NSMutableArray* cookies = [request getResp_cookie];
int num = (int)[cookies count];
for(unsigned int i = 0 ; i< num; i++)
{
NSLog(@"cookie:%@",[cookies objectAtIndex:i]);
}
NSData* body = [request getResp_body];
NSLog(@"resp body size:%i",(int)[body length]);
}

-(void)requestFailed:(int)errCode andErrMsg:(NSString *)errMsg
{
NSLog(@"request fail,errcode:%i,errmsg:%@",errCode,errMsg);
}

3 发送Http POST请求
NSURL* url = [[NSURL alloc] initWithString:@"http://stat.m.jd.com/stat/access"];
QALFormDataRequest* request = [[QALFormDataRequest alloc] initWithURL:url];
[request setRequestMethod:@"POST"];
[request setCharSet:@"charset=utf-8"];
[request addPostValue:@"value1" forKey:@"key1"];
[request addPostValue:@"value2" forKey:@"key2"];
[request startAsynchronous: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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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QALHTTPRequestDelegate的回调方法，处理http响应

/*
请求完成回调
*/
- (void)requestFinished:(QALHttpRequest *)request;

/*
请求失败回调
*/
- (void)requestFailed:(int)errCode andErrMsg:(NSString*)errMsg;

处理http响应示例，具体值获取的接口可参阅QALHttpRequest.h：

-(void)requestFinished:(QALHttpRequest *)request
{
//收到响应包
NSLog(@"receive response");

//可以通过get接口拿到响应内容，接口参阅QALHttpRequest.h
NSLog(@"status code:%i",[request getResp_status_code]);
NSMutableArray* cookies = [request getResp_cookie];
int num = (int)[cookies count];
for(unsigned int i = 0 ; i< num; i++)
{
NSLog(@"cookie:%@",[cookies objectAtIndex:i]);
}
NSData* body = [request getResp_body];
NSLog(@"resp body size:%i",(int)[body length]);
}

-(void)requestFailed:(int)errCode andErrMsg:(NSString *)errM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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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g(@"request fail,errcode:%i,errmsg:%@",errCode,errMsg);
}

4 错误码
错误码

含义

是否需要app处理

6

请求没有响应，超时

否

-21022

回包包体Protobuf解包失败

否

-21021

回包字符串解码失败

否

-21020

回包解析Json格式失败

否

-21017

回包分片不完整

否

-21016

回包包体解压缩失败

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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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v2.x版本文档
概述（iOS SDK）

1. ImSDK集成
本节主要介绍如何创建一个应用，并集成ImSDK。

1.1 支持版本
ImSDK.framework 支持iOS 7.0 及以上系统。

1.2 下载ImSDK
从 官网 下载ImSDK开发包，主要包括：ImSDK.framework、IMCore.framework、TLSSDK.framework、Q
ALSDK.framework。各个包的说明如下：

必选SDK：必须是一个版本成套使用，不同版本不可混用

ImSDK.framework IM接口SDK
QALSDK.framework 网络SDK
TLSSDK.framework 登录SDK

可选SDK：

IMCore.framework IM核心功能
如果使用IM聊天必须加入，如果只用登录功能（如只使用音视频的情况，可不加入）
如果不加入IMCore.framework，使用时需 #import
"ImSDK/ImSDKSimple.h"，不要包含其他头文件，否则可能会引起编译错误
IMSDKBugly.framework Crash上报功能
如无特殊需要，推荐使用，在控制台页面可以查看Crash率等信息
如果不加入此SDK，需要调用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disableCrashReport];
禁用功能

其他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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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LHttpSDK.framework 网络透传SDK
只有用到网络透传功能时使用

1.3 创建应用
创建一个新工程，填入工程名，这里以IMDemo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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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集成ImSDK
选中IMDemo的Target，在General面板中的Linked Frameworks and Libraries添加依赖库。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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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添加的依赖库有：

CoreTelephony.framework
SystemConfiguration.framework
libc++.dylib
libstdc++.6.dylib
libz.dylib
libsqlite3.dylib
ImSDK.framework
IMCore.framework
TLSSDK.framework
QALSDK.framework
IMSDKBugly.framework

其中 ImSDK.framework、IMCore.framework、TLSSDK.framework、QALSDK.framework
为步骤1.1.1下载的SDK，其余均为系统内置库。另外需要在Build Setting中Other Linker Flags添加-Obj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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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功能开发
在调用代码中引入ImSDK.framework头文件ImSDK.h，根据后续章节的开发指引进行功能的开发。其中函数
调用顺序可参见（1.2.2 调用顺序介绍）。

2. ImSDK 基本概念
会话：ImSDK中会话(Conversation)分为两种，一种是C2C会话，表示单聊情况自己与对方建立的对话，读取
消息和发送消息都是通过会话完成；另一种是群会话，表示群聊情况下，群内成员组成的会话，群会话内发送
消息群成员都可接收到。

如下图所示，一个会话表示与一个好友的对话：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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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ImSDK中消息(Message)表示要发送给对方的内容，消息包括若干属性，如是否自己已读，是否已经发
送成功，发送人帐号，消息产生时间等；一条消息由若干Elem组合而成，每种Elem可以是文本、图片、表情
等等，消息支持多种Elem组合发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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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Id：群组Id唯一标识一个群，由后台生成，创建群组时返回。

2.1 ImSDK对象简介
iOS ImSDK 对象主要分为通讯管理器，会话、消息，群管理，具体的含义参见下表：

对象

介绍

功能

TIMManager

管理器类，负责基本的SDK操作

初始化登录、注销、创建会话等

TIMConversation

会话，负责会话相关操作

如发送消息，获取会话消息缓存，获
取未读计数等

TIMMessage

消息

包括文本、图片等不同类型消息

TIMGroupManager

群管理器

负责创建群，增删成员，以及修改群
资料等

TIMFriendshipManager

资料关系链管理

负责获取、修改好友资料和关系链信
息

2.2 调用顺序介绍
ImSDK调用API需要遵循以下顺序，其余辅助方法需要在登录成功后调用。

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初始化

TIMManager :

设置消息回调

setMessageListen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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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初始化

TIMManager : setConnListener

设置链接通知回调

初始化

TIMManager : initSdk

初始化SDK

登录

TIMManager : login

登录

消息收发

TIMManager : getConversation

获取会话

消息收发

TIMConversation : sendMessage 发送消息

群组管理

TIMGroupManager

群组管理

资料关系链

TIMFriendshipManager

资料关系链管理

注销

TIMManager : logout

注销（用户可选）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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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iOS SDK）

1. 获取通讯管理器
ImSDK一切操作都是由通讯管理器TIMManager开始，SDK操作第一步需要获取TIMManager单例：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管理器实例
*
* @return 管理器实例
*/
+(TIMManager*)sharedInstance;
@end

示例：

TIMManager * manager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2. 新消息通知
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需要感知新消息的通知，这时只需注册新消息通知回调 TIMMessageListener，在用户登
录状态下，会拉取离线消息，为了不漏掉消息通知，需要在登录之前注册新消息通知。

原型：

@protocol TIMMessageListener
@optional
/**
* 新消息通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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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msgs 新消息列表，TIMMessage 类型数组
*/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end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int) setMessageListener: (id)listener;

@end

回调消息内容通过参数TIMMessage传递，通过TIMMessage可以获取消息和相关会话的详细信息，如消息文
本，语音数据，图片等等，可参阅（4.5消息解析）部分。

示例：

@interface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NSObject
- (void)onNewMessage:(TIMMessage*) msg;
@end

@implementation TIMMessageListenerImpl
@synthesize onMessage;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
NSLog(@"NewMessages: %@", msgs);
}
@end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impl = [[TIMMessage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MessageListener:impl];

示例中设置消息回调通知，并且在有新消息时直接打印消息，更详细的消息解析，可参阅（4.5消息解析）部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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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网络事件通知
可选设置，如果要用户感知是否已经连接服务器，需要设置此回调，用于通知调用者跟通讯后台链接的连接和
断开事件，另外，如果断开网络，等网络恢复后会自动重连，自动拉取消息通知用户，用户无需关心网络状态
，仅作通知之用。注意：这里的网络事件不表示用户本地网络状态，仅指明SDK是否与IM云Server连接状态。
只要用户处于登录状态，ImSDK内部会进行断网重连，用户无需关心。

原型：

/**
* 连接通知回调
*/
@protocol TIMConnListener@optional
/**
* 网络连接成功
*/
- (void)onConnSucc;

/**
* 网络连接失败
*
* @param code 错误码
* @param err 错误描述
*/
- (void)onConnFailed:(int)code err:(NSString*)err;

/**
* 网络连接断开
*
* @param code 错误码
* @param err 错误描述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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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onDisconnect:(int)code err:(NSString*)err;

@end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int) setConnListener: (id)listener;

@end

示例：

以下示例监听网络事件，并输出日志。

@interface TIMConnListenerImpl : NSObject{
}

- (void)onConnSucc;
- (void)onConnFailed:(int)code err:(NSString*)err;
- (void)onDisconnect:(int)code err:(NSString*)err;
@end

@implementation TIMConnListenerImpl

- (void)onConnSucc {
NSLog(@"Connect Succ");
}

- (void)onConnFailed:(int)code err:(NSString*)err {
// code 错误码：具体参见错误码表
NSLog(@"Connect Failed: code=%d, err=%@", code, e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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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onDisconnect:(int)code err:(NSString*)err {
// code 错误码：具体参见错误码表
NSLog(@"Disconnect: code=%d, err=%@", code, err);
}

@end

TIMConnListenerImpl * connListenerImpl = [[TIMConn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ConnListener:connListenerImpl];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itSdk];

4. 日志事件
SDK内部会进行打印日志，如果调用方有自己统一的日志收集方式，可以设置日志回调事件，SDK会把日志通
过回调返给调用方，但ImSDK仍然内部仍然会打印，如果需要禁掉，可以通过设置控制台不打印日志，或者设
置日志级别。

回调通过两种形式，一种可使用闭包进行回调；另一种使用protocol接口回调。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日志函数
*
* @param cb 日志函数，SDK打印日志会通过此函数返给调用方，内部不进行打印
*/
-(void) setLogFunc:(TIMLogFunc)cb;

/**
* 设置日志监听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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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cb 日志监听，SDK打印日志会通过此接口返给调用方，内部不进行打印
*/
-(void) setLogListener:(id)cb;

@end

示例：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LogFunc:^(NSString* content) {
NSLog(@"%@", content);
}];
示例中通过闭包回调打印日志到控制台。

5. 用户状态变更
用户状态变更的时候，SDK会有相应的通知。通过

TIMManager

中的

setUserStatusListener

方法可以设置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来对相应的通知进行监听。目前用户状态变更有两种通知，具体可参见
用户被踢下线通知 和
用户票据过期通知。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登录帐号后才能正常使用消息、群组和好友功能。

原型：

/**
* 用户在线状态通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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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ocol TIMUserStatusListener@optional
/**
* 踢下线通知
*/
- (void)onForceOffline;

/**
* 用户登录的userSig过期（用户需要重新获取userSig后登录）
*/
- (void)onUserSigExpired;

@end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用户状态通知回调
*
* @param listener 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setUserStatusListener: (id)listener;

@end

示例：

@interface TIMUserStatusListenerImpl : NSObjec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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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onForceOffline;

- (void)onUserSigExpired;
@end

@implementation TIMUserStatusListenerImpl

- (void)onForceOffline {
NSLog(@"force offline");
}

- (void)onUserSigExpired {
NSLog(@"userSig expired");
}
@end

TIMUserStatusListenerImpl * impl = [[TIMUserStatus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UserStatusListener : impl];

示例中当用户被踢下线时，收到回调后打印日志。

5.1 用户被踢下线通知
用户如果在其他终端登录，会被踢下线，这时会收到用户被踢下线的通知。如果设置了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
器（参见 用户状态变更），则可以在监听器的回调方法

onForceOffline

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出现这种情况常规的做法是提示用户进行操作（退出，或者再次把对方踢下线）。

注意：
用户如果在离线状态下被踢，下次登录将会失败，可以给用户一个非常强的提醒（登录错误码ERR_IM
SDK_KICKED_BY_OTHERS：6208），开发者也可以选择忽略这次错误，再次登录即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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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线情况下的互踢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示中，用户在设备1登录，保持在线状态下，该用户又在设备2登录，这时用户会在设备1上强制下线，收到o
nForceOffline回调。用户在设备1上收到回调后，提示用户，可继续调用login上线，强制设备2下线。这里是
在线情况下互踢过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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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离线状态互踢如下图所示：

用户在设备1登录，没有进行logout情况下进程退出（此时可接收iOS远程推送消息）。该用户在设备2登录，
此时由于用户不在线，无法感知此事件，为了显式提醒用户，避免无感知的互踢，用户在设备1重新登录时，会
返回（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6208）错误码，表明之前被踢，是否需要把对方踢下线。如果需
要，则再次调用login强制上线，设备2的登录的实例将会收到onForceOffline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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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用户票据过期通知
在用户登录（参见
登录
）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个用户票据，而这个用户票据在生成的时候是有一个有效使用期限的。在正常使用过程
中，如果超过了用户票据的使用期限时，SDK与服务器的交互会因为票据验证失败而操作失败，这个时候SDK
会给出用户票据过期的通知。如果设置了用户状态变更通知监听器（参见 用户状态变更
），则可以在监听器的回调方法

onUserSigExpired

中进行相应的处理，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仍需要继续与服务器进行交互，则需要更换票据后重新登录。

6. Crash上报
ImSDK内部集成了Bugly系统（http://bugly.qq.com )，当应用crash后，会自动上报到平台，用户可以根据B
ugly文档指示上传符号表，显示crash详细信息，如果用户有自己的上报组件，可调用disableCrashReport接
口禁用上报。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禁用Crash上报，由用户自己上报，如果需要，必须在initSdk之前调用
*/
-(void) disableCrashReport;

@end

示例：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disableCrashRepor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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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置日志级别
ImSDK内部日志级别可通过setLogLevel进行修改，控制ImSDK的日志输出。

原型：

/**
* 设置日志级别，在initSDK之前调用
*
* @param level 日志级别
*/
-(void) setLogLevel:(TIMLogLevel)level;

可以通过设置日志级别为TIM_LOG_NONE来关闭ImSDK的日志输出，提升性能，建议在开发期间打开日志，
方便排查问题。

8. 控制台不打印日志或修改日志路径
默认ImSDK日志会打印到控制台，如果调试期间干扰太多，可选择关闭控制台日志（此时文件日志仍然会打印
，可设置日志级别禁用），另外也可以修改默认的存储路径，方便管理。

原型：

/**
* 初始化日志设置，必须在initSdk之前调用，在initSdk之后设置无效
*
* @param isEnableLogPrint 是否开启日志打印
* @param logPath 日志文件路径
*/
-(void) initLogSettings: (BOOL)isEnableLogPrint logPath:(NSString*) logPat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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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日志文件路径
*/
-(NSString *) getLogPath;

/**
* 是否开启sdk日志打印
*/
-(BOOL) getIsLogPrintEnabled;

如果不修改日志路径，仅修改级别，可使用 getLogPath 获取默认路径传入
initLogSettings。日志默认路径在APP目录下：

Library/Caches/imsdk_YYYYMMDD.log

。

9. 禁用存储
默认情况ImSDK会进行消息的存储，如无需存储，可选择关闭存储来提升处理性能：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禁用存储，在不需要消息存储的场景可以禁用存储，提升效率
*/
-(void) disableStorage;
@end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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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disableStorage];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itSdk];

10. 通讯管理器初始化
在使用SDK进一步操作之前，需要初始SDK：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int) initSdk;
@end

示例：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it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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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iOS SDK）

1. 登录
用户登录腾讯后台服务器后才能正常收发消息，登录需要用户提供accountType、identifier、userSig等信息
，具体含义可参阅帐号文档。

注意：如果此用户在其他终端被踢，登录将会失败，返回错误码（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
：6208）。开发者必须进行登录错误码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的判断。关于被踢的详细描
述，参见2.6 用户状态变更。

如果用户保存用户票据，可能会存在过期的情况，如果用户票据过期，login将会返回 70001
错误码，开发者可根据错误码进行票据更换。

登录为异步过程，通过回调函数返回是否成功，成功后方能进行后续操作。登录成功或者失败后，有两种回调
方式，一种使用闭包，succ和fail两种闭包回调，另一种使用protocol，用户实现TIMCallback接口进行回调。

注意：只要登录成功以后，用户没有主动登出或者被踢，网络变更会自动重连，无需开发者关心。不过特别需
要注意被踢操作，需要注册用户状态变更回调，否则被踢时得不到通知。

原型：

// 登录信息
@interface TIMLoginParam : NSObject{
NSString* accountType; // 用户的账号类型
NSString* identifier; // 用户名
NSString* userSig; // 鉴权Token
NSString* appidAt3rd; // App用户使用OAuth授权体系分配的Appid
int sdkAppId; // 用户标识接入SDK的应用ID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97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在自有帐号情况下：appidAt3rd字段与sdkAppId相同，其他字段sdkAppId、accountType、identifier、use
rSig填写相应内容。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TIMManager 登录：闭包方式回调
-(int) login: (TIMLoginParam *)param succ:(TIMLogin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登录：TIMLoginCallback回调
-(int) login: (TIMLoginParam *)param cb:(id)cb;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ram

登录参数，详细信息参见 TIMLoginParam 结构说明

succ

登录成功回调

fail

登录失败回调

示例1：

TIMLoginParam * login_param = [[TIMLoginParam alloc ]init];

// accountType 和 sdkAppId 通讯云管理平台分配
// identifier为用户名，userSig 为用户登录凭证
// appidAt3rd 在私有帐号情况下，填写与sdkAppId 一样
login_param.accountType = @"107";
login_param.identifier = @"iOS_001";
login_param.userSig = @"usersig";
login_param.appidAt3rd = @"123456";

login_param.sdkAppId = 123456;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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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login: login_param succ:^(){
NSLog(@"Login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Login Failed: %d->%@", code, err);
}];

示例1展示了使用闭包回调方式进行登录。

示例2：

@interface LoginCallback : NSObject
- (void) onSucc;
- (void)onErr:(int)errCode errMsg:(NSString*)errMsg;

@end

@implementation LoginCallback

- (void) onSucc {
NSLog(@"Login Succ");
}
- (void)onErr:(int)errCode errMsg:(NSString*)errMsg {
NSLog(@"Login Failed: code=%d, err=%@", errCode, errMsg);
}

@end

TIMLoginParam * login_param = [[TIMLoginParam alloc ]init];

// accountType 和 sdkAppId 通讯云管理平台分配
// identifier为用户名，userSig 为用户登录凭证
// appidAt3rd 在私有帐号情况下，填写与sdkAppId 一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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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n_param.accountType = @"107";
login_param.identifier = @"iOS_001";
login_param.userSig = @"usersig";
login_param.appidAt3rd = @"123456";

login_param.sdkAppId = 123456;

LoginCallback * login_cb = [[LoginCallback alloc] ini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login: login_param cb:login_cb];

示例2展示了使用protocol回调方式进行登录。

2. 登出
如用户主动注销或需要进行用户的切换，则需要调用注销操作：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登出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登出成功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吗和错误信息
*
* @return 0 发送登出包成功，等待回调
*/
-(int) logout:(TIMLogin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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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logout:^() {
NSLog(@"logout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logout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注意：在需要切换帐号时，需要logout回调成功或者失败后才能再次login，否则login可能会失败。

3. 无网络情况下查看消息
如用当前网络异常，或者想在不调用login的时候查看用户消息，可调用initStorage方法初始化存储，完成后
可获取会话列表和消息：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初始化存储，仅查看历史消息时使用，如果要收发消息等操作，如login成功，不需要调用此函数
*
* @param param 登陆参数（userSig 不用填写）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收到回调时，可以获取会话列表和消息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请求成功
*/
-(int) initStorage: (TIMLoginParam *)param succ:(TIMLogin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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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参数说明：

param 与登录参数相同，userSig可不填
succ 成功回调，成功后可获取会话列表，以及进一步登录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LoginParam * login_param = [[TIMLoginParam alloc ]init];

// accountType 和 sdkAppId 通讯云管理平台分配
// identifier为用户名
// appidAt3rd 在私有帐号情况下，填写与sdkAppId 一样
login_param.accountType = @"107";
login_param.identifier = @"iOS_001";
login_param.appidAt3rd = @"123456";

login_param.sdkAppId = 123456;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itStorage: login_param succ:^(){
NSLog(@"Init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Init Failed: %d->%@", code, err);
}];

示例中初始化存储，成功后可获取会话列表。

4. 获取当前登陆用户
通过TIMManager成员方法getLoginUser可以获取当前用户名，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判断是否已经登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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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当前登陆的用户
*
* @return 如果登陆返回用户的identifier，如果未登录返回nil
*/
-(NSString*) getLoginUser;

@end

说明：
返回值为当前登陆的用户名，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自有账号登陆，用户名与登陆所传入的identifier
相同，如果是第三方账号，如微信登陆，QQ登陆等，登陆后会有内部转换过的identifer，后续搜索好
友，入群等，都需要使用转换后的identifier操作。

5. ImSDK同步离线消息
ImSDK 启动后会同步离线消息和最近联系人，最近联系人可通过接口禁用： 禁用最近联系人
。如果不需要离线消息，可以再发消息时使用：发送在线消息。

默认登陆后会异步获取离线消息以及同步资料数据（如果有开启ImSDK存储，可参见关系链资料章节），同步
完成后会通过onRefresh回调通知更新界面，用户得到这个消息时，可以刷新界面，比如会话列表的未读等等
：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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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会话刷新监听
*
* @param listener 刷新监听（当有未读计数变更、会话变更时调用）
*
* @return 0 设置成功
*/
-(int) setRefreshListener: (id<TIMRefreshListener>)listener;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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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收发（iOS SDK）

1. 消息发送
1.1 通用消息发送
a. 会话获取

会话是指面向一个人或者一个群组的对话，通过与单个人或群组之间会话收发消息，发消息时首先需要先获取
会话，获取会话需要指定会话类型（群组&单聊），以及会话对方标志（对方帐号或者群号）。获取会话由
getConversation 实现：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会话
*
* @param type 会话类型，TIM_C2C 表示单聊 TIM_GROUP 表示群聊
* @param receiver C2C 为对方帐号identifier， GROUP 为群组Id
*
* @return 会话对象
*/
-(TIMConversation*) getConversation: (TIMConversationType)type receiver:(NSString *)receiver;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会话类型，如果是单聊，填写
TIM_C2C，如果是群聊，填写TIM_GROUP

receiv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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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群聊情况下，receiver为群组Id

示例：

通过指定类型，获取相应会话。
以下示例获取对方identifier 为"iOS-001"的单聊会话：

TIMConversation * c2c_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001"];

以下示例获取群组Id为"TGID1JYSZEAEQ"的群聊会话：

TIMConversation * grp_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GROUP
receiver:@"TGID1JYSZEAEQ"];

b. 消息发送

通过 TIMManager 获取会话 TIMConversation后，可发送消息和获取会话缓存消息；
ImSDK中消息的解释可参阅（1.2.1. ImSDK对象简介)。
ImSDK中的消息由TIMMessage表达， 一个TIMMessage 由多个 TIMElem
组成，每个TIMElem可以是文本和图片，也就是说每一条消息可包含多个文本和多张图片。

发消息通过 TIMConversation 的成员 sendMessage
实现，有两种方式实现，一种使用闭包，另一种调用方实现protocol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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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int) sendMessage: (TIMMessage*)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int) sendMessage: (TIMMessage*)msg cb:(id)cb;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sg

消息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cb

TIMCallback protocol 回调

以下分别解释发送文本、图片等不同类型的消息。

1.2 文本消息发送
文本消息由 TIMTextElem 定义：

@interface TIMTextElem : TIMElem {
NSString * text;
}

text 传递需要发送的文本消息：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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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TextElem * text_elem = [[TIMTextElem alloc] init];

[text_elem setText:@"this is a text message"];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text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其中失败回调中，code表示错误码，具体可参阅错误码，err表示错误描述。

1.3 图片消息发送
图片消息由TIMImageElem定义。它是TIMElem的一个子类，也就是说图片也是消息的一种内容。
发送图片的过程，就是将TIMImageElem加入到TIMMessage中，然后随消息一起发送出去。详细如下：

TIMImageElem原型：

/**
* 存储要发送的图片路径，必须是本地路径，可参考下面示例
*/
@interface TIMImageElem : TIMElem

/**
* 要发送的图片路径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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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时不用关注，接收时保存生成的图片所有规格，用法详见4.5.2节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imageList;

/**
* 图片压缩等级，详见 TIM_IMAGE_COMPRESS_TYPE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IMAGE_COMPRESS_TYPE level;

/**
* 查询上传进度
*/
- (uint32_t) getUploadingProgress;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th

存储要发送的图片路径，必须是本地路径，可参考下面
示例

imageList

发送时不用关注，接收时保存生成的图片所有规格，可
以参阅图片消息接收部分

level

发送图片前对图片进行压缩，level表示压缩等级，详见
TIM_IMAGE_COMPRESS_TYPE 定义

发送图片时，只需要设置图片路径path。发送成功后可通过 imageList 获取所有图片类型。另外通过
getUploadingProgress 方法可查询当前上传进度。

图片发送示例：

/**
* 获取聊天会话, 以同用户iOS-001的单聊为例，群聊可参见4.1节a部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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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Conversation * c2c_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001"];

/**
* 构造一条消息
*/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
* 构造图片内容
*/
TIMImageElem * image_elem = [[TIMImageElem alloc] init];
image_elem.path = @"/xxx/imgPath.jpg";

/**
* 将图片内容添加到消息容器中
*/
[msg addElem:image_elem];

/**
* 发送消息
*/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成功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失败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示例中发送了一张绝对路径是@"/xxx/imgPath.jpg"的图片。

1.4 表情消息发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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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消息由 TIMFaceElem 定义，SDK并不提供表情包，如果开发者有表情包，可使用 index 存储表情在表情
包中的索引，由用户自定义，或者直接使用data存储表情二进制信息以及字符串key，都由用户自定义，SDK
内部只做透传：

@interface TIMFaceElem : TIMElem

/**
* 表情索引，用户自定义
*/
@property(nonatomic, assign) int index;
/**
* 额外数据，用户自定义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ata * data;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ndex

表情索引标号，由开发者定义

data

表情二进制数据，由开发者定义

index 和 data 只需要传入一个即可，ImSDK只是透传这两个数据。

示例：

TIMFaceElem * face_elem = [[TIMFaceElem alloc] init];

[image_elem setIndex:10];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face_ele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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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示例中发送了索引为10的表情，具体10标识哪种表情，需要开发者在两端都持有一份表情包，索引到编号为10
的表情，也可以通过data通过二进制数据来标识。

1.5 语音消息发送
语音消息由 TIMSoundElem
定义，其中data存储语音数据，语
音数据需要提供时长信息，以秒为单位，
注意，一条消息只能有一个语音Elem，添加多条语音Elem时，AddElem函数返回错误1，添加不生效，另外，
语音和文件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时的顺序获取，建议逐个判断elem类型展示，而且语音和文件elem也不保
证按照发送的elem顺序排序。

/**
* 语音消息Elem
*/
@interface TIMSoundElem : TIMElem
/**
* 上传时任务Id，可用来查询上传进度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taskId;
/**
* 上传时，语音文件的路径（设置path时，优先上传语音文件）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 存储语音数据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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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ata * data;
/**
* 语音消息内部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语音数据大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dataSize;
/**
* 语音长度（秒），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second;

/**
* 查询上传进度
*/
- (uint32_t) getUploadingProgress;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th

上传语音的文件路径

data

上传的语音数据，如果传入path，此字段留空即可，p
ath和data二者只需要传入一个，建议使用path

uuid

上传成功以后会生成唯一的标识，用户可以根据此标识
保存文件，ImSDK内部不会保存资源数据

dataSize

语音数据大小

second

语音长度

另外，通过 getUploadingProgress 方法可查询上传进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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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TIMSoundElem * sound_elem = [[TIMSoundElem alloc] init];

[sound_elem setPath:@"./xxx.mp3"];
[sound_elem setSecond:10];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sound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1.6 地理位置消息发送
地理位置消息由
TIMLocationElem定义，其中desc存储位置的描述信息，longitude、latitude分别表示位置的经度和纬度：

@interface TIMLocationElem : TIMElem
/**
* 地理位置描述信息，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desc;
/**
* 纬度，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double latitude;
/**
* 经度，发送消息时设置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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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assign) double longitude;
@end

示例：

NSString *desc= @"腾讯大厦";

TIMLocationElem * location_elem = [[TIMLocationElem alloc] init];

[location_elem setDesc:desc];
[location_elem setLatitude:113.93];
[location_elem setLongitude:22.54];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location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1.7 小文件消息发送
文件消息由 TIMFileElem
定义，另外还可以提供额外的显示文件名信息。
注意：一条消息只能添加一个文件Elem，添加多个文件时，AddElem函数返回错误1，另外，语音和文件elem
不一定会按照添加时的顺序获取，建议逐个判断elem类型展示。

/**
* 文件消息Elem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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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FileElem : TIMElem
/**
* 上传时，文件的路径（设置path时，优先上传文件）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 文件数据，发消息时设置，收到消息时不能读取，通过 getFileData 获取数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ata * data;
/**
* 文件内部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文件大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fileSize;
/**
* 文件显示名，发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filename;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th

文件路径

data

要发送的文件二进制数据。如设置path，可不用设置d
ata，二者只需要设置一个字段即可，推荐使用path

filename

文件名，SDK不校验是否正确，只透传。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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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ileElem * file_elem = [[TIMFileElem alloc] init];

[file_elem setPath:./xxx/a.txt];
[file_elem setFilename:@"a.txt"];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file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1.8 自定义消息发送
自定义消息是指当内置的消息类型无法满足特殊需求，开发者可以自定义消息格式，内容全部由开发者定义，I
mSDK只负责透传。另外如果需要iOS APNs推送，还需要提供一段推送文本描述，方便展示。
自定义消息由 TIMCustomElem定义，其中data 存储消息的二进制数据，其数据格式由开发者定义，desc存
储描述文本。一条消息内可以有多个自定义Elem，并且可以跟其他Elem混合排列，离线Push时叠加每个Elem
的desc描述信息进行下发。

/**
* 自定义消息类型
*/
@interface TIMCustomElem : TIMElem

/**
* 自定义消息二进制数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ata * data;
/**
* 自定义消息描述信息，做离线Push时文本展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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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desc;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data

自定义消息二进制数据

desc

自定义消息描述信息

示例：

// xml协议的自定义消息
NSString * xml = @"testTitlethis is custom msgtest msg body";

// 转换为NSData
NSData *data = [xml dataUsingEncoding:NSUTF8StringEncoding];

TIMCustomElem * custom_elem = [[TIMCustomElem alloc] init];

[custom_elem setData:data];
[custom_elem setDesc:@"this is one custom message"];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msg addElem:custom_elem];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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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拼接一段xml消息，具体展示由开发者决定。

1.9 短视频消息发送
短视频消息由TIMVideoElem定义。它是TIMElem的一个子类，也就是说视频截图和视频内容也是消息的一种
内容。
发送短视频的过程，就是将TIMVideoElem加入到TIMMessage中，然后随消息一起发送出去。详细如下：

TIMImageElem原型：

/**
* 微视频消息
*/
@interface TIMVideoElem : TIMElem

/**
* 上传时任务Id，可用来查询上传进度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taskId;

/**
* 视频文件路径，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videoPath;

/**
* 视频信息，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Video * video;

/**
* 截图文件路径，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napshotPat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1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 视频截图，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Snapshot * snapshot;

/**
* 查询上传进度
*/
- (uint32_t) getUploadingProgress;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elfIdentifier;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askId

SDK分配的任务ID，查询发送进度使用

videoPath

发送短视频时，本地视频文件的路径

video

视频信息，发送消息时设置type、duration参数

snapshotPath

发送短视频时，本地截图文件的路径

snapshot

截图信息，发送消息时设置type、width、height参数

短视频发送示例：

/**
* 获取聊天会话, 以同用户iOS-001的单聊为例，群聊可参见4.1节a部分
*/
TIMConversation * c2c_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00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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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构造一条消息
*/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
* 构短视频内容
*/
TIMVideoElem * videoElem = [[TIMVideoElem alloc] init];
videoElem.videoPath = @"/xxx/videoPath.mp4";
videoElem.video = [[TIMVideo alloc] init];
videoElem.video.type = @"mp4";
videoElem.video.duration = 10;
videoElem.snapshotPath = @"/xxx/snapshotPath.jgp";
videoElem.snapshot = [[TIMSnapshot alloc] init];
videoElem.snapshot.type = @"jpg";
videoElem.snapshot.width = 100;
videoElem.snapshot.height = 200;

/**
* 将短视频内容添加到消息容器中
*/
[msg addElem:videoElem];

/**
* 发送消息
*/
[conversation sendMessage:msg succ:^(){ //成功
NSLog(@"SendMsg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失败
NSLog(@"SendMsg Failed:%d->%@", code, e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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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发送了一个短视频消息。

1.10 Elem顺序
目前文件和语音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顺序传输，其他Elem按照顺序，不过建议不要过于依赖Elem顺序进行
处理，应该逐个按照Elem类型处理，防止异常情况下进程Crash。

1.11 在线消息
对于某些场景，需要发送在线消息，即用户在线时收到消息，如果用户不在线，下次登录也不会看到消息，可
用于通知类
消息，这种消息不会进
行存储，也不会计入未读计数。发送接口与se
ndMessage类似，
注意：2.5.3版本以前只针对单聊消息有效。2.5.3版本以后对群组消息有效(暂不支持AVChatRoom和BChatRo
om类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
* 发送在线消息（服务器不保存消息）
*
* @param msg 消息体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sendOnlineMessage: (TIMMessage*)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1.12 消息转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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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4.0及以上版本，在TIMMessage中提供了copyFrom接口，可以方便地拷贝其他消息的内容到当前消息，
然后将消息重新发送给其他人。

原型：

/**
* 消息
*/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拷贝消息中的属性（ELem、priority、online、offlinePushInfo）
*
* @param srcMsg 源消息
*
* @return 0 成功
*/
- (int)copyFrom:(TIMMessage*)srcMsg;

@end

2. 接收消息
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需要感知新消息的通知，这时只需注册新消息通知回调 TIMMessageListener，如果用户
是登录状态，ImSDK收到新消息会通过此方法抛出，另外需要注意，通过onNewMessage抛出的消息不一定
是未读的消息，只是本地曾经没有过的消息（例如在另外一个终端已读，拉取最近联系人消息时可以获取会话
最后一条消息，如果本地没有，会通过此方法抛出）。在用户登录之后，ImSDK会拉取离线消息，为了不漏掉
消息通知，需要在登录之前注册新消息通知。

原型：

@protocol TIMMessageListener
@optional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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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消息通知
*
* @param msgs 新消息列表，TIMMessage 类型数组
*/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end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int) setMessageListener: (id)listener;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sgs

新消息列表，注意这里可能同时会有多条消息抛出，相
同会话的消息由老到新排序

回调消息内容通过参数TIMMessage传递，通过TIMMessage可以获取消息和相关会话的详细信息，如消息文
本，语音数据，图片等等，可参阅（2.1消息解析）部分。

示例：

@interface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NSObject
- (void)onNewMessage:(TIMMessage*) msg;
@end

@implementation TIMMessageListenerImpl
@synthesize onMessage;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
NSLog(@"NewMessages: %@", msgs);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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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impl = [[TIMMessage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MessageListener:impl];

示例中设置消息回调通知，并且在有新消息时直接打印消息，更详细的消息解析，可参阅以下章节部分。

2.1 消息解析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

遍历Elem原型：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int) elemCount;
-(TIMElem*) getElem:(int)index;

@end

示例：

TIMMessage * message = /* 消息 */

int cnt = [message elemCount];

for (int i = 0; i < cnt; i++) {
TIMElem * elem = [message getElem:i];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TextElem class]]) {
TIMTextElem * text_elem = (TIMTextElem * )el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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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ImageElem class]]) {
TIMImageElem * image_elem = (TIMImageElem * )elem;
}
}

2.2 接收图片消息
接收方收到消息后，可通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类型为TIMImageElem的
是图片消息节点。然后通过imageList获取该图片的所有规格用来展示。详细如下：

TIMImageElem类原型：

**
* 图片消息Elem
*/
@interface TIMImageElem : TIMElem

/**
* 要发送的图片路径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 保存本图片的所有规格，目前最多包含三种规格: 缩略图、大图、原图，
每种规格保存在一个TIMImage对象中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imageList;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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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path

收消息时不用关注，为nil

imageList

保存本图片的所有规格，目前最多包含三种规格:
缩略图、大图、原图，
每种规格保存在一个TIMImage对象中

TIMImage说明：

获取到消息时通过imageList得到所有的图片规格，为TIMImage数据，得到TIMImage后可通过图片大小进行
占位，通过接口
getImage下载不同规格的图片进行展示。
下载的数据需要由开发者缓存，ImSDK每次调用getImage都会从服务端重新下载数据。建议通过图片的uuid
作为key进行图片文件的存储。

原型：

@interface TIMImage : NSObject
/**
* 图片ID，全局唯一，图片标识，相同uuid的图片可以不再重复下载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图片规格，有三种Thumb、Large、Original，分别代表缩略图、大图、原图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IMAGE_TYPE type;
/**
* 图片大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size;
/**
* 图片宽度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width;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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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高度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height;
/**
* 下载URL
*/
@property(nonatomic, retain) NSString * url;

/**
* 获取图片
*
* @param path 图片保存路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图片数据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 getImage:(NSString*) path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获取图片
*
* @param path 图片保存路径，同前一个区别就是图片保存在path指向的文件里
* @param cb 图片获取回调
*/
- (void) getImage:(NSString*) path cb:(id)cb;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为成功回调，返回图片二进制信息

fail

为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描述信息

cb

protocol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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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规格说明：

每幅图片有三种规格，分别是Thumb(缩略图)、Large(大图)、Original(原图)。
原图是指用户发送的原始图片，尺寸和大小都保持不变。
缩略图是将原图等比压缩，压缩后宽、高中较小的一个等于198像素。
大图也是将原图等比压缩，压缩后宽、高中较小的一个等于720像素。
如果原图尺寸就小于198像素，则三种规格都保持原始尺寸，不需压缩。
如果原图尺寸在198~720之间，则大图和原图一样，不需压缩。
在手机上展示图片时，建议优先展示缩略图，用户点击缩略图时再下载大图，点击大图时再下载原图。当然开
发者也可以选择跳过大图，点击缩略图时直接下原图。
在pad或PC上展示图片时，由于分辨率较大，且基本都是wifi或有线网络，建议直接显示大图，用户点击大图
时再下载原图。

图片解析示例：

//以收到新消息回调为例，介绍下图片消息的解析过程

//接收到的图片保存的路径
NSString * pic_path = @"/xxx/imgPath.jpg";

[conversation getMessage:10 last:nil succ:^(NSArray * msgList) { //获取消息成功
//遍历所有的消息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List) {
//遍历一条消息的所有元素
for (TIMImageElem * elem in TIMImageElem) {
//图片元素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ImageElem class]]) {
TIMImageElem * image_elem = (TIMImageElem * )elem;

//遍历所有图片规格(缩略图、大图、原图)
NSArray * imgList = [image_elem imageList];
for (TIMImage * image in imgList) {
[image getImage:pic_path succ:^(){ //接收成功
NSLog(@"SUCC: pic store to %@", pic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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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接收失败
NSLog(@"ERR: code=%d, err=%@", code, err);
}];
}
}
}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获取消息失败
NSLog(@"Get Message Failed:%d->%@", code, err);
}];

该示例从会话中取出10条消息，获取图片消息并下载相应数据。

2.3 接收语音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TIMSoundElem为语音消息节点，原型如下：

@interface TIMSoundElem : TIMElem

/**
* 上传时，语音文件的路径（设置path时，优先上传语音文件）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 发送时设置为语音数据，接收时使用getSoundToFile获得数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ata * data;

/**
* 语音消息内部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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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语音数据大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dataSize;

/**
* 语音长度（秒），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second;

/**
* 获取语音数据到指定路径的文件中
*
* @param path 语音保存路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语音数据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 getSoundToFile:(NSString*)path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其中 data 和 path 为创建消息时填写的语音信息，接收消息时为空。

其他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uid

唯一标识，方便用户缓存

dataSize

语音文件大小

second

语音时长，以秒为单位

获取到消息时可通过时长占位，通过接口 getSoundToFile 下载语音资源，getSoundToFile 接口每次都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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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下载，如需缓存或者存储，开发者可根据uuid作为key进行外部存储，ImSDK并不会存储资源文件。

语音消息已读状态：

语音是否已经播放，可使用 消息自定义字段 实现，如 customInt 的值 0
表示未播放，1表示播放，当用户点击播放后可设置 customInt 的值为1。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设置自定义整数，默认为0
*
* @param param 设置参数
*
* @return TRUE 设置成功
*/
- (BOOL) setCustomInt:(int32_t) param;

@end

2.4 接收小文件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TIMFileElem为文件消息节点，原型如下：

@interface TIMFileElem : TIMElem
/**
* 上传时，文件的路径（设置path时，优先上传文件）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path;

/**
* 文件数据，发消息时设置，收到消息时不能读取，通过 getFileData 获取数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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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ata * data;
/**
* 文件内部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文件大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fileSize;
/**
* 文件显示名，发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filename;

/**
* 获取文件数据到指定路径的文件中
*
* @param path 文件保存路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数据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 getToFile:(NSString*)path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其中 path 和 data 为创建消息时填写的文件二进制信息，Get消息时为空。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uid

唯一ID，方便用户进行缓存

fileSize

文件大小

filename

文件显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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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到消息时可只展示文件大小和显示名，通过接口 getToFile 下载文件资源。getToFile 接口每次都会从服
务端下载，如需缓存或者存储，开发者可根据uuid作为key进行外部存储，ImSDK并不会存储资源文件。

2.5 接收短视频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TIMVideoElem为文件消息节点
，通过TIMVideo和TIMSnapshot对象获取视频和截图内容，原型如下：

@interface TIMVideo : NSObject
/**
* 视频ID，不用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视频文件类型，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type;
/**
* 视频大小，不用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size;
/**
* 视频时长，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duration;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elfIdentifier;

/**
* 获取视频
*
* @param path 视频保存路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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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getVideo:(NSString*)path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interface TIMSnapshot : NSObject
/**
* 图片ID，不用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uid;
/**
* 截图文件类型，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type;
/**
* 图片大小，不用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size;
/**
* 图片宽度，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width;
/**
* 图片高度，发送消息时设置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int height;

/**
* 获取图片
*
* @param path 图片保存路径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图片数据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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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oid) getImage:(NSString*) path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elfIdentifier;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IMVideo

视频信息

TIMSnapshot

截图信息

接收到TIMVideoElem后，通过video属性和snapshot属性中定义的接口下载视频文件和截图文件。如需缓存
或者存储，开发者可根据uuid作为key进行外部存储，ImSDK并不会存储资源文件。

//以收到新消息回调为例，介绍下短视频消息的解析过程

//接收到的视频和截图保存的路径
NSString * video_path = @"/xxx/video.mp4";
NSString * snapshot_path = @"/xxx/snapshot.jpg";

[conversation getMessage:10 last:nil succ:^(NSArray * msgList) { //获取消息成功
//遍历所有的消息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List) {
//遍历一条消息的所有元素
for (TIMImageElem * elem in TIMVideoElem) {
//短视频元素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VideoElem class]]) {
TIMVideoElem * video_elem = (TIMVideoElem * )elem;

[video_elem.video getVideo:video_path succ:^()｛
NSLog(@"下载视频文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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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下载视频文件失败:%@ %d", err, code);
}];

[video_elem.snapshot getImage:snapshot_path succ:^() {
NSLog(@"下载截图成功");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下载截图失败:%@ %d", err, code);
}];
}
}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获取消息失败
NSLog(@"Get Message Failed:%d->%@", code, err);
}];

3. 消息属性
3.1 消息是否已读
通过消息属性 isReaded 是否消息已读。这里已读与否取决于APP测进行的已读上报。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是否已读
*
* @return TRUE 已读 FALSE 未读
*/
-(BOOL) isReade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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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消息状态
通过消息属性 status 可以获取消息的当前状态，如，发送中、发送成功、发送失败和删除，对于删除的消息，
需要UI判断状态并隐藏。

/**
* 消息状态
*/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MessageStatus){
/**
* 消息发送中
*/
TIM_MSG_STATUS_SENDING = 1,
/**
* 消息发送成功
*/
TIM_MSG_STATUS_SEND_SUCC = 2,
/**
* 消息发送失败
*/
TIM_MSG_STATUS_SEND_FAIL = 3,
/**
* 消息被删除
*/
TIM_MSG_STATUS_HAS_DELETED = 4,
};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消息状态
*
* @return TIMMessageStatus 消息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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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essageStatus) status;

@end

3.3 是否是自己发出的消息
通过消息属性 isSelf 可以判断消息是否是自己发出的消息，界面显示时可用。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是否发送方
*
* @return TRUE 表示是发送消息 FALSE 表示是接收消息
*/
-(BOOL) isSelf;

@end

3.4 消息发送者以及相关资料
对于群消息，可以通过 TIMMessage 的方法 sender 得到发送用户，另外也可以通过方法 GetSenderProfile
和 GetSenderGroupMemberProfile
获取用户自己的资料和所在群的资料。
(注意，此字段是消息发送时获取用户资料写入消息体，如后续用户资料更新，此字段不会相应变更，只有产生
的新消息中才会带最新的昵称）。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获取发送方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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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发送方标识
*/
-(NSString *) sender;

/**
* 获取发送者资料（发送者为本人时可能为空）
*
* @return 发送者资料，nil
表示没有获取资料，目前只有字段：identifier、nickname、faceURL、customInfo
*/
-(TIMUserProfile *) GetSenderProfile;

/**
* 获取发送者群内资料（发送者为本人时可能为空）
*
* @return 发送者群内资料，nil
表示没有获取资料或者不是群消息，目前只有字段：member、nameCard、role、customInfo
*/
-(TIMGroupMemberInfo *) GetSenderGroupMemberProfile;

@end

1.9 版本之前，只有在线消息 onNewMessage 抛出的消息可以获取到用户资料，1.9版本以后，通过
getMessage 得到的消息也可以拿到资料（更新版本之前已经收到本地的消息无法获取到）。

对于单聊消息，通过通过 TIMMessage 的 getConversation 获取到对应会话，会话的 getReceiver
可以得到正在聊天的用户。

3.5 消息时间
通过消息属性 timestamp 可以得到消息时间，该时间是server时间，而非本地时间。在创建消息时，此时间为
根据server时间校准过的时间，发送成功后会改为准确的server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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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Message : NSObject

/**
* 当前消息的时间戳
*
* @return 时间戳
*/
-(NSDate*) timestamp;

@end

3.6 消息删除
目前暂不支持Server消息删除，只能在本地删除，有两种删除方法，一种是remove，通过这种方法删除的消
息，仅是打上删除的标记，并未真正删除。另外一种是
delFromStorage，从本地数据库彻底删除，但是如果使用 getMessage，可能从server
漫游消息获取到本地，此消息可能重新出现。所以如果使用了 getMessage，建议使用 remove
方法进行删除和界面过滤。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删除消息：注意这里仅修改状态
*
* @return TRUE 成功
*/
-(BOOL) remove;

/**
* 从本地数据库删除消息：注意群组消息通过getMessage接口会从svr同步到本地
*
* @return TRUE 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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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 delFromStorage;

@end

3.7 消息Id
消息Id也有两种，一种是当消息生成时，就已经固定（msgId），这种方式可能跟其他用户产生的消息冲突，
需要再加一个时间未读，可以认为10分钟以内的消息可以使用msgId区分。另外一种，当消息发送成功以后才
能固定下来（uniqueId），这种方式能保证全局唯一。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在同一个会话内判断。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消息Id
*/
-(NSString *) msgId;

/**
* 获取消息uniqueId
*
* @return uniqueId
*/
- (uint64_t) uniqueId;

@end

3.8 消息自定义字段
开发者可以对消息增加自定义字段，如自定义整数、自定义二进制数据，可以根据这两个字段做出各种不通效
果，比如语音消息是否已经播放等等。另外需要注意，此自定义字段仅存储于本地，不会同步到server，更换
终端获取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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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Message : NSObject

/**
* 设置自定义整数，默认为0
*
* @param param 设置参数
*
* @return TRUE 设置成功
*/
- (BOOL) setCustomInt:(int32_t) param;

/**
* 设置自定义数据，默认为""
*
* @param data 设置参数
*
* @return TRUE 设置成功
*/
- (BOOL) setCustomData:(NSData*) data;

/**
* 获取CustomInt
*
* @return CustomInt
*/
- (int32_t) customInt;

/**
* 获取CustomData
*
* @return CustomData
*/
- (NSData*) custom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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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3.9 消息优先级
对于直播场景，会有点赞和发红包功能，点赞相对优先级较低，红包消息优先级较高，具体消息内容可以使用T
IMCustomElem进行定义，发送消息时，可设置消息优先级。具体消息优先级的策略，可参阅
互动直播集成多人聊天方案。注意：只针对群聊消息有效。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设置消息的优先级
*
* @param priority 优先级
*
* @return TRUE 设置成功
*/
- (BOOL) setPriority:(TIMMessagePriority)priority;

/**
* 获取消息的优先级
*
* @return 优先级
*/
- (TIMMessagePriority) getPriority;

@end

3.10 群组消息会话的接收消息选项
对于群组会话消息，可以通过消息属性判断本群组设置的接收消息选项，可参阅 群组管理。
注意：只针对群聊消息有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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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获取消息所属会话的接收消息选项（仅对群组消息有效）
*
* @return 接收消息选项
*/
- (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getRecvOpt;

@end

3.11 已读回执
对于单聊消息，用户开启已读回执功能后，对方调用setReadMessage时会同步已读信息到本客户端。

开启已读回执功能：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启用已读回执，启用后在已读上报时会给对方发送回执，只对单聊回话有效
*/
-(void) enableReadReceipt;

/**
* 设置消息回执回调
*
* @param listener 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setMessageReceiptListener: (id<TIMMessageReceiptListener>)listen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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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原型：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对方是否已读（仅C2C消息有效）
*
* @return TRUE 已读 FALSE 未读
*/
-(BOOL) isPeerReaded;

@end

4. 会话操作
4.1 获取所有会话
可以通过 ConversationCount 获取当前会话数量，从而得到所有本地会话：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int) ConversationCount;
-(TIMConversation*) getConversationByIndex:(int)index;

@end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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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nt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ConversationCount];

for (int i = 0; i < cnt; i++) {
TIMConversation *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ByIndex:i];
}

2.0以上版本，提供 getConversationList 获取当前会话列表：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会话（TIMConversation*）列表
*
* @return 会话列表
*/
-(NSArray*) getConversationList;

@end

示例：

NSArray * conversations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List];
NSLog(@"current session list : %@", [conversations description])

4.2 最近联系人漫游
ImSDK登录以后默认会获取最近联系人漫游，同时每个会话会获取到最近的一条消息。如果不需要此功能，可
以调用方法禁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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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Manager : NSObject

/**
* 登录时禁止拉取最近联系人列表
*/
-(void) disableRecentContact;

@end

4.3 获取会话本地消息
ImSDK 会在本地进行消息存储，可通过 TIMConversation 方法的 getLocalMessage 获取，此方法为异步方
法，需要通过设置回调得到消息数据，对于单聊，登录后可以获取离线消息，对于群聊，开启最近联系人漫游
的情况下，登录后只能获取最近一条消息，可通过getMessage获取漫游消息。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
* 获取本地会话消息
*
* @param count 获取数量
* @param last 上次最后一条消息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int) getLocalMessage: (int)count last:(TIMMessage*)last succ:(TIMGetMsg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获取本地会话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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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count 获取数量
* @param last 上次最后一条消息
* @param cb 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getLocalMessage: (int)count last:(TIMMessage*)last cb:(id<TIMGetMessageCallback>)cb;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指定获取消息的数量

last

指定上次获取的最后一条消息，如果last传nil，从最新
的消息开始读取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conversation getLocalMessage:10 last:nil succ:^(NSArray * msgList) {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List) {
if ([msg isKindOfClass:[TIMMessage class]]) {
NSLog(@"GetOneMessage:%@", msg);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Get Message Failed:%d->%@", code, e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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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图片、语音等资源类消息，消息体只会包含描述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接口下载数据，可参与消息解析部
分，下载后的真实数据不会缓存，需要调用方进行缓存。

4.4 获取会话漫游消息
对于群组，登录后可以获取漫游消息，对于C2C，开通漫游服务后可以获取漫游消息，通过 ImSDK 的
getMessage 接口可以获取漫游消息，如果本地消息全部都是连续的，则不会通过网络获取，如果本地消息不
连续，会通过网络获取断层消息。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
* 获取会话消息
*
* @param count 获取数量
* @param last 上次最后一条消息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int) getMessage: (int)count last:(TIMMessage*)last succ:(TIMGetMsg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获取会话消息
*
* @param count 获取数量
* @param last 上次最后一条消息
* @param cb 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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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getMessage: (int)count last:(TIMMessage*)last cb:(id<TIMGetMessageCallback>)cb;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指定获取消息的数量

last

指定上次获取的最后一条消息，如果last传nil，从最新
的消息开始读取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conversation getMessage:10 last:nil succ:^(NSArray * msgList) {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List) {
if ([msg isKindOfClass:[TIMMessage class]]) {
NSLog(@"GetOneMessage:%@", msg);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Get Message Failed:%d->%@", code, err);
}];

对于图片、语音等资源类消息，消息体只会包含描述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接口下载数据，可参与消息解析部
分，下载后的真实数据不会缓存，需要调用方进行缓存。

4.5 删除会话
删除会话有两种方式，一种只删除会话，但保留了所有消息，另一种在删除会话的同时，也删除掉会话相关的
消息。可以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删除本地消息，对于群组，通过get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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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ge会拉取到漫游消息，所以存在删除消息成功，但是拉取到消息的情况，取决于是否重新从漫游拉回到本
地。如果不需要拉取漫游，可以通过 getLocalMessage 获取消息，或者只通过 getMessage
拉取指定条数（如未读条数数量）的消息。

原型：

@protocol TIMManager : NSObject

/**
* 删除会话
*
* @param type 会话类型，TIM_C2C 表示单聊 TIM_GROUP 表示群聊
* @param receiver 用户identifier 或者 群组Id
*
* @return TRUE:删除成功 FALSE:删除失败
*/
-(BOOL) delete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type receiver:(NSString*)receiver;

/**
* 删除会话和消息
*
* @param type 会话类型，TIM_C2C 表示单聊 TIM_GROUP 表示群聊
* @param receiver 用户identifier 或者 群组Id
*
* @return TRUE:删除成功 FALSE:删除失败
*/
-(BOOL) deleteConversationAndMessages:(TIMConversationType)type receiver:(NSString*)receiver;

@end

参数解释：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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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ype

会话类型，如果是单聊，填写
TIM_C2C，如果是群聊，填写TIM_GROUP

receiver

会话标识，单聊情况下，receiver为对方用户identifier
，群聊情况下，receiver为群组Id

其中 deleteConversation 仅删除会话，deleteConversationAndMessages 删除会话以及消息。

示例：

TIMConversation *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delete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_002"];

使用中删除好友@"iOS_002"的C2C会话。

4.6 同步获取会话最后的消息
UI展示最近联系人列表时，时常会展示用户的最后一条消息，在1.9以后版本增加了同步获取接口，用户可以通
过此接口方便获取最后一条消息进行展示。
目前没有网络无法
获取，另外如果禁用了最近联系人，
登陆后在有新消息过来之前无法获取。此接口获取并不会过滤删除状态消息，需要APP层进行屏蔽。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
* 从cache中获取最后几条消息
*
* @param count 需要获取的消息数，最多为20
*
* @return 消息（TIMMessage*）列表，第一条为最新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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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Array*) getLastMsgs:(uint32_t)count;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需要获取的消息数，注意这里最多为20

4.7 禁用会话本地存储
直播场景下，群组类型会话的消息量很大，时常需要禁用直播群的本地消息存储功能。在2.2以后版本增加了针
对单个会话禁用本地存储的功能，可以实现不存储直播群消息，同时存储C2C私聊消息。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
* 禁用本会话的存储，只对当前初始化有效，重启后需要重新设置
* 需要 initSdk 之后调用
*/
-(void) disableStorage;

@end

4.8 设置会话草稿
UI展示最近联系人列表时，时常会展示用户的草稿内容，在2.2以后版本增加了设置和获取草稿的接口，用户可
以通过此接口设置会话的草稿信息。草稿信息会存本地数据库，重新登录后依然可以获取。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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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interface TIMMessageDraft : NSObject

/**
* 设置自定义数据
*
* @param userData 自定义数据
*
* @return 0 成功
*/
-(int) setUserData:(NSData*)userData;

/**
* 获取自定义数据
*
* @return 自定义数据
*/
-(NSData*) getUserData;

/**
* 增加Elem
*
* @param elem elem结构
*
* @return 0 表示成功
* 1 禁止添加Elem（文件或语音多于两个Elem）
* 2 未知Elem
*/
-(int) addElem:(TIMElem*)elem;

/**
* 获取对应索引的Elem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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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index 对应索引
*
* @return 返回对应Elem
*/
-(TIMElem*) getElem:(int)index;

/**
* 获取Elem数量
*
* @return elem数量
*/
-(int) elemCount;

/**
* 草稿生成对应的消息
*
* @return 消息
*/
-(TIMMessage*) transformToMessage;

/**
* 当前消息的时间戳
*
* @return 时间戳
*/
-(NSDate*) timestamp;

@end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
* 设置会话草稿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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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draft 草稿内容
*
* @return 0 成功
*/
-(int) setDraft:(TIMMessageDraft*)draft;

/**
* 获取会话草稿
*
* @return 草稿内容，没有草稿返回nil
*/
-(TIMMessageDraft*) getDraft;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draft

需要设置的草稿 ，需要清空会话草稿时传入nil

4.9 删除本地会话消息
ImSDK支持保留会话同时删除本地的会话消息。再次拉取消息时群组类型会话会从服务器重新拉取到消息。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
* 删除本地会话消息
*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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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int) deleteLocalMessage:(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4.10 获取本地指定ID的消息
ImSDK 2.5.3版本提供获取本地指定ID消息的接口。

原型：

/**
* 消息
*/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获取消息定位符
*
* @return locator
*/
- (TIMMessageLocator*) locator;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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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
* 获取会话消息
*
* @param locators 消息定位符（TIMMessageLocator）数组
* @param succ 成功时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时回调
*
* @return 0 本次操作成功
*/
-(int) findMessages:(NSArray*)locators succ:(TIMGetMsg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locators

消息定位符TIMMessageLocator 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消息列表

fail

失败回调

5. 系统消息
会话类型（TIMConversationType）除了C2C单聊和Group群聊以外，还有一种系统消息，系统消息不能由用
户主动发送，是系统后台在相应的事件发生时产生的通知消息。系统消息目前分为两种，一种是关系链系统消
息，一种是群系统消息。

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当有用户加自己为好友，或者有用户删除自己好友的情况下，系统会发出变更通知，开
发者可更新好友列表。相关细节可参阅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部分。

当群资料变更，如群名变更或者群内成员变更，在群里会有系统发出一条群事件消息，开发者可在收到消息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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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是否展示给用户，同时可刷新群资料或者群成员。详细内容可参阅：群组管理-群事件消息。

当被
管理员踢
出群组，被邀请加
入群组等事件发生时，系统会给用户发出群系统消息，相关细节可参阅：群组管理-群系统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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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读消息计数（iOS SDK）

1. 未读消息
未读消息是指用户没有读过的消息（而非对方是否已经阅读，这种情况需要回执才能实现，目前ImSDK没有此
功能。），TIMMessage 方法 isReaded 标识消息是否已读，要想显示正确的未读计数，需要开发者显示调用
已读上报，告诉app某条消息是否已读，例如，当用户进入聊天界面，可以设置整个会话的消息已读。对于聊
天室，Server不保存未读计数，每次登录后跟Server同步未读计数后将会清零。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是否已读
*
* @return TRUE 已读 FALSE 未读
*/
-(BOOL) isReaded;

@end

2. 获取当前未读消息数量
可通过 TIMConversation 的 getUnReadMessageNum 方法获取当前会话中未读消息的数量，对于聊天室，
Server不保存未读计数，每次登录后跟Server同步未读计数后将会清零。：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int) getUnReadMessageNum;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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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TIMConversation *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_002"];

[conversation getUnReadMessageNum];

3. 已读上报
当用户阅读某个会话的数据后，需要进行会话消息的已读上报，SDK根据会话中最后一条阅读的消息，设置会
话中之前所有消息为已读。

原型：

@interface TIMConversation : NSObject

-(int) setReadMessage: (TIMMessage*)readed;
-(int) setReadMessage;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readed

为当前会话中最后一条读过的消息；ImSDK会把比rea
ded时间更早的消息标记为已读消息。

无参数的版本设置一个会话中所有消息为已读状态，对于单聊会话，无参数版本性能要高很多，大多数情况下
使用无参数版本即可。

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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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Conversation *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C2C
receiver:@"iOS_002"];

TIMMessage * msg = [[TIMMessage alloc] init];
[conversation setReadMessage:msg];

此示例设置C2C会话内的所有消息为已读。

示例2：

TIMConversation * convers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Conversation:TIM_GROUP
receiver:@"TGID1JYSZEAEQ"];

[conversation setReadMessage];

此示例设置群组@"TGID1JYSZEAEQ"内所有消息为已读，C2C和群组设置已读用法相同，区别在于会话类型
。

4. 禁用自动上报
在 1.9 以上版本引入的方法，在单终端情况下，默认设置可以满足需求，出于性能考虑，未读消息由SDK拉回
到本地，Server默认会删除未读消息，切换终端以后无法看到之前终端已经拉回的未读消息，如果仅在一个终
端，未读计数没有问题。如果需要多终端情况下仍然会有未读，可以禁用自动上报，IM通讯云不会代替用户已
读上报，一旦禁用自动上报，需要开发者显式调用setReadMessage。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禁止未读自动上报，默认启用
*/
-(void) disableAuto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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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在 TIMManager 初始化之前禁用自动已读即可生效。

5. 多终端已读同步
在2.0以上版本中引入的功能，在多终端情况下，未读消息计数由Server下发同步通知，SDK在本地更新未读计
数后，通知用户更新会话。

原型：

@protocol TIMRefresh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刷新部分会话（包括多终端已读上报同步）
*
* @param conversations 会话（TIMConversation*）列表
*/
- (void) onRefreshConversations:(NSArray*)conversations;
@end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int) setRefreshListener: (id<TIMRefreshListener>)listener;

@end

在 TIMManager 登录之前设置即可生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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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管理（iOS SDK）

1. 群组综述
IM云通讯有多种群组类型，其特点以及限制因素可参考群组系统
。群组使用唯一Id标识，通过群组Id可以进行不同操作。

2. 群组消息
群组消息与C2C消息相同，仅在获取Conversation时的会话类型不同，可参照 消息发送 部分。

3. 群组管理
群组相关操作都由 TIMGroupManager 实现，需要用户登录成功后操作。

获取单例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TIMGroupManager*)sharedInstance;
@end

3.1 创建内置类型群组
CreatePrivateGroup 创建私有群，CreatePublicGroup创建公开群，CreateChatRoomGroup创建聊天室，
创建时可指定群组名称以及要加入的用户列表，创建成功后返回群组Id，可通过群组Id获取Conversation收发
消息等。云通信中内置了私有群、公开群、聊天室、互动直播聊天室和在线成员广播大群五种群组类型，详情
请见群组形态介绍

另外 CreateAVChatRoomGroup 创建直播大群，此类型群可以加入人数不做限制，但是有一些能力上的限制
，如不能拉人进去，不能查询总人数等，可参阅 直播场景下的 IM 集成方案。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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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创建私有群
*/
-(int) CreatePrivateGroup:(NSArray*)members groupName:(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创建公开群
*/
-(int) CreatePublicGroup:(NSArray*)members groupName:(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创建聊天室
*/
-(int) CreateChatRoomGroup:(NSArray*)members groupName:(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创建音视频聊天室（可支持超大群，详情可参考wiki文档）
*
* @param groupName 群名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CreateAVChatRoomGroup:(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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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members

NSString列表，指定加入群组的成员，创建者默认加入
，无需指定（公开群、聊天室、私有群内最多10000人
，直播大群没有限制）

groupName

NSString 类型，指定群组名称（最长30字节）

groupId

NSString 类型，指定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群组Id

fail

失败回调示例：

NSMutableArray * memb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 添加一个用户iOS_002
[members addObject:@"iOS_002"];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CreatePrivateGroup:members groupName:@"GroupName"
succ:^(NSString * group) {
NSLog(@"create group succ, sid=%@", group);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创建一个私有群组，并且把用户@"iOS_002"拉入群组，创建者默认加入群组，无需显式指定。
公开群和聊天室调用方式和参数相同，仅方法名不同。

3.2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
在创建群组时，除了设置默认的成员以及群名外，还可以设置如群公告、群简介等字段，通过以下接口可以设
置：

/**
* 创建群参数
*/
@interface TIMCreateGroupInfo : TIMCodingModel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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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组Id,nil则使用系统默认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

/**
* 群名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Name;

/**
* 群类型：Private,Public,ChatRoom,AVChatRoom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Type;

/**
* 是否设置入群选项，Private类型群组请设置为false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setAddOpt;

/**
* 入群选项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AddOpt addOpt;

/**
* 最大成员数，填0则系统使用默认值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maxMemberNum;

/**
* 群公告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notificatio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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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简介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introduction;

/**
* 群头像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faceURL;

/**
*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ictionary* customInfo;

/**
* 创建成员（TIMCreateGroupMemberInfo*）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membersInfo;

@end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创建群组
*
* @param groupInfo 群组信息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CreateGroup:(TIMCreateGroupInfo*)groupInfo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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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nfo

可设置的参数，详见 TIMCreateGroupInfo 定义。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 创建群组信息
TIMCreateGroupInfo *groupInfo = [[TIMCreateGroupInfo alloc] init];
groupInfo.group = nil;
groupInfo.groupName = @"group_private";
groupInfo.groupType = @"Private";
groupInfo.addOpt = TIM_GROUP_ADD_FORBID;
groupInfo.maxMemberNum = 3;
groupInfo.notification = @"this is a notification";
groupInfo.introduction = @"this is a introduction";
groupInfo.faceURL = nil;

// 创建群成员信息
TIMCreateGroupMemberInfo *memberInfo = [[TIMCreateGroupMemberInfo alloc] init];
memberInfo.member = @"iOS_001";
memberInfo.role = TIM_GROUP_MEMBER_ROLE_ADMIN;

// 添加群成员信息
NSMutableArray *membersInfo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membersInfo addObject:memberInfo];
groupInfo.membersInfo = member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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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CreateGroup:groupInfo succ:^(NSString * group) {
NSLog(@"create group succ, sid=%@", group);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创建一个指定属性的私有群，并把用户 @"iOS_001" 加入群组，创建者默认加入群，无需显示指定。

3.3 自定义群组Id创建群组
默认创建群组时，IM通讯云服务器会生成一个唯一的Id，以便后续操作，另外，如果用户需要自定义群组Id，
在创建时可指定Id，通过 3.2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 也可以实现自定义群组Id的功能。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创建群组，可以指定群组类型、群组名和群组Id
*
* @param type 群类型,Private,Public,ChatRoom,AVChatRoom
* @param members 待加入群组的成员列表
* @param groupName 群组名称
* @param groupId 自定义群组id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CreateGroup:(NSString*)type members:(NSArray*)members groupName:(NSString*)groupName
groupId:(NSString*)groupId succ:(TIMCreate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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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群组类型

members

初始成员列表

groupName

群组名称

groupId

自定义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3.4 邀请用户入群
TIMGroupManager 的接口 InviteGroupMember 可以拉（邀请）用户进入群组。

权限说明：

只有私有群可以拉用户入群；
不允许群成员邀请他人入群，但创建群时可以直接拉人入群；
直播大群不能邀请用户入群；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InviteGroupMember:(NSString*)group members:(NSArray*)members
succ:(TIMGroupMember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NSString 类型，群组Id

members

NSString 列表，加入群组用户列表

succ

成功回调，TIMGroupMember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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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数组，返回成功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以及成功状态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NSMutableArray * memb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 添加一个用户iOS_002
[members addObject:@"iOS_002"];
// @"TGID1JYSZEAEQ" 为群组Id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viteGroupMember:@"TGID1JYSZEAEQ" members:members
succ:^(NSArray* arr) {
for (TIMGroupMemberResult * result in arr) {
NSLog(@"user %@ status %d", result.member, result.status);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邀请好友 @"iOS_002" 加入群组Id @"TGID1JYSZEAEQ"，成功后返回操作列表以及成功状态。
其中 result.status表示当前用户操作是否成功，具体定义如下：

/**
* 群组操作结果
*/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GroupMemberStatus) {
/**
* 操作失败
*/
TIM_GROUP_MEMBER_STATUS_FAIL = 0,
/**
* 操作成功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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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_GROUP_MEMBER_STATUS_SUCC = 1,
/**
* 无效操作，加群时已经是群成员，移除群组时不在群内
*/
TIM_GROUP_MEMBER_STATUS_INVALID = 2,
};

3.5 申请加入群组
TIMGroupManager 的接口 JoinGroup可以主动申请进入群组，此操作只对公开群和聊天室有效。

权限说明：

私有群不能由用户主动申请入群；
公开群和聊天室可以主动申请进入；
如果群组设置为需要审核，申请后管理员和群主会受到申请入群系统消息，需要等待管理员或者群主审核，如
果群主设置为任何人可加入，则直接入群成功；
直播大群可以任意加入群组。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申请加群
*
* @param group 申请加入的群组Id
* @param msg 申请消息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申请成功等待审批）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JoinGroup:(NSString*)group msg:(NSString*)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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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NSString 类型，群组Id

msg

申请理由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JoinGroup:@"TGID1JYSZEAEQ" msg:@"Apply Join Group"
succ:^(){
NSLog(@"Join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code=%d, err=%@", code, err);
}];

示例中用户申请加入群组@"TGID1JYSZEAEQ"，申请理由为@"Apply Join Group"。

3.6 退出群组
群组成员可以主动退出群组。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全员可退出群组；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群主不能退出；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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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QuitGroup:(NSString*)group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NSString 类型，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 @"TGID1JYSZEAEQ" 为群组Id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QuitGroup:@"TGID1JYSZEAEQ" succ:^() {
NSLog(@"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主动退出群组 @"TGID1JYSZEAEQ"。

3.7 删除群组成员
群组成员也可以删除其他成员，函数参数信息与加入群组相同。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只有创建者可删除群组成员
对于公开群和聊天室：只有管理员和群主可以踢人
对于直播大群：不能踢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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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DeleteGroupMember:(NSString*)group members:(NSArray*)members
succ:(TIMGroupMember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NSString 类型，群组Id

members

NSString*

数组，被操作的用户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TIMGroupMemberResult

数组，返回成功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已经成功状态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NSMutableArray * memb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 添加一个用户iOS_002
[members addObject:@"iOS_002"];

// @"TGID1JYSZEAEQ" 为群组Id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DeleteGroupMember:@"TGID1JYSZEAEQ" members:members
succ:^(NSArray* arr) {
for (TIMGroupMemberResult * result in arr) {
NSLog(@"user %@ status %d", result.member, result.statu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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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把好友 @"iOS_002" 从群组 @"TGID1JYSZEAEQ" 中删除，执行成功后返回操作列表以及操作状态。

3.8 获取群成员列表
GetGroupMembers
方法可获取群内成员列表，默认拉取内置字段，但不拉取自定义字段，想要获取自定义字段，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任何群组类型都可以获取成员列表；
直播大群只能拉取部分成员列表：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成员；

原型：

/**
* 成员操作返回值
*/
@interface TIMGroupMemberInfo : TIMCodingModel

/**
* 被操作成员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member;

/**
* 群名片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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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nameCard;

/**
* 加入群组时间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e_t joinTime;

/**
* 成员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MemberRole role;

/**
* 禁言时间（剩余秒数）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silentUntil;

/**
*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ictionary* customInfo;

@end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GetGroupMembers:(NSString*)group succ:(TIMGroupMember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NSStr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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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类型，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GroupMemberInfo*

数组）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 @"TGID1JYSZEAEQ" 为群组Id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Members:@"TGID1JYSZEAEQ" succ:^(NSArray* list) {
for (TIMGroupMemberInfo * info in list) {
NSLog(@"user=%@ joinTime=%lu role=%d", info.member, info.joinTime, info.role);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获取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列表，list 为

TIMGroupMemberInfo*

数据，存储成员的相关信息。

另外，如果群组人数过多，建议使用分页接口：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群成员列表（支持按字段拉取，分页）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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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flags 拉取资料标志
* @param custom 要获取的自定义key列表，暂不支持，传nil
* @param nextSeq
分页拉取标志，第一次拉取填0，回调成功如果不为零，需要分页，传入再次拉取，直至为0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GetGroupMembersV2:(NSString*)group flags:(TIMGetGroupMemInfoFlag)flags
custom:(NSArray*)custom nextSeq:(uint64_t)nextSeq succ:(TIMGroupMemberSuccV2)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3.9 获取加入的群组列表
通过 GetGroupList 可以获取当前用户加入的所有群组：

权限说明：

此接口可以获取自己所加入的群列表，返回的TIMGroupInfo只包含group\groupName\groupType 信息；
此接口不能获得加入的直播大群的列表；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群列表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NSArray列表为 TIMGroupInfo，结构体只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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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groupName\groupType 信息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GetGroupList:(TIMGroupLis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群组Id列表，TIMGroupInfo数组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List:^(NSArray * list) {
for (TIMGroupInfo * info in list) {
NSLog(@"group=%@ type=%@ name=%@", info.group, info.groupType, info.groupName);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获取群组列表，并打印群组Id，群类型（Private/Public/ChatRoom）以及群名。

3.10 解散群组
通过 DeleteGroup 可以解散群组。

权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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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私有群，任何人都无法解散群组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群主可以解散群组：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解散群组
*/
-(int) DeleteGroup:(NSString*)group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群组Id列表，NSString数组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DeleteGroup:@"TGID1JYSZEAEQ" succ:^() {
NSLog(@"delete group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解散群组 @"TGID1JYSZEAEQ"。

3.11 转让群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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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odifyGroupOwner可以转让群组。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才有权限进行群转让操作；
直播大群不能进行群转让操作；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转让群给新群主
*/
-(int) ModifyGroupOwner:(NSString*)group user:(NSString*)identifier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user

用户Id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Owner:@"TGID1JYSZEAEQ" user:@"iOS_001"
succ:^() {
NSLog(@"set new owner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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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转让群组 @"TGID1JYSZEAEQ"给用户@"iOS_001"。

3.12 删除群组成员（带原因）
群组成员也可以删除其他成员，函数参数信息与加入群组相同。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只有创建者可删除群组成员
对于公开群和聊天室：只有管理员和群主可以踢人
对于直播大群：不能踢人

原型：

/**
* 删除群成员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reason 删除原因
* @param members 要删除的成员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DeleteGroupMemberWithReason:(NSString*)group reason:(NSString*)reason
members:(NSArray*)members succ:(TIMGroupMember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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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 NSString 类型，群组Id
reason ： 操作原因
members ： NSString* 数组，被操作的用户列表
succ ： 成功回调，TIMGroupMemberResult 数组，返回成功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已经成功状态
fail ： 失败回调

示例：

NSMutableArray * memb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 添加一个用户iOS_002
[members addObject:@"iOS_002"];

// @"TGID1JYSZEAEQ" 为群组Id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DeleteGroupMember:@"TGID1JYSZEAEQ" reason:@"Quit"
members:members succ:^(NSArray* arr) {
for (TIMGroupMemberResult * result in arr) {
NSLog(@"user %@ status %d", result.member, result.status);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把好友 @"iOS_002" 从群组 @"TGID1JYSZEAEQ" 中删除，执行成功后返回操作列表以及操作状态。
。

3.13 其他接口
获取指定类型成员（可按照管理员、群主、普通成员拉取）：[TIMManager
GetGroupMembers:ByFilter:flags:custom:nextSeq:succ:fail:]

4. 获取群资料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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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设置拉取字段

此接口1.9版本以上提供），此设置对所有资料相关接口有效，全局有效：

@interface TIMGroupSetting : NSObject
/**
* 需要获取的群组信息标志（TIMGetGroupBaseInfoFlag）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64_t groupFlags;

/**
* 需要获取群组资料的自定义信息（NSString*）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groupCustom;

/**
* 需要获取的群成员标志（TIMGetGroupMemInfoFlag）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64_t memberFlags;

/**
* 需要获取群成员资料的自定义信息（NSString*）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memberCustom;

@end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TIMGroupManager和TIMGroupAssistant默认拉取的字段（不设置：默认拉取所有基本字段，不拉取
自定义字段）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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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setting 设置参数
*
* @return 0 成功
*/
-(int) initGroupSetting:(TIMGroupSetting*)setting;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etting

设置TIMGroupManager和TIMGroupAssistant默认拉
取的字段

4.2 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GetGroupInfo方法可以获取群组资料。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注意：获取群组资料接口只能由群成员调用，非群成员无法通过此方法获取资料，需要调用；
群资料信息由TIMGroupInfo定义：

通过 TIMGroupManager 的方法 GetGroupInfo 可获取群组资料：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Info : NSObject {
NSString* group; // 群组Id
NSString* groupName; // 群名
NSString* groupType; // 群组类型
NSString* owner; // 创建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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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nt32_t createTime; // 群创建时间
uint32_t lastInfoTime; // 最近一次修改资料时间
uint32_t lastMsgTime; // 最近一次发消息时间
uint32_t memberNum; // 群成员数量
NSString* notification; // 群公告
NSString* introduction; // 群简介
NSString* faceURL; // 群头像
}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GetGroupInfo:(NSArray*)groups succ:(TIMGroupLis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s

NSString 数组，需要获取资料的群组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群组资料列表，TIMGroupInfo数组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NSMutableArray * groupList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groupList addObject:@"TGID1JYSZEAEQ"];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Info:groupList succ:^(NSArray * groups) {
for (TIMGroupInfo * info in groups) {
NSLog(@"get group succ, infos=%@", info);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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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获取群组 @"TGID1JYSZEAEQ" 的详细信息。

4.3 非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GetGroupInfo方法只对群成员有效，非成员需要调用 GetGroupPublicInfo
实现，只能获取公开信息。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任意用户可以获取群公开资料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群公开信息
* @param groups 群组Id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GetGroupPublicInfo:(NSArray*)groups succ:(TIMGroupLis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s

NSString 数组，需要获取资料的群组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群组资料列表，TIMGroupInfo数组

fail

失败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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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NSMutableArray * groupList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groupList addObject:@"TGID1JYSZEAEQ"];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GroupPublicInfo:groupList succ:^(NSArray * groups) {
for (TIMGroupInfo * info in groups) {
NSLog(@"get group succ, infos=%@", info);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中获取群组 @"TGID1JYSZEAEQ" 的公开信息。

4.4 获取本人在群里的资料
如果需要获取在所有群内的资料，可以通过 GetGroupList 拉取加入的群列表时得到（1.9版本以后支持）。另
外，如果需要单独获取某个群组，可使用以下接口，建议通过GetGroupList获取，没有必要调用以下接口单独
获取。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直播大群拉取不到本人资料；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本人在群组内的成员信息
*
* @param group 群组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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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信息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GetGroupSelfInfo:(NSString*)group succ:(TIMGroupSelf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
* 获取接受消息选项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GetReciveMessageOpt:(NSString*)group succ:(TIMGroupReciveMessageOp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succ

成功回调，返回用户本人在群内的资料

fail

失败回调

4.5 获取群内某个人的资料
（1.9版本提供）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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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大群只能获得部分成员的资料：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群成员；

5. 修改群资料
5.1 修改群名
通过 ModifyGroupName可以修改群组名称：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名；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名；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ModifyGroupName:(NSString*)group groupName:(NSString*)groupNam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groupName

修改后的群名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Name:@"TGID1JYSZEAEQ"
groupName:@"ModifyGroupName"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name suc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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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修改群 @"TGID1JYSZEAEQ" 的名字为 @"ModifyGroupName"。

5.2 修改群简介
通过 ModifyGroupIntroduction可以修改群组简介：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简介；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简介；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修改群简介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introduction 群简介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ModifyGroupIntroduction:(NSString*)group introduction:(NSString*)introduction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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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introduction

群简介，简介最长120字节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Introduction:@"TGID1JYSZEAEQ" introduction
:@"this is one group"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introduction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5.3 修改群公告
通过 ModifyGroupNotification可以修改群组公告：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公告；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公告；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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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群公告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notification 群公告（最长150字节）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ModifyGroupNotification:(NSString*)group notification:(NSString*)notification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notification

群公告，群公告最长150字节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Notification:@"TGID1JYSZEAEQ"
notification:@"test notification"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notification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修改群 @"TGID1JYSZEAEQ" 的公告为 @"test notificatio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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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修改群头像
通过 ModifyGroupFaceUrl可以修改群头像：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头像；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头像；

原型：

/**
* 修改群头像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url 群头像地址（最长100字节）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ModifyGroupFaceUrl:(NSString*)group url:(NSString*)url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url

群头像地址（最长100字节）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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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FaceUrl:@"TGID1JYSZEAEQ"
notification:@"http://test/x.jpg"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face url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5.5 修改加群选项
通过 ModifyGroupAddOpt可以修改加群选项：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加群选项；
对于私有群，只能通过邀请加入群组，不能主动申请加入某个群组；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修改加群选项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opt 加群选项，详见 TIMGroupAddOpt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ModifyGroupAddOpt:(NSString*)group opt:(TIMGroupAddOpt)opt succ:(TIMSucc)suc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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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opt

加群选项，可设置为允许任何人加入、需要审核、禁止
任何人加入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AddOpt:@"TGID1JYSZEAEQ"
opt:TIM_GROUP_ADD_FORBID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opt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修改群 @"TGID1JYSZEAEQ" 为禁止任何人加入。

5.6 修改群维度自定义字段
通过 ModifyGroupCustomInfo可以对群维度自定义字段进行修改：

权限说明：

后台配置相关的key和权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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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修改群自定义字段集合
*
* @param group 群组Id
* @param customInfo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ModifyGroupCustomInfo:(NSString*)group customInfo:(NSDictionary*)customInfo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customInfo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
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 设置自定义数据
NSMutalbeDictionary *customInfo = [[NSMutableDictionary alloc] init];
NSString *key = @"custom ke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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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Data *data = [NSData dataWithBytes:"custom value" length:13];
[customInfo setObject:data forKey:key];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CustomInfo:@"TGID1JYSZEAEQ"
customInfo:customInfo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customInfo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修改群 @"TGID1JYSZEAEQ" 为禁止任何人加入。

5.7 修改用户群内身份
通过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可以对群成员的身份进行修改：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对群成员的身份进行修改；
直播大群不支持修改用户群内身份；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NSString*)group user:(NSString*)identifier
role:(TIMGroupMemberRole)rol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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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要修改的群成员的Id

role

修改后的身份类型。不能修改为群主类型，详见TIMGr
oupMemberRole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Role:@"TGID1JYSZEAEQ"
user:@"iOS_001" role:TIM_GROUP_MEMBER_ADMIN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member role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设置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 @"iOS_001" 为管理员。

5.8 对群成员进行禁言
通过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可以对群成员进行禁言并设置禁言时长：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对群成员进行禁言；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NSString*)group user:(NSString*)identifier
stime:(uint32_t)stim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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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identifier

要禁言的群成员的Id

stime

禁言时间， 单位秒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TGID1JYSZEAEQ"
user:@"iOS_001" stime:120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member silence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设置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 @"iOS_001" 禁言120s。

5.9 修改群名片
通过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NameCard可以对群成员资料的群名片进行修改：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NameCard:(NSString*)group user:(NSString*)identifier
nameCard:(NSString*)nameCard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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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identifier

要修改的群成员的Id

nameCard

要设置的群名片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NameCard:@"TGID1JYSZEAEQ"
user:@"iOS_001" nameCard:@"iOS_001_namecard"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member namecard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设置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 @"iOS_001" 群名片为 @"iOS_001_namecard"。

5.10 修改群成员维度自定义字段
通过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CustomInfo可以对群成员维度自定义字段进行修改：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CustomInfo:(NSString*)group user:(NSString*)identifier
customInfo:(NSDictionary*)customInfo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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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identifier

要设置自定义属性的群成员的Id

customInfo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
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GroupMemberInfoSetSilence:@"TGID1JYSZEAEQ"
user:@"iOS_001" customInfo:customInfo succ:^() {
NSLog(@"modify group member customInfo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设置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 @"iOS_001" 的自定义属性。

5.11 修改接收群消息选项
通过 ModifyReciveMessageOpt可以设置群消息的接收选项：(默认情况下公开群和私有群是接收并离线推送
，聊天室和直播大群是接收不离线推送)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int) ModifyReciveMessageOpt:(NSString*)group opt:(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opt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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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

群组Id

opt

接收消息选项，详见TIMGroupReceiveMessageOpt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ModifyReciveMessageOpt:@"TGID1JYSZEAEQ"
opt:TIM_GROUP_RECEIVE_NOT_NOTIFY_MESSAGE succ:^() {
NSLog(@"modify receive group message option succ");
}fail:^(int code, NSString* err) {
NSLog(@"failed code: %d %@", code, err);
}];

示例设置群 @"TGID1JYSZEAEQ" 的接收消息选项为接收在线消息，不接收离线推送。

6. 群组未决信息
6.1 拉取群未决相关信息
通过GetPendencyFromServer 接口可拉取群未决相关信息。此处的群未决消息泛指所有需要审批的群相关的
操作。例如：加群待审批，拉人入群待审批等等。即便审核通过或者拒绝后，该条信息也可通过此接口拉回，
拉回的信息中有已决标志。

权限说明：

只有审批人有权限拉取相关信息。
例如：UserA申请加入群GroupA，则群管理员可获取此未决相关信息，UserA因为没有审批权限，不需要过去
未决信息。
如果AdminA拉UserA进去GroupA，则UserA可以拉取此未决相关信息，因为该未决信息待UserA审批。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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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群组未决列表
*
* @param option 未决参数配置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未决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GetPendencyFromServer:(TIMGroupPendencyOption*)option
succ:(TIMGetGroupPendencyLis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option

未决参数配置

succ

成功回调，返回未决列表

fail

失败回调

拉取未决的option相关操作：
属性说明：
timestamp：拉取的开始时戳。如果从最新的未决条目开始拉取，则填0或不填。若分页，则回调中返回下一
个分页的拉取起始时戳。
numPerPage：一次拉取的最多条目数，用于分页。

拉取未决的回调说明：

/**
* 获取群组未决请求列表成功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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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meta 未决请求元信息
* @param pendencies 未决请求列表（TIMGroupPendencyItem）数组
*/
typedef void (^TIMGetGroupPendencyListSucc)(TIMGroupPendencyMeta * meta, NSArray *
pendencies);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eta

拉取操作返回的相关信息，包含分页信息和拉取状态等
。

pendencies

拉取的未决条目数组 .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nextStartTime

拉取下一个分页的起始时戳，用于传入拉取配置中。为
0时表示没有后面的分页了。

readTimeSeq

已读时戳，用来判定未决条目是否已读。

unReadCnt

所有未读条目个数。不限制于本次分页中。

未决条目相关属性：

/**
* 未决申请
*/
@interface TIMGroupPendencyItem : TIMCodingModel

/**
* 相关群组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group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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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求者id，请求加群:请求者，邀请加群:邀请人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fromUser;

/**
* 判决者id，请求加群:0，邀请加群:被邀请人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toUser;

/**
* 未决添加时间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64_t addTime;

/**
* 未决请求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PendencyGetType getType;

/**
* 已决标志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PendencyHandleStatus handleStatus;

/**
* 已决结果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roupPendencyHandleResult handleResult;

/**
* 申请或邀请附加信息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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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requestMsg;

/**
* 审批信息：同意或拒绝信息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handledMsg;
@end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groupId

群ID

fromUser

未决发起者ID

toUser

未决审批者ID

addTime

添加未决时间

getType

枚举未决条目类型： 请求加群；邀请加群

handleStatus

枚举未决条目状态：未决；他人已决；操作者已决 说明
：UserA申请加入Group，AdminA审批通过。则Admi
nB拉取的此未决条目的类型为，他们已决。

handleResult

枚举审批结果：同意；拒绝

requestMsg/handleMsg

申请、审批时的hello word

示例：

TIMGroupPendencyOption option = [[TIMGroupPendencyOption alloc] init];
option.timestamp = 0;
option.numPerPage = 10;

[[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PendencyFromServer:option
succ:^(TIMGroupPendencyMeta *meta, NSArray *pendencies) {
NSLog(@"get pendencies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get pendencies failed: %d->%@", code, ms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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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上报群未决已读
对于未决信息，sdk可对其和之前的所有未决信息上报已读。上报已读后，仍然可以拉取到这些未决信息，但
可通过对已读时戳的判断判定未决信息是否已读。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Manager : NSObject

/**
* 群未决已读上报
*
* @param timestamp 上报已读时间戳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PendencyReport:(uint64_t)timestamp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imestamp

上报已读时戳。对于单条未决信息，时戳包含在其属性
里。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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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Manager sharedInstance] PendencyReport:timestamp succ:^{
NSLog(@"pendency report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pendency report failed: %d->%@", code, msg);
}];

6.3 处理群未决信息
对于群的未决信息，sdk增加了处理接口。审批人可以选择对单条信息进行同意或者拒绝。已处理成功过的未
决信息不能再次处理。

原型：

@interface TIMGroupPendencyItem: NSObject

/**
* 同意申请
*
* @param msg 同意理由，选填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void) accept:(NSString*)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
* 拒绝申请
*
* @param msg 拒绝理由，选填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void) refuse:(NSString*)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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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TIMGroupPendencyItem *item = [pendencies firstObject];

[item accept:@"thanks for inviting" succ:^{
NSLog(@"accept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accept fail: %d->%@", code, msg);
}];

[item refuse:@"i dont want to join" succ:^{
NSLog(@"refuse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refuse fail: %d->%@", code, msg);
}];

7. 群资料存储
在1.9版本之前，并未存储用户的群资料数据，每次调用接口都是从服务端重新获取，需要APP端进行存储，1.
9以后版本，增加了群资料存储，可以设置存储的具体字段，参考 4.1 设置拉取字段
。另外，这里仅存储群资料，并未对群成员的资料获取，1.9版本以后会在群消息中增加用户的相关字段，建议
直接从消息中获取。

7.1 启用群资料存储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开启群组助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13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 @return 0 成功
*/
-(int) enableGroupAssistant;

@end

7.2 群组资料获取同步接口
为了方便读取，1.9以后版本增加了群组资料的同步接口（需要开启群资料存储），

原型：

/**
* 群组助手
*/
@interface TIMGroupAssistant : NSObject

/**
* 获取群组助手实例
*
* @return 群主助手实例
*/
+(TIMGroupAssistant*) sharedInstance;

/**
* 获取用户所在群组信息
*
* @param groups 群组id（NSString*）列表
*
* @return 群组信息（TIMGroupInfo*)列表，assistant未同步时返回nil
*/
-(NSArray*) GetGroupInfo:(NSArray*)group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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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用户群组列表
*
* @return 群组信息（TIMGroupInfo*）列表，assistant未同步时返回nil
*/
-(NSArray*) GetGroupList;

@end

7.3 群通知回调
如果开启了存储，可以设置监听感知群事件，当有对应事件发生时，会进行回调：

原型：

@protocol TIMGroupAssistant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有新用户加入群时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d 群ID
* @param membersInfo 加群用户的群资料（TIMGroupMemberInfo*）列表
*/
-(void) OnMemberJoin:(NSString*)groupId membersInfo:(NSArray*)membersInfo;

/**
* 有群成员退群时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d 群ID
* @param members 退群成员的identifier（NSString*）列表
*/
-(void) OnMemberQuit:(NSString*)groupId members:(NSArray*)member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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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成员信息更新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d 群ID
* @param membersInfo 更新后的群成员资料（TIMGroupMemberInfo*）列表
*/
-(void) OnMemberUpdate:(NSString*)groupId membersInfo:(NSArray*)membersInfo;

/**
* 加入群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nfo 加入群的群组资料
*/
-(void) OnGroupAdd:(TIMGroupInfo*)groupInfo;

/**
* 解散群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d 解散群的群ID
*/
-(void) OnGroupDelete:(NSString*)groupId;

/**
* 群资料更新的通知回调
*
* @param groupInfo 更新后的群资料信息
*/
-(void) OnGroupUpdate:(TIMGroupInfo*)groupInfo;

@end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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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成员变更时通过onMemberUpdate回调，参数

TIMGroupMemberInfo*

为变更后的成员信息，可以根据字段更新界面。

8 群事件消息
当有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或者有用户被移出群组时，群内会产生有提示消息，调用方可以根据需要展示给群
组用户，或者忽略。提示消息使用一个特殊的Elem标识，通过新消息回调返回消息（参见2.3. 新消息通知）：
如下图中，展示一条修改群名的事件消息：

消息原型：

/**
* 群Tips类型
*/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_GROUP_TIPS_TYP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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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加入群 (opUser & groupName & user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 0x01,
/**
* 退出群 (opUser & groupName & user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 0x02,
/**
* 踢出群 (opUser & groupName & user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KICKED = 0x03,
/**
* 设置管理员 (opUser & groupName & user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SET_ADMIN = 0x04,
/**
* 取消管理员 (opUser & groupName & user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CANCEL_ADMIN = 0x05,
/**
* 群资料变更 (opUser & groupName & introduction & notification & faceUrl & owner)
*/
TIM_GROUP_TIPS_TYPE_INFO_CHANGE = 0x06,
/**
* 群成员资料变更 (opUser & groupName & memberInfoList)
*/
TIM_GROUP_TIPS_TYPE_MEMBER_INFO_CHANGE = 0x07,
};

/**
* 群Tips
*/
@interface TIMGroupTipsElem : TIMEle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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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Tips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GROUP_TIPS_TYPE type;

/**
* 操作人用户名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opUser;

/**
* 被操作人列表 NSString* 数组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userList;

/**
* 在群名变更时表示变更后的群名，否则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groupName;

/**
* 群信息变更： TIM_GROUP_TIPS_TYPE_INFO_CHANGE 时有效，为 TIMGroupTipsElemGroupInfo
结构体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groupChangeList;

/**
* 成员变更： TIM_GROUP_TIPS_TYPE_MEMBER_INFO_CHANGE 时有效，为
TIMGroupTipsElemMemberInfo 结构体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memberChangeLis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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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者用户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UserProfile * opUserInfo;
/**
* 操作者群成员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GroupMemberInfo * opGroupMemberInfo;
/**
* 变更成员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ictionary * changedUserInfo;
/**
* 变更成员群内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ictionary * changedGroupMemberInfo;

@end

调用方可选择是否予以展示，以及如何展示。

示例：

@interface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NSObject-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end

@implementation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s) {
TIMConversation * conversation = [msg getConversation];

for (int i = 0; i < [msg elemCount]; i++) {
TIMElem * elem = [msg getElem:i];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GroupTipsElem class]])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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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TipsElem * tips_elem = (TIMGroupTipsElem * )elem;
switch ([tips_elem type]) {
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NSLog(@"invite %@ into group %@", [tips_elem userList], [conversation getReceiver]);
break;
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NSLog(@"%@ quit group %@", [tips_elem userList], [conversation getReceiver]);
break;
default:
NSLog(@"ignore type");
break;
}
}
}
}
}
@end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impl = [[TIMMessage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MessageListener:impl];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itSdk];

TIMLoginParam * login_param = [[TIMLoginParam alloc ]init];

login_param.accountType = @"107";
login_param.identifier = @"iOS_001";
login_param.userSig = @"";
login_param.appidAt3rd = @"123456";
login_param.sdkAppId = 123456;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login: login_param suc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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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g(@"login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login failed: %d->%@", code, err);
}];

示例中注册新消息回调，打印用户进入群组和离开群组的事件通知，其他事件通知用法相同，具体含义可参见
下面章节：

8.1 用户加入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加入群组时（包括申请入群和被邀请入群），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开发者可选择展
示样式。可以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opUser

申请入群：申请人/邀请入群：邀请人

groupName

群名

userList

入群的用户列表

8.2 用户退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主动退群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可以选择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opUser

退出用户identifi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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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Name

群名

8.3 用户被踢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踢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可以选择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KICKED。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KICKED

opUser

被踢用户identifier

groupName

群名

8.4 被设置/取消管理员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设置为管理员或者被取消管理员身份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如果界面有显示是
否管理员，此时可更新管理员标识。
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SET_ADMIN 和 TIM_GROUP_TIPS_TYPE_CANCEL_ADMIN 。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设置：TIM_GROUP_TIPS_TYPE_SET_ADMIN

取消

TIM_GROUP_TIPS_TYPE_CANCEL_ADMIN

opUser

操作用户identifier

groupName

群名

userList

被设置/取消管理员身份的用户列表

8.5 群资料变更
触发时机：当群资料变更，如群名、群简介等，会有系统消息发出，可更新相关展示字段。或者选择性把消息
展示给用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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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INFO_CHANGE

opUser

操作用户identifier

groupName

群名

groupChangeInfo

群变更的具体资料信息，为TIMGroupTipsElemGroup
Info 结构体列表

TIMGroupTipsElemGroupInfo 原型：

/**
* 群tips，群变更信息
*/
@interface TIMGroupTipsElemGroupInfo : NSObject

/**
* 群名，如果没有变更，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groupName;

/**
* 群简介： 没有变更时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introduction;

/**
* 群公告： 没有变更时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notification;

/**
* 群头像： 没有变更时为 nil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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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faceUrl;

/**
* 群主： 没有变更时为 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owner;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

变更后的群名，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il

introduction

变更后的群简介，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il

notification

变更后的群公告，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il

faceUrl

变更后的群头像URL，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il

owner

变更后的群主，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il

8.6 群成员资料变更
触发时机：当群成员的群相关资料变更时，包括群内用户被禁言、群内成员角色变更，会有系统消息发出，可
更新相关字段展示，或者选择性把消息展示给用户。（
注意：这里的资料仅跟群相关资料，比如禁言时间、成员角色变更等，不包括用户昵称等本身资料，对于群内
人数可能过多，不建议实时
更新，建议的做法是直接显示消息体内的资料，参考：消息发送者以及相关资料
，如果本地有保存用户资料，可根据消息体内资料判断是否有变更，在收到此用户一条消息后更新资料。）。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MEMBER_INFO_CHANGE

opUser

操作用户identifier

groupName

群名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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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memberInfoList

变更的群成员的具体资料信息，为TIMGroupTipsElem
MemberInfo结构体列表

TIMGroupTipsElemMemberInfo 原型：

/**
* 群tips，成员变更信息
*/
@interface TIMGroupTipsElemMemberInfo : NSObject

/**
* 变更用户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identifier;
/**
* 禁言时间（秒，还剩多少秒可以发言）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shutupTime;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变更的用户identifier

shutupTime

被禁言的时间

8.7 群事件消息监听器
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的群事件消息需要通过注册监听器获得，2.4版本后消息Elem中包含群的成员数。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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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事件通知回调
*/
@protocol TIMGroupEvent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群tips回调
*
* @param elem 群tips消息
*/
- (void)onGroupTipsEvent:(TIMGroupTipsElem*)elem;
@end

9 群系统消息
当有用户申请加群等事件发生时，管理员会收到邀请加群系统消息，用户可根据情况接受请求或者拒绝，相应
的消息通过群系统消息展示给用户。
群系统消息类型定义：

/**
* 群系统消息类型
*/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_GROUP_SYSTEM_TYPE){
/**
* 申请加群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E = 0x01,
/**
* 申请加群被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ACCEPT_TYPE = 0x02,
/**
* 申请加群被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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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FUSE_TYPE = 0x03,
/**
* 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的人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KICK_OFF_FROM_GROUP_TYPE = 0x04,
/**
* 群被解散（全员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DELETE_GROUP_TYPE = 0x05,
/**
* 创建群消息（创建者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CREATE_GROUP_TYPE = 0x06,
/**
* 邀请加群（被邀请者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TO_GROUP_TYPE = 0x07,
/**
* 主动退群（主动退群者能够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QUIT_GROUP_TYPE = 0x08,
/**
* 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
*/
TIM_GROUP_SYSTEM_GRANT_ADMIN_TYPE = 0x09,
/**
* 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
*/
TIM_GROUP_SYSTEM_CANCEL_ADMIN_TYPE = 0x0a,
/**
* 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
*/
TIM_GROUP_SYSTEM_REVOKE_GROUP_TYPE = 0x0b,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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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入群请求(被邀请者接收)
*/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QUEST_TYPE = 0x0c,
/**
* 邀请加群被同意(只有发出邀请者会接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ACCEPT_TYPE = 0x0d,
/**
* 邀请加群被拒绝(只有发出邀请者会接收到)
*/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FUSE_TYPE = 0x0e,
};

/**
* 群系统消息
*/
@interface TIMGroupSystemElem : TIMElem

/**
* 操作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GROUP_SYSTEM_TYPE type;

/**
* 群组Id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group;

/**
* 操作人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us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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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操作理由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msg;

/**
* 消息标识，客户端无需关心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64_t msgKey;

/**
* 消息标识，客户端无需关心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Data * authKey;

/**
* 操作人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UserProfile * opUserInfo;

/**
* 操作人群成员资料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GroupMemberInfo * opGroupMemberInfo;

/**
* 同意申请，目前只对申请加群和被邀请入群消息生效
*
* @param msg 同意理由，选填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 accept:(NSString*)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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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拒绝申请，目前只对申请加群和被邀请入群消息生效
*
* @param msg 拒绝理由，选填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返回错误码和错误描述
*/
- (void) refuse:(NSString*)ms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消息类型

group

群组Id

user

操作人

msg

操作理由

msgKey & authKey

消息的标识，客户端无需关心，调用accept和refuse时
由SDK读取

示例：

@interface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NSObject-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end

@implementation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s) {
for (int i = 0; i < [msg elemCount]; i++) {
TIMElem * elem = [msg getElem:i];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GroupSystemElem class]])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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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roupSystemElem * system_elem = (TIMGroupSystemElem * )elem;
switch ([system_elem type]) {
case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E:
NSLog(@"user %@ request join group %@", [system_elem user], [system_elem group]);
break;
case TIM_GROUP_SYSTEM_DELETE_GROUP_TYPE:
NSLog(@"group %@ deleted by %@", [system_elem group], [system_elem user]);
break;
default:
NSLog(@"ignore type");
break;
}
}
}
}
}
@end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impl = [[TIMMessage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MessageListener:impl];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itSdk];

TIMLoginParam * login_param = [[TIMLoginParam alloc ]init];

login_param.accountType = @"107";
login_param.identifier = @"iOS_001";
login_param.userSig = @"";
login_param.appidAt3rd = @"123456";
login_param.sdkAppId = 123456;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login: login_param succ:^(){
NSLog(@"login suc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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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login failed: %d->%@", code, err);
}];

示例中收到群系统消息，如果是入群申请，默认同意，如果是群解散通知，打印信息。其他类型消息解析方式
相同。

9.1 申请加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申请加群时，群管理员会收到申请加群消息，可展示给用户，由用户决定是否同意对方加
群，如果同意，调用accept方法，拒绝调用refuse方法。
消息类型为：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
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的申请

user

申请人

msg

申请理由，（可选）

方法说明：

当同意申请人入群，可调用accept方法
当不同意申请人入群，可调用refuse方法。

9.2 申请加群同意/拒绝消息
触发时机：当管理员同意加群请求时，申请人会收到同意入群的消息，当管理员拒绝时，收到拒绝入群的消息
。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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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ype

同意：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ACCEPT
_TYPE
拒绝：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FUSE
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通过/拒绝了

user

处理请求的管理员identifier

msg

同意或者拒绝理由（可选）

9.3 邀请入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邀请群时，该用户会收到邀请入群消息，可展示给用户，由用户决定是否同意入群，如
果同意，调用accept方法，拒绝调用refuse方法。
消息类型为：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QUEST_TYP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QUES
T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的邀请

user

邀请人

方法说明：

当同意邀请入群，可调用accept方法
当不同意邀请入群，可调用refuse方法。

9.4 邀请入群同意/拒绝消息
触发时机：当被邀请者同意入群请求时，邀请者会收到同意入群的消息，当被邀请者拒绝时，邀请者会收到拒
绝入群的消息。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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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ype

同意：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A
CCEPT_TYPE
拒绝：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
EFUSE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对哪个群通过/拒绝了

user

处理请求的用户identifier

msg

同意或者拒绝理由（可选）

9.5 被管理员踢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管理员踢出群组时，申请人会收到被踢出群的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KICK_OFF_FROM_GROUP_TY
PE

group

群组Id，表示在哪个群里被踢了

user

操作管理员identifier

9.6 群被解散
触发时机：当群被解散时，全员会收到解散群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DELETE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哪个群被解散了

user

操作管理员identifier

9.7 创建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群创建时，创建者会收到创建群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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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用创建群方法成功回调后，即表示创建成功，此消息主要为多终端同步，如果有在其他终端登录，做为更
新群列表的时机，本终端可以选择忽略。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CREATE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创建的群Id

user

创建者，这里也就是用户自己

9.8 邀请加群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时，该用户会收到邀请消息，注意：创建群组时初始成员无需邀请即可入群
。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TO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邀请进入哪个群

user

操作人，表示哪个用户的邀请

方法说明：

当用户同意入群，可调用accept方法
当用户不同意，可调用refuse方法。

9.9 主动退群
触发时机：当用户主动退出群组时，该用户会收到退群消息，只有退群的用户自己可以收到。
当用户调用QuitGroup时成功回调返回，表示已退出成功，此消息主要为了多终端同步，其他终端可以做为更
新群列表的时机，本终端可以选择忽略。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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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QUIT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退出的哪个群

user

操作人，这里即为用户自己

9.10 设置/取消管理员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设置为管理员时，可收到被设置管理员的消息通知，当用户被取消管理员时，可收到取消
通知，可提示用户。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取消管理员身份:TIM_GROUP_SYSTEM_GRANT_ADM
IN_TYPE

授予管理员身份

TIM_GROUP_SYSTEM_CANCEL_ADMIN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哪个群的事件

user

操作人

9.11 群被回收
触发时机：当群组被系统回收时，全员可收到群组被回收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REVOKE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哪个群被回收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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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资料与关系链（iOS SDK）
IM通讯云提供了关系链和用户资料托管，APP开发者使用简单的接口就可实现关系链和用户资料存储功能，另
外，为了方便不通用户定制化资料，也提供用户资料和用户关系链的自定义字段（目前此功能为内测功能，可
提交工单修改，参考：新增用户维度的自定义字段。）。

本节所有的接口不论对独立帐号体系还是托管帐号体系都有有效。

1. 关系链资料介绍
用户关系链是指好友关系，通过接口可以实现加好友、解除好友、获取好友列表等操作。

用户资料保存用户的信息，比如昵称、头像等，另外，还有一种好友资料，只跟好友相关比如备注，分组等。

2. 设置自己的资料
2.1 设置自己的昵称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SetNickname 方法设置用户自己的昵称，昵称最大为64字节：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自己的昵称
*
* @param nick 昵称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Nickname:(NSString*)nick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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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nick

要设置的昵称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非0

表示发送数据失败

示例：

NSString * nick = @"nickname";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Nickname:nick succ:^() {
NSLog(@"SetNickname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tNickname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此示例设置自己的昵称为

nicknam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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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置好友验证方式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SetAllowType 方法设置好友验证方式，有以下几种验证方式：

任何人加好友
拒绝任何人加好友
需要验证三种方式

用户可根据需要设置其中一种，目前没有方法设置默认的好友验证方式，默认都是任何人可加好友：

原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FriendAllowType) {
/**
* 同意任何用户加好友
*/
TIM_FRIEND_ALLOW_ANY = 0,

/**
* 拒绝任何人加好友
*/
TIM_FRIEND_DENY_ANY = 1,

/**
* 需要验证
*/
TIM_FRIEND_NEED_CONFIRM = 2,
};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好友验证方式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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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详见 TIMFriendAllowType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AllowType:(TIMFriendAllowType)allowTyp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详见 TIMFriendAllowType：
TIM_FRIEND_ALLOW_ANY : 同意任何用户加好友
TIM_FRIEND_DENY_ANY : 拒绝任何人加好友
TIM_FRIEND_NEED_CONFIRM : 需要验证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非0

表示发送数据失败

示例：

TIMFriendAllowType allowType = TIM_FRIEND_NEED_CONFIRM;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AllowType:allowType succ:^() {
NSLog(@"SetAllowType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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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g(@"SetAllowType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此示例中设置了自己的好友验证方式为需要验证，此时如果有用户申请加好友，会收到加好友的系统通知（详
见 8.9.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2.3 设置自己的头像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SetFaceURL 方法设置用户自己的头像，当前 ImSDK
不会保存用户图片资源，需要用户上传图片到其他存储平台，通过 ImSDK 设置图片 URL：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自己的头像
*
* @param faceURL 头像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FaceURL:(NSString*)faceURL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faceURL

要设置的头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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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非0

表示发送数据失败

示例：

NSString * faceUrl = @"http://faceurl";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FaceURL:faceUrl succ:^() {
NSLog(@"SetFaceURL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tFaceURL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2.4 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
通过Server配置（内测功能，可提交工单修改，参考：新增用户维度的自定义字段
。）可以设置自己的自定义字段，通过自定义字段可以做到很多非内置功能，如用户性别、地址等字段。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自定义属性
*
* @param custom 自定义属性（NSString*,NSData*）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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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Custom:(NSDictionary*)custom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ustom

自定义属性，字典类型 key 为

NSString*

， value为

NSData*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结构，包含用户资料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2.5 设置个性签名
云通信支持个性签名，用户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44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interface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签名
*
* @param signature 签名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SelfSignature:(NSData*)signatur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ignature

个性签名，二进制数据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2.6 设置自己的性别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性别，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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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用户性别
*
* @param gender 用户性别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Gender:(TIMGender)gender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ender

用户性别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2.7 设置自己的生日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生日，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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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用户生日
*
* @param birthday 用户生日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Birthday:(uint32_t)birthday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birthday

用户生日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2.8 设置自己的语言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语言，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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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用户语言
*
* @param language 语言编号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Language:(uint32_t)languag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language

用户语言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2.8 设置自己的地域
云通信支持设置自己的地域，设置后所有人可见。

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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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用户地域
*
* @param location 地域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Location:(NSData*)location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location

用户地域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3. 获取资料
3.1 获取自己的资料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GetSelfProfile方法获取用户自己的资料，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
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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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
* 好友资料
*/
@interface TIMUserProfile : TIMCodingModel

/**
* 用户identifier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identifier;

/**
* 用户昵称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nickname;

/**
* 用户备注（最大96字节，获取自己资料时，该字段为空）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remark;

/**
* 好友验证方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FriendAllowType allowType;

/**
* 用户头像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String* faceURL;

/**
* 用户签名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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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Data* selfSignature;

/**
* 好友性别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Gender gender;

/**
* 好友生日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birthday;

/**
* 好友区域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Data* location;

/**
* 好友语言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language;

/**
* 好友分组名称 NSString* 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Array* friendGroups;

/**
*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是NSString*类型,value是NSData*类型
* (key值按照后台配置的字符串传入)
*/
@property(nonatomic,strong) NSDictionary* customInf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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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自己的资料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GetSelfProfile:(TIMGetProfile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结构，包含用户资料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TIMUserProfile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identifier

自己的用户标识

nickname

自己的昵称

remark

为空，获取好友资料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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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

location

最长16字节

friendGroups

为空，获取好友资料时有效

customInfo

个人资料的自定义属性

示例：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SelfProfile:^(TIMUserProfile * profile) {
NSLog(@"GetSelfProfile identifier=%@ nickname=%@ allowType=%d", profile.identifier,
profile.nickname, profile.allowType);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GetSelfProfile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3.2 获取好友的资料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GetFriendsProfile
方法获取好友的资料（1.9版本之前可以获取任何人资料，1.9版本之后调用 GetUsersProfile
获取），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此接口从网路获取数据。：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好友资料
*
* @param users 要获取的好友列表 NSString* 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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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GetFriendsProfile:(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用户列表，NSString* 数组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数组，包含用户资料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TIMUserProfile 参数说明：

字段

说明

identifier

好友的identifier

nickname

好友昵称

remark

好友备注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

示例：

NSMutableArray * arr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arr addObject:@"iOS_002"];
[arr addObject:@"iOS_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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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FriendsProfile:arr succ:^(NSArray * arr) {
for (TIMUserProfile * profile in arr) {
NSLog(@"user=%@", profile);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GetFriendsProfile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示例中获取@"iOS_002"和@"iOS_003"两个用户的资料。

3.3 获取任何人的资料
1.9 以后版本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GetUsersProfile
方法获取任何用户公开资料，1.9版本之前可以使用 GetFriendsProfile
获取所有人资料，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指定用户资料
*
* @param users 要获取的用户列表 NSString* 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GetUsersProfile:(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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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用户列表，NSString* 数组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数组，包含用户资料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TIMUserProfile 参数说明：

字段

说明

identifier

好友的identifier

nickname

好友昵称

remark

好友备注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

示例：

NSMutableArray * arr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arr addObject:@"iOS_002"];
[arr addObject:@"iOS_003"];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UsersProfile:arr succ:^(NSArray * arr) {
for (TIMUserProfile * profile in arr) {
NSLog(@"user=%@", profile);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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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g(@"GetFriendsProfile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示例中获取@"iOS_002"和@"iOS_003"两个用户的资料。

3.4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1.9 以后版本可以设置所需要拉取的资料字段，方便更灵活的获取资料。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Setting : NSObject

/**
* 需要获取的好友信息标志（TIMProfileFlag）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64_t friendFlags;

/**
* 需要获取的好友自定义信息（NSString*）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friendCustom;

/**
* 需要获取的用户自定义信息（NSString*）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userCustom;

@end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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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TIMFriendshipManager和TIMFriendshipProxy默认拉取的字段（不设置：默认拉取所有基本字段，
不拉取自定义字段）
*
* @param setting 设置参数
*
* @return 0 成功
*/
-(int) initFriendshipSetting:(TIMFriendshipSetting*)setting;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etting

需要设置的配置：TIMFriendshipSetting
friendFlags 要拉取的基本字段，按位设置，说明详见
friendFlags
friendCustom 好友的自定义字段key列表
userCustom 用户自定义字段key列表

4. 关系链相关资料
4.1 好友备注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SetFriendRemark
方法设置好友备注，需要注意好友备注必须先加为好友才可设置备注：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好友备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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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identifier 用户标识
* @param nick 备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FriendRemark:(NSString*)identifier remark:(NSString*)remark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要设置备注的好友标识

remark

要设置的备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非0

表示发送数据失败

示例：

NSString * remark= @"002 remark";
NSString * identifier = @"iOS_002";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FriendRemark:identifier remark:remark su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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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g(@"SetFriendRemark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SetFriendRemark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示例中设置好友 @"iOS_002" 的备注为 @"002 remark"。

4.2 设置好友自定义资料
通过Ser
ver配置（内测
功能）可以设置自己的自定义
字段，通过自定义字段可以做到很多非内置功能。需要注意好友备注必须先加为好友才可设置备注：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好友自定义属性
*
* @param identifier 用户标识
* @param custom 自定义属性（NSString*,NSData*）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SetFriendCustom:(NSString*)identifier custom:(NSDictionary*)custom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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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好设置的好友identifier

custom

自定义属性，字典类型 key 为

NSString*

， value为

NSData*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UserProfile 结构，包含用户资料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5. 好友关系
5.1 添加好友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AddFriend
方法可以批量添加好友，目前所能支持的最大好友列表为1000个：

原型：

/**
* 加好友请求
*/
@interface TIMAddFriendRequest : NSObjec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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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identifier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identifier;

/**
* 用户备注，用户备注最大96字节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remark;

/**
* 请求说明（最大 120 字节）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addWording;

/**
* 添加来源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addSource;

@end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添加好友
*
* @param users 要添加的用户列表 TIMAddFriendRequest* 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AddFriend:(NSArray*) 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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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用户列表，TIMAddFriendRequest* 数组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数组，包含用户添加结果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TIMAddFriendRequest 参数说明：

字段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标识

remark

添加成功后给用户的备注信息，最大96字节

addWording

添加请求说明，最大 120 字节，如果用户设置为添加
好友需要审核，对方会收到此信息并决定是否通过。

addSource

添加来源，固定字串，在页面上申请，留空表示未知来
源

返回码说明：

成功回调会返回操作用户的TIMFriendResult结果数据，添加好友的错误码如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FriendStatus) {
/**
* 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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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_FRIEND_STATUS_SUCC = 0,

/**
* 加好友时有效：被加好友在自己的黑名单中
*/
TIM_ADD_FRIEND_STATUS_IN_SELF_BLACK_LIST = 30515,

/**
* 加好友时有效：被加好友设置为禁止加好友
*/
TIM_ADD_FRIEND_STATUS_FRIEND_SIDE_FORBID_ADD = 30516,

/**
* 加好友时有效：好友数量已满
*/
TIM_ADD_FRIEND_STATUS_SELF_FRIEND_FULL = 30519,

/**
* 加好友时有效：已经是好友
*/
TIM_ADD_FRIEND_STATUS_ALREADY_FRIEND = 30520,

/**
* 加好友时有效：已被被添加好友设置为黑名单
*/
TIM_ADD_FRIEND_STATUS_IN_OTHER_SIDE_BLACK_LIST = 30525,

/**
* 加好友时有效：等待好友审核同意
*/
TIM_ADD_FRIEND_STATUS_PENDING = 30539,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64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开发者可根据对应情况提示用户。

示例：

NSMutableArray * us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TIMAddFriendRequest* req = [[TIMAddFriendRequestalloc] init];

// 添加好友 iOS_002
req.identifier = [NSString stringWithUTF8String:"iOS_002"];
// 添加备注 002Remark
req.remark = [NSString stringWithUTF8String:"002Remark"];
// 添加理由
req.addWording = [NSString stringWithUTF8String:"i am 002"];

[users addObject:req];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AddFriend:users succ:^(NSArray * arr) {
for (TIMFriendResult * res in arr) {
if (res.status != TIM_FRIEND_STATUS_SUCC) {
NSLog(@"AddFriend failed: user=%@ status=%d", res.identifier, res.status);
}
else {
NSLog(@"AddFriend succ: user=%@ status=%d", res.identifier, res.status);
}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add friend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5.2 删除好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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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DelFriend 方法可以批量删除好友：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删除好友
*
* @param delType 删除类型（单向好友、双向好友）
* @param users 要删除的用户列表 NSString* 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DelFriend:(TIMDelFriendType)delType users:(NSArray*) 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delType

删除类型，可选择删除双向好友或者单向好友

users

要删除的用户列表 NSString* 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数组，包含用户添加结果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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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返回码说明：

成功回调会返回操作用户的TIMFriendResult结果数据，删除好友的错误码如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FriendStatus) {
/**
* 操作成功
*/
TIM_FRIEND_STATUS_SUCC = 0,

/**
* 删除好友时有效：删除好友时对方不是好友
*/
TIM_DEL_FRIEND_STATUS_NO_FRIEND = 31704,
};

开发者可根据情况提示用户。

示例：

NSMutableArray * del_user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 删除好友 iOS_002
[del_users addObject:@"iOS_002"];

// TIM_FRIEND_DEL_BOTH 指定删除双向好友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DelFriend: TIM_FRIEND_DEL_BOTH users:del_users
succ:^(NSArray* arr) {
for (TIMFriendResult * res in a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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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es.status != TIM_FRIEND_STATUS_SUCC) {
NSLog(@"DelFriend failed: user=%@ status=%d", res.identifier, res.status);
}
else {
NSLog(@"DelFriend succ: user=%@ status=%d", res.identifier, res.status);
}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DelFriend failed: code=%d err=%@", code, err);
}];

5.3 获取所有好友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GetFriendList
方法可以获取所有好友，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好友列表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好友列表，TIMUserProfile* 列表，只包含identifier，nickname，remark
三个字段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GetFriendList:(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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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返回好友列表，TIMUserProfile*
列表，只包含identifier，nickname，remark
三个字段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TIMUserProfile 参数说明：

字段

说明

identifier

自己的用户标识

nickname

自己的昵称

remark

用户备注

其他字段需要通过拉取好友的详细资料获得。

示例：

[[TIMFriendshipManager sharedInstance] GetFriendList:^(NSArray * arr) {
for (TIMUserProfile * profile in arr) {
NSLog(@"friend: %@", profile.identifier);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GetFriendList fail: code=%d err=%@", code, err);;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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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同意/拒绝 好友申请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DoResponse方法可以获取所有好友：

原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FriendResponseType) {
/**
* 同意加好友（建立单向好友）
*/
TIM_FRIEND_RESPONSE_AGREE = 0,

/**
* 同意加好友并加对方为好友（建立双向好友）
*/
TIM_FRIEND_RESPONSE_AGREE_AND_ADD = 1,

/**
* 拒绝对方好友请求
*/
TIM_FRIEND_RESPONSE_REJECT = 2,
};

@interface TIMFriendResponse : NSObject

/**
* 响应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FriendResponseType responseType;

/**
* 用户identifier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identifi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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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选）如果要加对方为好友，表示备注，其他type无效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remark;

@end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响应对方好友邀请
*
* @param users 响应的用户列表，TIMFriendResponse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DoResponse:(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users 响应的用户列表，TIMFriendResponse列表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fail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返回值：

0 表示发送数据成功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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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码说明：

成功回调会返回操作用户的TIMFriendResult结果数据，处理用户请求的错误码如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FriendStatus) {
/**
* 操作成功
*/
TIM_FRIEND_STATUS_SUCC = 0,

/**
*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对方没有申请过好友
*/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NO_REQ = 30614,

/**
*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自己的好友满
*/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SELF_FRIEND_FULL = 30615,

/**
*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好友已经存在
*/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FRIEND_EXIST = 30617,

/**
*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对方好友满
*/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OTHER_SIDE_FRIEND_FULL = 30630,
};

开发者可根据情况提示用户。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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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添加用户到黑名单
可以把任意用户拉黑，如果此前是好友关系，拉黑后自动解除好友，拉黑后对方发消息无法收到。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添加用户到黑名单
*
* @param users 用户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AddBlackList:(NSArray*) 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要拉黑的用户identifier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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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把用户从黑名单删除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把用户从黑名单中删除
*
* @param users 用户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DelBlackList:(NSArray*) 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s

要从黑名单删除的用户identifier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5.7 获取黑名单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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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黑名单列表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NSString*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GetBlackList:(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NSString*

类型，为黑名单列表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 好友分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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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创建好友分组
创建分组时，可以同时指定添加的用户，同一用户可以添加到多个分组。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新建好友分组
*
* @param groupNames 分组名称列表,必须是当前不存在的分组
* @param users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CreateFriendGroup:(NSArray*)groupNames users:(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s

分组名称，必须是不存在的分组

users

要添加分组中的用户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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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2 删除好友分组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删除好友分组
*
* @param groupNames 要删除的好友分组名称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DeleteFriendGroup:(NSArray*)groupNames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s

要删除的分组名称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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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添加好友到某分组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添加好友到一个好友分组
*
* @param groupName 好友分组名称
* @param users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AddFriendsToFriendGroup:(NSString*)groupName users:(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

分组名称

users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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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4 从某分组删除好友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从好友分组中删除好友
*
* @param groupName 好友分组名称
* @param users 要移出分组的好友列表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DelFriendsFromFriendGroup:(NSString*)groupName users:(NSArray*)users
succ:(TIMFriend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

分组名称

users

要从分组删除的好友列表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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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5 重命名好友分组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修改好友分组的名称
*
* @param oldName 原来的分组名称
* @param newName 新的分组名称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RenameFriendGroup:(NSString*)oldName newName:(NSString*)newName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oldName

旧分组名称

newName

新分组名称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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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6.6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
* @param groupNames 要获取信息的好友分组名称列表,传入nil获得所有分组信息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Group* 列表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GetFriendGroups:(NSArray*)groupNames succ:(TIMFriendGroup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Names

要获取的分组好友名称，传入nil获取所有分组信息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返回值：

返回

说明

0

发送请求成功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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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获取所有好友分组
通过 6.6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可以获取所有分组信息，另外，通过 5.3 获取所有好友
，也可以获取分组信息。

7. 关系链资料存储
在1.9版本之前，ImSDK不会对关系链和消息进行存储和缓存，调用异步接口每次都会从Server拉取，1.9版本
之后，新增存储模块，用户可以不对资料和关系链进行存储，并且提供了内存同步访问接口，减少开发者调用
负担。

7.1 开启存储
为了兼容老版本，避免老版本开发者和ImSDK都存储数据，默认情况下行为跟1.9版本一致，不会进行存储，
需要用户显示调用开启存储：

原型：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开启好友代理功能
*
* @return 0 成功
*/
-(int) enableFriendshipProxy;

@end

7.2 内存中同步获取关系链资料数据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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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友代理
*/
@interface TIMFriendshipProxy : NSObject

/**
* 获取好友代理实例
*
* @return 好友代理实例
*/
+(TIMFriendshipProxy*) sharedInstance;

/**
* 获取好友列表
*
* @return 好友资料（TIMUserProfile*）列表，proxy未同步时返回nil
*/
-(NSArray*) GetFriendList;

/**
* 获取指定好友资料
*
* @param users 好友id（NSString*）列表
*
* @return 好友资料（TIMUserProfile*）列表，proxy未同步时返回nil
*/
-(NSArray*) GetFriendsProfile:(NSArray*)users;

/**
* 获取好友分组列表
*
* @return 好友分组（TIMFriendGroupWithProfiles*）列表，proxy未同步时返回nil
*/
-(NSArray*) GetFriendGroupLis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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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指定好友分组
*
* @param groups 好友分组名称（NSString*）列表
*
* @return 好友分组（TIMFriendGroupWithProfiles*）列表，proxy未同步时返回nil
*/
-(NSArray*) GetFriendGroup:(NSArray*)groups;

/**
* 获取好友代理的状态
*
* @return 好友代理的状态
*/
-(TIMFriendStatus) GetStaus;

@end

7.3 好友、资料变更回调
1.9版本之前，必须通过系统消息来感知变更，这种方式需要用户解析消息内容，层次结构较深，在1.9版本之
后，如果开启了存储的功能，可以用更加明显易用的回调感知变更：

设置变更回调：

/**
* 好友代理事件回调
*/
@protocol 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NSObject>
@optional
/**
* 收到代理状态变更通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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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status 当前状态
*/
-(void) OnProxyStatusChange:(TIM_FRIENDSHIP_PROSY_STATUS)status;

/**
* 添加好友通知
*
* @param users 好友列表（TIMUserProfile*）
*/
-(void) OnAddFriends:(NSArray*)users;

/**
* 删除好友通知
*
* @param identifiers 用户id列表（NSString*）
*/
-(void) OnDelFriends:(NSArray*)identifiers;

/**
* 好友资料更新通知
*
* @param profiles 资料列表（TIMUserProfile*）
*/
-(void) OnFriendProfileUpdate:(NSArray*)profiles;

/**
* 好友申请通知
*
* @param reqs 好友申请者id列表（TIMSNSChangeInfo*）
*/
-(void) OnAddFriendReqs:(NSArray*)reqs;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85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添加好友分组通知
*
* @param friendgroups 好友分组列表（TIMFriendGroup*）
*/
-(void) OnAddFriendGroups:(NSArray*)friendgroups;

/**
* 删除好友分组通知
*
* @param names 好友分组名称列表（NSString*）
*/
-(void) OnDelFriendGroups:(NSArray*)names;

/**
* 好友分组更新通知
*
* @param friendgroups 好友分组列表（TIMFriendGroup*）
*/
-(void) OnFriendGroupUpdate:(NSArray*)friendgroups;
@end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好友代理回调
*
* @param listener 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setFriendshipProxyListener:(id<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listener;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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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置 TIMFriendshipProxyListener
变更回调，可以在发生不同事件的时候感知不同的事件，之后可通过同步接口获取信息并更新UI操作。

8.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TIMMessage中Elem类型 TIMSNSSystemElem 为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

原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_SNS_SYSTEM_TYPE){
/**
* 增加好友消息
*/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 0x01,
/**
* 删除好友消息
*/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 0x02,
/**
* 增加好友申请
*/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 0x03,
/**
* 删除未决申请
*/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_REQ = 0x04,
};

/**
* 关系链变更详细信息
*/
@interface TIMSNSChangeInfo : NSObjec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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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户 identifier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identifier;

/**
* 申请添加时有效，添加理由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wording;

/**
* 申请时填写，添加来源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ource;

@end

/**
* 关系链变更消息
*/
@interface TIMSNSSystemElem : TIMElem

/**
* 操作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SNS_SYSTEM_TYPE type;

/**
* 被操作用户列表：TIMSNSChangeInfo 列表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Array * users;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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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说明：

成员

说明

type

变更类型

users

变更的用户列表

示例：

@interface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NSObject-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end

@implementation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void)onNewMessage:(NSArray*) msgs {
for (TIMMessage * msg in msgs) {
for (int i = 0; i < [msg elemCount]; i++) {
TIMElem * elem = [msg getElem:i];
if ([elem isKindOfClass:[TIMSNSSystemElem class]]) {
TIMSNSSystemElem * system_elem = (TIMSNSSystemElem * )elem;
switch ([system_elem type]) {
cas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for (TIMSNSChangeInfo * info in [system_elem users]) {
NSLog(@"user %@ become friends", [info identifier]);
}
break;
case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for (TIMSNSChangeInfo * info in [system_elem users]) {
NSLog(@"user %@ delete friends", [info identifier]);
}
break;
cas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for (TIMSNSChangeInfo * info in [system_elem users]) {
NSLog(@"user %@ request friends: reason=%@", [info identifier], [info word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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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default:
NSLog(@"ignore type");
break;
}
}
}
}
}
@end

TIMMessageListenerImpl * impl = [[TIMMessageListenerImpl alloc] ini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MessageListener:impl];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initSdk];

TIMLoginParam * login_param = [[TIMLoginParam alloc ]init];

login_param.accountType = @"107";
login_param.identifier = @"iOS_001";
login_param.userSig = @"";
login_param.appidAt3rd = @"123456";
login_param.sdkAppId = 123456;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login: login_param succ:^(){
NSLog(@"login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NSLog(@"login failed: %d->%@", code, err);
}];

示例中，当成为好友或者解除好友关系时，打印日志，当有用户申请成为好友时，打印申请理由。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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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添加好友系统通知
当两个用户成为好友时，两个用户均可收到添加好友系统消息：

触发时机：

当自己的关系链变更，增加好友时，收到消息（如果已经是单向好友，关系链没有变更的一方不会收到）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users

成为好友的用户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成员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identifier

8.2 删除好友系统通知
当两个用户解除好友关系时，会收到删除好友系统消息：

触发时机：

当自己的关系链变更，删除好友时，收到消息（如果删除的是单向好友，关系链没有变更的一方不会收到）

参数说明：

参数 | 说明
type |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users | 删除好友的用户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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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identifier

8.3 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当申请好友时对方需要验证，自己和对方会收到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触发时机：

当申请好友时对方需要验证，自己和对方会收到好友申请系统通知，对方可选择同意或者拒绝，自己不能操作
，只做信息同步之用。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users

申请的好友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identifier

wording

申请理由

source

申请来源，申请时填写，由系统页面分配的固定字串

8.4 删除未决请求通知
触发时机：

当申请对方为好友，申请审核通过后，自己会收到删除未决请求消息，表示之前的申请已经通过。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_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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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users

删除未决请求的好友列表

TIMSNSChangeInfo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entifier

用户identifier

9. 好友资料变更系统通知
TIMMessage中Elem类型 TIMProfileSystemElem 为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

原型：

typedef NS_ENUM(NSInteger, TIM_PROFILE_SYSTEM_TYPE){
/**
* 好友资料变更
*/
TIM_PROFILE_SYSTEM_FRIEND_PROFILE_CHANGE = 0x01,
};

/**
* 资料变更系统消息
*/
@interface TIMProfileSystemElem : NSObject

/**
* 变更类型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_PROFILE_SYSTEM_TYPE type;

/**
* 资料变更的用户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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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fromUser;

/**
* 资料变更的昵称（如果昵称没有变更，该值为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nickName;

@end

成员说明：

成员

说明

type

资料变更类型

fromUser

资料变更的用户

nickName

昵称变更，注意，如果昵称没有变更，为nil

10. 未决请求
未决请求即为等待处理的请求，比如设置了需要验证好友，对方申请时会有未决请求，如果同意或者拒绝这个
申请，未决请求会变为已决。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 的 GetFutureFriends 方法可以从Server获取未决请求列表。

原型：*

@interface TIMFriendshipManager : NSObject

/**
* 未决请求和好友推荐拉取
*
* @param flags 获取的资料标识
* @param futureFlag 获取的类型，按位设置
* @param custom 自定义字段，（尚未实现，填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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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meta 请求信息，参见TIMFriendFutureMeta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发送请求成功
*/
-(int) GetFutureFriends:(TIMProfileFlag)flags futureFlag:(TIMFutureFriendType)futureFlag
custom:(NSArray*)custom meta:(TIMFriendFutureMeta*)meta succ:(TIMGetFriendFutureList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flags

获取的资料标志，详见TIMProfileFlag

futureFlag

获取的未决标记，如未决，已决，推荐等类型

custom

自定义字段，如要获取填写

meta

请求信息，参见 TIMFriendFutureMeta 定义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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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推送（iOS SDK）

1. 概述
1.1 推送原理
如想要接收APNs离线消息通知，需要在腾讯云管理平台提交Push证书，在客户端每次登录时，获取并通过API
接口上报Token。详细推送原理可参阅：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APNs推送功能只用于通知用户，如果APP在前台，以 onNewMessage
回调获取新消息为准，didReceiveRemoteNotification 获取到的消息由于不可控，可以忽略。

1.2 证书申请流程
APNs 证书申请流程可参考文档：Apple推送证书申请。

1.3 上传证书到控制台
完成APNs 证书申请以后，需要把生成的p12证书上传到控制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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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有几个注意点：

1. 上传证书名最好使用全英文（尤其不能使用括号等特殊字符）
2. 上传证书生效时间为10分钟左右
3. 上传证书需要设置密码，无密码收不到推送
4. 注意生产环境的选择，发布AppStore的证书需要设置为生产环境，否则无法收到推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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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传的p12证书必须是自己申请的真实有效的证书

1.4 客户端实现APNs推送
客户端要实现接收APNs推送，需要实现4个部分：向苹果后台请求DeviceToken、
登录SDK后上传Token到腾讯云、APP进入后台时上报切后台事件、APP进入前台时上报切前台事件。

向苹果后台请求DeviceToken请参考如下代码：

- (void)registNotification
{
if ([[[UIDevice currentDevice] systemVersion] floatValue] >= 8.0)
{
[[UIApplication sharedApplication] registerUserNotificationSettings:[UIUserNotificationSettings
settingsForTypes:(UIUserNotificationTypeSound | UIUserNotificationTypeAlert |
UIUserNotificationTypeBadge) categories:nil]];
[[UIApplication sharedApplication] 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s];
}
else
{
[[UIApplication sharedApplication] 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Types:
(UIUserNotificationTypeBadge | UIUserNotificationTypeSound | UIUserNotificationTypeAlert)];
}
}

/**
* 在AppDelegate的回调中会返回DeviceToken，需要在登录后上报给腾讯云后台
/**
-(void)application:(UIApplication *)app did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sWithDeviceToken:(NSData
*)deviceToken
{
[[IMAPlatform sharedInstance] configOnAppRegistAPNSWithDeviceToken:deviceToken];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98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上传Token到腾讯云请参考如下代码，填写参数时busiId需要和控制台分配的证书ID保持一致：

- (void)configOnAppRegistAPNSWithDeviceToken:(NSData *)deviceToken
{
DebugLog(@"didRegisterForRemoteNotificationsWithDeviceToken:%ld", (unsigned long
)deviceToken.length);
NSString *token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 deviceToken];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log:TIM_LOG_INFO tag:@"SetToken" msg:[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My Token is :%@", token]];
TIMTokenParam *param = [[TIMTokenParam alloc] init];

/* 用户自己到苹果注册开发者证书，在开发者账号中下载并生成证书(p12文件)，将生成的p12文件传到腾讯证
书管理控制台，控制台会自动生成一个证书id，将证书id传入一下busiId参数中。*/
#if kAppStoreVersion
// AppStore版本
#if DEBUG
param.busiId = 2383;
#else
param.busiId = 2382;
#endif

#else
//企业证书id
param.busiId = 2516;
#endif

[param setToken:deviceToke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Token:param];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setToken:param succ:^{

NSLog(@"-----> 上传token成功 ");
} fail:^(int code, NSString *msg) {
NSLog(@"-----> 上传token失败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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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报切后台事件请参考如下代码：

- (void)applicationDidEnterBackground:(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
__block UIBackgroundTaskIdentifier bgTaskID;
bgTaskID = [application beginBackgroundTaskWithExpirationHandler:^ {

//不管有没有完成，结束background_task任务
[application endBackgroundTask: bgTaskID];
bgTaskID = UIBackgroundTaskInvalid;
}];

[[IMAPlatform sharedInstance] configOnAppEnterBackground];
}

- (void)configOnAppEnterBackground
{
NSUInteger unReadCount = [[IMAPlatform sharedInstance].conversationMgr
unReadMessageCount];
[UIApplication sharedApplication].applicationIconBadgeNumber = unReadCount;

TIMBackgroundParam *param = [[TIMBackgroundParam alloc] init];
[param setC2cUnread:(int)unReadCount];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doBackground:param succ:^() {
DebugLog(@"doBackgroud Succ");
} fail:^(int code, NSString * err) {
DebugLog(@"Fail: %d->%@", code, err);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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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切前台事件请参考如下代码：

- (void)applicationDidBecomeActive:(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
[[TIMManager sharedInstance] doForeground];
}

具体操作请参考视频：云通信IM-iOS ImSDK离线推送。

2. 推送格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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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用推送规则
对于单聊消息，APNs推送规则为：

昵称:内容

其中昵称是发送方用户昵称，如果未设置昵称，则只显示内容。

对于群聊消息，APNs 推送规则为：

名称(群名):内容

其中名称为群名片或者发送者昵称，优先级为 群名片 > 群名。

2.2 不同类型消息推送规则
APNs 推送内容部分为消息体中各个Elem内容组合：

文本Elem：直接显示内容
语音Elem：显示 [语音]
文件Elem：显示 [文件]
图片Elem：显示 [图片]
自定义Elem：显示desc字段内容

例如：
一条消息中包含 文本Elem和图片Elem，文本内容为Test，最终显示的内容为： Test[图片]
另外一条消息中内容为空，则不进行下发，例如如果消息中只有自定义Elem，并且desc为空，则不进行下发；

这里不用关心是否托管账号还是独立账号，只要设置了昵称或者群名推送消息就会带上。

3. 多APP支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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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需要多APP互通的场景，可在多个APP中写同一个sdkappid，可实现消息互通，由于多个APP推送证书不
同，所以需要在控制台上提交多个证书，每个证书在IM通讯云上生成一个编号，可参考 1.4 客户端流程
设置证书，并提供当前证书的编号。

4. 推送声音
4.1 设置自己的推送声音
不同用户可能想使用不通的推送声音，sdk提供了设置用户声音的接口，可实现单聊声音、群组声音、音视频
（暂不支持）声音的设置，也可在用户级别设置是否接收推送。

/**
* APNs 配置
*/
@interface TIMAPNSConfig : NSObject
/**
* 是否开启推送：0-不进行设置 1-开启推送 2-关闭推送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uint32_t openPush;
/**
* C2C消息声音,不设置传入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c2cSound;

/**
* Group消息声音,不设置传入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groupSound;

/**
* Video声音,不设置传入nil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videoSou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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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设置APNS配置
*
* @param config APNS配置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setAPNS:(TIMAPNSConfig*)config succ:(TIM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nfig

设置配置
openPush ： 是否开启推送 0-不进行设置 1-开启推送
2-关闭推送
c2cSound ： 单聊声音，文件名
groupSound ： 群组声音，文件名
videoSound ： 音视频邀请声音，文件名

succ

成功回调

fail

失败回调

4.2 获取自己的推送声音
界面展示如果需要获取推送声音，可使用 getAPNSConfig
获取，此接口每次都从服务器同步数据，不会进行本地缓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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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IMManager : NSObject

/**
* 获取APNS配置
*
* @param succ 成功回调，返回配置信息
* @param fail 失败回调
*
* @return 0 成功
*/
-(int) getAPNSConfig:(TIMAPNSConfigSucc)succ fail:(TIMFail)fail;

@end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ucc

成功回调，返回 TIMAPNSConfig 结构体

fail

失败回调

4.3 每条离线推送属性
如果需要定制每条消息的展示文本、扩展字段、提示音、是否推送属性，可以在消息设置TIMOfflinePushInfo
，此条消息在推送时，会替
换用户原有的默认属性。可实现每条消息定制化推送。
填入kIOSOfflinePushNoSound到sound属性时接收端强制为静音提示

/**
填入sound字段表示接收时不会播放声音
*/
extern NSString * const kIOSOfflinePushNoSound;

@interface TIMAndroidOfflinePushConfig : NS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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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离线推送时展示标签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title;
/**
* Android离线Push时声音字段信息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ound;
/**
* 离线推送时通知形式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AndroidOfflinePushNotifyMode notifyMode;

@end

@interface TIMIOSOfflinePushConfig : NSObject
/**
* 离线Push时声音字段信息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sound;
/**
* 忽略badge计数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BOOL ignoreBadge;
@end

@interface TIMOfflinePushInfo : NSObject
/**
* 自定义消息描述信息，做离线Push时文本展示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desc;
/**
* 离线Push时扩展字段信息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07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NSString * ext;
/**
* 推送规则标志
*/
@property(nonatomic,assign) TIMOfflinePushFlag pushFlag;
/**
* iOS离线推送配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IOSOfflinePushConfig * iosConfig;
/**
* Android离线推送配置
*/
@property(nonatomic,retain) TIMAndroidOfflinePushConfig * androidConfig;
@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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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接入服务（iOS SDK）

1 初始化
初始化需要调用三个接口，分别是QALSDK的initQal，QALHttpSDK的setCacheMaxSize和init
首先，初始化QALSDK，初始化接口需要填写一个参数，参数sdkAppid为申请app时获得的sdkappid

/*
@Description 初始化QALSDK
@param sdkAppid 在app申请页面上的产品id
*/
-(id)initQal:(int) sdkAppid;

调用示例

[[QalSDKProxy sharedInstance] initQal:sdkAppid;

接下来，设置Http的缓存大小，参数size为缓存大小，单位为字节，填0表示关闭Cache

/*
@Description 设置Http缓存大小，空闲空间不足时将通过LRU淘汰数据
@param size http缓存大小
*/
+(void)setCacheMaxSize:(size_t)size

调用示例

[QALHttpRequest setCacheMaxSize:4096000];//设置cache大小,单位字节

最后，初始化QALHttp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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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init;

调用示例

[QALHttpRequest init];//初始化http sdk

2 发送Http GET请求
发送Http GET请求，示例如下，具体参数设置接口可参阅QALHttpRequest.h：

NSString *fullurl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http://www.qq.com"];
NSURL* url = [[NSURL alloc] initWithString:fullurl];
QALHttpRequest* request = [[QALHttpRequest alloc] initWithURL:url];
[request setRequestMethod:@"GET"];
[request startAsynchronous:self];

实现QALHTTPRequestDelegate的回调方法，处理http响应

/*
请求完成回调
*/
- (void)requestFinished:(QALHttpRequest *)request;

/*
请求失败回调
*/
- (void)requestFailed:(int)errCode andErrMsg:(NSString*)errMsg;

处理http响应示例，具体值获取的接口可参阅QALHttpRequest.h：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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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requestFinished:(QALHttpRequest *)request
{
//收到响应包
NSLog(@"receive response");

//可以通过get接口拿到响应内容，接口参阅QALHttpRequest.h
NSLog(@"status code:%i",[request getResp_status_code]);
NSMutableArray* cookies = [request getResp_cookie];
int num = (int)[cookies count];
for(unsigned int i = 0 ; i< num; i++)
{
NSLog(@"cookie:%@",[cookies objectAtIndex:i]);
}
NSData* body = [request getResp_body];
NSLog(@"resp body size:%i",(int)[body length]);
}

-(void)requestFailed:(int)errCode andErrMsg:(NSString *)errMsg
{
NSLog(@"request fail,errcode:%i,errmsg:%@",errCode,errMsg);
}

3 发送Http POST请求
NSURL* url = [[NSURL alloc] initWithString:@"http://stat.m.jd.com/stat/access"];
QALFormDataRequest* request = [[QALFormDataRequest alloc] initWithURL:url];
[request setRequestMethod:@"POST"];
[request setCharSet:@"charset=utf-8"];
[request addPostValue:@"value1" forKey:@"key1"];
[request addPostValue:@"value2" forKey:@"key2"];
[request startAsynchronous:sel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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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QALHTTPRequestDelegate的回调方法，处理http响应

/*
请求完成回调
*/
- (void)requestFinished:(QALHttpRequest *)request;

/*
请求失败回调
*/
- (void)requestFailed:(int)errCode andErrMsg:(NSString*)errMsg;

处理http响应示例，具体值获取的接口可参阅QALHttpRequest.h：

-(void)requestFinished:(QALHttpRequest *)request
{
//收到响应包
NSLog(@"receive response");

//可以通过get接口拿到响应内容，接口参阅QALHttpRequest.h
NSLog(@"status code:%i",[request getResp_status_code]);
NSMutableArray* cookies = [request getResp_cookie];
int num = (int)[cookies count];
for(unsigned int i = 0 ; i< num; i++)
{
NSLog(@"cookie:%@",[cookies objectAtIndex:i]);
}
NSData* body = [request getResp_body];
NSLog(@"resp body size:%i",(int)[body length]);
}

-(void)requestFailed:(int)errCode andErrMsg:(NSString *)errMsg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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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og(@"request fail,errcode:%i,errmsg:%@",errCode,errMsg);
}

4 错误码
错误码

含义

是否需要app处理

6

请求没有响应，超时

否

-21022

回包包体Protobuf解包失败

否

-21021

回包字符串解码失败

否

-21020

回包解析Json格式失败

否

-21017

回包分片不完整

否

-21016

回包包体解压缩失败

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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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概述（Windows SDK）
1 ImSDK集成
本节主要介绍如何创建一个应用，并集成ImSDK。

1.1 下载ImSDK
从官网下载ImSDK开发包，主要包括include文件夹和lib文件夹。各部分说明如下：

libs\c_includes C接口头文件
libs\includes C++接口头文件
libs 动态C运行时库
static-rt-libs 静态C运行时库

推荐使用C接口头文件进行接入

1.2 集成ImSDK
建立VC工程或其他IDE工程

1.2.1 头文件

引入头文件

tim_*.h

1.2.2 引用库

库文件 libtim.dll libtim.li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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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原WinSDK 使用编译选项

/MD &/MDD

，以动态库的形式引用运行时库。调用时需保持一致。另外，运行时依赖VS2010 SP1相关CRT。

注：从SDK1.3版本后 开始提供依赖静态运行时库的dll。用户可选择一套符合自己生产环境的dll来使用。
打包文件中文件夹名为

static_rt

的就是以

/MT & /MTD

选项生成的。

1.2.3 关于回调等的注意事项

sdk使用异步回调的方式，在大部分接口中返回调用结果。
例如：

//sdk定义
typedef void (*CBOnSuccess) (void* data);
typedef void (*CBOnError) (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 _TIMCallBack_c
{
CBOnSuccess OnSuccess;
CBOnError OnError;
void* data;
}TIMCommCB;
TIMComm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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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back.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TIMLogin(sdk_app_id, &user, user_sig, &callback);
SLEEP(1);

在用户登陆成功以后，sdk调用callback中的函数指针返回结果。其中，如果登陆成功，sdk调用callback中注
册的OnSuccess方法，并且将注册的用户数据void* data在接口中传回用户。反之亦然。

注意：
WinSDK库使用回调线程调用回调函数。如果阻塞回调线程将影响SDK库功能：例如无法收发包等等。所以建
议用户以可靠的方式传递回调数据到主线程或用户自有线程处理，避免阻塞用户回调。

1.2.4 关于句柄

SDK库使用句柄封装资源。用户创建SDK库接口定义的资源前，调用相应的

Create*Handle

接口创建句柄，在句柄使用完毕后，调用相应的

Destroy*Handle

接口销毁接口，避免资源泄露。当句柄是在回调中传递给用户的时候，用户可选择使用

Clone*Handle

接口复制句柄，在句柄使用完毕以后，仍然销毁资源。当然也可以直接操作Handle，需要注意避免阻塞回调线
程。

1.3 功能开发
根据后续章节的开发指引进行功能的开发。其中函数调用顺序可参见（2.2 调用顺序介绍）。

1.4 支持版本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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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DK支持winxp及win7系统。

2 ImSDK 基本概念
会话：ImSDK中会话(Conversation)分为两种，一种是C2C会话，表示单聊情况自己与对方建立的对话，读取
消息和发送消息都是通过会话完成；另一种是群会话，表示群聊情况下，群内成员组成的会话，群会话内发送
消息群成员都可接收到。
如下图所示，一个会话表示与一个好友的对话：

消息：
ImSDK中消息(Message)表示要发送给对方的内容，消息包括若干属性，如是否自己已读，是否已经发送成功
，发送人帐号，消息产生时间等；一条消息由若干Elem组合而成，每种Elem可以是文本、图片、表情等等，
消息支持多种Elem组合发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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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Id：群组Id唯一标识一个群，由后台生成，创建群组时返回。

2.1 ImSDK接口简介
ImSDK 接口主要分为通讯管理器，会话、消息，群管理，具体参见下表：

头文件

介绍

功能

tim_c.h

管理，负责基本的SDK操作

初始化登录、注销、创建会话等

tim_conv_c.h

会话，负责会话相关操作

如发送消息，获取会话消息缓存，获
取未读计数等

tim_msg_c.h

消息

包括文本、图片等不同类型消息

tim_group_c.h

群管理器

负责创建群，增删成员，以及修改群
资料等

tim_friend_c.h

资料关系链管理

负责获取、修改好友资料和关系链信
息

2.2 调用顺序介绍
ImSDK调用API需要遵循以下顺序，其余辅助方法需要在登录成功后调用。

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初始化

TIMSetMessageCallBack

设置消息回调

初始化

TIMSetConnCallBack

设置链接通知回调

初始化

TIMInit

初始化SD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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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登录

TIMLogin

登录

消息收发

TIMGetConversation

获取会话

消息收发

SendMsg

发送消息

注销

TIMLogout

注销（用户可选）

初始化

TIMUnInit

反初始化SDK

调用流程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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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Windows SDK）
1. 设置通信模式
设置接入模式(可选) 调用init初始化前, 可使用此接口指定接入模式。SDK支持两种连接模式：

IM模式
只登陆模式

当用户需要使用IM功能时，例如收发C2C消息，群组消息等相关IM功能，需要设置SDK使用IM模式。当用户
不需要IM功能，只需要登入登出功能时，可设置连接模式为只登陆模式

原型：

/**
Description: 设置接入模式
@param [in] mode 1 – IM连接模式 / 0或不调用此接口 – 只登陆模式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SetMode(int mode);

示例：

TIMSetMode (1); //设置为IM连接模式

2. 设置日志等文件路径（可选）
设置SDK日志和其他SDK所写文件的生成路径。 调用init初始化前, 可使用此接口指定SDK日志文件路径。当S
DK运行时，如写文件失败会导致部分功能异常，所以用户在某些特定不可写环境运行SDK时，需先设置此路径
为可写目录。
如果不设置，则默认为当前路径（workspac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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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
Description: 设置SDK日志和其他SDK所写文件的生成路径
@param [in] path 路径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SetPath(const char* path);

示例：

TIMSetPath("./"); //设置SDK日志文件为当前路径

3. 设置日志级别
ImSDK内部日志级别可通过TIMSetLogLevell进行修改，控制ImSDK的日志输出。

原型：

enum TIMLogLevel
{
klogNone = 0,
kLogError,
kLogWarn,
kLogInfo,
kLogDebug
};

TIM_DECL void TIMSetLogLevel(TIMLogLevel leve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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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设置日志级别为klogNoneE来关闭ImSDK的日志输出，提升性能，建议在开发期间打开日志，方便排
查问题。

4. 新消息通知
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需要感知新消息的通知，这时只需注册新消息通知回调。在用户登录状态下，会拉取离线
消息，为了不漏掉消息通知，需要在登录之前注册新消息通知。

原型：

typedef void* TIMMessageHandle;
typedef void (*CBOnNewMessage) (TIMMessageHandle* handles, uint32_t msg_num,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 _TIMMessageCB_C
{
CBOnNewMessage OnNewMessage;
void* data;
}TIMMessageCB;

回调消息内容通过参数TIMMessageHandle传递，通过TIMMessageHandle可以获取消息和相关会话的详细
信息，如消息文本，语音数据，图片等等，可参阅（消息解析）部分。

示例：

void CBOnNewMessageImp(TIMMessageHandle* handles, uint32_t msg_num, void* data)
{
const uint32_t MAX_TXT_LEN = 100;
static int msg_count = 0;
static char buffer[MAX_TXT_LEN] = {};
for (int msg_idx = 0; msg_idx < msg_num; msg_idx++)
{
printf("new message %d\n", msg_count++);
TIMMessageHandle handle = handles[msg_idx];
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 = CreateConversatio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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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onversationFromMsg(conv, handle);
for (int i = 0; i < GetElemCount(handle); i++)
{
auto elem = GetElem(handle, i);
auto type = GetElemType(elem);
printf("type = <%d>\n", type);
if (type == kElemText)
{
auto len = MAX_TXT_LEN; GetContent(elem, buffer, &len); printf("text msg:%s", buffer);
}
}
DestroyConversation(conv);
}
}
//设置消息监听器，收到新消息时，通过此监听器回调
void SetNewMsgCallBack()
{
static TIMMessageCB callback;
callback.OnNewMessage = CBOnNewMessageImp;
TIMSetMessageCallBack(&callback);
}

示例中设置消息回调通知，并且在有新消息时直接打印消息，更详细的消息解析，可参阅（消息解析）部分。

5. 网络事件通知
可选设置，如果要用户感知是否已经连接服务器，需要设置此回调，用于通知调用者跟通讯后台链接的连接和
断开事件，另外，如果断开网络，等网络恢复后会自动重连，自动拉取消息通知用户，用户无需关心网络状态
，仅作通知之用。注意：这里的网络事件不表示用户本地网络状态，仅指明SDK是否与IM云Server连接状态。
只要用户处于登录状态，ImSDK内部会进行断网重连，用户无需关心。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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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TIMSetConnCallBack(TIMConnCB *callback);

typedef void (*CBConnOnConnected) (void* data);
typedef void (*CBConnOnDisconnected)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 _TIMConnCallBack_c
{
CBConnOnConnected OnConnected;
CBConnOnDisconnected OnDisconnected;
void* data;
}TIMConnCB;

示例：

以下示例监听网络事件

void CBConnOnConnectedImp(void* data)
{
printf("OnConnect! callback:%x", data);
}

void CBConnOnDisconnectedImp(void* data)
{
printf("OnDisconnect! callback:%x", data);
}

voids SetConnCallBack()
{
static TIMConnCB callback;
callback.OnConnected = CBConnOnConnectedImp;
callback.OnDisconnected = CBConnOnDisconnectedImp;
callback.data = &callbac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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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etConnCallBack(&callback);
}

6. 用户状态变更 （互踢）
用户如果在其他终端登录，会被踢下线，这时会收到用户被踢下线的通知，出现这种情况常规的做法是提示用
户进行操作（退出，或者再次把对方踢下线）。

原型：

void TIMSetKickOfflineCallBack(TIMForceOfflineCB* callback);

typedef void (*CBKickOffline)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 _TIMKickOfflineCallBack_c
{
CBKickOffline OnKickOffline;
void* data;
}TIMForceOfflineCB;

注意：
用户如果在离线状态下被踢，下次登录将会失败，可以给用户一个非常强的提醒（登录错误码ERR_IM
SDK_KICKED_BY_OTHERS：6208），开发者也可以选择忽略这次错误，再次登录即可。

用户在线情况下的互踢情况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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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中，用户在设备1登录，保持在线状态下，该用户又在设备2登录，这时用户会在设备1上强制下线，收到O
nKickOffline回调。用户在设备1上收到回调后，提示用户，可继续调用login上线，强制设备2下线。这里是在
线情况下互踢过程。

用户离线状态互踢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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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设备1登录，没有进行logout情况下进程退出。该用户在设备2登录，此时由于用户不在线，无法感知此
事件，为了显式提醒用户，避免无感知的互踢，用户在设备1重新登录时，会返回（ERR_IMSDK_KICKED_BY_
OTHERS：6208）错误码，表明之前被踢，是否需要把对方踢下线。如果需要，则再次调用login强制上线，
设备2的登录的实例将会收到onForceOffline回调。

9. 禁用存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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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ImSDK会进行消息的存储，如无需存储，可选择关闭存储来提升处理性能：

原型:

/**
Description: 禁用存储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DisableStorage();

7. 初始化
在使用SDK进一步操作之前，需要初始SDK：

原型：

/**
Description: 初始化SDK
@return int 0:成功 非0:失败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TIMInit();

示例：

TIMIni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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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Windows SDK）
1. 登录
用户登录腾讯后台服务器后才能正常收发消息，登录需要用户提供accountType、identifier、userSig等信息
，具体含义可参阅帐号文档。

注意：如果此用户在其他终端被踢，登录将会失败，返回错误码（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
：6208）。开发者必须进行登录错误码ERR_IMSDK_KICKED_BY_OTHERS的判断。关于被踢的详细描
述，参见2.6 用户状态变更。

如果用户保存用户票据，可能会存在过期的情况，如果用户票据过期，login将会返回 70001
错误码，开发者可根据错误码进行票据更换。

登录为异步过程，通过回调函数返回是否成功，成功后方能进行后续操作。登录成功或者失败后，有两种回调
方式，一种使用闭包，succ和fail两种闭包回调，另一种使用protocol，用户实现TIMCallback接口进行回调。

注意：只要登录成功以后，用户没有主动登出或者被踢，网络变更会自动重连，无需开发者关心。不过特别需
要注意被踢操作，需要注册用户状态变更回调，否则被踢时得不到通知。

原型：

int TIMLogin(int sdk_app_id, const TIMUserInfo *tim_user, const char* user_sig, TIMComm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sdk_app_id - 用于标识接入sdk的应用id
tim_user - 用户账号, 必须填写account_typeidentifierapp_id_at_3rd
user_sig - 用户key
callback - 回调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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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有帐号情况下：appidAt3rd字段与sdkAppId相同，其他字段sdkAppId、accountType、identifier、use
rSig填写相应内容。

示例：

void CBCommOnSuccessImp(void* data)
{
printf("Success\n");
}

void CBCommOnErrorImp(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
printf("Error! code = <%d> desc = <%s>", code, desc);
}

void Login()
{
int sdk_app_id = 1104620500;
TIMUserInfo user;
user.account_type = "107";
user.app_id_at_3rd = "1104620500";
user.identifier = "c9_2";
const char* user_sig = "pass_word";

TIMComm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TIMLogin(sdk_app_id, &user, user_sig, &callback);
SLEEP(1);
}

2 登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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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主动注销或需要进行用户的切换，则需要调用注销操作：

原型：
void TIMLogout(TIMCommCB *callback);

示例：

//注销登录
void Logout()
{
TIMComm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TIMLogout(&callback);
SLEEP(1);
}

注意：在需要切换帐号时，需要logout回调成功或者失败后才能再次login，否则login可能会失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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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收发（Windows SDK）
1. 消息发送
1.1 通用消息发送
a 会话获取
会话是指面向一个人或者一个群组的对话，通过与单个人或群组之间会话收发消息，发消息时首先需要先获取
会话，获取会话需要指定会话类型（群组&单聊），以及会话对方标志（对方帐号或者群号）。获取会话由
TIMGetConversation
原型：

int TIMGet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Handle handle, TIMConversationType type, const char*
peer);

示例：
通过指定类型，获取相应会话。
以下示例获取对方identifier 为"WIN_001"的单聊会话：

void CreateC2CConversation()
{
const char* peer = "WIN_001"; //your conv peer
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 = CreateConversation();
int rt = TIMGetConversation(conv, kCnvC2C, peer);

//conv 使用完毕以后资源释放
DestroyConversation(conv);
}

以下示例获取群组Id为"TGID1JYSZEAEQ"的群聊会话：

void CreateGRPConversation()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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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char* peer = "TGID1JYSZEAEQ"; //your conv peer
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 = CreateConversation();
intrt = TIMGetConversation(conv, kCnvGroup, peer);

//conv 使用完毕以后资源释放
DestroyConversation(conv);
}

b 消息发送

通过获取会话 TIMConversation后，可发送消息和获取会话缓存消息；
ImSDK中消息的解释可参阅（ImSDK对象简介)。
ImSDK中的消息由TIMMessage表达， 一个TIMMessage 由多个 TIMElem
组成，每个TIMElem可以是文本和图片，也就是说每一条消息可包含多个文本和多张图片。

发消息通过 SendMsg实现。

原型：

void SendMsg(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_handle, TIMMessageHandle msg_handle, TIMComm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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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conv_handle

会话句柄

msg_handle

消息句柄

callback

消息回调

以下分别对发送文本和图片等类型的消息提供示例。

1.2 文本消息发送
文本消息由 TIMMsgTextElemHandle定义：

typedef void* TIMMsgTextElemHandle;
TIMMsgTextElemHandle CreateMsgTextElem();

void SetContent(TIMMsgText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content);
uint32_t GetContentLen(TIMMsgTextElemHandle handle);
int GetContent(TIMMsgTextElemHandle handle, char* content, uint32_t* len);

content传递需要发送的文本消息：
示例：

void DemoSendMsg()
{

const char* peer = "c9_0"; //your conv peer
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 = CreateConversation();
intrt = TIMGetConversation(conv, kCnvC2C, peer);

TIMMessageHandle msg = CreateTIMMessage();
TIMMsgTextElemHandle elem = CreateMsgTextElem();
char content[20] = {0};
sprintf(content, "%s%s", "msg from ", peer);
SetContent(elem, conten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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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lem(msg, elem);

TIMComm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SendMsg(conv, msg,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DestroyConversation(conv);
DestroyTIMMessage(msg);
DestroyElem(elem);
}

1.3 图片消息发送
图片消息由TIMImageElem定义。它是一种TIMElem，也就是说图片也是消息的一种内容。
发送图片的过程，就是将TIMImageElem加入到TIMMessage中，然后随消息一起发送出去。详细如下：

int GetImageElemUUID(TIMMsgImageElemHandle handle, char* buf, uint32_t* len);
void SetImageElemPath(TIMMsgImage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path, uint32_t len);
int GetImageElemPath(TIMMsgImageElemHandle handle, char* path, uint32_t* len);
void SetImageCompressLeval(TIMMsgImageElemHandle handle, const TIM_IMAGE_COMPRESS_TYPE
leval);
uint32_t GetImageNum(TIMMsgImageElemHandle handle);
int GetImages(TIMMsgImageElemHandle handle, TIMImageHandle* images, uint32_t* num);

参数说明：

buf : 图片ID，内部标识，可用于外部缓存key
path ：要发送的图片路径
len : 要发送的图片路径字符串长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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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al : 图片压缩等级，详见TIM_IMAGE_COMPRESS_TYPE
images ：发送成功后各种类型的图片
发送图片时，只需要设置图片路径path。发送成功后可通过
GetImages获取所有图片类型，目前只支持缩略图，大图，原图。

typedef enum _TIMImageType
{
kOriginalImage = 0,
kThumbImage,
kLargeImage,
}TIMImageType;

typedef void* TIMImageHandle;
TIMImageType GetImageType(TIMImageHandle handle);
uint32_t GetImageSize(TIMImageHandle handle);
uint32_t GetImageHeight(TIMImageHandle handle);
uint32_t GetImageWidth(TIMImageHandle handle);
uint32_t GetImageURLLen(TIMImageHandle handle);
int GetImageURL(TIMImageHandle handle, char* url, uint32_t* len);
int GetImageFile(TIMImageHandle handle, char* filename, TIMCommCB* cb);

参数说明：

type ： 图片类型，原图、缩略图、大图，参见TIM_IMAGE_TYPE
size ： 图片大小
width ： 图片宽
height ： 图片高
url ： 图片URL，建议使用GetImageFile接口下载
TIMImageHandle存储了图片列表的类型，大小，宽高信息，如需要图片二进制数据，需通过
GetImageFile接口下载。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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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DemoSendImage()
{
const char* peer = "c9_0"; //your conv peer
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 = CreateConversation();
intrt = TIMGetConversation(conv, kCnvC2C, peer);

TIMMessageHandle msg = CreateTIMMessage();
TIMMsgImageElemHandle elem = CreateMsgImageElem();

const char* PATH = "./xxx/imgPath.jpg";
SetImageElemPath(elem, PATH, strlen(PATH));
AddElem(msg, elem);

TIMComm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SendMsg(conv, msg,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DestroyConversation(conv);
DestroyTIMMessage(msg);
DestroyElem(elem);
}

示例中发送一张相对路径是"./xxx/imgPath.jpg"的图片。

1.4 表情消息发送
表情消息由 TIMMsgFaceElemHandle定义，SDK并不提供表情包，如果开发者有表情包，可使用 index 存储
表情在表情包中的索引，由用户自定义，或者直接使用data存储表情二进制信息以及字符串key，都由用户自
定义，SDK内部只做透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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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defvoid* TIMMsgFaceElemHandle;
TIMMsgFaceElemHandle CreateFaceElemHandle();
int GetFaceElemIndex(TIMMsgFaceElemHandle handle);
uint32_t GetFaceElemDataLen(TIMMsgFaceElemHandle handle);
int GetFaceElemData(TIMMsgCustomElemHandle handle, char* date, uint32_t* len);
void SetFaceElemIndex(TIMMsgFaceElemHandle handle, int index);
void SetFaceElemIndexData(TIMMsgCustom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date, uint32_t len);

示例：

void DemoSendFace()
{
const char* peer = "c9_0"; //your conv peer
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 = CreateConversation();
intrt = TIMGetConversation(conv, kCnvC2C, peer);

TIMMessageHandlemsg = CreateTIMMessage();
TIMMsgFaceElemHandleelem = CreateFaceElemHandle();

SetFaceElemIndex(elem, 10);
AddElem(msg, elem);

TIMCommCB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SendMsg(conv, msg,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DestroyConversation(conv);
DestroyTIMMessage(msg);
DestroyElem(elem);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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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发送了索引为10的表情。

1.5 语音消息发送
语音消息由 TIMSoundElemHandle
定义，其中data存储语音数据，语
音数据需要提供时长信息，以秒为单位，
注意，一条消息只能有一个语音Elem，添加多条语音Elem时，AddElem函数返回错误1，添加不生效，另外，
语音和文件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时的顺序获取，建议逐个判断elem类型展示，而且语音和文件elem也不保
证按照发送的elem顺序排序。

TIM_DECL void SetSoundElemData(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data, uint32_t
len);
TIM_DECL void SetSoundElemPath(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path, uint32_t
len);
TIM_DECL void SetSoundElemDuration(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const uint32_t duration);
TIM_DECL uint32_t GetSoundElemDuration(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TIM_DECL int GetSoundElemUUID(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id_len);
TIM_DECL void GetSoundFromSoundElem(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TIMGetMsgDataCB*
cb);

1.6 地理位置消息发送
winsdk C接口暂无封装

1.7 小文件消息发送
文件消息由 TIMFileElem
定义，另外还可以提供额外的显示文件名信息。
注意：一条消息只能添加一个文件Elem，添加多个文件时，AddElem函数返回错误1，另外，语音和文件elem
不一定会按照添加时的顺序获取，建议逐个判断elem类型展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3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TIM_DECL void SetFileElemFileName(TIMMsgFile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name, uint32_t
name_len);
TIM_DECL int GetFileElemFileName(TIMMsgFileElemHandle handle, char* name, uint32_t*
name_len);
TIM_DECL void SetFileElemFilePath(TIMMsgFile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path, uint32_t
path_len);
TIM_DECL void SetFileElemData(TIMMsgFile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data, uint32_t data_len);
TIM_DECL int GetFileElemUUID(TIMMsgFileElem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len);
TIM_DECL void GetFileFromFileElem(TIMMsgFileElemHandle handle, TIMGetMsgDataCB*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th

文件路径

data

要发送的文件二进制数据。如设置path，可不用设置d
ata，二者只需要设置一个字段即可，推荐使用path

filename

文件名，SDK不校验是否正确，只透传。

示例：

void DemoSendFile()
{
const char* peer = "c9_0"; //your conv peer
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 = CreateConversation();
int rt = TIMGetConversation(conv, kCnvC2C, peer);

TIMMessageHandle msg = CreateTIMMessage();
TIMMsgFileElemHandle elem = CreateFileElemHandle();

std::string file_name = "1.dat";
std::fstream send_file(file_name.c_str(), std::fstream::in | std::fstream::binary);
std::string file_data((std::istream_iterator<char>(send_file)), std::istream_iterator<cha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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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FileElemFileName(elem, file_data.c_str(), file_name.length());
SetFileElemData(elem, file_data.data(), file_data.length());
AddElem(msg, elem);

TIMComm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SendMsg(conv, msg,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DestroyConversation(conv);
DestroyTIMMessage(msg);
DestroyElem(elem);
}

1.7 自定义消息发送
自定义消息是指当内置的消息类型无法满足特殊需求，开发者可以自定义消息格式，内容全部由开发者定义，I
mSDK只负责透传。另外如果需要iOS APNs推送，还需要提供一段推送文本描述，方便展示。
自定义消息由 TIMCustomElemHandle定义，其中data 存储消息的二进制数据，其数据格式由开发者定义，
desc存储描述文本。一条消息内可以有多个自定义Elem，并且可以跟其他Elem混合排列，离线Push时叠加每
个Elem的desc描述信息进行下发。

typedef void* TIMMsgCustomElemHandle;
TIMMsgCustomElemHandle CreateCustomElemHandle();
uint32_t GetCustomElemDataLen(TIMMsgCustomElemHandle handle);
int GetCustomElemData(TIMMsgCustomElemHandle handle, char* date, uint32_t* len);
void SetCustomElemData(TIMMsgCustom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date, uint32_t len);
int GetCustomElemDesc(TIMMsgCustomElemHandle handle, char* desc, uint32_t* len);
void SetCustomElemDesc(TIMMsgCustom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desc, uint32_t le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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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data

自定义消息二进制数据

desc

自定义消息描述信息

示例：

void DemoSendCustomData()
{
const char* peer = "c9_0"; //your conv peer
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 = CreateConversation();
intrt = TIMGetConversation(conv, kCnvC2C, peer);

TIMMsgElemHandle msg = CreateTIMMessage();
TIMMsgCustomElemHandle elem = CreateCustomElemHandle();

FILE* file = fopen("custom.data", "rb");
fseek(file, 0, SEEK_END);
uint32_t file_size = ftell(file);
fseek(file, 0, SEEK_SET);

void* buf = malloc(file_size);
fread(buf, 1, file_size, file);
fclose(file);

SetCustomElemData(elem, (const char*)buf, file_size);
AddElem(msg, elem);

TIMComm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SendMsg(conv, msg,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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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1);

free(buf);
DestroyConversation(conv);
DestroyTIMMessage(msg);
DestroyElem(elem);
}

示例中读取文件内容当做消息内容，具体展示由开发者决定。

1.9 Elem顺序
目前文件和语音Elem不一定会按照添加顺序传输，其他Elem按照顺序，不过建议不要过于依赖Elem顺序进行
处理，应该逐个按照Elem类型处理，防止异常情况下进程Crash。

1.10 针对群组的红包和点赞消息
对于直播场景，会有点赞和发红包功能，点赞相对优先级较低，红包消息优先级较高，具体消息内容可以使用T
IMCustomElem进行定义，发送消息时，可使用不同接口定义消息优先级。具体消息优先级的策略，可参阅
互动直播集成多人聊天方案。注意：只针对群聊消息有效。

/**
Description: 发送红包消息
@param [in] conv_handle conversation handle
@param [in] msg_handle msg handle
@param [in] callback 用户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SendRedPacketMsg(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_handle, TIMMessageHandle
msg_handle, TIMCommCB *callback);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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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发送点赞消息
@param [in] conv_handle conversation handle
@param [in] msg_handle msg handle
@param [in] callback 用户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SendLikeMsg(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_handle, TIMMessageHandle
msg_handle, TIMCommCB *callback);

1.11 在线消息
对于某些场景，需要发送在线消息，即用户在线时收到消息，如果用户不在线，下次登录也不会看到消息，可
用于通知类消息
，这种消息不会进行存储，也不会计入未读计数。发送接口与SendMsg类似，注意：只针对单聊消息有效。

/**
Description: 发送在线消息（服务器不保存消息）
@param [in] conv_handle conversation handle
@param [in] msg_handle msg handle
@param [in] callback 用户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SendOnlineMsg(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_handle, TIMMessageHandle
msg_handle, TIMCommCB *callback);

2. 接收消息
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需要感知新消息的通知，这时只需注册新消息通知回调 TIMSetMessageCallBack，如果
用户是登录状态，ImSDK收到新消息会通过此方法抛出，另外需要注意，通过onNewMessage抛出的消息不
一定是未读的消息，只是本地曾经没有过的消息（例如在另外一个终端已读，拉取最近联系人消息时可以获取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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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最后一条消息，如果本地没有，会通过此方法抛出）。在用户登录之后，ImSDK会拉取离线消息，为了不
漏掉消息通知，需要在登录之前注册新消息通知。

原型：

/**
Description: 设置用户新消息回调函数
@param [in] callback 新消息回调函数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SetMessageCallBack(TIMMessageCB *callback);

/**
Description: 用户新消息回调函数
@param [in] handles TIMMessageHandle 数组指针
@param [in] msg_num TIMMessageHandle 数组大小
@param [in] data 用户自定义数据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ypedef void (*CBOnNewMessage) (TIMMessageHandle* handles, uint32_t msg_num,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 _TIMMessageCB_C
{
CBOnNewMessage OnNewMessage;
void* data;
}TIMMessageCB;

回调消息内容通过参数TIMMessageHandle 传递，通过TIMMessageHandle可以获取消息和相关会话的详细
信息，如消息文本，语音数据，图片等等，可参阅（消息解析）部分。

2.1 消息解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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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

遍历Elem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Message中包含的elem个数
@param [in] handle 消息句柄
@return int elem个数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GetElemCount(TIMMessageHandle handle);
/**
Description: 获取Message中包含的指定elem句柄
@param [in] handle 消息句柄
@param [in] index elem索引
@return TIMMsgElemHandle elem句柄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TIMMsgElemHandle GetElem(TIMMessageHandle handle, int index);

2.2 接收图片消息
接收方收到消息后，可通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Handl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类型为TIMImage
Elem的是图片消息节点。然后通过imageList获取该图片的所有规格用来展示。详细如下：

TIMImageElem类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图片路径（接受消息时不需要关注）
@param [in] handle TIMMsgImageElemHandle
@param [in] path 路径buffer
@param [in\out]len 路径长度
@return int 0:成功 非0:失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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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GetImageElemPath(TIMMsgImageElemHandle handle, char* path, uint32_t* len);
/**
Description: 设置发送图片路径
@param [in] handle TIMMsgImageElemHandle
@param [in] path 路径
@param [in] len 路径长度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SetImageElemPath(TIMMsgImage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path, uint32_t
len);
/**
Description: 获取包含Image的个数
@param [in] handle TIMMsgImageElemHandle
@return uint32_t Image个数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uint32_t GetImageNum(TIMMsgImageElemHandle handle);
/**
Description: 获取ImageElem包含的ImageHandle
@param [in] handle TIMMsgImageElemHandle
@param [in] images image handle的buffer
@param [in] num image个数
@return int 0:成功 非0:失败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GetImages(TIMMsgImageElemHandle handle, TIMImageHandle* images, uint32_t*
num);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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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path

收消息时不用关注，为nil

images

保存本图片的所有规格，目前最多包含三种规格:
缩略图、大图、原图，
每种规格保存在一个TIMImageHandle句柄中

TIMImageHandle说明：

获取到消息时通过GetImages得到所有的图片规格，为TIMImageHandle数据，得到为TIMImageHandle数
据后可通过图片大小进行占位，通过接口
GetImageFile下载不同规格的图片进行展示。
下载的数据需要由开发者缓存，ImSDK每次调用getImage都会从服务端重新下载数据。建议通过图片的uuid
作为key进行图片文件的存储。

原型：

typedef void* TIMImageHandle;
/**
Description: 获取图片规格
@param [in] handle TIMImageHandle
@return TIMImageType 图片规格，有三种Thumb、Large、Original，分别代表缩略图、大图、原图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TIMImageType GetImageType(TIMImageHandle handle);
/**
Description: 获取图片大小
@param [in] handle TIMImageHandle
@return uint32_t 大小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uint32_t GetImageSize(TIMImageHandle handle);
/**
Description: 获取图片高度
@param [in] handle TIMImageHand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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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uint32_t 图片高度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uint32_t GetImageHeight(TIMImageHandle handle);
/**
Description: 获取图片宽度
@param [in] handle TIMImageHandle
@return uint32_t 图片宽度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uint32_t GetImageWidth(TIMImageHandle handle);
TIM_DECL uint32_t GetImageURLLen(TIMImageHandle handle);
TIM_DECL int GetImageURL(TIMImageHandle handle, char* url, uint32_t* len);
/**
Description: 获取图片
@param [in] handle TIMImageHandle
@param [in] filename 文件名
@param [in] cb 用户回调
@return int 0:成功 非0:失败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GetImageFile(TIMImageHandle handle, char* filename, TIMCommCB* cb);

图片规格说明：

每幅图片有三种规格，分别是Thumb(缩略图)、Large(大图)、Original(原图)。
原图是指用户发送的原始图片，尺寸和大小都保持不变。
缩略图是将原图等比压缩，压缩后宽、高中较小的一个等于198像素。
大图也是将原图等比压缩，压缩后宽、高中较小的一个等于720像素。
如果原图尺寸就小于198像素，则三种规格都保持原始尺寸，不需压缩。
如果原图尺寸在198~720之间，则大图和原图一样，不需压缩。
在手机上展示图片时，建议优先展示缩略图，用户点击缩略图时再下载大图，点击大图时再下载原图。当然开
发者也可以选择跳过大图，点击缩略图时直接下原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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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ad或PC上展示图片时，由于分辨率较大，且基本都是wifi或有线网络，建议直接显示大图，用户点击大图
时再下载原图。

2.3 接收语音消息
收到消息后，可用过 GetElem 从
TIMMessageHandle中获取所有的Elem节点，其中TIMSoundElem为语音消息节点，原型如下：

/**
Description: 设置语音数据
@param [in] handle TIMMsgSoundElemHandle
@param [in] data 语音二进制数据
@param [in] len 语音数据长度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SetSoundElemData(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data, uint32_t
len);
/**
Description: 设置语音文件路径（设置path时，优先上传语音文件）
@param [in] handle TIMMsgSoundElemHandle
@param [in] path 文件路径
@param [in] len 路径长度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SetSoundElemPath(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path, uint32_t
len);
/**
Description: 设置语音长度（秒），发送消息时设置
@param [in] handle TIMMsgSoundElemHandle
@param [in] duration 时长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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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_DECL void SetSoundElemDuration(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const uint32_t duration);
/**
Description: 获取语音长度（秒）
@param [in] handle TIMMsgSoundElemHandle
@return uint32_t 时长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uint32_t GetSoundElemDuration(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TIM_DECL int GetSoundElemUUID(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id_len);
/**
Description: 获取语音数据
@param [in] handle TIMMsgSoundElemHandle
@param [in] cb 用户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GetSoundFromSoundElem(TIMMsgSoundElemHandle handle, TIMGetMsgDataCB*
cb);

语音消息已读状态：

语音是否已经播放，可使用 [消息自定义字段]( 实现，如 customInt 的值 0
表示未播放，1表示播放，当用户点击播放后可设置 customInt 的值为1。

3. 消息属性
3.1 消息是否已读
通过消息属性 IsMsgRead 是否消息已读。这里已读与否取决于APP测进行的

/**
Description: 是否已读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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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return bool 已读标志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bool IsMsgRead(TIMMessageHandle handle);

3.2 消息状态
通过消息属性 status 可以获取消息的当前状态，如，发送中、发送成功、发送失败和删除，对于删除的消息，
需要UI判断状态并隐藏。

// 消息发送中
#define TIM_MSG_STATUS_SENDING 1
// 消息发送成功
#define TIM_MSG_STATUS_SEND_SUCC 2
// 消息发送失败
#define TIM_MSG_STATUS_SEND_FAIL 3
// 消息被删除
#define TIM_MSG_STATUS_HAS_DELETED 4

@interface TIMMessage : NSObject

/**
* 消息状态
*
* @return TIMMessageStatus 消息状态
*/
-(TIMMessageStatus) status;

@end

3.3 是否是自己发出的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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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消息属性 isSelf 可以判断消息是否是自己发出的消息，界面显示时可用。

/**
Description: 是否发送方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return bool TRUE 表示是发送消息 FALSE 表示是接收消息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bool IsMsgFromSelf(TIMMessageHandle handle);

3.4 消息发送者以及相关资料
对于群消息，可以通过 GetMsgSender 方法得到发送用户，另外也可以通过方法 GetSenderProfile 和
GetSenderGroupMemberProfile
获取用户自己的资料和所在群的资料。
(注意，此字段是消息发送时获取用户资料写入消息体，如后续用户资料更新，此字段不会相应变更，只有产生
的新消息中才会带最新的昵称）。

/**
Description: 获取发送方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param [in] buf 发送方ID buffer
@param [in] len 发送方ID 长
@return int 0:成功 非0:失败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GetMsgSender(TIMMessageHandle handle, char* buf, uint32_t* len);
/**
Description: 获取发送者资料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param [in] profile 发送者资料 目前只有字段：identifier、nickname、faceURL、customInfo
@return int 0:成功 非0:失败
@exception non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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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_DECL int GetSenderProfile(TIMMessageHandle handle, TIMProfileHandle profile);
/**
Description: 获取发送者群内资料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param [in] member_profile 发送者群内资料 目前只有字段：member、nameCard、role、customInfo
@return int 0:成功 非0:失败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GetSenderGroupMemberProfile(TIMMessageHandle handle,
TIMGroupMemberInfoHandle member_profile);

1.9 版本之前，只有在线消息 onNewMessage 抛出的消息可以获取到用户资料，1.9版本以后，通过
getMessage 得到的消息也可以拿到资料（更新版本之前已经收到本地的消息无法获取到）。

对于单聊消息，通过通过 GetConversationFromMsg 获取到对应会话，会话的 GetConversationPeer
可以得到正在聊天的用户。

3.5 消息时间
通过消息属性 timestamp 可以得到消息时间，该时间是server时间，而非本地时间。在创建消息时，此时间为
根据server时间校准过的时间，发送成功后会改为准确的server时间。

/**
Description: 当前消息的时间戳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return uint32_t 时间戳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uint32_t GetMsgTime(TIMMessageHandle handle);

3.6 消息删除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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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暂不支持Server消息删除，只能在本地删除，有两种删除方法，一种是RemoveMsg，通过这种方法删除
的消息，仅是打上删除的标记，并未真正删除。另外一种是
delFromStorage，从本地数据库彻底删除，但是如果使用 getMessage，可能从server
漫游消息获取到本地，此消息可能重新出现。所以如果使用了 getMessage，建议使用 remove
方法进行删除和界面过滤。

/**
Description: 删除消息：注意这里仅修改状态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return bool TRUE 成功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bool RemoveMsg(TIMMessageHandle handle);
/**
Description: 从本地数据库删除消息：注意群组消息通过getMessage接口会从svr同步到本地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return bool TRUE 成功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bool DelMsgFromStorage(TIMMessageHandle handle);

3.7 消息Id
消息Id也有两种，一种是当消息生成时，就已经固定（msgId），这种方式可能跟其他用户产生的消息冲突，
需要再加一个时间未读，可以认为10分钟以内的消息可以使用msgId区分。另外一种，当消息发送成功以后才
能固定下来（uniqueId），这种方式能保证全局唯一。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在同一个会话内判断。

/**
Description: 消息Id 最大长度30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param [in] id id buffer
@param [in\out]len id 长度
@return int 0:成功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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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GetMsgID(TIMMessage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len);
/**
Description: 获取消息uniqueId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return uint64_t unique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uint64_t GetMsgUniqueID(TIMMessageHandle handle);

3.8 消息自定义字段
开发者可以对消息增加自定义字段，如自定义整数、自定义二进制数据，可以根据这两个字段做出各种不通效
果，比如语音消息是否已经播放等等。另外需要注意，此自定义字段仅存储于本地，不会同步到server，更换
终端获取不到。

/**
Description: 获取CustomInt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return int CustomInt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GetMsgCustomInt(TIMMessageHandle handle);
/**
Description: 获取CustomData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param [in] str CustomData buffer
@param [in] len CustomData 长度
@return int 0:成功 非0:失败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GetMsgCustomStr(TIMMessageHandle handle, char* str, uint32_t* le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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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设置自定义数据，默认为0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param [in] custom 自定义数据
@return bool TRUE 成功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bool SetMsgCustomInt(TIMMessageHandle handle, int custom);
/**
Description: 设置自定义数据，默认为""
@param [in] handle TIMMessageHandle
@param [in] custom CustomData buffer
@param [in] len CustomData 长度
@return bool TRUE 成功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bool SetMsgCustomStr(TIMMessage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custom, uint32_t len);

4. 会话操作
4.1 获取所有会话
可以通过 TIMGetConversationCount 获取当前会话数量，从而得到所有本地会话：

/**
Description: 获取会话个数
@return uint64_t 回话个数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uint64_t TIMGetConversationCount();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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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DemoGetConversations()
{
uint64_t count = TIMGetConversationCount();
for (uint64_t i = 0; i<count; i++)
{
//获得会话
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 = CreateConversation();
TIMGetConversationByIndex(conv, i);
/*处理会话
....
*/
//释放会话
DestroyConversation(conv);
}
}

4.2 最近联系人漫游
ImSDK登录以后默认会获取最近联系人漫游，同时每个会话会获取到最近的一条消息。如果不需要此功能，可
以调用方法禁用：

/**
Description: 登录时禁止拉取最近联系人列表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DisableRecentContact();

4.3 获取会话本地消息
ImSDK 会在本地进行消息存储，可通过 TIMConversation 方法的 getLocalMessage 获取，此方法为异步方
法，需要通过设置回调得到消息数据，对于单聊，登录后可以获取离线消息，对于群聊，开启最近联系人漫游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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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登录后只能获取最近一条消息，可通过getMessage获取漫游消息。

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本地会话消息
@param [in] conv_handle TIMConversationHandle
@param [in] count 获取数量
@param [in] last_msg 上次最后一条消息
@param [in] callback 用户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GetLocalMsgs(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_handle, int count, TIMMessageHandle
last_msg, TIMGetMsgCB *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指定获取消息的数量

last

指定上次获取的最后一条消息，如果last传nil，从最新
的消息开始读取

callback

回调

对于图片、语音等资源类消息，消息体只会包含描述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接口下载数据，可参与消息解析部
分，下载后的真实数据不会缓存，需要调用方进行缓存。

4.4 获取会话漫游消息
对于群组，登录后可以获取漫游消息，对于C2C，开通漫游服务后可以获取漫游消息，通过 ImSDK 的
GetMsgs 接口可以获取漫游消息，如果本地消息全部都是连续的，则不会通过网络获取，如果本地消息不连续
，会通过网络获取断层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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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会话消息
@param [in] conv_handle TIMConversationHandle
@param [in] count 获取数量
@param [in] last_msg 上次最后一条消息
@param [in] callback 用户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GetMsgs(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_handle, int count, TIMMessageHandle
last_msg, TIMGetMsgCB *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指定获取消息的数量

last

指定上次获取的最后一条消息，如果last传nil，从最新
的消息开始读取

callbakc

回调

示例：

对于图片、语音等资源类消息，消息体只会包含描述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接口下载数据，可参与消息解析部
分，下载后的真实数据不会缓存，需要调用方进行缓存。

4.5 删除会话
删除会话有两种方式，一种只删除会话，但保留了所有消息，另一种在删除会话的同时，也删除掉会话相关的
消息。可以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删除本地消息，对于群组，通过Get
Msgs会拉取到漫游消息，所以存在删除消息成功，但是拉取到消息的情况，取决于是否重新从漫游拉回到本地
。如果不需要拉取漫游，可以通过GetLocalMsgs获取消息，或者只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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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Msgs拉取指定条数（如未读条数数量）的消息。

原型：

/**
Description: 删除会话
@param [in] type 会话类型，kCnvC2C 表示单聊 kCnvGroup 表示群聊
@param [in] peer 用户identifier 或者 群组Id
@return bool TRUE:删除成功 FALSE:删除失败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bool TIMDeleteConversation(TIMConversationType type, const char* peer);
/**
Description: 删除会话和消息
@param [in] type 会话类型，kCnvC2C 表示单聊 kCnvGroup 表示群聊
@param [in] peer 用户identifier 或者 群组Id
@return bool TRUE:删除成功 FALSE:删除失败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bool TIMDeleteConversationAndMsgs(TIMConversationType type, const char* peer);

参数解释：

参数

说明

type

会话类型，如果是单聊，填写
kCnvC2C，如果是群聊，kCnvGroup

peer

会话标识，单聊情况下，peer为对方用户identifier，
群聊情况下，peer为群组Id

其中 deleteConversation 仅删除会话，deleteConversationAndMessages 删除会话以及消息。

4.6 同步获取会话最后的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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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展示最近联系人列表时，时常会展示用户的最后一条消息，在1.9以后版本增加了同步获取接口，用户可以通
过此接口方便获取最后一条消息进行展示。
目前没有网络无法
获取，另外如果禁用了最近联系人，
登陆后在有新消息过来之前无法获取。此接口获取并不会过滤删除状态消息，需要APP层进行屏蔽。

原型：

/**
Description: 同步获取最后N条消息
@param [in] conv_handle TIMConversationHandle
@param [in\out]count 获取个数
@param [in] last_msg 上次最后一条消息
@param [in] msgs TIMMessageHandle buffer
@return int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int GetMsgsFromCache(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_handle, int* count,
TIMMessageHandle last_msg, TIMMessageHandle* msgs);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

需要获取的消息数，注意这里最多为20

5. 系统消息
会话类型（TIMConversationType）除了C2C单聊和Group群聊以外，还有一种系统消息，系统消息不能由用
户主动发送，是系统后台在相应的事件发生时产生的通知消息。系统消息目前分为两种，一种是关系链系统消
息，一种是群系统消息。

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当有用户加自己为好友，或者有用户删除自己好友的情况下，系统会发出变更通知，开
发者可更新好友列表。相关细节可参阅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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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群资料变更，如群名变更或者群内成员变更，在群里会有系统发出一条群事件消息，开发者可在收到消息时
可选择是否展示给用户，同时可刷新群资料或者群成员。详细内容可参阅：群组管理-群事件消息。

当被
管理员踢
出群组，被邀请加
入群组等事件发生时，系统会给用户发出群系统消息，相关细节可参阅：群组管理-群系统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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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读消息计数（Windows SDK）
1. 未读消息
未读消息是指用户没有读过的消息（而非对方是否已经阅读，这种情况需要回执才能实现，目前ImSDK没有此
功能。），isReaded 属性标识消息是否已读，要想显示正确的未读计数，需要开发者显示调用已读上报，告
诉app某条消息是否已读，例如，当用户进入聊天界面，可以设置整个会话的消息已读。对于聊天室，Server
不保存未读计数，每次登录后跟Server同步未读计数后将会清零。

2. 获取当前未读消息数量
可通过 GetUnreadMessageNum 方法获取当前会话中未读消息的数量，对于聊天室，Server不保存未读计数
，每次登录后跟Server同步未读计数后将会清零。：

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当前会话中未读消息的数量
@param [in] conv_handle TIMConversationHandle
@return uint64_t 未读数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uint64_t GetUnreadMessageNum(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_handle);

3. 已读上报
当用户阅读某个会话的数据后，需要进行会话消息的已读上报，SDK根据会话中最后一条阅读的消息，设置会
话中之前所有消息为已读。

原型：

/**
Description: 已读上报 ImSDK会把比last_read_msg时间更早的消息标记为已读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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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 [in] conv_handle TIMConversationHandle
@param [in] last_read_msg 上报已读的消息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SetReadMsg(TIMConversationHandle conv_handle, TIMMessageHandle
last_read_msg);

参数说明：

last_read_msg：
为当前会话中最后一条读过的消息，ImSDK会把比last_read_msg时间更早的消息标记为已读消息。
C2C和群组设置已读用法相同，区别在于会话类型。

4. 禁用自动上报
在 1.9 以上版本引入的方法，在单终端情况下，默认设置可以满足需求，出于性能考虑，未读消息由ImSDK拉
回到本地，Server默认会删除未读消息，切换终端以后无法看到之前终端已经拉回的未读消息，如果仅在一个
终端，未读计数没有问题。如果需要多终端情况下仍然会有未读，可以禁用自动上报，IM通讯云不会代替用户
已读上报，一旦禁用自动上报，需要开发者显式调用setReadMessage。

/**
Description: 禁用自动已读上报（如果禁用，开发者必须显式调用回话的已读上报）
@return TIM_DECL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DisableAutoReport();

在 ImSDK 初始化之前禁用自动已读即可生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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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管理（Windows SDK）
1. 群组综述
IM云通讯有多种群组类型，其特点以及限制因素可参考群组系统
。群组使用唯一Id标识，通过群组Id可以进行不同操作。

2. 群组消息
群组消息与C2C消息相同，仅在获取Conversation时的会话类型不同，可参照 消息发送 部分。

3. 群组管理
群组相关操作都定义在

tim_group_c.h

实现，需要用户登录成功后操作。

3.1 创建内置类型群组
TIMCreateGroup创建群，创建时可指定群组名称以及要加入的用户列表，创建成功后返回群组Id，可通过群
组Id获取Conversation收发消息等。云通信中内置了私有群、公开群、聊天室互动直播聊天室和在线成员广播
大群五种群组类型，详情请见群组形态介绍

另外使用

"AVChatRoom"

类型创建直播大群，此类型群可以加入人数不做限制，但是有一些能力上的限制，如不能拉人进去，不能查询
总人数等，可参阅 互动直播集成多人聊天方案。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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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创建群组
@param [in] group_type 群组
@param [in] members 成员ID数组
@param [in] members_count 成员个数
@param [in] group_name 群组名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CreateGroup(const char* group_type, const char** members, uint32_t
members_count, const char* group_name, TIMCreateGroup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_type

群组类型
"Private" 私有群
"Public" 公开群
"ChatRoom" 聊天室
"AVChatRoom" 直播大群

members

用户ID列表，指定加入群组的成员，创建者默认加入，
无需指定（群内最多10000人）

members_count

成员个数

group_name

指定群组名称（最长30字节）

cb

回调，返回群组Id

示例：

#define DEMO_MEM_COUNT 10
void DemoCreaeGroup()
{
//创建群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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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char** members = new const char*[DEMO_MEM_COUNT];
members[0] = "c9_1";
members[1] = "c9_2";
members[2] = "c9_3";
TIMCreateGroupCB callbacck;
callbacck.OnSuccess = CBCreateGroupOnSuccessImp;
callbacck.OnError = CBCreateGroupOnErroImp;
TIMCreateGroup(TIM_PRIVATE_GROUP, members, 3, "c9_group_0", &callbac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deletemembers;
}

void CBCreateGroupOnSuccessImp(const char* group_id, void* data)
{
printf("Create Group Success! group_id = <%s>", group_id);
}

void CBCreateGroupOnErroImp(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
printf("CBCreateGroupOnErroImp Error! code = <%d> desc = <%s>", code, desc);
}

示例创建一个私有群组，并且把用户"c9_1"等三人拉入群组，创建者默认加入群组，无需显式指定。
公开群和聊天室调用方式和参数相同，仅参数不同。

3.2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
在创建群组时，除了设置默认的成员以及群名外，还可以设置如群公告、群简介等字段，通过以下接口可以设
置：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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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_DECL void SetNewGroupInfoGroupType(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group_type);
TIM_DECL void SetNewGroupInfoGroupName(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group_name, const uint32_t name_len);
TIM_DECL void SetNewGroupInfoGroupMembers(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TIMNewGroupMemberInfoHandle* members, const uint32_t num);
TIM_DECL void SetNewGroupInfoGroupNotification(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notification, const uint32_t nofi_len);
TIM_DECL void SetNewGroupInfoGroupIntroduction(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introduction, const uint32_t intro_len);
TIM_DECL void SetNewGroupInfoFaceUrl(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face_url,
const uint32_t face_url_len);
TIM_DECL void SetNewGroupInfoId(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id);
TIM_DECL void SetNewGroupInfoAddOption(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const
TIMGroupAddOpt opt);
TIM_DECL void SetNewGroupInfoMaxMemberNum(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const uint32_t
max_member_num);
TIM_DECL void SetNewGroupInfoGroupCustomInfo(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TIMGroupCustomInfoHandle custom_info_handle);

/**
Description: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
@param [in] handle 创建群指定属性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CreateGroupV2(TIMNewGroupInfoHandle handle, TIMCreateGroup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handle

可设置的参数，详见 TIMNewGroupInfoHand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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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定义。

callback

回调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group_type

群组类型 同上
Private,Public,ChatRoom,AVChatRoom

group_name

群名

notification

群公告

introduction

群简介

id

指定群ID

add_opt

入群选项

max_member_num

最大成员数

3.3 自定义群组Id创建群组
默认创建群组时，IM通讯云服务器会生成一个唯一的Id，以便后续操作，另外，如果用户需要自定义群组Id，
在创建时可指定Id，通过 3.2 创建指定属性群组可以实现自定义群组Id的功能。

3.4 邀请用户入群
TTIMInviteGroupMember接口
可以拉（邀请）用户进入群组，对私有群，对方直接进入群组，对于共有群，需要对方同意才可进入。

权限说明：

只有私有群可以拉用户入群；
公开群、聊天室邀请用户入群，需要用户同意；
直播大群不能邀请用户入群；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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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邀请用户入群
@param [in] groupid 群ID
@param [in] members 成员ID数组
@param [in] members_count 成员个数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InviteGroupMember(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members, uint32_t
members_count, TIMInviteGroupMember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members

成员ID数组

members_count

成员个数

cb

回调，TIMGroupMemberResult
数组，返回成功加入群组的用户列表以及成功状态

·
示例：

void DemoInviteGroupMember()
{
const char** members = new const char*[DEMO_MEM_COUNT];
members[0] = "c9_1";
members[1] = "c9_2";
members[2] = "c9_3";

TIMInviteGroupMember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InviteGroupMemberOnSuccessIm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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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back.OnError = CBInviteGroupMemberOnErrorImp;

TIMInviteGroupMember("test_groupid", members, 3,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delete members;
}

void CBInviteGroupMemberOnSuccessImp(TIMGroupMemberResultHandle* handle_array, uint32_t
array_size, void* data)
{
char buf[BUF_LEN] = {0};
for (uint32_ti = 0; i <array_size; i++)
{
uint32_t len = BUF_LEN;
GetGroupMemberResultID(handle_array[i], buf, &len);
printf("Member OpenId = <%s>", buf);
printf("Member Result = <%u>", GetGroupMemberResult(handle_array[i]));
}
}

void CBInviteGroupMemberOnErrorImp(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
printf("CBInviteGroupMemberOnErrorImp Error! code = <%d> desc = <%s>", code, desc);
}

示例中邀请"c9_1"等三人加入群组Id"test_groupid" ，成功后返回操作列表以及成功状态。

3.5 申请加入群组
TIMApplyJoinGroup接口可以主动申请进入群组，此操作只对公开群和聊天室有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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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说明：

私有群不能由用户主动申请入群；
公开群和聊天室可以主动申请进入；
如果群组设置为需要审核，申请后管理员和群主会受到申请入群系统消息，需要等待管理员或者群主审核，如
果群主设置为任何人可加入，则直接入群成功；
直播大群可以任意加入群组。

原型：

/**
Description: 申请加入群组
@param [in] groupid 群组ID
@param [in] hello_msg 申请消息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ApplyJoinGroup(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hello_msg, TIMComm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hello_msg

申请理由

callback

回调

3.6 退出群组
群组成员可以主动退出群组。

权限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73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对于私有群，全员可退出群组；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群主不能退出；

原型：

/**
Description: 退出群组
@param [in] groupid 群组ID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QuitGroup(const char* groupid, TIMComm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callback

回调

示例：

void DemoQuiteGroup()
{
TIMComm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TIMQuitGroup("TGID1JYSZEAEQ",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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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主动退出群组 "TGID1JYSZEAEQ"。

3.7 删除群组成员
群组成员也可以删除其他成员，函数参数信息与加入群组相同。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只有创建者可删除群组成员
对于公开群和聊天室：只有管理员和群主可以踢人
对于直播大群：不能踢人

原型：

/**
Description: 删除群组成员
@param [in] groupid 群组ID
@param [in] members 群成员ID
@param [in] members_count 群成员个数
@param [in] reason 踢人原因描述
@param [in] reason_len 原因长度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DeleteGroupMember(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members, uint32_t
members_count, const char* reason, uint32_t reason_len, TIMDeleteGroupMember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members

群成员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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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members_count

群成员个数

reason

踢人原因描述

reason_len

原因长度

callback

回调

示例：

void DemoDeleteGroupMember()
{
const char** members = new const char*[DEMO_MEM_COUNT];
members[0] = "WIN_001";
members[1] = "WIN_002";
members[2] = "WIN_003";

TIMDeleteGroupMember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DeleteGroupMember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DeleteGroupMemberOnErrorImp;

TIMDeleteGroupMember("TGID1JYSZEAEQ", members, 3,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deletemembers;
}

#define BUF_LEN 100
void CBDeleteGroupMemberOnSuccessImp(TIMGroupMemberResultHandle* handle_array, uint32_t
array_size, void* data)
{
char buf[BUF_LEN] = {0};
for (uint32_t i = 0; i < array_size; i++)
{
uint32_t len = BUF_LEN;
GetGroupMemberResultID(handle_array[i], buf, &le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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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Member OpenId = <%s>", buf);
printf("Member Result = <%u>", GetGroupMemberResult(handle_array[i]));
}
}

void CBDeleteGroupMemberOnErrorImp(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
printf("CBDeleteGroupMemberOnErrorImp Error! code = <%d> desc = <%s>", code, desc);
}

示例中把好友 "WIN_001"等3人从群组 @"TGID1JYSZEAEQ" 中删除，执行成功后返回操作列表以及操作状

3.8 获取群成员列表
TIMGetGroupMembers
方法可获取群内成员列表，默认拉取内置字段，但不拉取自定义字段，想要获取自定义字段，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任何群组类型都可以获取成员列表；
直播大群只能拉取部分成员列表：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成员；

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群成员列表
@param [in] groupid 群组ID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GroupMembers(const char* groupid, TIMGetGroupMemberInfoCB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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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cb

回调

示例：

void DemoGetGroupMemberList()
{
TIMGetGroupMemberInfo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GetGroupMemberInfo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GetGroupMemberInfoOnErrorImp;
TIMGetGroupMembers("TGID1JYSZEAEQ",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

void CBGetGroupMemberInfoOnSuccessImp(TIMGroupMemberInfoHandle* handle_array, uint32_t
array_size, void* data)
{
char buf[BUF_LEN] = {0};
for (uint32_t i = 0; i<array_size; i++)
{
uint32_t len = BUF_LEN;
GetGroupMemberID(handle_array[i], buf, &len);
printf("ID = <%s>\n", buf);
}
}

void CBGetGroupMemberInfoOnErrorImp(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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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CBGetGroupMemberInfoOnErrorImp Error! code = <%d> desc = <%s>", code, desc);
}

示例中获取群 @"TGID1JYSZEAEQ" 的成员列表，handle_array存储成员的相关信息。

3.9 获取加入的群组列表
通过 GetGroupList 可以获取当前用户加入的所有群组：

权限说明：

此接口可以获取自己所加入的群列表，返回的TIMGroupInfo只包含group\groupName\groupType
信息，想要获取更加详细的字段，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此接口只能获得加入的部分直播大的列表；

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加入的群组列表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GroupList(TIMGetGroupListCB *callback);

typedef void (*CBGetGroupListOnSuccess) (TIMGroupBaseInfoHandle* handle_array, uint32_t
array_size, void* data);
typedef void (*CBGetGroupListOnError) (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 _TIMCallBack_GetGroupList
{
CBGetGroupListOnSuccess OnSuccess;
CBGetGroupListOnError OnErro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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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data;
}TIMGetGroupListCB;

int GetGroupBaseInfoID(TIMGroupBaseInfo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len);
int GetGroupBaseInfoName(TIMGroupBaseInfoHandle handle, char* name, uint32_t* len);
int GetGroupBaseInfoType(TIMGroupBaseInfoHandle handle, char* type, uint32_t* len);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b

回调，返回群组Id列表，TIMGroupBaseInfoHandle
数组

属性说明 :

属性

说明

id

群组ID

name

群组名

type

群组类型

示例：

void DemoGetGroupList()
{
TIMGetGroupList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GetGroupList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GetGroupListOnErrorImp;
TIMGetGroupList(&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
void CBGetGroupListOnSuccessImp(TIMGroupBaseInfoHandle* handle_array, uint32_t array_size,
voi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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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 buf[BUF_LEN] = {0};
for (uint32_t i = 0; i <array_size; i++)
{
TIMGroupBaseInfoHandle handle = handle_array[i];
uint32_t len = BUF_LEN;GetGroupBaseInfoName(handle, buf, &len);
printf("GroupName = <%s>\n", buf);
len = BUF_LEN; GetGroupBaseInfoID(handle, buf, &len);
printf("GroupId = <%s>\n", buf);
len = BUF_LEN; GetGroupBaseInfoType(handle, buf, &len);
printf("GroupType = <%s>\n", buf);
}
}

void CBGetGroupListOnErrorImp(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
printf("CBGetGroupListOnErrorImp Error! code = <%d> desc = <%s>", code, desc);
}

示例中获取群组列表，并打印群组Id，群类型（Private/Public/ChatRoom/AVChatRoom）以及群名。

3.10 解散群组
通过 DeleteGroup 可以解散群组。

权限说明：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都无法解散群组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群主可以解散群组：

原型：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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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解散群组
@param [in] groupid 群组ID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DeleteGroup(const char* groupid, TIMCommCB *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callback

回调，返回群组Id列表，NSString数组

3.11 转让群组
通过 ModifyGroupOwner可以转让群组。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才有权限进行群转让操作；
直播大群不能进行群转让操作；

原型：

/**
Description: 转让群组
@param [in] groupid 群组ID
@param [in] new_owner_id 新群主ID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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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_DECL void TIMModifyGroupOwner(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new_owner_id,
TIMComm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组ID

new_owner_id

新群主ID

callback

回调

3.12 删除群组成员（带原因）
同3.7 删除群组成员

3.13 其他接口
-获取指定类型成员（可按照管理员、群主、普通成员拉取）

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指定类型成员
@param [in] groupid 群ID
@param [in] flag 获取标志使能位
@param [in] role_filter filter标志 （拉取全部 只群组 只管理员 只普通成员）
@param [in] custom 群成员自定义信息标志
@param [in] next_seq 拉取seq 用户翻页
@param [in] cb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GroupMembersByFilter(const char* groupid, TIMGetGroupMemInfoFlag flag,
TIMGroupMemRoleFilter role_filter, TIMGroupCustomInfoHandle custom, uint64_t next_seq,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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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GetGroupMemberInfoCBV2 *cb);

4. 获取群资料
4.1 设置拉取字段

此接口1.9版本以上提供），此设置对所有资料相关接口有效，全局有效：

struct TIMUpdateInfoOpt{
uint64_t flag;
const char** tag_name;
uint32_t num;
};

struct TIMGroupSettings{
TIMUpdateInfoOpt memberInfoOpt;
TIMUpdateInfoOpt groupInfoOpt;
};
/**
Description: 设置拉取字段
@param [in] config 拉取设置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void TIMInitGroupSetting(TIMGroupSettings* config);

属性说明

属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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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groupInfoOpt

拉取群信息设置
flag 设置需要获取的群组信息标志（TIMGetGroupBas
eInfoFlag）
tag 需要获取群组资料的自定义信息tag 数组

memberinfoopt

拉取群成员信息设置
flag 需要获取的群成员标志（TIMGetGroupMemInfo
Flag）
tag 需要获取群成员资料的自定义信息tag 数组

4.2 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TIMGetGroupDetailInfo方法可以获取群组资料。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注意：获取群组资料接口只能由群成员调用，非群成员无法通过此方法获取资料，需要调用；
群资料信息由TIMGroupDetailInfoHandleo定义：

通过 TIMGetGroupDetailInfo 可获取群组资料：

原型：

// 群组Id
TIM_DECL int GetGroupDetailInfoID(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len);
// 群名
TIM_DECL int GetGroupDetailInfoName(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char* name, uint32_t*
len);
// 创建人
TIM_DECL int GetGroupDetailInfoOwner(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char* owner, uint32_t*
len);
// 群公告
TIM_DECL int GetGroupDetailInfoNotification(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char* buf, uint32_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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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
// 群简介
TIM_DECL int GetGroupDetailInfoIntroduction(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char* buf,
uint32_t* len);
TIM_DECL int GetGroupDetailInfoFaceURL(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char* url, uint32_t*
len);
// 群组类型
TIM_DECL int GetGroupDetailInfoType(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char* type, uint32_t* len);
TIM_DECL uint32_t GetGroupDetailInfoCreateTime(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 最近一次修改资料时间
TIM_DECL uint32_t GetGroupDetailInfoLastInfoTime(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 最近一次发消息时间
TIM_DECL uint32_t GetGroupDetailInfoLastMsgTime(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 群成员数量
TIM_DECL uint32_t GetGroupDetailInfoMemberNum(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TIM_DECL uint32_t GetGroupDetailInfoMaxMemberNum(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TIM_DECL uint32_t GetGroupDetailInfoOnlineNum(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TIM_DECL TIMComStatus GetGroupDetailInfoVisiableFlag(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TIM_DECL TIMComStatus GetGroupDetailInfoSearchableFlag(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TIM_DECL TIMGroupCustomInfoHandle GetGroupDetailInfoCustomInfo(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TIM_DECL TIMMessageHandle
CloneMessageHandleFromGroupDetailInfo(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
Description: 获取群信息
@param [in] groupids 群组ID数组
@param [in] groupid_count 群组ID个数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GroupDetailInfo(const char** groupids, uint32_t groupid_count,
TIMGetGroupDetailInfoCB *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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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s

群组ID数组，需要获取资料的群组列表

groupid_count

群组ID个数

cb

回调，返回群组资料列表，TIMGetGroupDetailInfo

属性说明：

参数

说明

id

群组ID

group

群组Id

groupName

群名

groupType

群组类型

owner

创建人

createTime

群创建时间

lastInfoTime

最近一次修改资料时间

lastMsgTime

最近一次发消息时间

memberNum

群成员数量

notification

群公告

introduction

群简介

faceURL

群头像

示例：

void DemoGetGroupDetailInfo()
{
const char** groups = new const char*[DEMO_MEM_COUNT];
groups[0] = "TGID1JYSZEAEQ";
TIMGetGroupDetailInfo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GetGroupDetailInfo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GetGroupDetailInfoOnErrorImp;
TIMGetGroupDetailInfo(groups, 1,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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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1);

delete []groups;
}

void CBGetGroupDetailInfoOnSuccessImp(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_array, uint32_t
array_size, void* data)
{
for (uint32_t i = 0; i <array_size; i++)
{
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handle = handle_array[i];
printf("group :%d createtime : %u", i, GetGroupDetailInfoCreateTime(handle));
}
}

void CBGetGroupDetailInfoOnErrorImp(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
printf("CBGetGroupDetailInfoOnErrorImp Error! code = <%d> desc = <%s>", code, desc);
}

示例中获取群组 "TGID1JYSZEAEQ" 的详细信息。

4.3 非群成员获取群组资料
TIMGetGroupDetailInfo方法只对群成员有效，非成员需要调用 TIMGetGroupPublicInfo
实现，只能获取公开信息。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任意用户可以获取群公开资料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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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获取群组资料
@param [in] groupids 群组ID数组
@param [in] group_num 群组ID个数
@param [in] flag 群信息标记位
@param [in] custom 群扩展信息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GroupPublicInfo(const char** groupids, const uint32_t group_num, const
TIMGetGroupBaseInfoFlag flag, TIMGroupCustomInfoHandle custom, TIMGetGroupDetailInfo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s

群组ID数组，需要获取资料的群组列表

group_num

群组ID个数

flag

群信息标记位

custom

群扩展信息 接口预留，暂不支持。

callback

回调

4.4 获取本人在群里的资料
如果需要获取在所有群内的资料，可以通过TIMGetGroupMemberInfo。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
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直播大群拉取不到本人资料：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群成员；

4.5 获取群内某个人的资料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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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版本提供）默认拉取基本资料，如果想拉取自定义资料，可通过【4.1
设置拉取字段】进行设置（1.9版本以上引入）。

权限说明：

直播大群只能获得部分成员的资料：包括群主、管理员和部分群成员；

5. 修改群资料
5.1 修改群名
通过 TIMModifyGroupName可以修改群组名称：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名；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名；

原型：

/**
Description: 修改群名
@param [in] groupid 群ID
@param [in] groupname 修改后的群名
@param [in] name_len 修改后的群名长度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ModifyGroupName(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groupname, uint32_t
name_len, TIMCommCB * callback);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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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ID

groupname

修改后的群名

name_len

修改后的群名长度

callback

回调

示例：

void DemoModifyGroupName()
{
TIMCommCB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const std::string new_name = "new_name";
TIMModifyGroupName("test_group_id", new_name.c_str(), new_name.length(),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SLEEP(1);
}

示例修改群

test_group_id

的名字为

new_name

。

5.2 修改群简介
通过 TIMModifyGroupIntroduction 可以修改群组简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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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简介；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简介；

原型：

/**
Description: 修改群简介
@param [in] groupid 群ID
@param [in] introduction 群简介
@param [in] introduction_len群简介长度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ModifyGroupIntroduction(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introduction, uint32_t
introduction_len, TIMCommCB *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ID

introduction

群简介，简介最长120字节

introduction_len

群简介长度

callback

回调

5.3 修改群公告
通过 ModifyGroupNotification可以修改群组公告：

权限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92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公告；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公告；

原型：

/**
Description: 修改群公告
@param [in] groupid 群ID
@param [in] notification 群公告
@param [in] notification_len群公告长度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ModifyGroupNotification(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notification, uint32_t
notification_len, TIMCommCB *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ID

notification

群公告，群公告最长150字节

notification_len

群公告长度

callback

回调

5.4 修改群头像
通过 TIMModifyGroupFaceUrl 可以修改群头像：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群头像；
对于私有群，任何人可修改群头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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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
Description: 修改群头像
@param [in] groupid 群ID
@param [in] face_url 群头像URL
@param [in] face_url_len 群头像URL长度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ModifyGroupFaceUrl(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face_url, uint32_t
face_url_len, TIMCommCB *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ID

face_url

群头像地址（最长100字节）

face_url_len

群头像URL长度

callback

回调

5.5 修改加群选项
通过 TIMModifyGroupAddOpt 可以修改加群选项：

权限说明：

对于公开群、聊天室和直播大群，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修改加群选项；
对于私有群，只能通过邀请加入群组，不能主动申请加入某个群组；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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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修改加群选项
@param [in] groupid 群ID
@param [in] opt 加群选项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ModifyGroupAddOpt(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TIMGroupAddOpt opt,
TIMCommCB *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id

群ID

opt

加群选项，可设置为允许任何人加入、需要审核、禁止
任何人加入

callback

回调

5.6 修改群维度自定义字段
通过TIMModifyGroupDatilInfoV2可对群未读自定义字段进行修改，详细使用情况见后面介绍。

权限说明：

后台配置相关的key和权限；

5.7 修改群员信息
通过TIMModifyGroupMemberInfo可以对群成员的信息进行修改。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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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defenum _E_TIMModifyGroupMemberFlag
{
kModifyMsgFlag = 0x01, // 消息屏蔽选项（0：接收；1，拒绝）. 最小权限: ROOT 自己可以修改
kModifyRole = 0x01 << 1, // 群内身份：300表示设置其为管理员. 最小权限: ROOT 自己不可修改
kModifyShutupTime = 0x01 << 2, // 禁言时间,单位:秒. 最小权限: 管理员 自己不可修改
kModifyNameCard = 0x01 << 3 // 群名片
}TIMModifyGroupMemberFlag;

TIM_DECL 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Create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TIM_DECL void
Destroy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TIM_DECL int
SetGroupID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char* group_id);
TIM_DECL int
SetMemberID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char* member_id);
TIM_DECL int
SetFlag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TIMModifyGroupMemberFlag flag);
TIM_DECL int
SetMsgFlag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uint32_t flag);
TIM_DECL int
SetRole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uint32_t role);
TIM_DECL int
SetShutupTime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uint32_t time);
TIM_DECL int
SetNameCard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name_card, uint32_t len);
TIM_DECL in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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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ustomInfo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TIMGroupCustomInfoHandle custom_info_handle);
·
/**
Description: 修改群员信息
@param [in] opt 修改群员信息选项
@param [in] callback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ModifyGroupMemberInfo(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opt,
TIMCommCB * callback);

此接口可以修改具体如下信息：

5.7.1 修改用户群内身份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对群成员的身份进行修改；
直播大群不支持修改用户群内身份；

原型：

kModifyRole = 0x01 << 1

TIM_DECL int
SetRole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uint32_t role);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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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role

群内身份
200 普通群成员
300 群管理员
400 群主

5.8.2 对群成员进行禁言

权限说明：

只有群主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对群成员进行禁言；

原型：

kModifyShutupTime = 0x01 << 2,

TIM_DECL int
SetShutupTime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uint32_t tim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ime

禁言时间， 单位秒

5.8.3 修改群名片

原型：

kModifyNameCard = 0x01 << 3 // 群名片

TIM_DECL int
SetNameCard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name_card, uint32_t le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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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name_card

要设置的群名片

len

群名片长度

5.8.4 修改群成员维度自定义字段

原型：

TIM_DECL int
SetCustomInfo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TIMGroupCustomInfoHandle custom_info_handl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ustom_info_handle

自定义字段集合,key 和 value 是二进制类型

5.8.5 修改接收群消息选项

原型：

kModifyMsgFlag = 0x01, // 消息屏蔽选项（0：接收；1，拒绝）

TIM_DECL int
SetMsgFlag4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TIMModifyGroupMemberInfoOptionHandle
handle, uint32_t flag);

参数

说明

flag

消息屏蔽选项（0：接收；1，拒绝）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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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群组未决信息
6.1 拉取群未决相关信息
TIMGetGroupPendency 接口可拉取群未决相关信息。此处的群未决消息泛指所有需要审批的群相关的操作。
例如：加群待审批，拉人入群待审批等等。即便审核通过或者拒绝后，该条信息也可通过此接口拉回，拉回的
信息中有已决标志。

权限说明：

只有审批人有权限拉取相关信息。
例如：UserA申请加入群GroupA，则群管理员可获取此未决相关信息，UserA因为没有审批权限，不需要过去
未决信息。
如果AdminA拉UserA进去GroupA，则UserA可以拉取此未决相关信息，因为该未决信息待UserA审批。

原型：

/**
Description: 拉取群未决相关信息
@param [in] opt 拉取群未决相关选项
@param [in] callback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GroupPendency(TIM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 opt,
TIMGetGroupPendencyCB* 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opt

未决参数配置

callback

回调，返回未决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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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取未决的option相关操作：

TIM_DECL TIM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 Create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
TIM_DECL void Destroy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TIM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 opt);
TIM_DECL int SetStartTime4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TIM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 opt,
uint64_t start_time);
TIM_DECL int SetMaxCount4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TIM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 opt,
uint32_t max);

属性说明：
start_time：拉取的开始时戳。如果从最新的未决条目开始拉取，则填0或不填。若分页，则回调中返回下一个
分页的拉取起始时戳。
max：一次拉取的最多条目数，用于分页。

拉取未决的回调说明：

typedef void(*CBGetGroupPendencyOnSuccess)(TIMGroupPendencyMetaHandle meta,
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items, uint32_t item_size, void* data);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meta

拉取操作返回的相关信息，包含分页信息和拉取状态等
。

items

拉取的未决条目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数组
.

meta属性说明：

//拉取起点时戳 单位：ms 未0时全部拉完
TIM_DECL TIMGroupPendencyMetaHandle
CloneGroupPendencyMetaHandle(TIMGroupPendencyMetaHandle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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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_DECL void DestroyGroupPendencyMetaHandle(TIMGroupPendencyMetaHandle meta);
TIM_DECL uint64_t GetNextStartTime4GroupPendencyMetaHandle(TIMGroupPendencyMetaHandle
meta);
//已读时戳 单位:ms
TIM_DECL uint64_t
GetReportTimeStamp4GroupPendencyMetaHandle(TIMGroupPendencyMetaHandle meta);
TIM_DECL uint32_t GetUnreadCount4GroupPendencyMetaHandle(TIMGroupPendencyMetaHandle
meta);

属性

说明

NextStartTime

拉取下一个分页的起始时戳，用于传入拉取配置中。为
0时表示没有后面的分页了。

ReportTimeStamp

已读时戳，用来判定未决条目是否已读。

UnreadCount

所有未读条目个数。不限制于本次分页中。

未决条目相关属性：

TIM_DECL 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Clone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TIM_DECL void Destroy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TIM_DECL int GetGroupId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id_len);
//获取申请者ID
TIM_DECL int GetReqId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id_len);
//获取判决者ID
TIM_DECL int GetRspId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id_len);
//未决请求时间 单位:ms
TIM_DECL uint64_t GetTime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TIM_DECL TIMGroupPendencyType
GetPendencyType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TIM_DECL TIMGroupPendencyHandle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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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HandleFlag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TIM_DECL TIMGroupPendencyHandleResult
GetHandleResult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TIM_DECL int GetApplyInviteMsg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char* msg, uint32_t* msg_len);
TIM_DECL int GetReqUserData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char* data, uint32_t* data_len);
TIM_DECL int GetApprovalMsg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char* msg, uint32_t* msg_len);
TIM_DECL int GetRspUserData4GroupPendencyItemHandle(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handle,
char* data, uint32_t* data_len);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GroupId

群ID

ReqId

未决发起者ID

RspId

未决审批者ID

Time

添加未决时间

PendencyType

枚举未决条目类型： 请求加群；邀请加群

PendencyHandleFlag

枚举未决条目状态：未决；他人已决；操作者已决 说明
：UserA申请加入Group，AdminA审批通过。则Admi
nB拉取的此未决条目的类型为，他们已决。

PendencyHandleResult

枚举审批结果：同意；拒绝

ApplyInviteMsg/ApprovalMsg

申请、审批时的hello word

示例：

void CBGetGroupPendencyOnSuccessImp(TIMGroupPendencyMetaHandle meta,
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items, uint32_t item_size, void* data)
{
printf("report time:%llu, unread count:%u, next time:%ll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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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ReportTimeStamp4GroupPendencyMetaHandle(meta),
GetUnreadCount4GroupPendencyMetaHandle(meta),
GetNextStartTime4GroupPendencyMetaHandle(meta));
for (uint32_t i = 0; i < item_size; i++)
{
char buf[BUF_LEN] = { 0 };
auto handle = items[i];
uint32_t len = BUF_LEN; GetReqId4GroupPendencyItemHandle(handle, buf, &len);
printf("request user id:%s\n", buf);
len = BUF_LEN; GetApplyInviteMsg4GroupPendencyItemHandle(handle, buf, &len);
std::string apply_invite_msg = buf;
len = BUF_LEN; GetReqUserData4GroupPendencyItemHandle(handle, buf, &len);
std::string req_user_data = buf;
printf("type:%u, handle flag:%u, handle result:%u hello_msg:%s data:%s",
GetPendencyType4GroupPendencyItemHandle(handle),
GetHandleFlag4GroupPendencyItemHandle(handle),
GetHandleResult4GroupPendencyItemHandle(handle),
apply_invite_msg.c_str(), req_user_data.c_str());
}
}
void CBGetGroupPendencyOnErrorImp(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
printf("CBGetGroupPendencyOnErrorImp Error! code = <%d> desc = <%s>", code, desc);
}
void DemoGetGroupPendency()
{
auto opt = Create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
int ret = SetStartTime4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opt, 0);
SetStartTime4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opt, 0);
SetMaxCount4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opt, 1);

TIMGetGroupPendencyCB cb;
void* handle_copy = 0;
cb.OnSuccess = CBGetGroupPendencyOnSuccess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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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nError = CBGetGroupPendencyOnErrorImp;
cb.data = &handle_copy;
TIMGetGroupPendency(opt, &cb);

DestroyGetGroupPendencyOptHandle(opt);
SLEEP(5);
}

6.2上报群未决已读
对于未决信息，sdk可对其和之前的所有未决信息上报已读。上报已读后，仍然可以拉取到这些未决信息，但
可通过对已读时戳的判断判定未决信息是否已读。

原型：

/**
Description: 上报群未决已读
@param [in] report_time 上报已读时间戳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roupPendencyReport(uint64_t report_time, TIMCommCB*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report_time

上报已读时戳。对于单条未决信息，时戳包含在其属性
里。

cb

回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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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DemoReportGroupPendency()
{
TIMCommCB cb;
cb.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b.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cb.data = &cb;
TIMGroupPendencyReport(0, &cb); //填写已读时戳，可从未决信息中获取

SLEEP(5);
}

6.3 处理群未决信息
对于群的未决信息，sdk增加了处理接口。审批人可以选择对单条信息进行同意或者拒绝。已处理成功过的未
决信息不能再次处理。

原型：

/**
Description: 处理群未决请求
@param [in] pendency_item_handle 未决条目
@param [in] result 审批结果
@param [in] approval_msg 审批信息
@param [in] msg_len 审批信息长
@param [in] user_data 审批自定义数据
@param [in] data_len 审批自定义数据长度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roupHandlePendency(TIMGroupPendencyItemHandle pendency_item_handle,
TIMGroupPendencyHandleResult result, const char* approval_msg, uint32_t msg_len, const char*
user_data, uint32_t data_len, TIMCommCB*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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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void DemoHandleGroupPendency()
{
const char* msg = "ok";
const char* data = "whatever";

TIMCommCB cb;
cb.OnSuccess = CBCommOnSuccessImp;
cb.OnError = CBCommOnErrorImp;
cb.data = &cb;
//pendency item 可以从获取未决信息接口取得
TIMGroupHandlePendency(gitem, TIMGroupPendencyConfirmed, msg, strlen(msg), data,
strlen(data), &cb);

SLEEP(5);

}

7. 群资料存储
在1.9版本之前，并未存储用户的群资料数据，每次调用接口都是从服务端重新获取，需要APP端进行存储，1.
9以后版本，增加了群资料存储，可以设置存储的具体字段，参考 4.1 设置拉取字段
。另外，这里仅存储群资料，并未对群成员的资料获取，1.9版本以后会在群消息中增加用户的相关字段，建议
直接从消息中获取。

7.1 启用群资料存储
原型：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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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启用群资料存储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void TIMEnableGroupAssistantStorage();

7.2 群组资料获取同步接口
为了方便读取，1.9以后版本增加了群组资料的同步接口（需要开启群资料存储），

原型：

typedef void* TIMGroupAssistantGroupInfo;
TIMGroupAssistantGroupInfo CreateTIMGroupAssistantGroupInfo();
void DestroyTIMGroupAssistantGroupInfo(TIMGroupAssistantGroupInfo info);
uint32_t TIMGetGroupNumber4TIMGroupAssistantGroupInfo(TIMGroupAssistantGroupInfo info);
TIMGroupDetailInfoHandle
TIMGetGroupDetailInfo4TIMGroupAssistantGroupInfo(TIMGroupAssistantGroupInfo info, uint32_t
index);
/**
Description: 同步获取群信息
@param [in] info 同步信息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void TIMGroupAssistantGetGroups(TIMGroupAssistantGroupInfo info);

7.3 群通知回调
如果开启了存储，可以设置监听感知群事件，当有对应事件发生时，会进行回调：

原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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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def void(*CBOnMemberJoin)(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id, uint32_t num);
typedef void(*CBOnMemberQuit)(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id, uint32_t num);
typedef void(*CBOnMemberUpdate)(const char* groupId, const char** id, uint32_t num);

//group info notify
typedef void(*CBOnGroupAdd)(const char* groupId);
typedef void(*CBOnGroupDelete)(const char* groupId);
typedef void(*CBOnGroupUpdate)(const char* groupId);

typedef struct _T_TIMGroupAssistantCallBack
{
CBOnMemberJoin onMemberJoin; //有新用户加入群时的通知回调
CBOnMemberQuit onMemberQuit; //有群成员退群时的通知回调
CBOnMemberUpdate onMemberUpdate;//群成员信息更新的通知回调
CBOnGroupAdd onAdd; //加入群的通知回调
CBOnGroupDelete onQuit; //解散群的通知回调
CBOnGroupUpdate onUpdate; //群资料更新的通知回调
}TIMGroupAssistantCallBack;

/**
Description: 群通知回调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void TIMSetGroupAssistantCallBack(TIMGroupAssistantCallBack* cb);

参数说明：

群成员变更时通过onMemberUpdate回调

8. 群事件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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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或者有用户被移出群组时，群内会产生有提示消息，调用方可以根据需要展示给群
组用户，或者忽略。提示消息使用一个特殊的Elem标识，通过新消息回调返回消息（参见新消息通知）：
如下图中，展示一条修改群名的事件消息：

消息原型：

typedef enum_E_TIM_GROUPTIPS_TYPE
{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 0x01, //邀请加入群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 0x02, //退出群
TIM_GROUP_TIPS_TYPE_KICKED = 0x03, //踢出群
TIM_GROUP_TIPS_TYPE_SET_ADMIN = 0x04, //设置管理员
TIM_GROUP_TIPS_TYPE_CANCEL_ADMIN = 0x05, //取消管理员
TIM_GROUP_TIPS_TYPE_INFO_CHANGE = 0x06, //群资料变更
TIM_GROUP_TIPS_TYPE_MEMBER_INFO_CHANGE = 0x07, //群成员资料变更
}E_TIM_GROUPTIPS_TYPE;

//群Tips类型
typedef void* TIMMsgGroupTipsElemHandle;
E_TIM_GROUPTIPS_TYPEGetGroupTipsInfoType(TIMMsgGroupTipsElemHandle handle);
//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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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GetGroupTipsInfoGroupName(TIMMsgGroupTipsElemHandle handle, char* group_name, uint32_t
* len);
//操作人ID
int GetGroupTipsInfoOperatorID(TIMMsgGroupTipsElem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 len);
//被操作人列表
uint32_t GetGroupTipsInfoUsersNum(TIMMsgGroupTipsElemHandle handle);
int GetGroupTipsInfoUsers(TIMMsgGroupTipsElemHandle handle, TIMGroupTipsUserInfo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被操作人ID
typedef void* TIMGroupTipsUserInfoHandle;
int GetGroupTipsUserInfoID(TIMGroupTipsUserInfo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 len);
//群信息变更列表
uint32_t GetGroupTipsInfoGroupChangeInfoNum(TIMMsgGroupTipsElemHandle handle);
int GetGroupTipsInfoGroupChangeInfo(TIMMsgGroupTipsElemHandle handle,
TIMGroupChangeInfo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群成员变更列表
uint32_t GetGroupTipsInfoMemberChangeInfoNum(TIMMsgGroupTipsElemHandle handle);
int GetGroupTipsInfoMemberChangeInfo(TIMMsgGroupTipsElemHandle handle,
TIMGroupMemberInfoChangeHanlde* handles, uint32_t* num);

调用方可选择是否予以展示，以及如何展示。
消息元素属性说明：
群Tips类型 : 见枚举定义
操作人 ：引起发该Tips的用户
被操作人列表：该操作影响到的用户
该属性目前只包含被操作人的ID
群信息变更列表：群相关的变更信息
群信息变更类型： 定义如下：

#defineTIM_GROUP_INFO_CHAGE_TYPE_GROUP_NAME 0x1 //群名更改
#defineTIM_GROUP_INFO_CHAGE_TYPE_INTRODUCTION 0x2 //群简介更改
#defineTIM_GROUP_INFO_CHAGE_TYPE_NOTIFACTION 0x3 //群通知更改
#defineTIM_GROUP_INFO_CHAGE_TYPE_FACE_URL 0x4 //群头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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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TIM_GROUP_INFO_CHAGE_TYPE_OWNER 0x5 //群主更改

变更的群信息：在各种群信息变更类型下对应的信息
群员变更列表：TIM_GROUP_TIPS_TYPE_MEMBER_INFO_CHANGE类型时对应的信息 包括的属性有：
群成员禁言时间

示例：

void DemoGetGroupTips(TIMMsgElemHandle handle)
{
const uint32_t MAX_CHANGE_NUM = 100; //实际根据情况动态创建
TIMElemType type = GetElemType(handle);
if (kElemGroupTips != type)
{
printf("not group tips!");
return;
}
E_TIM_GROUPTIPS_TYPE tips_type=GetGroupTipsInfoType(handle);
switch (tips_type)
{
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KICKED:
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
printf("invited kicked or quit");
}
break;
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SET_ADMIN:
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CANCEL_ADMIN:
{
printf("set or cancel ADMIN");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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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INFO_CHANGE:
{
uint32_t change_num=GetGroupTipsInfoGroupChangeInfoNum(handle);
TIMGroupChangeInfoHandle* change_infos = new TIMGroupChangeInfoHandle[change_num];
GetGroupTipsInfoGroupChangeInfo(handle, change_infos, &change_num);
for (uint32_t i = 0; i<change_num; i++)
{ printf("type :%d",GetGroupChangeInfoType(change_infos[i]));
}
delete []change_infos;
break;
}
case TIM_GROUP_TIPS_TYPE_MEMBER_INFO_CHANGE:
{
uint32_tchange_num = GetGroupTipsInfoMemberChangeInfoNum(handle);
TIMGroupMemberInfoChangeHanlde* change_infos =
newTIMGroupMemberInfoChangeHanlde[change_num];
GetGroupTipsInfoMemberChangeInfo(handle, change_infos, &change_num);
for (uint32_t i = 0; i<change_num; i++)
{
printf("shutup time :%d", TIMGetGroupMemberChangeInfoShutTime(change_infos[i]));
}
delete []change_infos;
break;
}
}
}

8.1 用户加入群组
当有用户加入群组时（包括申请入群和被邀请入群），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开发者可选择展示样式。收
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该类型下可获取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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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INVITE
操作人 ：申请入群：申请人/邀请入群：邀请人
群名 ：群名
被操作人列表：入群的用户列表

8.2 用户退出群组
当有用户主动退群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该类型下可获取参数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QUIT_GRP
操作人 ：退出用户identifier
群名 ：群名

8.3 用户被踢出群组
当有用户被踢出群组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KICKED。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Type ： TIM_GROUP_TIPS_TYPE_KICKED
操作人 ： 踢人的用户identifier
群名 ： 群名
被操作人列表：被踢用户列表

8.4 被设置/取消管理员
当有用户被设置为管理员或者被取消管理员身份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收到的消息type为
TIM_GROUP_TIPS_TYPE_SET_ADMIN和 TIM_GROUP_TIPS_TYPE_CANCEL_ADMIN 。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type： 设置：TIM_GROUP_TIPS_TYPE_SET_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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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TIM_GROUP_TIPS_TYPE_CANCEL_ADMIN
操作人 ： 操作用户identifier
群名 ： 群名
被操作人列表：被设置/取消管理员身份的用户列表

8.5 群资料变更
当群资料变更，如群名、群简介等，会有系统消息发出，可更新相关字段展示，或者选择性把消息展示给用户
。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INFO_CHANGE
操作人 ： 操作用户identifier
群名 ： 群名
群信息变更列表： 群变更的具体资料信息，为TIMGroupChangeInfoHandle数组
TIMGroupChangeInfoHandle原型：

#define TIM_GROUP_INFO_CHAGE_TYPE_GROUP_NAME 0x1
#define TIM_GROUP_INFO_CHAGE_TYPE_INTRODUCTION 0x2
#define TIM_GROUP_INFO_CHAGE_TYPE_NOTIFACTION 0x3
#define TIM_GROUP_INFO_CHAGE_TYPE_FACE_URL 0x4
#define TIM_GROUP_INFO_CHAGE_TYPE_OWNER 0x5

int GetGroupChangeInfoType(TIMGroupChangeInfoHandle handle);
uint32_t GetGroupChangeInfoLen(TIMGroupChangeInfoHandle handle);
uint32_t GetGroupChangeInfo(TIMGroupChangeInfoHandle handle, char* info, uint32_t *len);

说明：

Type： 变更类型
groupName： 变更后的群名，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ULL
introduction： 变更后的群简介，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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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ication： 变更后的群公告，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ULL
faceUrl： 变更后的群头像URL，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ULL
owner： 变更后的群主，如果没有变更则为NULL

8.6 群成员资料变更
当群成员的资料变更时，会有系统消息发出，可更新相关字段展示，或者选择性把消息展示给用户。

TIMGroupTipsElem 参数说明：

type： TIM_GROUP_TIPS_TYPE_MEMBER_INFO_CHANGE
操作人 ： 操作用户identifier
群名： 群名
群成员资料变更列表：变更的群成员的具体资料信息，为
TIMGroupMemberInfoChangeHanlde列表
TIMGroupMemberInfoChangeHanlde原型：

typedef void* TIMGroupMemberInfoChangeHanlde;
int GetGroupMemberChangeInfoID(TIMGroupMemberInfoChangeHanld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
len);
uint32_t TIMGetGroupMemberChangeInfoShutTime(TIMGroupMemberInfoChangeHanlde handle);

说明：

identifier： 变更的用户identifier
shutupTime： 被禁言的时间

9 群系统消息
当有用户申请加群等事件发生时，管理员会收到邀请加群系统消息，用户可根据情况接受请求或者拒绝，相应
的消息通过群系统消息展示给用户。
群系统消息类型定义：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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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系统消息类型
typedef enum _E_TIM_GROUP_SYSTEM_TYPE
{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E = 0x01, //申请加群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ACCEPT_TYPE = 0x02,//申请加群被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FUSE_TYPE = 0x03,//申请加群被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KICK_OFF_FROM_GROUP_TYPE = 0x04,
//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的人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DELETE_GROUP_TYPE = 0x05,//群被解散（全员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CREATE_GROUP_TYPE = 0x06,//创建群消息（创建者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TO_GROUP_TYPE = 0x07,//邀请加群（被邀请者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QUIT_GROUP_TYPE = 0x08,//主动退群（主动退群者能够收到）
TIM_GROUP_SYSTEM_GRANT_ADMIN_TYPE = 0x09,//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
TIM_GROUP_SYSTEM_CANCEL_ADMIN_TYPE = 0x0a,//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
TIM_GROUP_SYSTEM_REVOKE_GROUP_TYPE = 0x0b,//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NEED_CONFIRM = 0x0c,//邀请加群(只有被邀请者会接收到)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CONFIRMED = 0x0d,//邀请加群被同意(只有发出邀请者会接收到)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REJECTED = 0x0e,//邀请加群被拒绝(只有发出邀请者会接收到)
TIM_GROUP_SYSTEM_CUSTOM_INFO = 0xff,//用户自定义通知(默认全员接收)
}E_TIM_GROUP_SYSTEM_TYPE;

//操作类型
E_TIM_GROUP_SYSTEM_TYPEGetGroupReportType(TIMMsgGroupReportElemHandle handle);
//群组Id
intGetGroupReportID(TIMMsgGroupReportElem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len);
//操作人
int GetGroupReportOperatorID(TIMMsgGroupReportElem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len);
//操作理由
int GetGroupReportRemarkInfoLen(TIMMsgGroupReportElemHandle handle);
int GetGroupReportRemarkInfo(TIMMsgGroupReportElemHandle handle, char* remark_info,
uint32_t* len);

//审批入群申请，目前只对申请加群消息生效
int HandleJoinRequest(TIMMsgGroupReportElemHandle handle, int flag, TIMCommCB*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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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Flag 0x00:拒绝入群0x01:同意入群

示例：

示例中收到群系统消息，如果是入群申请，默认同意，如果是群解散通知，打印信息。其他类型消息解析方式
相同。

9.1 申请加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申请加群时，群管理员会收到申请加群消息，可展示给用户，由用户决定是否同意对方加
群，如果管理员同意，可调用HandleJoinRequest方法。
消息类型为：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QUEST_TYP
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的申请

user

申请人

msg

申请理由，（可选）

9.2 申请加群同意/拒绝消息
触发时机：当管理员同意加群请求时，申请人会收到同意入群的消息，当管理员拒绝时，收到拒绝入群的消息
。

参数说明：

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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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ype

同意：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ACCEPT
_TYPE
拒绝：TIM_GROUP_SYSTEM_ADD_GROUP_REFUSE
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通过/拒绝了

user

处理请求的管理员identifier

msg

同意或者拒绝理由（可选）

9.3 邀请入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邀请群时，该用户会收到邀请入群消息，可展示给用户，由用户决定是否同意入群，如
果同意，调用可调用HandleJoinRequest方法。
消息类型为：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QUEST_TYP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EQUES
T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哪个群的邀请

user

邀请人

审批同意入群，可调用HandleJoinRequest。

9.4 邀请入群同意/拒绝消息
触发时机：当被邀请者同意入群请求时，邀请者会收到同意入群的消息；当被邀请者拒绝时，邀请者会收到拒
绝入群的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同意：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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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CCEPT_TYPE
拒绝：TIM_GROUP_SYSTEM_INVITE_TO_GROUP_R
EFUSE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是对哪个群通过/拒绝了

user

处理请求的用户identifier

msg

同意或者拒绝理由（可选）

9.5 被管理员踢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管理员踢出群组时，申请人会收到被踢出群的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KICK_OFF_FROM_GROUP_TY
PE

group

群组Id，表示在哪个群里被踢了

user

操作管理员identifier

9.6 群被解散
触发时机：当群被解散时，全员会收到解散群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DELETE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哪个群被解散了

user

操作管理员identifier

9.7 创建群消息
触发时机：当群创建时，创建者会收到创建群消息。
当调用创建群方法成功回调后，即表示创建成功，此消息主要为多终端同步，如果有在其他终端登录，做为更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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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群列表的时机，本终端可以选择忽略。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CREATE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创建的群Id

user

创建者，这里也就是用户自己

9.8 邀请加群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时，该用户会收到邀请消息，注意：创建群组时初始成员无需邀请即可入群
。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INVITED_TO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邀请进入哪个群

user

操作人，表示哪个用户的邀请

方法说明：

当用户同意入群，可调用accept方法
当用户不同意，可调用refuse方法。

9.9 主动退群
触发时机：当用户主动退出群组时，该用户会收到退群消息，只有退群的用户自己可以收到。
当用户调用QuitGroup时成功回调返回，表示已退出成功，此消息主要为了多终端同步，其他终端可以做为更
新群列表的时机，本终端可以选择忽略。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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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QUIT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退出的哪个群

user

操作人，这里即为用户自己

9.10 设置/取消管理员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设置为管理员时，可收到被设置管理员的消息通知，当用户被取消管理员时，可收到取消
通知，可提示用户。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取消管理员身份:TIM_GROUP_SYSTEM_GRANT_ADM
IN_TYPE

授予管理员身份

TIM_GROUP_SYSTEM_CANCEL_ADMIN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哪个群的事件

user

操作人

9.11 群被回收
触发时机：当群组被系统回收时，全员可收到群组被回收消息。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TIM_GROUP_SYSTEM_REVOKE_GROUP_TYPE

group

群组Id，表示哪个群被回收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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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资料与关系链（Windows SDK）
IM通讯云提供了关系链和用户资料托管，APP开发者使用简单的接口就可实现关系链和用户资料存储功能，另
外，为了方便不通用户定制化资料，也提供用户资料和用户关系链的自定义字段（目前此功能为内测功能）。

本节所有的接口不论对独立帐号体系还是托管帐号体系都有有效。

1. 关系链资料介绍
用户关系链是指好友关系，通过接口可以实现加好友、解除好友、获取好友列表等操作。

用户资料保存用户的信息，比如昵称、头像等，另外，还有一种好友资料，只跟好友相关比如备注，分组等。

2. 设置自己的资料
2.1 设置自己的昵称
可通过 TIMSetNickName 方法设置用户自己的昵称，昵称最大为64字节：

原型：

/**
Description: 设置自己的昵称
@param [in] nick 昵称
@param [in] len 昵称长度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SetNickName(char* nick, uint32_t len, TIMCommCB * cb);

参数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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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nick

要设置的昵称

len

要设置的昵称长度

cb

回调

2.2 设置好友验证方式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SetAllowType 方法设置好友验证方式，有以下几种验证方式：

任何人加好友
拒绝任何人加好友
需要验证三种方式

用户可根据需要设置其中一种，目前没有方法设置默认的好友验证方式，默认都是任何人可加好友：

原型：

/**
Description: 设置好友验证方式
@param [in] type 验证方式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SetAllowType(E_TIMFriendAllowType type, TIMCommCB *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好友验证方式，详见 TIMFriendAllowType：
TIM_FRIEND_ALLOW_ANY : 同意任何用户加好友
TIM_FRIEND_DENY_ANY : 拒绝任何人加好友
TIM_FRIEND_NEED_CONFIRM : 需要验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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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cb

回调

2.3 设置自己的头像
TIMSetFaceURL方法设置用户自己的头像，当前 ImSDK
不会保存用户图片资源，需要用户上传图片到其他存储平台，通过 ImSDK 设置图片 URL：

原型：

/**
Description: 设置自己的头像
@param [in] url 头像url
@param [in] url_len url长度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SetFaceURL(char* url, uint32_t url_len, TIMCommCB *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rl

要设置的头像url

url_len

url长度

cb

回调

3. 获取资料
3.1 获取自己的资料
可通过 TIMGetSelfProfile方法获取用户自己的资料，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
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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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自己的资料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SelfProfile(TIMGetSelfProfileCallback* cb);

typedef void (*CBGetSelfProfileCallbackOnSuccess) (TIMSelfProfile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void* data);
typedef void (*CBGetSelfProfileCallbackOnError) (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_T_TIMGetSelfProfileCallback
{
CBGetSelfProfileCallbackOnSuccess OnSuccess;
CBGetSelfProfileCallbackOnError OnError;
void* data;
}TIMGetSelfProfileCallback;

typedef void* TIMSelfProfileHandle;
TIMSelfProfileHandle CloneSelfProfileHandle(TIMSelfProfileHandle handle);
void DestroySelfProfileHandle(TIMSelfProfileHandle handle);
int GetNickName4SlefProfileHandle(TIMSelfProfileHandle handle, char* buf, uint32_t* len);
E_TIMFriendAllowType GetAllowType4SlefProfileHandle(TIMSelfProfileHandle handle);

参数说明：

属性

说明

cb

回调

属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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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identifier

自己的用户标识

nickname

自己的昵称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

3.2 获取好友的资料
可通过 TIMGetFriendProfile 方法获取好友的资料（1.9版本之前可以获取任何人资料，1.9版本之后调用
GetUsersProfile 获取），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此接口从网路获取数据。：

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好友的资料
@param [in] id 要获取的好友ID数组
@param [in] num 要获取的好友个数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FriendProfile(const char** id, uint32_t num, TIMGetFriendProfileCallback* cb);

typedef void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Success) (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void* data);
typedef void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Error) (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 _T_TIMGetFriendProfileCallback
{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Success OnSuccess;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Error OnError;
void* data;
}TIMGetFriendProfileCallback;

typedef void* TIMFriendProfile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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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FriendProfileHandle Clone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void Destroy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int GetID4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len);
int GetNickName4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char* buf, uint32_t* len);
int GetRemark4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char* remark, uint32_t* len);
E_TIMFriendAllowType GetAllowType4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

用户列表

num

用户个数

cb

回调，返回
TIMFriendProfileHandle数组，包含用户资料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identifier

好友的identifer

nickname

好友昵称

remark

好友备注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

3.3 获取任何人的资料
1.9 以后版本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GetUsersProfile
方法获取任何用户公开资料，1.9版本之前可以使用 GetFriendsProfile
获取所有人资料，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
Description: 获取任何人的资料
@param [in] id 要获取的用户ID数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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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 [in] num 要获取的用户个数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UserProfile(const char** id, uint32_t num, TIMGetFriendProfileCallback* cb);

typedef void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Success) (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void* data);
typedef void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Error) (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 _T_TIMGetFriendProfileCallback
{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Success OnSuccess;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Error OnError;
void* data;
}TIMGetFriendProfileCallback;

typedef void* TIMFriendProfileHandle;
TIMFriendProfileHandle Clone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void Destroy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int GetID4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len);
int GetNickName4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char* buf, uint32_t* len);
int GetRemark4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char* remark, uint32_t* len);
E_TIMFriendAllowType GetAllowType4FriendProfileHandle(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

用户列表

num

用户个数

cb

回调，返回
TIMFriendProfileHandle数组，包含用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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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identifier

好友的identifer

nickname

好友昵称

remark

好友备注

allowType

好友验证方式

3.4 获取好友资料的部分字段
可通过TIMGetPartialProfile方法获取部分好友的资料：

原型：

void TIMGetPartialProfile(char** id, uint32_t num, TIMGetProfileOptionHandle handle,
TIMGetFriendProfileCallback* cb);

typedef enum_E_TIMGetProfileType
{
TIM_GET_PROFILE_None = 0,
TIM_GET_PROFILE_Nick = 0x01, //获取昵称
TIM_GET_PROFILE_AllowType = 0x01 << 1, //获取ALLOWTYPE
TIM_GET_PROFILE_FaceUrl = 0x01 << 2, //获取FaceURL
}E_TIMGetProfileType;

typedef void* TIMGetProfileOptionHandle;
TIMGetProfileOptionHandle CreateGetProfileOptionHandle();
void DestroyGetProfileOptionHandle(TIMGetProfileOptionHandle handle);
void SetFlag4GetProfileOptionHandle(TIMGetProfileOptionHandle handle, E_TIMGetProfileType
type);
void SetCustomInfo4GetProfileOptionHandle(TIMGetProfileOptionHandle handle,
TIMProfileCustomInfoHandle custom_inf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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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id用户列表
num 用户个数
handle获取资料选项
成功回调，返回 TIMFriendProfileHandle数组，包含用户资料
失败回调，会返回错误码和错误信息，详见错误码表

示例：

void DemoGetPartialProfile()
{
char** members = new char*[DEMO_MEM_COUNT];
members[0] = "user1";
members[1] = "user2";

TIMGetProfileOptionHandle opt = CreateGetProfileOptionHandle();
SetFlag4GetProfileOptionHandle(opt, E_TIMGetProfileType(TIM_GET_PROFILE_Nick |
TIM_GET_PROFILE_FaceUrl));
TIMProfileCustomInfoElemHandle custom_elem = CreateProfileCustomInfoElemHandle();
char* key = "my_key";
SetKey4ProfileCustomInfoElemHandle(custom_elem, key, strlen(key)); //
设置查询key为“my_key”的profile自定义字段
TIMProfileCustomInfoHandle custom_info = CreateProfileCustomInfoHandle();
SetProfileCustomInfo(custom_info, &custom_elem, 1);
SetCustomInfo4SetProfileOptionHandle(opt, custom_info);

TIMGetFriendProfileCallback callback;
callback.OnSuccess =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SuccessImp;
callback.OnError =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ErrorImp;
TIMGetPartialProfile(members, 2, opt, &callback);
//wait for 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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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1);

DestroyProfileCustomInfoHandle(custom_info);
DestroyProfileCustomInfoElemHandle(custom_elem);
DestroyGetProfileOptionHandle(opt);
}

void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SuccessImp(TIMFriendProfile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void*
data)
{
char buf[BUF_LEN] = {0};
for(uint32_ti = 0; i<num; i++)
{
auto handle = handles[i];
uint32_t id_len = BUF_LEN; GetID4FriendProfileHandle(handle, buf, &id_len);printf("friend id: %s",
buf);
uint32_t nick_len = BUF_LEN; GetNickName4FriendProfileHandle(handle, buf, &nick_len);printf("nick
name: %s", buf);

}
}

void 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ErrorImp(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
printf("CBGetFriendProfileCallbackOnErrorImp Error! code = <%d> desc = <%s>", code, desc);
}

4. 关系链相关资料
4.1 好友备注
可通过 TIMSetFriendRemark 方法设置好友备注，需要注意好友备注必须先加为好友才可设置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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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设置好友备注
@param [in] id 好友ID
@param [in] remark 备注
@param [in] remark_len 备注长度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SetFriendRemark(const char* id, const char* remark, const uint32_t remark_len,
TIMCommCB *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

要设置备注的好友标识

remark

要设置的备注

remark_len

备注长度

cb

回调

5. 好友关系
5.1 添加好友
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AddFriend
方法可以批量添加好友，目前所能支持的最大好友列表为3000个：
原型：

/**
Description: 批量添加好友
@param [in] handles 添加好友handle数组
@param [in] num 添加好友个数
@param [in] cb 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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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AddFriend(TIMAddFriend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TIMAddFriendCallback *
cb);

typedef void* TIMAddFriendHandle;
TIMAddFriendHandleCreateAddFriendHandle();
void DestroyAddFriendHandle(TIMAddFriendHandle handle);
TIM_DECL void SetID4AddFriendHandle(TIMAddFriendHandle handle, char* id);
//用户昵称 最大96字节
TIM_DECL void SetNickName4AddFriendHandle(TIMAddFriendHandle handle, char* nick_name,
uint32_t len);
//好友备注 最大120字节
TIM_DECL void SetRemark4AddFriendHandle(TIMAddFriendHandle handle, char* remark, uint32_t
len);
//好友来源
TIM_DECL void SetAddSource4AddFriendHandle(TIMAddFriendHandle handle, char* source);
//加好友wording
TIM_DECL void SetAddWord4AddFriendHandle(TIMAddFriendHandle handle, char* word, uint32_t
len);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handles

TIMAddFriendHandle 数组

num

添加用户个数

cb

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数组，包含用户添加结果

属性说明：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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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id

用户标识

remard

添加成功后给用户的备注信息，最大96字节。

addWording

添加请求说明，最大 120 字节，如果用户设置为添加
好友需要审核，对方会收到此信息并决定是否通过。

addSource

添加来源，固定字串，在页面上申请，留空表示未知来
源。

返回码说明：

成功回调会返回操作用户的TIMFriendResultHandle结果数据，添加好友的错误码如下：

//操作成功
#defineTIM_FRIEND_STATUS_SUCC 0
//被加好友在自己的黑名单中
#define TIM_ADD_FRIEND_STATUS_IN_SELF_BLACK_LIST 30515
//被加好友设置为禁止加好友
#define TIM_ADD_FRIEND_STATUS_FRIEND_SIDE_FORBID_ADD 30516
//好友数量已满
#define TIM_ADD_FRIEND_STATUS_SELF_FRIEND_FULL 30519
//已经是好友
#define TIM_ADD_FRIEND_STATUS_ALREADY_FRIEND 30520
//已被被添加好友设置为黑名单
#define TIM_ADD_FRIEND_STATUS_IN_OTHER_SIDE_BLACK_LIST 30525
//等待好友审核同意
#define TIM_ADD_FRIEND_STATUS_PENDING 30539

开发者可根据对应情况提示用户。

5.2 删除好友
可通过 TIMFriendshipManager的 DelFriend 方法可以批量删除好友：
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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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删除好友
@param [in] type 删除类型（单向好友、双向好友）
@param [in] id 要删除的好友ID数组
@param [in] num 删除的好友个数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DelFriend(int type, char** id, uint32_t num, TIMDelFriendCallback *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ype

删除类型，可选择删除双向好友或者单向好友
1-单向好友 2-双向好友

id

要删除的用户id

cb

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Handle数组，包含用户添加结果

返回码说明：

成功回调会返回操作用户的TIMFriendResultHandle结果数据，删除好友的错误码如下：

//操作成功
#define TIM_FRIEND_STATUS_SUCC 0
//删除好友时对方不是好友
#define TIM_DEL_FRIEND_STATUS_NO_FRIEND 30515

开发者可根据情况提示用户。

5.3 获取所有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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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TIMGetFriendList
方法可以获取所有好友，默认只拉取基本资料，如果只需要个别字段或者自定义字段，可以使用
按照字段获取用户资料 方法设置，此方法全局有效。
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所有好友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FriendList(TIMGetFriendListCallback * cb);

typedef void (*CBGetFriendListCallbackOnSuccess) (TIMFriendListElem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void* data);
typedef void (*CBGetFriendListCallbackOnError) (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 _T_TIMGetFriendListCallback
{
CBGetFriendListCallbackOnSuccessOnSuccess;
CBGetFriendListCallbackOnErrorOnError;
void* data;
}TIMGetFriendList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b

回调：返回好友列表TIMFriendListElemHandle数组，
只包含identifier，nickname，remark 三个属性

TIMFriendListElemHandle属性说明：

默认属性

说明

identifier

自己的用户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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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属性

说明

nickname

自己的昵称

remark

用户备注

其他属性需要通过拉取好友的详细资料获得。

5.4 同意/拒绝 好友申请
可通过 TIMFriendResponse方法可以获取所有好友：

原型：

/**
Description: 同意/拒绝 好友申请
@param [in] handles TIMFriendResponseHandle数组
@param [in] num 数组元素个数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FriendResponse(TIMFriendResponse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TIMFriendResponseCallback * cb);

typedef void* TIMFriendResponseHandle;
//用户ID
voidSetID4FriendResponseHandle(TIMFriendResponseHandle handle, char* id);
//响应类型
voidSetResponseType4FriendResponseHandle(TIMFriendResponseHandle handle,
E_TIMFriendResponseType type);

typedef enum_E_TIMFriendResponseType
{
TIM_FRIEND_RESPONSE_AGREE = 0,//同意加好友（建立单向好友）
TIM_FRIEND_RESPONSE_AGREE_AND_ADD = 1,//同意加好友并加对方为好友（建立双向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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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_FRIEND_RESPONSE_REJECT = 2,//拒绝对方好友请求
}E_TIMFriendResponseType;

typedef void (*CBFriendResponseCallbackOnSuccess) (TIMFriendResult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void* data);
typedef void (*CBFriendResponseCallbackOnError) (intcode, constchar* desc,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_T_TIMFriendResponseCallback
{
CBFriendResponseCallbackOnSuccessOnSuccess;
CBFriendResponseCallbackOnErrorOnError;
void* data;
}TIMFriendResponse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handles

响应的用户列表，TIMFriendResponseHandle数组

num

响应个数

cb

回调，返回 TIMFriendResultHandle 数组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id

用户ID

type

响应类型 0-同意（单向） 1-同意并加对方（双想）
2-拒绝

返回码说明：

成功回调会返回操作用户的TIMFriendResultHandle结果数据，处理用户请求的错误码如下：

//操作成功
#define TIM_FRIEND_STATUS_SUC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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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对方没有申请过好友
#define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NO_REQ 30614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自己的好友满
#define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SELF_FRIEND_FULL 30615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好友已经存在
#define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FRIEND_EXIST 30617
//响应好友申请时有效：对方好友满
#define TIM_RESPONSE_FRIEND_STATUS_OTHER_SIDE_FRIEND_FULL30630

开发者可根据情况提示用户。

5.5 添加用户到黑名单
可以把任意用户拉黑，如果此前是好友关系，拉黑后自动解除好友，拉黑后对方发消息无法收到。

原型：

/**参数|说明
---|--Description: 添加用户到黑名单
@param [in] id 用户ID数组
@param [in] num 用户数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AddBlackList(const char** id, uint32_t num, TIMFriendshipActionCB *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

用户ID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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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num

用户数

cb

回调

5.6 把用户从黑名单删除
原型：

/**
Description: 把用户从黑名单删除
@param [in] id 用户ID数组
@param [in] num 用户个数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DelBlackList(const char** id, uint32_t num, TIMFriendshipActionCB *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d

用户ID数组

num

用户数

cb

回调

5.7 获取黑名单列表
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黑名单列表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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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_DECL void TIMGetBlackList(TIMFriendshipActionCB *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b

回调

6. 好友分组
6.1 创建好友分组
创建分组时，可以同时指定添加的用户，同一用户可以添加到多个分组。

原型：

/**
Description: 创建好友分组
@param [in] handle 好友分组名称列表
@param [in] friend_ids 好友ID数组
@param [in] friend_num 好友个数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CreateFriendGroup(TIMFriendGroupNames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friend_ids,
uint32_t friend_num, TIMAddFriendGroupCallback* cb);

typedef void* TIMFriendGroupNamesHandle;
TIM_DECL TIMFriendGroupNamesHandle CreateFriendGroupNamesHandle();
TIM_DECL void DestroyFriendGroupNamesHandle(TIMFriendGroupNamesHandle handle);
TIM_DECL void AddGroupNameforFriendGroupNamesHandle(TIMFriendGroupNames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name, uint32_t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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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handle

分组名称列表，必须是不存在的分组

friend_ids

要添加分组中的用户列表

friend_num

分组中的用户个数

cb

回调

6.2 删除好友分组
原型：

/**
Description: 删除好友分组
@param [in] handle 好友分组名称列表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DeleteFriendGroup(TIMFriendGroupNamesHandle handle, TIMCommCB *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handle

要删除的分组名称

cb

回调

6.3 添加好友到某分组
原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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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添加好友到某分组
@param [in] group_name 好友分组名称
@param [in] name_len 好友分组名长度
@param [in] friend_ids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ID数组
@param [in] friend_num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个数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AddFriends2Group(const char* group_name, uint32_t name_len, const char**
friend_ids, uint32_t friend_num, TIMAddFriends2GroupCallback* cb);

typedef void(*CBAddFriends2GroupCallbackOnSuccess) (TIMFriendResult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void* data);
typedef void(*CBAddFriends2GroupCallbackOnError) (int code, const char* desc, void* data);
typedef struct _T_TIMAddFriends2GroupCallback
{
CBAddFriends2GroupCallbackOnSuccess OnSuccess;
CBAddFriends2GroupCallbackOnError OnError;
void* data;
}TIMAddFriends2GroupCallback;

参数说明：
参数|说明
---|--group_name | 分组名称
name_len | 好友分组名长度
friend_ids |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ID数组
friend_num | 要添加到分组中的好友个数
cb | 回调

6.4 从某分组删除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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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
Description: 从分组中删除好友
@param [in] group_name 好友分组名称
@param [in] name_len 好友分组名长度
@param [in] friend_ids 要从分组中删除的好友ID数组
@param [in] friend_num 要从分组中删除的好友ID个数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DelFriendsFromGroup(const char* group_name, uint32_t name_len, const char**
friend_ids, uint32_t friend_num, TIMDelFriendsFromGroupCallback*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group_name

好友分组名称

name_len

好友分组名长度

friend_ids

要从分组删除的好友列表

friend_num

要从分组中删除的好友ID个数

cb

回调

6.5 重命名好友分组
原型：

/**
Description: 重命名好友分组
@param [in] old_name 原来的分组名
@param [in] old_name_len 原来的分组名长度
@param [in] new_name 新的分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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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 [in] new_name_len 新的分组名长度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RenameFriendGroup(const char* old_name, uint32_t old_name_len, const char*
new_name, uint32_t new_name_len, TIMCommCB * cb);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old_name

原来的分组名

old_name_len

原来的分组名长度

new_name

新的分组名

new_name_len

新的分组名长度

cb

回调

6.6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原型：

/**
Description: 获取指定的好友分组信息
@param [in] handle 好友分组名称列表
@param [in] need_get_id_list是否需要获取好友列表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FriendGroup(TIMFriendGroupNamesHandle handle, bool need_get_id_list,
TIMGetFriendsGroupGroupCallback*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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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handle

要获取的分组好友名称，传入NULL获取所有分组信息

cb

回调

7. 关系链资料存储
在1.9版本之前，ImSDK不会对关系链和消息进行存储和缓存，调用异步接口每次都会从Server拉取，1.9版本
之后，新增存储模块，用户可以不对资料和关系链进行存储，并且提供了内存同步访问接口，减少开发者调用
负担。

7.1 开启存储
为了兼容老版本，避免老版本开发者和ImSDK都存储数据，默认情况下行为跟1.9版本一致，不会进行存储，
需要用户显示调用开启存储：

原型：

/**
Description: 开启存储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void TIMEnableFriendshipProxy();

7.2 内存中同步获取关系链资料数据
原型：

/**
Description: 内存中同步获取关系链资料数据
@param [in/out] handles profile handle 数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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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 [in/out] num 获取个数
@return int
@exception none
*/
int TIMFriendProxyGetFriendList(TIMProfileHandle* handles, uint32_t* num);

7.3 好友、资料变更回调
1.9版本之前，必须通过系统消息来感知变更，这种方式需要用户解析消息内容，层次结构较深，在1.9版本之
后，如果开启了存储的功能，可以用更加明显易用的回调感知变更：

typedef struct
{
CBOnProxyStatusChange onProxyStatusChange; //收到代理状态变更通知
CBOnAddFriends onAddFriends; //添加好友通知
CBOnDelFriends onDelFriends; //删除好友通知
CBOnFriendProfileUpdate onFriendProfileUpdate; //好友资料更新通知
}TIMFriendshipPorxyListener;

/**
Description: 设置好友代理回调
@param [in] listener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void TIMSetFriendshipProxyListener(TIMFriendshipPorxyListener* listener);

8. 关系链变更系统通知
TIMMsgElemHandle中Elem类型 kElemFriendChange为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

原型和属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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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链变更消息类型
typedef enum _E_TIM_SNS_SYSTEM_TYPE
{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 0x01,//添加好友系统通知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 0x02,//删除好友系统通知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 0x03,//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_REQ = 0x04,//删除未决请求通知
}E_TIM_SNS_SYSTEM_TYPE;

typedef void* TIMMsgSNSChangeInfoHandle;
int GetID4SNSChangeInfoHandle(TIMMsgSNSChangeInfo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 len);
int GetNick4SNSChangeInfoHandle(TIMMsgSNSChangeInfoHandle handle, char* nick, uint32_t * len);
int GetAddWord4SNSChangeInfoHandle(TIMMsgSNSChangeInfoHandle handle, char* word, uint32_t
* len);
int GetAddSource4SNSChangeInfoHandle(TIMMsgSNSChangeInfoHandle handle, char* source,
uint32_t * len);

E_TIM_SNS_SYSTEM_TYPE GetType4SNSSystemElem(TIMMsgSNSSystemElemHandle handle);
uint32_t GetChangeInfoNum4SNSSystemElem(TIMMsgSNSSystemElemHandle handle);
int GetChangeInfo4SNSSystemElem(TIMMsgSNSSystemElemHandle elem_handle,
TIMMsgSNSChangeInfoHandle* info_handle, uint32_t* num);

元素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类型

变更消息子类型E_TIM_SNS_SYSTEM_TYPE

用户信息列表

信息列表 TIMMsgSNSChangeInfoHandle数组

用户信息属性：

属性

说明

ID

用户identifier

AddWord

申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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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AddSource

申请来源，申请时填写，由系统页面分配的固定字串

Nick

用户昵称

8.1 添加好友系统通知
当两个用户成为好友时，两个用户均可收到添加好友系统消息：

触发时机：

当自己的关系链变更，增加好友时，收到消息（如果已经是单向好友，关系链没有变更的一方不会收到）

参数说明：

属性

说明

类型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

用户信息列表

成为好友的用户列表

用户信息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ID

用户identifier

8.2 删除好友系统通知
当两个用户解除好友关系时，会收到删除好友系统消息：

触发时机：

当自己的关系链变更，删除好友时，收到消息（如果删除的是单向好友，关系链没有变更的一方不会收到）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类型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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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用户信息列表

删除好友的用户列表

用户信息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ID

用户identifier

8.3 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当申请好友时对方需要验证，自己和对方会收到好友申请系统通知：

触发时机：

当申请好友时对方需要验证，自己和对方会收到好友申请系统通知，对方可选择同意或者拒绝，自己不能操作
，只做信息同步之用。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类型

TIM_SNS_SYSTEM_ADD_FRIEND_REQ

用户信息列表

申请的好友列表

用户信息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ID

用户identifier

AddWord

申请理由

AddSource

申请来源，申请时填写，由系统页面分配的固定字串

8.4 删除未决请求通知
触发时机：

当申请对方为好友，申请审核通过后，自己会收到删除未决请求消息，表示之前的申请已经通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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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类型

TIM_SNS_SYSTEM_DEL_FRIEND_REQ

用户信息列表

删除未决请求的好友列表

用户信息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ID

用户identifier

9. 好友资料变更系统通知
TIMMsgElemHandle中Elem类型 kElemProfileChange为关系链变更系统消息：

原型：

typedef enum _E_TIM_PROFILE_SYSTEM_TYPE
{
TIM_PROFILE_SYSTEM_FRIEND_PROFILE_CHANGE = 0x01,//好友资料变更
}E_TIM_PROFILE_SYSTEM_TYPE;

E_TIM_PROFILE_SYSTEM_TYPE
GetType4ProfileProfileSystemElemHandle(TIMMsgProfileSystemElemHandle handle);
int GetID4ProfileProfileSystemElemHandle(TIMMsgProfileSystemElemHandle handle, char* id,
uint32_t* len);
in tGetNick4ProfileProfileSystemElemHandle(TIMMsgProfileSystemElemHandle handle, char* nick,
uint32_t* len);

属性说明：

属性

说明

E_TIM_PROFILE_SYSTEM_TYPE

资料变更类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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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ID

资料变更的用户

Nick

昵称变更，注意，如果昵称没有变更，为NULL

10. 未决请求
未决请求即为等待处理的请求，比如设置了需要验证好友，对方申请时会有未决请求，如果同意或者拒绝这个
申请，未决请求会变为已决。

通过 TIMGetFutureFriends 方法可以从Server获取未决请求列表。

原型：*

/**
Description: 未决请求和好友推荐拉取
@param [in] flag 获取的资料标识
@param [in] type 获取的类型，按位设置
@param [in] custom_handle 自定义字段，（尚未实现，填NULL）
@param [in] meta 请求信息，参见TIMFriendFutureMetaHandle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GetFutureFriends(TIMProfileFlag flag, TIMFutureFriendType type,
TIMProfileCustomInfoHandle custom_handle, TIMFriendFutureMetaHandle meta,
TIMGetFriendFurtureListCallback* cb);

typedef void* TIMFriendFutureMetaHandle;
TIM_DECL TIMFriendFutureMetaHandle CreateFriendFutureMetaHandle();
TIM_DECL void DestroyFriendFutureMetaHandle(TIMFriendFutureMetaHandle handle);
TIM_DECL TIMFriendFutureMetaHandle CloneFriendFutureMetaHandle(TIMFriendFutureMetaHandle
handle);
// req info
TIM_DECL void SetDirection4FriendFutureMetaHandle(TIMFriendFutureMetaHandle hand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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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PageDirectionType type);
TIM_DECL void SetReqNum4FriendFutureMetaHandle(TIMFriendFutureMetaHandle handle, uint64_t
reqnu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flags

获取的资料标志，详见TIMProfileFlag

type

获取的类型，按位设置

custom_handle

自定义字段，如要获取填写

meta

请求信息，参见 TIMFriendFutureMeta 定义

cb

回调

11. 昵称检索
ImSDK支持使用依照昵称模糊搜索用户，使用TIMSearchNickName实现。

原型：

/**
Description: 通过昵称模糊搜索用户
@param [in] nick 要搜索的昵称关键字
@param [in] nick_len 用户昵称长度
@param [in] page_idx 分页号
@param [in] num_perpage 每页用户数目
@param [in] cb 回调
@return void
@exception none
*/
TIM_DECL void TIMSearchNickName(const char* nick, uint32_t nick_len, uint64_t page_idx, uint64_t
num_perpage, TIMFriendSearchNickNameCB* cb);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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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nick

要搜索的昵称关键字

nick_len

昵称长度

page_idx

分页号，从0开始

num_perpage

每页的数量

cb

回调，返回搜索结果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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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通用）
DEMO运行指引
1 官网sdk和demo
官网demo体验地址：
http://avc.qcloud.com/demo/webim/index.html

官网直播聊天室demo地址：
http://avc.qcloud.com/demo/webim/biggroup/mobile/index.html

直播聊天室demo运行指引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4105

SDK包下载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im.html

2 准备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7 64位
web服务器软件：Apache 2.4 64位
运行demo也可以是其他web服务器软件，比如nginx。

2.1 安装apache
下载 64位 apache，地址：
http://www.apachehaus.com/cgibin/download.plx?dli=StmURFWaNJzTEx2KWVkRwAlVOpkVFVFdSxGZPVWQ

查看其他版本，地址
http://www.apachehaus.com/cgi-bin/download.plx

将下载的压缩包，解压到本地某个目录下，比如，放在D:\Program Files\目录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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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apache配置文件：

D:\Program Files\Apache24\conf\httpd.conf

找到：Define SRVROOT 这一项，将其右方的值改为当前你Apache安装存放的目录地址，如下：

Define SRVROOT "D:/Program Files/Apache24"

继续找，找到：Listene 80，若你电脑的80端口被占用（可在cmd下用命令netstat
-a查看），则将80端口改为别的端口，这里我们使用8080端口，如下：

Listen 8080

改完以上两个地方，记得保存httpd.conf文件。

接下来需要配置安装Apache的主服务，有了它，Apache才可启动：
打开CMD窗口，输入：

"D:\Program Files\Apache24\bin\httpd.exe" -k install -n apache

该命令的意思是，安装apache服务，并将该服务名称命名为apache(你也可以改成别的)，回车。

正常安装完毕如下所示：

C:\Users\peakerdong>"D:\Program Files\Apache24\bin\httpd.exe" -k install -n apache
[Fri May 20 13:39:16.474314 2016] [mpm_winnt:error] [pid 14884:tid 144] AH00433: apache: Service is
already installed.

其中，Errors reported here must be corrected before the service can b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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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ed.意思是，若该句话后面有错误信息，则表示服务安装失败，需要先改正错误。若没有，则成功。

在安装目录中，找到D:\Program Files\Apache24\bin\ApacheMonitor.exe可执行文件，双击运行，桌面右
下角会出现图标，双击打开窗口界面，会看到如图所示：

点击左侧start，启动apache服务。

打开浏览器，输入访问

http://localhost

如果你设置的端口是8080，则访问地址是

http://localhost:8080/

出现以下界面，表示apahce启动成功。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58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3 运行demo
从官网下载sdk和demo，将demo拷贝到apache web运行目录下：

D:\Program Files\Apache24\htdocs

3.1 运行demo（托管模式）
编辑demo根目录下的index.html。

修改帐号模式为1：

//帐号模式，0-表示独立模式，1-表示托管模式，开发者根据自己的模式，改成相应的值。
var accountMode=1;

修改业务信息：

//默认业务id
var sdkAppID = 1400001533;//开发者改成自己的业务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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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demo，这里拿谷歌浏览器举例。

打开浏览器输入地址：

http://localhost:8080/webim/index.html

显示demo首页：

点击确认会跳转到tls登录界面，直接点击游客登录，会跳回到首页，效果如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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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之后，可以搜素、添加好友，建群：

搜索好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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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好友：

创建群：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63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创建成功：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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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运行demo（独立模式）
编辑demo根目录下的index.html，

修改帐号模式为0：

//帐号模式，0-表示独立模式，1-表示托管模式，开发者根据自己的模式，改成相应的值。
var accountMode=0;

修改业务信息：

//demo appid
var sdkAppID = 1400001533;//开发者改成自己的业务id

访问demo，这里拿谷歌浏览器举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65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进入登录页：

填写登录用户信息identifier和userSig，userSig需要开发者在自己的服务器调用tls api生成。
独立模式生成usersig，请参考链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TLS%E5%90%8E%E5%8F%B0API%E4%BD%BF%E7%94%
A8%E6%89%8B%E5%86%8C

点击确定，拿到登录用户信息identifier和userSig放入loginInfo去登录sdk：

//当前用户身份
var loginInfo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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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AppID': sdkAppID, //用户所属应用id,必填
'appIDAt3rd': sdkAppID, //用户所属应用id，必填
'identifier': ‘xxxxxx’, //当前用户ID，需要开发者填写
'identifierNick': null, //当前用户昵称，选填
'userSig': 'xxxxxxx', //当前用户身份凭证，需要开发者填写
'headurl': 'img/2016.gif'//当前用户默认头像，选填
};

登录成功，这样就可以进行查找好友，建群，聊天等操作了。

和好友聊天：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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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聊：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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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Web SDK）
1 ImSDK集成
本节主要介绍如何集成ImSDK。

官网体验demo请直接访问：云通信web demo

demo运行指引请访问：demo指引

1.1 下载ImSDK
从官网下载ImSDK，包含以下库文件：

sdk/webim.js
sdk/json2.js

其中json2.js提供了json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方法，可以将一个json对象转换成json字符串，也可以将一个json
字符串转换成一个json对象。webim.js就是webim
sdk库，提供了聊天，群组管理，资料管理，关系链（好友，黑名单）管理功能。

Demo目录结构如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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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主要JS文件功能说明如下：

<!--TLS web sdk(只用于托管模式，独立模式不用引入)-->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tls.qcloud.com/libs/api.min.js"></scrip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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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获取文件MD5 js api(发送图片时用到)-->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lib/md5/spark-md5.js"></script>
<!--web im sdk-->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dk/ webim.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dk/json2.js"></script>

<!--web im sdk 登录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login/login.js"></script>
<!--web im sdk 登出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logout/logout.js"></script>
<!--web im 解析一条消息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common/show_one_msg.js"></script>
<!--web im demo 基本逻辑-->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base.js"></script>
<!--web im sdk 资料管理 api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profile/profile_manager.js"></script>
<!--web im sdk 好友管理 api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friend/friend_manager.js"></script>
<!--web im sdk 好友申请管理 api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friend/friend_pendency_manager.js"></script>
<!--web im sdk 好友黑名单管理 api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friend/friend_black_list_manager.js"></script>
<!--web im sdk 群组管理 api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group/group_manager.js"></script>
<!--web im sdk 群成员管理 api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group/group_member_manager.js"></script>
<!--web im sdk 加群申请管理 api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group/group_pendency_manager.js"></script>
<!--web im 切换聊天好友或群组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switch_chat_obj.js"></script>
<!--web im sdk 获取c2c获取群组历史消息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msg/get_history_msg.js"></script>
<!--web im sdk 发送普通消息(文本和表情) api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msg/send_common_msg.js"></scrip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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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im sdk 上传和发送图片消息 api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msg/upload_and_send_pic_msg.js"></script>
<!--web im sdk 切换播放语音消息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msg/switch_play_sound_msg.js"></script>
<!--web im sdk 发送自定义消息 api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msg/send_custom_msg.js"></script>
<!--web im 监听新消息(c2c或群)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msg/receive_new_msg.js"></script>
<!--web im 监听群系统通知消息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msg/receive_group_system_msg.js"></script>
<!--web im 监听好友系统通知消息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msg/receive_friend_system_msg.js"></script>
<!--web im 监听资料系统通知消息 示例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msg/receive_profile_system_msg.js"></script>

1.2 集成ImSDK
首先引入web sdk：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dk/json2.js"></script>
<!--web im sdk-->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dk/webim.js"></script>

然后，引入获取图片md5的js库，用于上传图片：

<!--用于获取文件MD5，上传图片需要先获取文件的MD5-->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js/lib/md5/spark-md5.js"></script>

此外，如果业务的帐号体系是托管模式，还需要引入TLS web sdk：

<!--TLS web sdk(只用于托管模式，独立模式不用引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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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tls.qcloud.com/libs/api.min.js"></script>

说明：如果帐号采用的是独立模式，开发者需要在自己的服务器调用TLS
API生成用户票据，然后调用ImSdk提供的接口进行相关操作。

1.3 sdk函数调用顺序
如果帐号是托管模式，在调用sdk登录api之前，需要先进行以下操作：

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TLS登录

TLSHelper.goLogin(tlsLoginInfo); Tls登录，需要传入业务id，帐号类
型和回调url。

获取userSig

TLSHelper.fetchUserSig();

Tls登录成功之后，在回调url中会回
传临时票据tmpsig，此时需要根据t
mpsig获取正式的userSig，fetchUs
erSig成功之后，会回调tlsGetUserS
ig(res)函数。

监听fetchUserSig()成功回调

tlsGetUserSig(res){}

业务需要定义回调函数tlsGetUserSi
g(res)，判断res.ErrorCode，当为
WebBigGroupIM.TLS_ERROR_CO
DE.OK时则表示成功，为其他值，表
示失败。

其中TLSHelper.goLogin的参数tlsLoginInfo对象属性定义如下：

名称

说明

类型

sdkappid

业务id

Integer

acctype

业务帐号类型accountType

Integer

url

TLS登录成功回调地址，一般为业务 String
网站首页地址

当帐号模式为独立模式
时，则不需要上面的操作，直接进行下面的操作（当然这些步骤托管模式下也是需要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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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函数使用顺序，如下：

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sdk登录

webim.login(loginInfo,

登录SDK，需要传入当前用户信息，

listeners,opts,cbOk,cbErr);

新消息通知回调函数等,注意，为了
版本向下兼容，仍保留了老版本的初
始化init接口，它和login是一样的，
开发者调用其中一个即可。

监听新消息

demo中使用的监听函数是onMsgN 业务自定义监听函数，包括好友消息
otify(监听新消息)、groupSystemN ，群普通消息，群提示消息和群系统

上报已读消息

otifys（监听群系统消息））

消息，登录时传给sdk

webim.setAutoRead(selSess,

设置聊天会话自动已读标识

isOn, isResetAll);
发消息

webim.sendMsg(options,cbOk,

发送消息(私聊和群聊)

cbErr);
获取消息

webim.getC2CHistoryMsgs

获取好友历史消息

(options,cbOk, cbErr);
获取消息

webim.syncGroupMsgs(options,c 获取群历史消息
bOk, cbErr);

资料管理

webim.getProfilePortrait(options, 查询个人资料
cbOk, cbErr);

资料管理

webim.setProfilePortrait(options, 设置个人资料
cbOk, cbErr);

好友管理

webim.applyAddFriend(options,c 申请添加好友
bOk, cbErr);

好友管理

webim.getAllFriend(options,cbOk 获取我的好友等
, cbErr);等

群组管理

webim.createGroup(options,cbOk 创建群
, cbErr);

群组管理

webim.applyJoinGroup(options,c 申请加群等
bOk,cbErr);等

sdk登出

webim.logout(options,cbOk,

退出，用于切换帐号登录

cb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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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支持版本
ImSDK支持 IE 7+，Chrome 7+，FireFox 3.6+，Opera 12+和Safari 6+。
Demo 支持 IE 8+，Chrome 7+，FireFox 3.6+，Opera 12+和Safari 6+。

2 ImSDK 基本概念
会话：ImSDK中会话(Session)分为两种，一种是C2C会话，表示单聊情况，自己与对方建立的对话；另一种是
群会话，表示群聊情况下，群内成员组成的会话。

如下图所示，一个会话表示与一个好友的对话：

下图为群聊天会话：

消息：ImSDK中消息(webim.Msg)表示要发送给对方的内容，消息包括若干属性，如自己是否为发送者，发送
人帐号，消息产生时间等；一条消息由若干Elem组合而成，每种Elem可以是文本、表情，图片等，消息支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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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Elem组合发送。

2.1 ImSDK对象简介
SDK 对象主要分为常量对象和类对象，具体的含义参见下表：

常量对象

对象

介绍

功能

webim.SESSION_TYPE

会话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消息属于哪种聊天类型

1) webim.SESSION_TYPE.C2C私聊
2) webim.SESSION_TYPE.GROUP群聊
webim.C2C_MSG_SUB_TYPE

C2C消息子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c2c消息类型

1) webim.C2C_MSG_SUB_TYPE.C
OMMON-普通消息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群消息子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群消息类型，业务可针对不同的

1)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消息作出不同的操作。
.COMMON-普通消息
2)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LOVEMSG –点赞消息
3)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TIP –提示消息
4)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REDPACKET
–红包消息(优先级最高)
webim.GROUP_TIP_TYPE

群提示消息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群提示消息类型

1) webim. GROUP_TIP_TYPE.JOIN进群
2) webim. GROUP_TIP_TYPE.QUIT退群
3) webim. GROUP_TIP_TYPE.KICK被踢出群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77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对象

介绍

功能

4) webim. GROUP_TIP_TYPE.SET_
ADMIN-被设置成管理员
5) webim. GROUP_TIP_TYPE.CAN
CEL_ADMIN-被取消管理员角色
6) webim. GROUP_TIP_TYPE.CAN
CEL_ADMIN-被取消管理员角色
7) webim. GROUP_TIP_TYPE.MOD
IFY_GROUP_INFO-修改群资料
8) webim. GROUP_TIP_TYPE.MOD
IFY_MEMBER_INFO修改群成员信息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 群资料变更类型，取值范围：
UP_INFO_TYPE

区分群资料变更类型

1) webim. GROUP_TIP_MODIFY_G
ROUP_INFO_TYPE.FACE_URL群头像发生变更
2) webim. GROUP_TIP_MODIFY_G
ROUP_INFO_TYPE.NAME
-群名称发生变更
3) webim. GROUP_TIP_MODIFY_G
ROUP_INFO_TYPE.OWNER群主发生变更
4) webim. GROUP_TIP_MODIFY_G
ROUP_INFO_TYPE.NOTIFICATION
-群公告发生变更
5) webim. GROUP_TIP_MODIFY_G
ROUP_INFO_TYPE.INTRODUCTIO
N-群简介发生变更

webim.GROUP_SYSTEM_TYPE

群系统消息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群系统消息类型

1) webim.GROUP_SYSTEM_TYPE.J
OIN_GROUP_REQUEST-申请加群
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
2) webim.GROUP_SYSTEM_TYPE.J
OIN_GROUP_ACCEPT -申请加群被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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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介绍

功能

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3) webim.GROUP_SYSTEM_TYPE.J
OIN_GROUP_REFUSE -申请加群被
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4) webim.GROUP_SYSTEM_TYPE.K
ICK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者接收到)
5) webim.GROUP_SYSTEM_TYPE.
DESTORY -群被解散(全员接收)
6) webim.GROUP_SYSTEM_TYPE.
CREATE -创建群(创建者接收,
不展示)
7) webim.GROUP_SYSTEM_TYPE.I
NVITED_JOIN_GROUP_REQUEST
-邀请加群(被邀请者接收)
8) webim.GROUP_SYSTEM_TYPE.
QUIT-主动退群(主动退出者接收,
不展示)
9) webim.GROUP_SYSTEM_TYPE.S
ET_ADMIN
-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
10) webim.GROUP_SYSTEM_TYPE.
CANCEL_ADMIN
-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
11) webim.GROUP_SYSTEM_TYPE.
REVOKE -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
不展示)
12) webim.GROUP_SYSTEM_TYPE.
CUSTOM
-用户自定义通知(默认全员接收)
webim.MSG_ELEMENT_TYPE

消息元素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消息元素类型

1) webim.MSG_ELEMENT_TYPE.TE
XT-文本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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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介绍

功能

2) webim.MSG_ELEMENT_TYPE.FA
CE表情消息
3) webim.MSG_ELEMENT_TYPE.I
MAGE-图片消息
4) webim.MSG_ELEMENT_TYPE.S
OUND-语音消息
5) webim.MSG_ELEMENT_TYPE.FI
LE-文件消息
6) webim.MSG_ELEMENT_TYPE.L
OCATION-位置消息
7) webim.MSG_ELEMENT_TYPE.C
USTOM-自定义消息
8) webim.MSG_ELEMENT_TYPE.G
ROUP_TIP-群提示消息（只有群聊天
才会出现）
webim.IMAGE_TYPE

webim.IMAGE_TYPE

区分图片大小类型

图片大小类型，取值范围：
1) webim.IMAGE_TYPE.SMALL小图
2) webim.IMAGE_TYPE.LARGE大图
3) webim.IMAGE_TYPE.ORIGIN原图
webim.Emotions

表情对象

键值对形式，key是表情index，valu
e包括了表情标识字符串和表情图片
的base64编码

webim.EmotionDataIndexs

表情标识字符串和index的Map

键值对形式，key是表情的标识字符
串，value是表情index，主要用于发
表情消息。

webim.BROWSER_INFO

当前浏览器信息

区分浏览器版本

1) webim.BROWSER_INFO.type浏览器类型( 包括 ‘ie’，’safari
’，’chrome’，’firefox’，’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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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介绍

功能

opera’，’unknow’)
2) webim.BROWSER_INFO.ver版本号
webim.TLS_ERROR_CODE

TLS错误码

用于帐号为托管模式的情况

1) webim.TLS_ERROR_CODE.OK成功
2) webim.TLS_ERROR_CODE.SIGN
ATURE_EXPIRATION
–用户UserSig过期
webim.CONNECTION_STATUS

连接状态

用于区分用户的当前连接状态

1) webim.CONNECTION_STATUS.
ON-连接状态正常，可正常收发消息
2) webim.CONNECTION_STATUS.
OFF-连接已断开，当前用户已离线
，无法收信息
3) webim.CONNECTION_STATUS.
RECONNECT-连接重新建立

类对象

对象

介绍

功能

webim.Session

一个会话对象

即聊天对象，包括获取会话类型（私
聊还是群聊），对方帐号，未读消息
数，总消息数等

webim.Msg

一条消息对象

消息发送、接收的API中都会涉及此
类型的对象

webim.Tool

工具对象

提供了一些公用的函数。比如格式化
时间戳函数formatTimeStamp(),获
取字符串（utf-8编码）所占字节数g
etStrBytes()等

webim.Log

控制台打印日志对象

方便查看接口的请求url，请求data
和响应data，在初始化sdk时，可以
传递一个布尔类型的变量来控制是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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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介绍

功能
在控制台打印日志

2.2 会话对象Session
对象名：

webim.Session

当前用户和某个群或者好友的聊天描述类。目前主要在发送消息时用得到。

构造函数：

webim.Session (
type, id, name, icon, time, seq
)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type

会话类型，

string

包括群聊和私聊，具体参考webim.
SESSION_TYPE常量对象，必填
id

对方id , 群聊时，为群id；私聊时， String
对方帐号，必填

name

对方名称，群聊时，为群名称；私聊 String
时，为对方昵称，暂未使用，选填

icon

对方头像url，暂未使用，选填

String

time

当前会话中的最新消息的时间戳，u Integer
nix
timestamp格式，暂未使用，选填

seq

当前会话的最新消息的序列号，暂未 Integ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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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使用，选填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type()

获取会话类型

无

String

id()

获取对方id

无

String

name()

获取对方名字，暂未使用

无

String

icon()

获取对方头像，暂未使用

无

String

time()

获取当前会话中最新消息的 无

Integer

时间
curMaxMsgSeq()

获取当前会话中最新消息的 无

Integer

序列号
unread()

获取未读消息数

无

Integer

msgCount()

获取会话的消息数

无

Integer

2.3 消息存储对象MsgStore
webim.MsgStore是消息数据的Model对象(参考MVC概念), 它提供接口访问当前存储的会话和消息数据

对象名：
webim.MsgStore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sessMap ()

获取所有会话对象

无

[webim.Session]

sessCount ()

获取对方id

无

Integer

sessByTypeId (type,id)

根据会话类型和会话ID取得 type -String, 会话类型
相应会话

id-String, 对方ID

delSessByTypeId(type,id) 根据会话类型和会话ID删除 type -String, 会话类型
相应会话

web.Session

Boolean

id-String, 对方ID

2.4 消息对象Ms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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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名：

webim.Msg

一条消息的描述类, 消息发送、接收的API中都会涉及此类型的对象。

构造函数：

webim.Msg(
sess, isSend, seq, random,time,fromAccount,subType,fromAccountNick
)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sess

消息所属的会话(e.g:我与好友A的C2 webim.Session
C会话，我与群组G的GROUP会话)

isSend

消息是否为自己发送标志:

Boolean

true：表示是我发出消息,
false：表示是发给我的消息
subType

消息子类型:

Integer

c2c消息时，参考c2c消息子类型对象
：webim.C2C_MSG_SUB_TYPE
群消息时，参考群消息子类型对象：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fromAccount

消息发送者帐号

String

fromAccountNick

消息发送者昵称，用户没有设置昵称 String
时，则为发送者帐号

seq

消息序列号，用于消息判重

Integer

random

消息随机数，用于消息判重

Integer

time

消息时间戳，unix timestamp格式 Integer

elems

描述消息内容的元素数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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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Session()

获取消息所属的会话

无

webim.Session

getIsSend()

获取消息是否为自己发送标 无

Boolean

志
getSubType()

获取消息子类型

无

Integer

getFromAccount()

获取消息发送者帐号

无

String

getFromAccountNick()

获取消息发送者昵称，用户 无

String

没有设置昵称时，则为发送
者帐号
getSeq()

获取消息序列号

无

Integer

getRandom()

获取消息随机数

无

Integer

getTime()

获取消息时间戳，unix

无

Integer

timestamp格式
getElems()

获取描述消息内容的元素数 无

[webim.Msg.Elem]

组
addText(text)

向elems中添加一个Text元 text : Msg.Elem.Text

无

素
addFace(face)

向elems中添加一个Face元 face : Msg.Elem.Face

无

素
addImage(image)

向elems中添加一个Image image: Msg.Elem.Images 无
s元素

addSound(sound)

向elems中添加一个Sound sound: Msg.Elem.Sound 无
元素

addFile(file)

向elems中添加一个File元 file: Msg.Elem.File

无

素
addLocation(location)

向elems中添加一个Locati location:
on元素

addCustom(custom)

sg.Elem.Location

向elems中添加一个Custo custom：Msg.Elem.Cust 无
m元素

om

addGroupTip(groupTip) 向elems中添加一个Group groupTip:
Tip元素
toHtml()

无

Msg.Elem.GroupTip

将elems转成可展示的html 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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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代码，仅供参考，业务方可
以自定义消息转换逻辑

2.5 消息元素对象Msg.Elem
对象名：

webim.Msg.Elem

一个消息元素的描述类,一条消息webim.Msg可以由多个webim.Msg.Elem组成。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type,content)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type

元素类型，具体请参考webim.MSG_String
ELEMENT_TYPE

content

元素内容对象

Object，可能为
1）Msg.Elem.Text
2）Msg.Elem.Face
3）Msg.Elem.Images
4）Msg.Elem.Location
5）Msg.Elem.Sound
6）Msg.Elem.File
7）Msg.Elem.Custom
8）Msg.Elem.GroupTip

对象方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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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getType()

获取元素类型，具体请参考 无

返回类型
String

webim.MSG_ELEMENT_T
YPE
getContent()

获取元素内容对象

无

Object，类型参考属性说
明

toHtml()

获取元素的Html代码，仅 无

String

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义实
现

2.6 消息元素对象(文本)
对象名：

webim.Msg.Elem.Text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Text(text)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text

文本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Text()

获取文本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文本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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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消息元素对象(表情)
对象名：

webim.Msg.Elem.Face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Face(index,data)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index

表情索引，必填

Integer

data

表情数据，选填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Index()

获取表情索引

无

Integer

getData()

获取表情数据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表情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8 消息元素对象(图片数组)
对象名：

webim.Msg.Elem.Image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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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Images(imageId)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imageId

图片id

String

ImageInfoArray

图片信息数组（小图，大图，原图） [Msg.Elem.Images.Image]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ImageId()

获取图片id

无

String

addImage(image)

向ImageInfoArray增加一 image：Msg.Elem.Image 无

getImage(type)

张图片

s.Image

获取某类图片信息

type，图片大小类型，详细 Msg.Elem.Images.Image
定义请参考webim.IMAGE
_TYPE

toHtml()

获取图片数组元素的Html 无

String

代码，仅供参考，业务方可
自定义实现

2.9 消息元素对象(图片)
对象名：

webim.Msg.Elem.Images.Image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Images.Image(type,size,width,height,ur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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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type

图片大小类型，详细定义请参考web Integer
im.IMAGE_TYPE

size

图片大小，单位：字节

Integerv

width

宽度，单位：像素

Integer

height

高度，单位：像素

Integer

url

图片地址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Type()

获取图片大小类型

无

Integer

getSize()

获取大小

无

Integer

getWidth()

获取宽度

无

Integer

getHeight()

获取高度

无

Integer

getUrl()

获取地址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图片信息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10 消息元素对象(位置)
对象名：

webim.Msg.Elem.Location

暂不支持

构造函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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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m.Msg.Elem.Location(longitude,latitude,desc)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longitude

经度

Float

latitude

纬度

Float

desc

描述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Longitude()

获取经度

无

Float

getLatitude()

获取纬度

无

Float

getDesc()

获取描述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位置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11 消息元素对象(语音)
对象名：

webim.Msg.Elem.Sound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Sound(uuid,second,size,senderId,downUrl)

对象属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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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uuid

语音id

String

second

时长，单位：秒

Integer

size

大小，单位：字节

Integer

senderId

发送者账号

String

downUrl

下载地址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UUID()

获取语音id

无

String

getSecond()

获取时长

无

Integer

getSize()

获取大小

无

Integer

getSenderId()

获取发送者账号

无

String

getDownUrl()

获取地址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语音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12 消息元素对象(文件)
对象名：

webim.Msg.Elem.File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File(uuid,name,size,senderId,downUrl)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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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uuid

文件id

String

name

文件名

String

size

大小，单位：字节

Integer

senderId

发送者账号

String

downUrl

下载地址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UUID()

获取文件id

无

String

getSize()

获取大小，单位：字节

无

Integer

getName()

获取名称

无

String

getSenderId()

获取发送者账号

无

String

getDownUrl()

获取地址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文件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13 消息元素对象(自定义)
对象名：

webim.Msg.Elem.Custom

Web端和后台接口采用了json格式的数据协议，要实现android，ios和web的自定义消息互通，需要对消息进
行编解码，比如使用base64编解码。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Custom(data,desc,ex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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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data

数据

String

desc

描述

String

ext

扩展字段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Data()

获取数据

无

String

getDesc()

获取描述

无

String

getExt()

获取扩展字段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文本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14 消息元素对象(群提示)
对象名：

webim.Msg.Elem.GroupTip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GroupTip(opType,opUserId,groupId,groupName,userIdList)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opType

操作类型，详细定义请参考webim.GInteger
ROUP_TIP_TYP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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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opUserId

操作者id

String

groupId

群id

String

groupName

群名称

String

userIdList

被操作的用户id列表

[String]

groupInfoList

新的群信息列表，群资料变更时才有 [Msg.Elem.GroupTip.GroupInfo]
值

memberInfoList

新的群成员信息列表，群成员资料变 [Msg.Elem.GroupTip.MemberInfo
更时才有值

]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addGroupInfo(groupInfo 向groupInfoList添加一条 groupInfo:Msg.Elem.Gro 无
)

群资料变更信息

upTip.GroupInfo

addMemberInfo(membe 向memberInfoList添加一 memberInfo:Msg.Elem.G 无
rInfo)

条群成员变更信息

roupTip.MemberInfo

getOpType()

获取操作类型，详细定义请 无

Integer

参考webim.GROUP_TIP_T
YPE
getOpUserId()

获取操作者id

无

String

getGroupId()

获取群id

无

String

getGroupName()

获取群名称

无

String

getUserIdList()

获取被操作的用户id列表

无

[String]

getGroupInfoList()

获取新的群信息列表，群资 无

[Msg.Elem.GroupTip.Gro

料变更时才有值

upInfo]

获取新的群成员信息列表， 无

[Msg.Elem.GroupTip.Me

群成员资料变更时才有值

mberInfo]

获取群提示消息元素的Htm 无

String

getMemberInfoList()

toHtml()

l代码，仅供参考，业务方
可自定义实现

2.15 消息元素对象(群资料信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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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名：

webim.Msg.Elem.GroupTip.GroupInfo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GroupTip.GroupInfo(type,value)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type

群资料变更类型，详细定义请参考w Integer
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
P_INFO_TYPE

value

对应的值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getType()

获取群资料变更类型，详细 无

返回类型
Integer

定义请参考webim.GROUP
_TIP_MODIFY_GROUP_IN
FO_TYPE
getValue()

获取新的值，如果为空，则 无

String

表示该类型的群资料没有变
更

2.16 消息元素对象(群成员信息)
对象名：

webim.Msg.Elem.GroupTip.MemberInf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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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MemberInfo.GroupInfo(userId,shutupTime)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userId

群成员id

String

shutupTime

群成员被禁言时间，0表示取消禁言 Integer
，大于0表示被禁言时长，单位：秒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UserId()

获取群成员id

无

String

getShutupTime()

获取群成员被禁言时间，0 无

Integer

表示取消禁言，大于0表示
被禁言时长，单位：秒

2.17 表情对象Emotions
webim.Emotions是表情对象，键值对形式，key是表情index，value包括了表情标识字符串和表情数据（可
以是base64编码或者地址）。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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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表情数据索引对象EmotionDataIndexs
webim.EmotionDataIndexs是表情标识字符串和index的映射关系对象，键值对形式，key是表情的标识字符
串，value是表情index，主要用于发表情消息时，需要将消息文本中的表情识别出来，并转换成对应的索引in
dex传给后台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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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工具对象Tool
对象名：

webim.Tool

webim.Tool提供了一些通用的函数。比如格式化时间戳函数formatTimeStamp(),获取字符串所占字节数getS
trBytes()。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formatTimeStamp(time,f 将时间戳转换成字符串

time：时间戳

无

ormat)

format：格式，默认是'yy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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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y-MM-dd hh:mm:ss'
getStrBytes(str)

获取字符串所占字节数

str:字符串

无

2.20 控制台打印日志对象Log
对象名：

webim.Log

主要作用是方便查看sdk调用后台接口的请求url，请求data和响应data，在初始化sdk时，可以传递一个布尔
类型的变量来控制sdk是否在控制台打印日志。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debug(logStr)

打印调试日志

logStr ： String类型

无

info(logStr)

打印提示日志

logStr ： String类型

无

warn(logStr)

打印警告日志

logStr ： String类型

无

error(logStr)

打印错误日志

logStr ： String类型

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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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Web SDK）
1 TLS登录（托管模式）
Demo集成了托管模式下的腾讯登录服务（Tencent Login Service，TLS），当帐号为独立模式时，请跳过这
一小节，关于TLS账号集成（
托管模式和独立模式）更多详细介绍，请参考链接：云通信帐号登录集成
，这里只介绍在demo中如何集成托管模式下的web 版TLS SDK。

在index.html引入web 版TLS sdk，如：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tls.qcloud.com/libs/api.min.js"></script>

然后在页面中调用

TLSHelper.getQuery('tmpsig')

，判断是否获取到了临时身份凭证，没有，则调用

TLSHelper.goLogin({sdkappid: loginInfo.sdkAppID,url: callBackUrl})

，跳转到tls登录页面，登录成功会跳转到回调地址callBackUrl。

示例：

//判断是否已经拿到临时身份凭证
if (TLSHelper.getQuery('tmpsig')) {
if (loginInfo.identifier == null) {
console.info('start fetchUserSig');
//获取正式身份凭证，成功后会回调tlsGetUserSig(res)函数
TLSHelper.fetchUserSig();
}
} else {//未登录
if (loginInfo.identifier == null)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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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选择应用类型对话框
$('#select_app_dialog').modal('show');
$("body").css("background-color", 'white');
}
}
//tls登录
function tlsLogin() {
//跳转到TLS登录页面
TLSHelper.goLogin({
sdkappid: loginInfo.sdkAppID,
url: callBackUrl
});
}

如果已经拿到了临时凭证，则继续调用

TLSHelper.fetchUserSig()

获取正式身份凭证，成功之后会回调

tlsGetUserSig(res)

函数。

注：独立模式可直接用已生成的usersig与usersig对应的帐号放入loginInfo中，然后进行下一步去登录sdk。
详情可参考demo。

示例：

//第三方应用需要实现这个函数，并在这里拿到UserSig
function tlsGetUserSig(res) {
//成功拿到凭证
if (res.ErrorCode == TlsErrorCode.OK)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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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URL中获取参数为identifier的值
loginInfo.identifier = TLSHelper.getQuery("identifier");
//拿到正式身份凭证
loginInfo.userSig = res.UserSig;
//从当前URL中获取参数为sdkappid的值
loginInfo.sdkAppID = loginInfo.appIDAt3rd = Number(TLSHelper.getQuery("sdkappid"));
//从cookie获取accountType

initDemoApp();

} else {
//签名过期，需要重新登录
if (res.ErrorCode == TlsErrorCode.SIGNATURE_EXPIRATION) {
tlsLogin();
} else {
alert("[" + res.ErrorCode + "]" + res.ErrorInfo);
}
}
}

2 Sdk登录
本节主要介绍sdk 登录login api。

函数名：

webim.login

定义：

webim.login(loginInfo, listeners, options,cbOk,cbEr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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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sdk登录
function webimLogin() {
webim.login(
loginInfo, listeners, options,
function (resp) {
loginInfo.identifierNick = resp.identifierNick;//设置当前用户昵称
initDemoApp();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下面介绍每个参数的定义。

2.1 用户信息对象loginInfo
属性名：

名称

说明

类型

sdkAppID

用户标识接入SDK的应用ID，必填

String

appIDAt3rd

App用户使用OAuth授权体系分配的 String
Appid，和sdkAppID一样，必填

identifier

用户帐号，必填

String

identifierNick

用户昵称，选填

String

userSig

鉴权Token，identifier不为空时，u String
serSig必填

特别注意
，identifierNick的值只在初始化的登录时有效（第一次登录某identifier)，初始化账号后的昵称修改，需要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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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setProfilePortrait接口。接口文档

Web端目前只支持单实例登录，如需支持多实例登录（允许在多个网页中同时登录同一账号），请到云通信控
制台相应SDKAPPID "应用配置->功能配置->Web端实例同时在线" 配置实例个数。配置将在50分钟内生效。

2.2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
属性名：

名称

说明

类型

onConnNotify

用于监听用户连接状态变化的函数， Function
选填

jsonpCallback

用于IE9(含)以下浏览器中jsonp回调 Function
函数,移动端可不填，pc端必填

onMsgNotify

监听新消息函数，必填

Function

onBigGroupMsgNotify

监听

Function

新消息(直
播聊天室)事件，直播场景下必填
onGroupInfoChangeNotify

监听群资料变化事件，选填

Object

onGroupSystemNotifys

监听（多终端同步）群系统消息事件 Object
，必填

onFriendSystemNotifys

监听好友系统通知事件，选填

Object

onProfileSystemNotifys

监听资料系统（自己或好友）通知事 Object
件，选填

onKickedEventCall

被其他登录实例踢下线，选填

Function

onC2cEventNotifys

监听C2C系统消息通道，选填

Object

示例：

//监听事件

//监听事件
var listeners = {
"onConnNotify": onConnNotify//监听连接状态回调变化事件,必填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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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pCallback": jsonpCallback//IE9(含)以下浏览器用到的jsonp回调函数，
,"onMsgNotify": onMsgNotify//监听新消息(私聊，普通群(非直播聊天室)消息，全员推送消息)事件，必填
,"onBigGroupMsgNotify": onBigGroupMsgNotify//监听新消息(直播聊天室)事件，直播场景下必填
,"onGroupSystemNotifys":
onGroupSystemNotifys//监听（多终端同步）群系统消息事件，如果不需要监听，可不填
,"onGroupInfoChangeNotify": onGroupInfoChangeNotify//监听群资料变化事件，选填
,"onFriendSystemNotifys": onFriendSystemNotifys//监听好友系统通知事件，选填
,"onProfileSystemNotifys": onProfileSystemNotifys//监听资料系统（自己或好友）通知事件，选填
,"onKickedEventCall" : onKickedEventCall//被其他登录实例踢下线
,"onC2cEventNotifys": onC2cEventNotifys//监听C2C系统消息通道
};

2.3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ConnNotify
示例：

//监听连接状态回调变化事件
var onConnNotify = function (resp) {
var info;
switch (resp.ErrorCode) {
case webim.CONNECTION_STATUS.ON:
webim.Log.warn('建立连接成功: ' + resp.ErrorInfo);
break;
case webim.CONNECTION_STATUS.OFF:
info = '连接已断开，无法收到新消息，请检查下你的网络是否正常: ' + resp.ErrorInfo;
alert(info);
webim.Log.warn(info);
break;
case webim.CONNECTION_STATUS.RECONNECT:
info = '连接状态恢复正常: ' + resp.ErrorInfo;
alert(info);
webim.Log.warn(info);
brea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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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webim.Log.error('未知连接状态: =' + resp.ErrorInfo);
break;
}
};

其中回调返回的参数resp对象属性定义如下：

名称

说明

类型

ActionStatus

连接状态标识，OK-

String

标识连接成功FAIL-标识连接失败
ErrorCode

连接状态码，具体请参考webim.

Integer

CONNECTION_STATUS常量对象
ErrorInfo

错误提示信息

String

2.4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jsonpCallback
为了兼容低版本的ie浏览器，sdk使用了jsonp技术调用后台接口。

示例：

//位于js/demo_base.js中
//IE9(含)以下浏览器用到的jsonp回调函数
function jsonpCallback(rspData) {
//设置jsonp返回的
webim.setJsonpLastRspData(rspData);
}

属性名：

名称

说明

类型

rspData

接口返回的数据

Str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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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MsgNotify
示例：

//监听新消息事件
//newMsgList 为新消息数组，结构为[Msg]
function onMsgNotify(newMsgList) {
//console.warn(newMsgList);
var sess, newMsg;
//获取所有聊天会话
var sessMap = webim.MsgStore.sessMap();

for (var j in newMsgList) {//遍历新消息
newMsg = newMsgList[j];

if (newMsg.getSession().id() == selToID) {//为当前聊天对象的消息
selSess = newMsg.getSession();
//在聊天窗体中新增一条消息
//console.warn(newMsg);
addMsg(newMsg);
}
}
//消息已读上报，以及设置会话自动已读标记
webim.setAutoRead(selSess, true, true);

for (var i in sessMap) {
sess = sessMap[i];
if (selToID != sess.id()) {//更新其他聊天对象的未读消息数
updateSessDiv(sess.type(), sess.id(), sess.unread());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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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参数newMsgList 为webim.Msg数组，即[webim.Msg]

2.6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GroupSystemNotifys
示例：

//监听（多终端同步）群系统消息方法，方法都定义在receive_group_system_msg.js文件中
//注意每个数字代表的含义，比如，
//1表示监听申请加群消息，2表示监听申请加群被同意消息，3表示监听申请加群被拒绝消息
var groupSystemNotifys = {
"1": onApplyJoinGroupRequestNotify, //申请加群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
"2": onApplyJoinGroupAcceptNotify, //申请加群被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3": onApplyJoinGroupRefuseNotify, //申请加群被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4": onKickedGroupNotify, //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者接收到)
"5": onDestoryGroupNotify, //群被解散(全员接收)
"6": onCreateGroupNotify, //创建群(创建者接收)
"7": onInvitedJoinGroupNotify, //邀请加群(被邀请者接收)
"8": onQuitGroupNotify, //主动退群(主动退出者接收)
"9": onSetedGroupAdminNotify, //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
"10": onCanceledGroupAdminNotify, //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
"11": onRevokeGroupNotify, //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
"255": onCustomGroupNotify//用户自定义通知(默认全员接收)
};

更详细介绍，请参考后续章节。

2.7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FriendSystemNotifys
示例：

//监听好友系统通知函数对象，方法都定义在receive_friend_system_msg.js文件中
var onFriendSystemNotifys = {
"1": onFriendAddNotify, //好友表增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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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nFriendDeleteNotify, //好友表删除
"3": onPendencyAddNotify, //未决增加
"4": onPendencyDeleteNotify, //未决删除
"5": onBlackListAddNotify, //黑名单增加
"6": onBlackListDeleteNotify//黑名单删除
};

更详细介绍，请参考后续章节。

2.8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ProfileSystemNotifys
示例：

//监听资料系统通知函数对象，方法都定义在receive_profile_system_msg.js文件中
var onProfileSystemNotifys = {
"1": onProfileModifyNotify//资料修改
};

更详细介绍，请参考后续章节。

2.9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C2cEventNotifys
示例：

//监听C2C消息通道的处理，方法在receive_new_msg.js文件中
var onC2cEventNotifys = {
"92": onMsgReadedNotify,//消息已读通知
};

2.10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GroupInfoChangeNotif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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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监听 群资料变化 群提示消息
function onGroupInfoChangeNotify(groupInfo) {
webim.Log.warn("执行 群资料变化 回调： " + JSON.stringify(groupInfo));
var groupId = groupInfo.GroupId;
var newFaceUrl = groupInfo.GroupFaceUrl;//新群组图标,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var newName = groupInfo.GroupName;//新群名称,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var newOwner = groupInfo.OwnerAccount;//新的群主id,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var newNotification = groupInfo.GroupNotification;//新的群公告,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var newIntroduction = groupInfo.GroupIntroduction;//新的群简介,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if (newName) {
//更新群组列表的群名称
//To do
webim.Log.warn("群id=" + groupId + "的新名称为：" + newName);
}
}

其中返回的参数groupInfo对象属性如下：

属性名：

名称

说明

类型

GroupId

群id

String

GroupFaceUrl

新群组图标,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String

GroupName

新群名称,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OwnerAccount

新的群主id,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String

GroupNotification

新的群公告,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String

GroupIntroduction

新的群简介,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String

String

2.11 其他对象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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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

名称

说明

类型

isAccessFormalEnv

是否访问正式环境下的后台接口，Tr Boolean
ue-访问正式，False-访问测试环境
默认访问正式环境接口，选填

isLogOn

是否开启控制台打印日志,True-

Boolean

开启;False-关闭，默认开启，选填

2.12 回调函数cbOk & cbErr
Sdk登录时，可以定义成功回调函数和失败回调函数。

示例：

//sdk登录
function webimLogin() {
webim.login(
loginInfo, listeners, options,
function (resp) {
loginInfo.identifierNick = resp.identifierNick;//设置当前用户昵称
initDemoApp();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12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消息收发（Web SDK）
监听新消息
注意：现调用过设置用户资料的接口设置过用户资料的，群消息里面是会下发设置的资料的。

示例：

//监听新消息事件
//newMsgList 为新消息数组，结构为[Msg]
function onMsgNotify(newMsgList) {
//console.warn(newMsgList);
var sess, newMsg;
//获取所有聊天会话
var sessMap = webim.MsgStore.sessMap();

for (var j in newMsgList) {//遍历新消息
newMsg = newMsgList[j];

if (newMsg.getSession().id() == selToID) {//为当前聊天对象的消息
selSess = newMsg.getSession();
//在聊天窗体中新增一条消息
//console.warn(newMsg);
addMsg(newMsg);
}
}
//消息已读上报，以及设置会话自动已读标记
webim.setAutoRead(selSess, true, true);

for (var i in sessMap) {
sess = sessMap[i];
if (selToID != sess.id()) {//更新其他聊天对象的未读消息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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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SessDiv(sess.type(), sess.id(), sess.unread());
}
}
}

其中参数newMsgList为 webim.Msg数组，即[ webim.Msg]

显示一条消息
示例：

//聊天页面增加一条消息
function addMsg(msg) {
var isSelfSend, fromAccount, fromAccountNick, sessType, subType;

fromAccount = msg.getFromAccount();
if (!fromAccount) {
fromAccount = '';
}
fromAccountNick = msg.getFromAccountNick();
if (!fromAccountNick) {
fromAccountNick = fromAccount;
}
isSelfSend = msg.getIsSend();//消息是否为自己发的

var onemsg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onemsg.className = "onemsg";
var msghead = document.createElement("p");
var msgbody = document.createElement("p");
var msgPre = document.createElement("pre");
msghead.className = "msghead";
msgbody.className = "msgbody";
//如果是发给自己的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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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sSelfSend)
msghead.style.color = "blue";
//昵称 消息时间
msghead.innerHTML = fromAccountNick + "&nbsp;&nbsp;" +
webim.Tool.formatTimeStamp(msg.getTime());

//解析消息
//获取会话类型，目前只支持群聊
//webim.SESSION_TYPE.GROUP-群聊，
//webim.SESSION_TYPE.C2C-私聊，
sessType = msg.getSession().type();
//获取消息子类型
//会话类型为群聊时，子类型为：webim.GROUP_MSG_SUB_TYPE
//会话类型为私聊时，子类型为：webim.C2C_MSG_SUB_TYPE
subType = msg.getSubType();

switch (subType) {

case webim.GROUP_MSG_SUB_TYPE.COMMON://群普通消息
msgPre.innerHTML = convertMsgtoHtml(msg);
break;
case webim.GROUP_MSG_SUB_TYPE.REDPACKET://群红包消息
msgPre.innerHTML = "[群红包消息]" + convertMsgtoHtml(msg);
break;
case webim.GROUP_MSG_SUB_TYPE.LOVEMSG://群点赞消息
//业务自己可以增加逻辑，比如展示点赞动画效果
msgPre.innerHTML = "[群点赞消息]" + convertMsgtoHtml(msg);
//展示点赞动画
//showLoveMsgAnimation();
break;
case webim.GROUP_MSG_SUB_TYPE.TIP://群提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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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Pre.innerHTML = "[群提示消息]" + convertMsgtoHtml(msg);
break;
}

msgbody.appendChild(msgPre);

onemsg.appendChild(msghead);
onemsg.appendChild(msgbody);
//消息列表
var msgflow =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msgflow")[0];
msgflow.appendChild(onemsg);
//300ms后,等待图片加载完，滚动条自动滚动到底部
setTimeout(function () {
msgflow.scrollTop = msgflow.scrollHeight;
}, 300);

}

解析一条消息
示例：

//把消息转换成Html
function convertMsgtoHtml(msg) {
var html = "", elems, elem, type, content;
elems = msg.getElems();//获取消息包含的元素数组
for (var i in elems) {
elem = elems[i];
type = elem.getType();//获取元素类型
content = elem.getContent();//获取元素对象
switch (type) {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TEXT:
html += convertTextMsgToHtml(conten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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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FACE:
html += convertFace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IMAGE:
html += convertImage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SOUND:
html += convertSound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FILE:
html += convertFile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LOCATION://暂不支持地理位置
//html += convertLocation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CUSTOM:
html += convertCustom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GROUP_TIP:
html += convertGroupTipMsgToHtml(content);
break;
default:
webim.Log.error('未知消息元素类型: elemType=' + type);
break;
}
}
return html;
}

解析文本消息元素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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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文本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TextMsgToHtml(content) {
return content.getText();
}

解析表情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表情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FaceMsgToHtml(content) {
var index = content.getIndex();
var data = content.getData();
var url=null;
var emotion=webim.Emotions[index];
if(emotion && emotion[1]){
url=emotion[1];
}
if (url) {
return "<img src='" + url + "'/>";
} else {
return data;
}
}

解析图片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图片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ImageMsgToHtml(content) {
var smallImage = content.getImage(webim.IMAGE_TYPE.SMALL);//小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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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bigImage = content.getImage(webim.IMAGE_TYPE.LARGE);//大图
var oriImage = content.getImage(webim.IMAGE_TYPE.ORIGIN);//原图
if (!bigImage) {
bigImage = smallImage;
}
if (!oriImage) {
oriImage = smallImage;
}
return "<img src='" + smallImage.getUrl() + "#" + bigImage.getUrl() + "#" + oriImage.getUrl() + "'
style='CURSOR: hand' id='" + content.getImageId() + "' bigImgUrl='" + bigImage.getUrl() + "'
onclick='imageClick(this)' />";
}

解析语音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语音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SoundMsgToHtml(content) {
var second=content.getSecond();//获取语音时长
var downUrl=content.getDownUrl();
if (webim.BROWSER_INFO.type == 'ie' && parseInt(webim.BROWSER_INFO.ver) <= 8) {
return '[这是一条语音消息]demo暂不支持ie8(含)以下浏览器播放语音,语音URL:' + downUrl;
}
return '<audio src="' + downUrl + '" controls="controls" onplay="onChangePlayAudio(this)"
preload="none"></audio>';
}

解析文件消息元素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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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文件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FileMsgToHtml(content) {
var fileSize = Math.round(content.getSize() / 1024);
return '<a href="' + content.getDownUrl() + '" title="点击下载文件" ><i class="glyphicon glyphiconfile">&nbsp;' + content.getName() + '(' + fileSize + 'KB)</i></a>';
}

解析位置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位置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LocationMsgToHtml(content) {
return '经度='+content.getLongitude()+',纬度='+content.getLatitude()+',描述='+content.getDesc();
}

解析自定义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自定义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CustomMsgToHtml(content) {
var data = content.getData();
var desc = content.getDesc();
var ext = content.getExt();
return "data=" + data + ", desc=" + desc + ", ext=" + ext;
}

解析群提示消息元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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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或者有用户被移出群组时，群内会产生有提示消息，调用方可以根据需要展示给群
组用户，或者忽略。

示例：

//解析群提示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GroupTipMsgToHtml(content) {
var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10;
var text ="";
var maxIndex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1;
var opType,opUserId,userIdList;
opType=content.getOpType();//群提示消息类型（操作类型）
opUserId=content.getOpUserId();//操作人id
switch (opType) {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JOIN://加入群
userIdList=content.getUserIdList();
//text += opUserId + "邀请了";
for (var m in userIdList) {
text += userIdList[m] + ",";
if (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加入该群";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QUIT://退出群
text += opUserId + "主动退出该群";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KICK://踢出群
text += opUserId + "将";
userIdList=content.getUserIdList();
for (var m in userIdList) {
text += userIdList[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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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踢出该群";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SET_ADMIN://设置管理员
text += opUserId + "将";
userIdList=content.getUserIdList();
for (var m in userIdList) {
text += userIdList[m] + ",";
if (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设为管理员";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CANCEL_ADMIN://取消管理员
text += opUserId + "取消";
userIdList=content.getUserIdList();
for (var m in userIdList) {
text += userIdList[m] + ",";
if (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的管理员资格";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MODIFY_GROUP_INFO://群资料变更
text += opUserId + "修改了群资料：";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22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var groupInfoList=content.getGroupInfoList();
var type,value;
for (var m in groupInfoList) {
type = groupInfoList[m].getType();
value = groupInfoList[m].getValue();
switch (type) {
case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FACE_URL:
text += "群头像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NAME:
text += "群名称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OWNER:
text += "群主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NOTIFICATION:
text += "群公告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INTRODUCTION:
text += "群简介为" + value + "; ";
break;
default:
text += "未知信息为:type=" + type + ",value=" + value + "; ";
break;
}
}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MODIFY_MEMBER_INFO://群成员资料变更(禁言时间)
text += opUserId + "修改了群成员资料:";
var memberInfoList=content.getMemberInfoList();
var userId,shutupTime;
for (var m in memberInfoList) {
userId = memberInfoList[m].getUs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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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tupTime = memberInfoList[m].getShutupTime();
text += userId + ": ";
if (shutupTime != null && shutupTime !== undefined) {
if (shutupTime == 0) {
text += "取消禁言; ";
} else {
text += "禁言" + shutupTime + "秒; ";
}
} else {
text += " shutupTime为空";
}
if (memberInfo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memberInfoList.length + "人";
break;
}
}
break;
default:
text += "未知群提示消息类型：type=" + opType;
break;
}
return text;
}

发送消息（文本+表情）
本节主要介绍sdk 发消息sendMsg api。

函数名：

webim.sendMs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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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webim.sendMsg(msg,cbOk, cbErr)

参数列表：

名称

说明

类型

msg

消息对象

webim.Msg

cbOk

调用接口成功回调函数

Function

cbErr

调用接口失败回调函数

Function

示例：

//发送消息(文本或者表情)
function onSendMsg() {

if (!selToID) {
alert("你还没有选中好友或者群组，暂不能聊天");
$("#send_msg_text").val('');
return;
}
//获取消息内容
var msgtosend =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msgedit")[0].value;
var msgLen = webim.Tool.getStrBytes(msgtosend);

if (msgtosend.length < 1) {
alert("发送的消息不能为空!");
$("#send_msg_text").val('');
return;
}
var maxLen, errInfo;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C2C) {
maxLen = webim.MSG_MAX_LENGTH.C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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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Info = "消息长度超出限制(最多" + Math.round(maxLen / 3) + "汉字)";
} else {
maxLen = webim.MSG_MAX_LENGTH.GROUP;
errInfo = "消息长度超出限制(最多" + Math.round(maxLen / 3) + "汉字)";
}
if (msgLen > maxLen) {
alert(errInfo);
return;
}
if (!selSess) {
var selSess = new webim.Session(selType, selToID, selToID, friendHeadUrl, Math.round(new
Date().getTime() / 1000));
}
var isSend = true;//是否为自己发送
var seq = -1;//消息序列，-1表示sdk自动生成，用于去重
var random = Math.round(Math.random() * 4294967296);//消息随机数，用于去重
var msgTime = Math.round(new Date().getTime() / 1000);//消息时间戳
var subType;//消息子类型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C2C) {
subType = webim.C2C_MSG_SUB_TYPE.COMMON;
} else {
//webim.GROUP_MSG_SUB_TYPE.COMMON-普通消息,
//webim.GROUP_MSG_SUB_TYPE.LOVEMSG-点赞消息，优先级最低
//webim.GROUP_MSG_SUB_TYPE.TIP-提示消息(不支持发送，用于区分群消息子类型)，
//webim.GROUP_MSG_SUB_TYPE.REDPACKET-红包消息，优先级最高
subType = webim.GROUP_MSG_SUB_TYPE.COMMON;
}
var msg = new webim.Msg(selSess, isSend, seq, random, msgTime, loginInfo.identifier, subType,
loginInfo.identifierNick);

var text_obj, face_obj, tmsg, emotionIndex, emotion, restMsgIndex;
//解析文本和表情
var expr = /\[[^[\]]{1,3}\]/mg;
var emotions = msgtosend.match(ex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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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emotions || emotions.length < 1) {
text_obj = new webim.Msg.Elem.Text(msgtosend);
msg.addText(text_obj);
} else {

for (var i = 0; i < emotions.length; i++) {
tmsg = msgtosend.substring(0, msgtosend.indexOf(emotions[i]));
if (tmsg) {
text_obj = new webim.Msg.Elem.Text(tmsg);
msg.addText(text_obj);
}
emotionIndex = webim.EmotionDataIndexs[emotions[i]];
emotion = webim.Emotions[emotionIndex];

if (emotion) {
face_obj = new webim.Msg.Elem.Face(emotionIndex, emotions[i]);
msg.addFace(face_obj);
} else {
text_obj = new webim.Msg.Elem.Text(emotions[i]);
msg.addText(text_obj);
}
restMsgIndex = msgtosend.indexOf(emotions[i]) + emotions[i].length;
msgtosend = msgtosend.substring(restMsgIndex);
}
if (msgtosend) {
text_obj = new webim.Msg.Elem.Text(msgtosend);
msg.addText(text_obj);
}
}

webim.sendMsg(msg, function (resp) {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C2C)
{//私聊时，在聊天窗口手动添加一条发的消息，群聊时，长轮询接口会返回自己发的消息
addMsg(ms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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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im.Tool.setCookie("tmpmsg_" + selToID, '', 0);
$("#send_msg_text").val('');
turnoffFaces_box();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send_msg_text").val('');
});
}

上传图片 （高版本浏览器）
目前demo采用了H5
FileAPI读取图片，并将图片二进制数据转换成base64编码进行分片上传，理论上没有大小限制。

/* function uploadPic
* 上传图片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uploadPic: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上传图片
function uploadPic() {
var uploadFiles = document.getElementById('upd_pic');
var file = uploadFiles.files[0];
var businessType;//业务类型，1-发群图片，2-向好友发图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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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elType == SessionType.C2C) {//向好友发图片
businessType = UploadPicBussinessType.C2C_MSG;
} else if (selType == SessionType.GROUP) {//发群图片
businessType = UploadPicBussinessType.GROUP_MSG;
}
//封装上传图片请求
var opt = {
'file': file, //图片对象
'onProgressCallBack': onProgressCallBack, //上传图片进度条回调函数
//'abortButton': document.getElementById('upd_abort'), //停止上传图片按钮
'From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发送者帐号
'To_Account': selToID, //接收者
'businessType': businessType//业务类型
};
//上传图片
webim.uploadPic(opt,
function (resp) {
//上传成功发送图片
sendPic(resp);
$('#upload_pic_dialog').modal('hide');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上传图片 （低版本浏览器IE8、9）
在低版本浏览器（IE8、9）中，demo采用了表单来上传图片，最大支持10M图片的上传。

/* function submitUploadFileForm
* 上传图片(低版本i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2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submitUploadFileForm: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上传图片(用于低版本IE)
function uploadPicLowIE() {
var businessType;//业务类型，1-发群图片，2-向好友发图片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C2C) {//向好友发图片
businessType = webim.UPLOAD_PIC_BUSSINESS_TYPE.C2C_MSG;
} else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GROUP) {//发群图片
businessType = webim.UPLOAD_PIC_BUSSINESS_TYPE.GROUP_MSG;
}
//封装上传图片请求
var opt = {
'formId': 'updli_form', //上传图片表单id
'fileId': 'updli_file', //file控件id
'To_Account': selToID, //接收者
'businessType': businessType//图片的使用业务类型
};
webim.submitUploadFileForm(opt,
function (resp) {
$('#upload_pic_low_ie_dialog').modal('hide');
//发送图片
sendPic(resp);
},
function (err) {
$('#upload_pic_low_ie_dialog').modal('hid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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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err.ErrorInfo);
}
);
}

发送消息（图片）
在IE9（含）以下浏览器，sdk采用了jsonp方法解决ajax跨域问题，由于jsonp是采用get方法传递数据的，且g
et存在数据大小限制（不同浏览器不一样），所以暂不支持异步发送图片。

/* function sendMsg
* 发送一条消息
* params:
* msg - webim.Msg类型, 要发送的消息对象
* cbOk - function()类型, 当发送消息成功时的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当发送消息失败时的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sendMsg: function(msg, cbOk, cbErr) {},

示例：

//发送图片
function sendPic(images) {
if (!selToID) {
alert("您还没有好友，暂不能聊天");
return;
}
if (!selSess) {
selSess = new webim.Session(selType, selToID, selToID, friendHeadUrl,
Math.round(new Date().getTime() / 100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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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msg = new webim.Msg(selSess, true);
var images_obj = new webim.Msg.Elem.Images(images.File_UUID);
for (var i in images.URL_INFO) {
var img = images.URL_INFO[i];
var newImg;
var type;
switch (img.PIC_TYPE) {
case 1://原图
type = 1;//原图
break;
case 2://小图（缩略图）
type = 3;//小图
break;
case 4://大图
type = 2;//大图
break;
}
newImg = new webim.Msg.Elem.Images.Image(type, img.PIC_Size, img.PIC_Width,
img.PIC_Height, img.DownUrl);
images_obj.addImage(newImg);
}
msg.addImage(images_obj);
//调用发送图片接口
webim.sendMsg(msg, function (resp) {
addMsg(msg);
curMsgCount++;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播放语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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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web端只支持显示并播放android或ios im demo发的语音消息，暂不支持上传并发送语音消息。使用aud
io控件来播放语音，注意，确保其他终端上传的语音格式是mp3格式（所有主流浏览器下的audio控件都兼容
mp3，除了IE8下不支持使用audio标签播放语音）。

解析语音消息请参考第7节。

下载文件
目前web端只支持显示并下载android或ios im demo发的文件消息，暂不支持上传并发送文件消息。

解析文本消息请参考第8节。

发送消息(自定义)
/* function sendMsg
* 发送一条消息
* params:
* msg - webim.Msg类型, 要发送的消息对象
* cbOk - function()类型, 当发送消息成功时的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当发送消息失败时的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sendMsg: function(msg, cbOk, cbErr) {},

示例：

发送自定义消息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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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发自定义消息对话框
function showEditCustomMsgDialog() {
$('#ecm_form')[0].reset();
$('#edit_custom_msg_dialog').modal('show');
}
//发送自定义消息
function sendCustomMsg() {
if (!selToID) {
alert("您还没有好友或群组，暂不能聊天");
return;
}
var data = $("#ecm_data").val();
var desc = $("#ecm_desc").val();
var ext = $("#ecm_ext").val();

var msgLen = webim.Tool.getStrBytes(data);

if (data.length < 1) {
alert("发送的消息不能为空!");
return;
}
var maxLen, errInfo;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C2C) {
maxLen = webim.MSG_MAX_LENGTH.C2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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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Info = "消息长度超出限制(最多" + Math.round(maxLen / 3) + "汉字)";
} else {
maxLen = webim.MSG_MAX_LENGTH.GROUP;
errInfo = "消息长度超出限制(最多" + Math.round(maxLen / 3) + "汉字)";
}
if (msgLen > maxLen) {
alert(errInfo);
return;
}

if (!selSess) {
selSess = new webim.Session(selType, selToID, selToID, friendHeadUrl, Math.round(new Date
().getTime() / 1000));
}
var msg = new webim.Msg(selSess, true,-1,-1,-1,loginInfo.identifier,0,loginInfo.identifierNick);
var custom_obj = new webim.Msg.Elem.Custom(data, desc, ext);
msg.addCustom(custom_obj);
//调用发送消息接口
webim.sendMsg(msg, function (resp) {
if(selType==webim.SESSION_TYPE.C2C){
//私聊时，在聊天窗口手动添加一条发的消息，群聊时，长轮询接口会返回自己发的消息
addMsg(msg);
}
$('#edit_custom_msg_dialog').modal('hide');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获取未读c2c消息
/* function syncMsgs
* 拉取最新C2C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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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不需要使用方直接调用, SDK底层会自动同步最新消息并通知使用方,
* 一种有用的调用场景是用户手动触发刷新消息
* params:
* cbOk - function(notifyInfo)类型, 当同步消息成功时的回调函数,
* notifyInfo同上面cbNotify中的说明,
* 如果此参数为null或undefined则同步消息成功后会像自动同步那样回调cbNotify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当同步消息失败时的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syncMsgs: function(cbOk, cbErr) {},

示例:

webim.syncMsgs(onMsgNotify);

获取c2c历史消息
/* function getC2CHistoryMsgs
* 拉取C2C漫游消息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
* cbOk - function(msgList)类型, 成功时的回调函数, msgList为消息数组，格式为[Msg对象],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getC2CHistoryMsgs: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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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最新的c2c历史消息,用于切换好友聊天，重新拉取好友的聊天消息
var getLastC2CHistoryMsgs = function (cbOk, cbError) {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GROUP) {
alert('当前的聊天类型为群聊天，不能进行拉取好友历史消息操作');
return;
}
var lastMsgTime = 0;//第一次拉取好友历史消息时，必须传0
var msgKey = '';
var options = {
'Peer_Account': selToID, //好友帐号
'MaxCnt': reqMsgCount, //拉取消息条数
'LastMsgTime': lastMsgTime, //最近的消息时间，即从这个时间点向前拉取历史消息
'MsgKey': msgKey
};
webim.getC2CHistoryMsgs(
options,
function (resp) {
var complete = resp.Complete;//是否还有历史消息可以拉取，1-表示没有，0-表示有
var retMsgCount =
resp.MsgCount;//返回的消息条数，小于或等于请求的消息条数，小于的时候，说明没有历史消息可拉取了

if (resp.MsgList.length == 0) {
webim.Log.error("没有历史消息了:data=" + JSON.stringify(options));
return;
}
getPrePageC2CHistroyMsgInfoMap[selToID] =
{//保留服务器返回的最近消息时间和消息Key,用于下次向前拉取历史消息
'LastMsgTime': resp.LastMsgTime,
'MsgKey': resp.MsgKey
};
if (cbOk)
cbOk(resp.MsgLis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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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rror
);
};

获取群历史消息
/* function syncGroupMsgs
* 拉取群漫游消息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syncGroupMsgs: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获取最新的群历史消息,用于切换群组聊天时，重新拉取群组的聊天消息
var getLastGroupHistoryMsgs = function (cbOk, cbError) {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C2C) {
alert('当前的聊天类型为好友聊天，不能进行拉取群历史消息操作');
return;
}

getGroupInfo(selToID, function (resp) {
//拉取最新的群历史消息
var options = {
'GroupId': selToID,
'ReqMsgSeq': resp.GroupInfo[0].NextMsgSeq -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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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MsgNumber': reqMsgCount
};
if (options.ReqMsgSeq == null || options.ReqMsgSeq == undefined || options.ReqMsgSeq<=0) {
webim.Log.warn("该群还没有历史消息:options=" + JSON.stringify(options));
return;
}
webim.syncGroupMsgs(
options,
function (msgList) {
if (msgList.length == 0) {
webim.Log.error("该群没有历史消息了:options=" + JSON.stringify(options));
return;
}
getPrePageGroupHistroyMsgInfoMap[selToID] = {
"ReqMsgSeq": msgList[msgList.length - 1].MsgSeq - 1
};
if (cbOk)
cbOk(msgList);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

获取所有会话
webim.Session对象,简单理解为最近会话列表的一个条目 .

webim.MsgStore是消息数据的Model对象,它提供接口访问当前存储的会话和消息数据。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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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sessMap = webim.MsgStore.sessMap();
for (var i in sessMap) {
sess = sessMap[i];
if (selToID != sess.id()) {//更新其他聊天对象的未读消息数
updateSessDiv(sess.type(), sess.id(), sess.unread());
}
}

获取会话
可以根据会话类型和会话ID取得相应会话。

示例：

selSess = webim.MsgStore.sessByTypeId(selType, selToID);

获取最近联系人
可以拉取最近联系人的会话列表。

示例：

webim.getRecentContactList({
'Count': 10 //最近的会话数 ,最大为100
},function(resp){
//业务处理
},function(resp){
//错误回调
});

请参考demo代码 recentcontact/recent_contact_list_manager.j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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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最近联系人
删除最近联系人中的一条会话。

示例：

注：

sess_type == 'C2C' ? 1 : 2;

function delChat(sess_type, to_id) {
var data = {
'To_Account': to_id,
'chatType': sess_type
}
webim.deleteChat(
data,
function(resp) {
$("#sessDiv_" + to_id).remove();
}
);
}

请参考demo代码 switch_chat_obj.j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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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读计数（Web SDK）
1 获取当前会话未读消息数
可以根据

Session

对象定义的

unread()

方法获取未读消息数

如：

//获取全局的sessMap
var sessMap = webim.MsgStore.sessMap();
//这里的GROUPID为"GROUP"+群id
//C2CID为"C2C"+identifier
sessMap["GROUPID"].unread();
sessMap["C2CID"].unread();

示例：

//更新其他聊天对象的未读消息数
updateSessDiv(sess.id(), sess.unread());

2 设置会话自动已读标记
当用户阅读某个会话的数据后，需要进行会话消息的已读上报，SDK根据会话中最后一条阅读的消息，设置会
话中之前所有消息为已读。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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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setAutoRead
* //设置会设置会话自动已读标记话自动已读上报标志
* params:
* selSess - webim.Session类型, 当前会话
* isOn - boolean, 将selSess的自动已读消息标志改为isOn，同时是否上报当前会话已读消息
* isResetAll - boolean，是否重置所有会话的自动已读标志
* return:
* (无)
*/
setAutoRead: function(selSess, isOn, isResetAll) {},

示例：

//消息已读上报，以及设置会话自动已读标记
webim.setAutoRead(selSess, true, tru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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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资料（Web SDK）
1 设置个人资料
/* function setProfilePortrait
* 设置个人资料
* params:
* options -Object, 请求参数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setProfilePortrait: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1.1 options参数示例
{
"ProfileItem":
[
{
"Tag":"Tag_Profile_IM_Nick",
"Value":"MyNickName"
},
{
"Tag":"Tag_Profile_IM_Gender",
"Value":"Gender_Type_Male"
},
{
"Tag":"Tag_Profile_IM_AllowType",
"Value":"AllowType_Type_NeedConfirm"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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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Tag_Profile_IM_Image",
"Value":"http://image.demo.com/head.jpg"
}
]
}

1.2 options参数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属性

说明

ProfileItem

Array

必填

待设置的用户的资料对象数
组，数组中每一个对象都包
含了Tag和Value。

Tag

String

必填

指定要设置的资料字段的名
称，支持标配资料字段和自
定义资料字段的设置，标配

标配资料字段
；自定义资料字段的相关信
息参见：自定义资料字段。
Value

uint64_t/string/bytes

必填

待设置的资料字段的值，详
情可参见资料字段。

1.3 应答包体示例
{
"ActionStatus":"FAIL",
"ErrorCode":40001,
"ErrorInfo":"Err_Profile_Comm_Decode_Fail",
"ErrorDisplay":""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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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应答包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说明

ActionStatus

String

请求处理的结果，“OK”表示处理
成功，“FAIL”表示失败。

ErrorCode

Integer

错误码。

ErrorInfo

String

详细错误信息。

ErrorDisplay

String

详细的客户端展示信息。

1.5 代码示例
//设置个人资料
var setProfilePortrait = function () {

if ($("#spp_nick").val().length == 0) {
alert('请输入昵称');
return;
}
if (webim.Tool.trimStr($("#spp_nick").val()).length == 0) {
alert('您输入的昵称全是空格,请重新输入');
return;
}
var gender=$('input[name="spp_gender_radio"]:checked').val();
if(!gender){
alert('请选择性别');
return;
}
var profile_item = [
{
"Tag": "Tag_Profile_IM_Nick",
"Value": $("#spp_nick").val()
},
{
"Tag": "Tag_Profile_IM_Gender",
"Value": $('input[name="spp_gender_radio"]:checked').va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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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g": "Tag_Profile_IM_AllowType",
"Value": $('input[name="spp_allow_type_radio"]:checked').val()
}
];
var options = {
'ProfileItem': profile_item
};

webim.setProfilePortrait(
options,
function (resp) {
$('#set_profile_portrait_dialog').modal('hide');
loginInfo.identifierNick=$("#spp_nick").val();//更新昵称
document.getElementById("t_my_name").innerHTML = loginInfo.identifierNick;
alert('设置个人资料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2 获取个人资料
/* function getProfilePortrait
* 拉取资料（搜索用户）
* params:
* options -Object, 请求参数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47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无)
*/
getProfilePortrait: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2.1 options参数示例
2.1.1 读一个用户的一个资料字段

{
"To_Account":["id1"],
"TagList":
[
"Tag_Profile_IM_Nick"
]
}

2.1.2 读一个用户的多个资料字段

{
"To_Account":["id1"],
"TagList":
[
"Tag_Profile_IM_Nick",
"Tag_Profile_IM_AllowType",
"Tag_Profile_IM_SelfSignature",
"Tag_Profile_Custom_888888_Test"
]
}

2.1.3 读多个用户的一个资料字段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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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_Account":["id1","id2","id3"],
"TagList":
[
"Tag_Profile_IM_Nick"
]
}

2.1.4 读多个用户的多个资料字段

{
"To_Account":["id1","id2","id3"],
"TagList":
[
"Tag_Profile_IM_Nick",
"Tag_Profile_IM_AllowType",
"Tag_Profile_IM_SelfSignature",
"Tag_Profile_Custom_888888_Test"
]
}

2.2 options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属性

说明

To_Account

Array

必填

需要拉取这些Identifier的
资料

TagList

Array

必填

指定要拉取的资料对象的名
称，支持标配资料和自定义
资料的拉取，标配资料的相
关信息参见：标配资料字段
；自定义资料的相关信息参
见：自定义资料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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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应答包体示例
2.3.1 读一个用户的一个资料字段

{
"UserProfileItem":
[
{
"To_Account":"id1",
"ProfileItem":
[
{
"Tag":"Tag_Profile_IM_Nick",
"Value":"NickNameTest1"
}
],
"ResultCode":0,
"ResultInfo":""
}
],
"Fail_Account":[],
"Invalid_Account":[],
"ActionStatus":"OK",
"ErrorCode":0,
"ErrorInfo":"",
"ErrorDisplay":""
}

2.3.2 读一个用户的多个资料字段

{
"UserProfileItem":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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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_Account":"id1",
"ProfileItem":
[
{
"Tag":"Tag_Profile_IM_Nick",
"Value":"NickNameTest1"
},
{
"Tag":"Tag_Profile_IM_AllowType",
"Value":"AllowType_Type_NeedConfirm"
},
{
"Tag":"Tag_Profile_IM_SelfSignature",
"Value":"I'm Test1"
},
{
"Tag":"Tag_Profile_Custom_888888_Test",
"Value":"Custom Data1"
}
],
"ResultCode":0,
"ResultInfo":""
}
],
"Fail_Account":[],
"Invalid_Account":[],
"ActionStatus":"OK",
"ErrorCode":0,
"ErrorInfo":"",
"ErrorDisplay":""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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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读多个用户的一个资料字段

{
"UserProfileItem":
[
{
"To_Account":"id1",
"ProfileItem":
[
{
"Tag":"Tag_Profile_IM_Nick",
"Value":"NickNameTest1"
}
],
"ResultCode":0,
"ResultInfo":""
},
{
"To_Account":"id2",
"ProfileItem":
[
{
"Tag":"Tag_Profile_IM_Nick",
"Value":"NickNameTest2"
}
],
"ResultCode":0,
"ResultInfo":""
},
{
"To_Account":"id3",
"ProfileIte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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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Tag_Profile_IM_Nick",
"Value":"NickNameTest3"
}
],
"ResultCode":0,
"ResultInfo":""
}
],
"Fail_Account":[],
"Invalid_Account":[],
"ActionStatus":"OK",
"ErrorCode":0,
"ErrorInfo":"",
"ErrorDisplay":""
}

2.3.4 读多个用户的多个资料字段

{
"UserProfileItem":
[
{
"To_Account":"id1",
"ProfileItem":
[
{
"Tag":"Tag_Profile_IM_Nick",
"Value":"NickNameTest1"
},
{
"Tag":"Tag_Profile_IM_AllowType",
"Value":"AllowType_Type_NeedConfi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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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Tag_Profile_IM_SelfSignature",
"Value":"I'm Test1"
},
{
"Tag":"Tag_Profile_Custom_888888_Test",
"Value":"Custom Data1"
}
],
"ResultCode":0,
"ResultInfo":""
},
{
"To_Account":"id2",
"ProfileItem":
[
{
"Tag":"Tag_Profile_IM_Nick",
"Value":"NickNameTest2"
},
{
"Tag":"Tag_Profile_IM_AllowType",
"Value":"AllowType_Type_DenyAny"
},
{
"Tag":"Tag_Profile_IM_SelfSignature",
"Value":"I'm Test2"
},
{
"Tag":"Tag_Profile_Custom_888888_Test",
"Value":"Custom Data2"
}
],
"ResultC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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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Info":""
},
{
"To_Account":"id3",
"ProfileItem":
[
{
"Tag":"Tag_Profile_IM_Nick",
"Value":"NickNameTest3"
},
{
"Tag":"Tag_Profile_IM_AllowType",
"Value":"AllowType_Type_AllowAny"
},
{
"Tag":"Tag_Profile_IM_SelfSignature",
"Value":"I'm Test3"
},
{
"Tag":"Tag_Profile_Custom_888888_Test",
"Value":"Custom Data3"
}
],
"ResultCode":0,
"ResultInfo":""
}
],
"Fail_Account":[],
"Invalid_Account":[],
"ActionStatus":"OK",
"ErrorCode":0,
"ErrorInfo":"",
"ErrorDisp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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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应答包字段说明
字段

类型

说明

UserProfileItem

Array

返回的用户资料结构化信息。

To_Account

String

返回的用户的Identifier。

ProfileItem

Array

返回的用户的资料对象数组，数组中
每一个对象都包含了Tag和Value。

Tag

String

返回的资料对象的名称，标配资料的
相关信息参见：标配资料字段
；自
定义资料
的相关信息参见：自定义资料字段。

Value

uint64_t/string/bytes

拉
取的
资料对象
的值，详情可参见资料字段。

ResultCode

Integer

返回的单个用户的结果，0表示正确
，非0表示错误。

ResultInfo

String

返回的单个用户的结果详细信息。

Fail_Account

Array

返回处理失败的用户列表。

Invalid_Account

Array

返回请求包中的非法用户列表。

ActionStatus

String

请求处理的结果，“OK”表示处理
成功，“FAIL”表示失败。

ErrorCode

Integer

错误码。

ErrorInfo

String

详细错误信息。

ErrorDisplay

String

详细的客户端展示信息。

2.5 代码示例
//搜索用户
var searchProfileByUserId = function () {

if ($("#sp_to_account").val().length == 0)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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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请输入用户ID');
return;
}

if (webim.Tool.trimStr($("#sp_to_account").val()).length == 0) {
alert('您输入的用户ID全是空格,请重新输入');
return;
}

var tag_list = [
"Tag_Profile_IM_Nick",//昵称
"Tag_Profile_IM_Gender",//性别
"Tag_Profile_IM_AllowType",//加好友方式
"Tag_Profile_IM_Image"//头像
];
var options = {
'To_Account': [$("#sp_to_account").val()],
'TagList': tag_list
};

webim.getProfilePortrait(
options,
function (resp) {
var data = [];
if (resp.UserProfileItem && resp.UserProfileItem.length > 0) {
for (var i in resp.UserProfileItem) {
var to_account = resp.UserProfileItem[i].To_Account;
var nick = null, gender = null, allowType = null,imageUrl=null;
for (var j in resp.UserProfileItem[i].ProfileItem) {
switch (resp.UserProfileItem[i].ProfileItem[j].Tag) {
case 'Tag_Profile_IM_Nick':
nick = resp.UserProfileItem[i].ProfileItem[j].Value;
break;
case 'Tag_Profile_IM_Gend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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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resp.UserProfileItem[i].ProfileItem[j].Value) {
case 'Gender_Type_Male':
gender = '男';
break;
case 'Gender_Type_Female':
gender = '女';
break;
case 'Gender_Type_Unknown':
gender = '未知';
break;
}
break;
case 'Tag_Profile_IM_AllowType':
switch (resp.UserProfileItem[i].ProfileItem[j].Value) {
case 'AllowType_Type_AllowAny':
allowType = '允许任何人';
break;
case 'AllowType_Type_NeedConfirm':
allowType = '需要确认';
break;
case 'AllowType_Type_DenyAny':
allowType = '拒绝任何人';
break;
default:
allowType = '需要确认';
break;
}
break;
case 'Tag_Profile_IM_Image':
imageUrl = resp.UserProfileItem[i].ProfileItem[j].Value;
break;
}
}
data.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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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_Account': to_account,
'Nick': webim.Tool.formatText2Html(nick),
'Gender': gender,
'AllowType': allowType,
'Image': imageUrl
});
}
}

$('#search_profile_table').bootstrapTable('load', data);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5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关系链（Web SDK）
1 申请增加好友
/* function applyAddFriend
* 申请添加好友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applyAddFriend: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具体参数请参考SDK包中的《腾讯云IM开放-WebSDK-关系链管理-REST协议文档》

示例：

//申请加好友
var applyAddFriend = function () {
var len = webim.Tool.getStrBytes($("#af_add_wording").val());
if (len > 120) {
alert('您输入的附言超过字数限制(最长40个汉字)');
return;
}
var add_friend_item = [
{
'To_Account': $("#af_to_account").val(),
"AddSource": "AddSource_Type_Unknow",
"AddWording": $("#af_add_wording").val() //加好友附言，可为空
}
];
var options = {
'From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60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AddFriendItem': add_friend_item
};
webim.applyAddFriend(
options,
function (resp) {
if (resp.Fail_Account && resp.Fail_Account.length > 0) {
for (var i in resp.ResultItem) {
alert(resp.ResultItem[i].ResultInfo);
break;
}
} else {
if ($('#af_allow_type').val() == '允许任何人') {
//重新加载好友列表
getAllFriend(getAllFriendsCallbackOK);
alert('添加好友成功');
} else {
$('#add_friend_dialog').modal('hide');
alert('申请添加好友成功');
}
}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2 拉取好友申请
/* function getPendency
* 拉取好友申请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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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getPendency: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具体参数请参考SDK包中的《腾讯云IM开放-WebSDK-关系链管理-REST协议文档》

示例：

//读取好友申请列表
var getPendency = function () {
initGetPendencyTable([]);
var options = {
'From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PendencyType': 'Pendency_Type_ComeIn',
'StartTime': 0,
'MaxLimited': totalCount,
'LastSequence': 0
};
webim.getPendency(
options,
function (resp) {
var data = [];
if (resp.UnreadPendencyCount > 0) {
for (var i in resp.PendencyItem) {
var apply_time = webim.Tool.formatTimeStamp(
resp.PendencyItem[i].AddTime);
var nick = webim.Tool.formatText2Html(resp.PendencyItem[i].Nick);
if (nick == '') {
nick = resp.PendencyItem[i].To_Account;
}
var addWording = webim.Tool.formatText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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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PendencyItem[i].AddWording);
data.push({
To_Account: resp.PendencyItem[i].To_Account,
Nick: nick,
AddWording: addWording,
AddSource: resp.PendencyItem[i].AddSource,
AddTime: apply_time
});
}
}
$('#get_pendency_table').bootstrapTable('load', data);
$('#get_pendency_dialog').modal('show');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3 响应好友申请
/* function responseFriend
* 响应好友申请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responseFriend: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具体参数请参考SDK包中的《腾讯云IM开放-WebSDK-关系链管理-REST协议文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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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处理好友申请
var responseFriend = function () {
var response_friend_item = [
{
'To_Account': $("#rf_to_account").val(),
"ResponseAction": $('input[name="rf_action_radio"]:checked').val()
//类型：Response_Action_Agree 或者 Response_Action_AgreeAndAdd
}
];
var options = {
'From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ResponseFriendItem': response_friend_item
};
webim.responseFriend(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删除对应的行
$('#get_pendency_table').bootstrapTable('remove', {
field: 'To_Account',
values: [$("#rf_to_account").val()]
});
$('#response_friend_dialog').modal('hide');
if (response_friend_item[0].ResponseAction
== 'Response_Action_AgreeAndAdd') {
getAllFriend(getAllFriendsCallbackOK);
}
alert('处理好友申请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64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4 删除好友申请
/* function deletePendency
* 删除好友申请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deletePendency: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具体参数请参考SDK包中的《腾讯云IM开放-WebSDK-关系链管理-REST协议文档》

示例：

//删除申请列表
var deletePendency = function (del_account) {
var options = {
'From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PendencyType': 'Pendency_Type_ComeIn',
'To_Account': [del_account]
};
webim.deletePendency(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删除对应的行
$('#get_pendency_table').bootstrapTable('remove', {
field: 'To_Account',
values: [del_accoun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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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rt('删除好友申请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5 我的好友列表
/* function getAllFriend
* 拉取我的好友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getAllFriend: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具体参数请参考SDK包中的《腾讯云IM开放-WebSDK-关系链管理-REST协议文档》

示例：

//初始化聊天界面左侧好友列表框
var getAllFriend = function (cbOK, cbErr) {
var options = {
'From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TimeStamp': 0,
'StartIndex': 0,
'GetCount': totalCoun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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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StandardSequence': 0,
"TagList":
[
"Tag_Profile_IM_Nick",
"Tag_SNS_IM_Remark"
]
};
webim.getAllFriend(
options,
function (resp) {
//清空聊天对象列表
var sessList =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sesslist")[0];
sessList.innerHTML = "";
if (resp.FriendNum > 0) {
var friends = resp.InfoItem;
if (!friends || friends.length == 0) {
return;
}
var count = friends.length;
for (var i = 0; i < count; i++) {
var friend_name = friends[i].Info_Account;
if (friends[i].SnsProfileItem && friends[i].SnsProfileItem[0]
&& friends[i].SnsProfileItem[0].Tag) {
friend_name = friends[i].SnsProfileItem[0].Value;
}
if (friend_name.length > 7) {//帐号或昵称过长，截取一部分
friend_name = friend_name.substr(0, 7) + "...";
}
//增加一个好友div
addSess(friends[i].Info_Account, webim.Tool.formatText2Html(
friend_name),
friendHeadUrl, 0, 'sesslist');
}
if (selType == SessionType.C2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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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聊天界面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msgflow")[0].innerHTML = "";
//默认选中当前聊天对象
selToID = friends[0].Info_Account;
//设置当前选中用户的样式为选中样式
var selSessDiv = $("#sessDiv_" + selToID)[0];
selSessDiv.className = "sessinfo-sel";
var selBadgeDiv = $("#badgeDiv_" + selToID)[0];
selBadgeDiv.style.display = "none";
}
if (cbOK)
cbOK();
}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6 删除好友
/* function deleteFriend
* 删除好友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deleteFriend: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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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数请参考SDK包中的《腾讯云IM开放-WebSDK-关系链管理-REST协议文档》

示例：

//删除好友
var deleteFriend = function () {
if (!confirm("确定删除该好友吗？")) {
return;
}
var to_account = [];
to_account = [
$("#df_to_account").val()
];
if (to_account.length <= 0) {
return;
}
var options = {
'From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To_Account': to_account,
//Delete_Type_Both'//单向删除："Delete_Type_Single", 双向删除："Delete_Type_Both".
'DeleteType': $('input[name="df_type_radio"]:checked').val()
};
webim.deleteFriend(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删除对应的行
$('#get_my_friend_table').bootstrapTable('remove', {
field: 'Info_Account',
values: [$("#df_to_account").val()]
});
//重新加载好友列表
getAllFriend(getAllFriendsCallbackOK);
$('#delete_friend_dialog').modal('hide');
alert('删除好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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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7 增加黑名单
/* function addBlackList
* 增加黑名单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addBlackList: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具体参数请参考SDK包中的《腾讯云IM开放-WebSDK-关系链管理-REST协议文档》

示例：

//添加黑名单
var addBlackList = function (add_account) {
var to_account = [];
if (add_account) {
to_account = [add_account];
}
if (0 == to_account.length) {
alert('需要拉黑的帐号为空');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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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options = {
'From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To_Account': to_account
};
webim.addBlackList(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删除对应的行
$('#get_my_friend_table').bootstrapTable('remove', {
field: 'Info_Account',
values: [add_account]
});
//重新加载好友列表
getAllFriend(getAllFriendsCallbackOK);
alert('添加黑名单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8 我的黑名单
/* function getBlackList
* 删除黑名单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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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BlackList: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具体参数请参考SDK包中的《腾讯云IM开放-WebSDK-关系链管理-REST协议文档》

示例：

//我的黑名单
var getBlackList = function (cbOK, cbErr) {
initGetBlackListTable([]);
var options = {
'From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StartIndex': 0,
'MaxLimited': totalCount,
'LastSequence': 0
};
webim.getBlackList(
options,
function (resp) {
var data = [];
if (resp.BlackListItem && resp.BlackListItem.length > 0) {
for (var i in resp.BlackListItem) {
var add_time = webim.Tool.formatTimeStamp(
resp.BlackListItem[i].AddBlackTimeStamp);
data.push({
To_Account: resp.BlackListItem[i].To_Account,
AddBlackTimeStamp: add_time
});
}
}
$('#get_black_list_table').bootstrapTable('load', data);
$('#get_black_list_dialog').modal('show');
},
function (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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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err.ErrorInfo);
}
);
};

9 删除黑名单
/* function deleteBlackList
* 我的黑名单
* params: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deleteBlackList: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具体参数请参考SDK包中的《腾讯云IM开放-WebSDK-关系链管理-REST协议文档》

示例：

//删除黑名单
var deleteBlackList = function (del_account) {
var to_account = [
del_account
];
var options = {
'From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To_Account': to_account
};
webim.deleteBlackList(
option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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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删除对应的行
$('#get_black_list_table').bootstrapTable('remove', {
field: 'To_Account',
values: to_account
});
alert('删除黑名单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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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管理（Web SDK）
创建群
/* function createGroup
* 创建群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createGroup: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创建群组
var createGroup = function () {
var sel_friends = $('#select_friends').val();

var member_list = [];
var members = sel_friends.split(";"); //字符分割
for (var i = 0; i < members.length; i++)
{
if (members[i] && members[i].length > 0) {
member_list.push(members[i]);
}
}

if ($("#cg_name").val().length == 0) {
alert('请输入群组名称');
return;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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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ebim.Tool.trimStr($("#cg_name").val()).length == 0) {
alert('您输入的群组名称全是空格,请重新输入');
return;
}
if (webim.Tool.getStrBytes($("#cg_name").val()) > 30) {
alert('您输入的群组名称超出限制(最长10个汉字)');
return;
}
if (webim.Tool.getStrBytes($("#cg_notification").val()) > 150) {
alert('您输入的群组公告超出限制(最长50个汉字)');
return;
}
if (webim.Tool.getStrBytes($("#cg_introduction").val()) > 120) {
alert('您输入的群组简介超出限制(最长40个汉字)');
return;
}
var groupType=$('input[name="cg_type_radio"]:checked').val();
var options = {
'GroupId': $("#cg_id").val(),
'Owner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Type': groupType, //Private/Public/ChatRoom/AVChatRoom
'Name': $("#cg_name").val(),
'FaceUrl': '',
'Notification': $("#cg_notification").val(),
'Introduction': $('#cg_introduction').val(),
'MemberList': member_list
};
if(groupType!='Private'){//非讨论组才支持ApplyJoinOption属性
options.ApplyJoinOption=$('input[name="cg_ajp_type_radio"]:checked').val();
}
webim.createGroup(
options,
function (resp) {
$('#create_group_dialog').modal('hid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76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alert('创建群成功');
//读取我的群组列表
getJoinedGroupListHigh(getGroupsCallbackOK);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申请加群
/* function applyJoinGroup
* 申请加群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applyJoinGroup: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申请加群
var applyJoinGroup = function () {
if (webim.Tool.getStrBytes($("#ajg_apply_msg").val()) > 300) {
alert('您输入的附言超出限制(最长100个汉字)');
return;
}
var options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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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 $("#ajg_group_id").val(),
'ApplyMsg': $("#ajg_apply_msg").val(),
'UserDefinedField': ''
};
webim.applyJoinGroup(
options,
function (resp) {
$('#apply_join_group_dialog').modal('hide');

if ($("#ajg_group_type").val() == 'ChatRoom') {
//刷新我的群组列表
getJoinedGroupListHigh(getGroupsCallbackOK);
alert('成功加入该聊天室');
} else {
alert('申请成功，请等待群主处理');
}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处理申请加群（同意或拒绝）
/* function handleApplyJoinGroup
* 处理申请加群(同意或拒绝)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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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leApplyJoinGroup: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其中options定义如下：

{
'GroupId': //群id
'Applicant_Account': //申请人id
'HandleMsg': //是否同意,Agree-同意 Reject-拒绝
'Authentication': //申请凭证（包含在管理员收到的加群申请系统消息中）
'MsgKey': //消息key（包含在管理员收到的加群申请系统消息中）
'ApprovalMsg': //处理附言
'UserDefinedField': //用户自定义字段（包含在管理员收到的加群申请系统消息中）
}

示例：

//处理加群申请
var handleApplyJoinGroupPendency = function () {

var options = {
'GroupId': $("#hajg_group_id").val(), //群id
'Applicant_Account': $("#hajg_to_account").val(), //申请人id
'HandleMsg': $('input[name="hajg_action_radio"]:checked').val(), //Agree-同意 Reject-拒绝
'Authentication': $("#hajg_authentication").val(), //申请凭证
'MsgKey': $("#hajg_msg_key").val(),
'ApprovalMsg': $("#hajg_approval_msg").val(), //处理附言
'UserDefinedField': $("#hajg_group_id").val()//用户自定义字段
};

//要删除的群未决消息
var delApplyJoinGroupPendenc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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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MsgList': [
{
"From_Account": $("#hajg_from_account").val(),
"MsgSeq": parseInt($("#hajg_msg_seq").val()),
"MsgRandom": parseInt($("#hajg_msg_random").val())
}
]
};
webim.handleApplyJoinGroupPendency(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删除对应的行
$('#get_apply_join_group_pendency_table').bootstrapTable('remove', {
field: 'Authentication',
values: [$("#hajg_authentication").val()]
});
$('#handle_ajg_dialog').modal('hide');

//删除已处理的加群未决消息，否则下次登录的时候会重复收到加群未决消息
deleteApplyJoinGroupPendency(delApplyJoinGroupPendencys);

alert('处理加群申请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删除加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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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完加群申请之后，需要删除对应的加群申请

/* function deleteApplyJoinGroupPendency
* 删除加群申请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deleteApplyJoinGroupPendency: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其中options定义如下：

//要删除的群未决消息(支持批量删除)
var options = {
//需要删除的消息列表
'DelMsgList': [
{
"From_Account":“@TIM#SYSTEM”,//消息发送者
"MsgSeq": 345,//消息序列号
"MsgRandom": 1234//消息随机数
}
]
};

示例代码：

//删除已处理的加群未决消息
var deleteApplyJoinGroupPendency = function (op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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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m.deleteApplyJoinGroupPendency(opts,
function (resp) {
console.info('delete group pendency msg success');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console.error('delete group pendency msg failed');
}
);
return;
};

主动退群
/* function quitGroup
* 主动退群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quitGroup: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退群
var quitGroup = function (group_id) {
var options = null;
if (group_id) {
options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82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GroupId': group_id
};
}
if (options == null) {
alert('退群时，群组ID非法');
return;
}
webim.quitGroup(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删除对应的行
$('#get_my_group_table').bootstrapTable('remove', {
field: 'GroupId',
values: [group_id]
});
//刷新我的群组列表
getJoinedGroupListHigh(getGroupsCallbackOK);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解散群
/* function destroyGroup
* 解散群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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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
destroyGroup: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解散群组
var destroyGroup = function (group_id) {
var options = null;
if (group_id) {
options = {
'GroupId': group_id
};
}
if (options == null) {
alert('解散群时，群组ID非法');
return;
}
webim.destroyGroup(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删除对应的行
$('#get_my_group_table').bootstrapTable('remove', {
field: 'GroupId',
values: [group_id]
});
//读取我的群组列表
getJoinedGroupListHigh(getGroupsCallbackOK);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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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群组列表
/* function getJoinedGroupListHigh
* 获取我的群组-高级接口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getJoinedGroupListHigh: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获取我的群组
var getMyGroup = function () {
initGetMyGroupTable([]);
var options = {
'Member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Limit': totalCount,
'Offset': 0,
//'GroupType':'',
'GroupBaseInfoFilter': [
'Type',
'Name',
'Introduction',
'Notification',
'FaceUrl',
'CreateTim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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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_Account',
'LastInfoTime',
'LastMsgTime',
'NextMsgSeq',
'MemberNum',
'MaxMemberNum',
'ApplyJoinOption',
'ShutUpAllMember'
],
'SelfInfoFilter': [
'Role',
'JoinTime',
'MsgFlag',
'UnreadMsgNum'
]
};
webim.getJoinedGroupListHigh(
options,
function (resp) {
if (!resp.GroupIdList || resp.GroupIdList.length == 0) {
alert('你目前还没有加入任何群组');
return;
}
var data = [];
for (var i = 0; i < resp.GroupIdList.length; i++) {
var group_id = resp.GroupIdList[i].GroupId;
var name = webim.Tool.formatText2Html(resp.GroupIdList[i].Name);
var type_en = resp.GroupIdList[i].Type;
var type = webim.Tool.groupTypeEn2Ch(resp.GroupIdList[i].Type);
var role_en = resp.GroupIdList[i].SelfInfo.Role;
var role = webim.Tool.groupRoleEn2Ch(resp.GroupIdList[i].SelfInfo.Role);
var msg_flag = webim.Tool.groupMsgFlagEn2Ch(
resp.GroupIdList[i].SelfInfo.MsgFlag);
var msg_flag_en = resp.GroupIdList[i].SelfInfo.Msg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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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join_time = webim.Tool.formatTimeStamp(
resp.GroupIdList[i].SelfInfo.JoinTime);
var member_num = resp.GroupIdList[i].MemberNum;
var notification = webim.Tool.formatText2Html(
resp.GroupIdList[i].Notification);
var introduction = webim.Tool.formatText2Html(
resp.GroupIdList[i].Introduction);
var ShutUpAllMember = resp.GroupIdList[i].ShutUpAllMember;
data.push({
'GroupId': group_id,
'Name': name,
'TypeEn': type_en,
'Type': type,
'RoleEn': role_en,
'Role': role,
'MsgFlagEn': msg_flag_en,
'MsgFlag': msg_flag,
'MemberNum': member_num,
'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JoinTime': join_time,
'ShutUpAllMember': ShutUpAllMember
});
}
//打开我的群组列表对话框
$('#get_my_group_table').bootstrapTable('load', data);
$('#get_my_group_dialog').modal('show');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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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群详细资料
/* function getGroupInfo
* 读取群详细资料-高级接口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getGroupInfo: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读取群组基本资料-高级接口
var getGroupInfo = function (group_id, cbOK, cbErr) {
var options = {
'GroupIdList': [
group_id
],
'GroupBaseInfoFilter': [
'Type',
'Name',
'Introduction',
'Notification',
'FaceUrl',
'CreateTime',
'Owner_Account',
'LastInfoTime',
'LastMsgTime',
'NextMsgSeq',
'Member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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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MemberNum',
'ApplyJoinOption'
],
'MemberInfoFilter': [
'Account',
'Role',
'JoinTime',
'LastSendMsgTime',
'ShutUpUntil'
]
};
webim.getGroupInfo(
options,
function (resp) {
if (cbOK) {
cbOK(resp);
}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修改群基本资料
/* function modifyGroupBaseInfo
* 修改群基本资料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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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
modifyGroupBaseInfo: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修改群资料
var modifyGroup = function () {
if ($("#mg_name").val().length == 0) {
alert('请输入群组名称');
return;
}
if (webim.Tool.trimStr($("#mg_name").val()).length == 0) {
alert('您输入的群组名称全是空格,请重新输入');
return;
}
if (webim.Tool.getStrBytes($("#fsm_name").val()) > 30) {
alert('您输入的群组名称超出限制(最长10个汉字)');
return;
}
if (webim.Tool.getStrBytes($("#fsm_notification").val()) > 150) {
alert('您输入的群组公告超出限制(最长50个汉字)');
return;
}
if (webim.Tool.getStrBytes($("#fsm_introduction").val()) > 120) {
alert('您输入的群组简介超出限制(最长40个汉字)');
return;
}
var options = {
'GroupId': $('#mg_group_id').val(),
'Name': $('#mg_name').val(),
//'FaceUrl': $('#mg_face_url').val(),
'Notification': $('#mg_notification').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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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mg_introduction').val(),
'ShutUpAllMember': $('#shut_up_all_member').val()//新增群组全局禁言。参数为：On和Off
};
webim.modifyGroupBaseInfo(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修改对应的行
$('#get_my_group_table').bootstrapTable('updateRow', {
index: $('#mg_sel_row_index').val(),
row: {
Type: $('input[name="mg_type_radio"]:checked').val(),
Name: webim.Tool.formatText2Html($('#mg_name').val()),
Introduction: webim.Tool.formatText2Html(
$('#mg_introduction').val()),
Notification: webim.Tool.formatText2Html(
$('#mg_notification').val())
}
});
$('#modify_group_dialog').modal('hide');
alert('修改群资料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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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成员管理（Web SDK）
1 获取群成员列表
/* function getGroupMemberInfo
* 获取群组成员列表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getGroupMemberInfo: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读取群组成员
var getGroupMemberInfo = function (group_id) {
initGetGroupMemberTable([]);
var options = {
'GroupId': group_id,
'Offset': 0, //必须从0开始
'Limit': totalCount,
'MemberInfoFilter': [
'Account',
'Role',
'JoinTime',
'LastSendMsgTime',
'ShutUpUntil'
]
};
webim.getGroupMemberInfo(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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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resp) {
if (resp.MemberNum <= 0) {
alert('该群组目前没有成员');
return;
}
var data = [];
for (var i in resp.MemberList) {
var account = resp.MemberList[i].Member_Account;
var role = webim.Tool.groupRoleEn2Ch(resp.MemberList[i].Role);
var join_time = webim.Tool.formatTimeStamp(
resp.MemberList[i].JoinTime);
var shut_up_until = webim.Tool.formatTimeStamp(
resp.MemberList[i].ShutUpUntil);
if (shut_up_until == 0) {
shut_up_until = '-';
}
data.push({
GroupId: group_id,
Member_Account: account,
Role: role,
JoinTime: join_time,
ShutUpUntil: shut_up_until
});
}
$('#get_group_member_table').bootstrapTable('load', data);
$('#get_group_member_dialog').modal('show');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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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请好友加群
/* function addGroupMember
* 邀请好友加群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addGroupMember: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邀请好友加群
var addGroupMember = function () {
var options = {
'GroupId': $('#agm_group_id').val(),
'MemberList': [
{
'Member_Account': $('#agm_account').val()
}

]
};
webim.addGroupMember(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删除对应的行
$('#get_my_friend_group_table').bootstrapTable('remove', {
field: 'Info_Account',
values: [$('#agm_account').va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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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_group_member_dialog').modal('hide');
alert('邀请好友加群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3 修改群消息提示
/* function modifyGroupMember
* 修改群成员资料（角色或者群消息提类型示）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modifyGroupMember: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修改群消息提示类型
var modifyGroupMsgFlag = function () {
var msg_flag_en = $('input[name="mgmf_msg_flag_radio"]:checked').val();
var msg_flag_zh = webim.Tool.groupMsgFlagEn2Ch(msg_flag_en);
var options = {
'GroupId': $('#mgmf_group_id').val(),
'Member_Account': loginInfo.identifi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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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Flag': msg_flag_en
};
webim.modifyGroupMember(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修改对应的行
$('#get_my_group_table').bootstrapTable('updateRow', {
index: $('#mgmf_sel_row_index').val(),
row: {
MsgFlag: msg_flag_zh,
MsgFlagEn: msg_flag_en
}
});
$('#modify_group_msg_flag_dialog').modal('hide');
alert('设置群消息提示类型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4 修改群成员角色
/* function modifyGroupMember
* 修改群成员资料（角色或者群消息提类型示）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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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GroupMember: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修改群组成员角色
var modifyGroupMemberRole = function () {
var role_en = $('input[name="mgm_role_radio"]:checked').val();
var role_zh = webim.Tool.groupRoleEn2Ch(role_en);
var options = {
'GroupId': $('#mgm_group_id').val(),
'Member_Account': $('#mgm_account').val(),
'Role': role_en
};
webim.modifyGroupMember(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修改对应的行
$('#get_group_member_table').bootstrapTable('updateRow', {
index: $('#mgm_sel_row_index').val(),
row: {
Role: role_zh
}
});
$('#modify_group_member_dialog').modal('hide');
alert('修改群成员角色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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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群成员禁言时间
/* function forbidSendMsg
* 设置群成员禁言时间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
forbidSendMsg: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设置成员禁言时间
var forbidSendMsg = function () {
if (!webim.Tool.validNumber($('#fsm_shut_up_time').val())) {
alert('您输入的禁言时间非法,只能是数字(0-31536000)');
return;
}
var shut_up_time = parseInt($('#fsm_shut_up_time').val());
if (shut_up_time > 31536000) {
alert('您输入的禁言时间非法,只能是数字(0-31536000)');
return;
}
var shut_up_until = '-';
if (shut_up_time != 0) {
//当前时间+禁言时间=禁言截至时间
shut_up_until = webim.Tool.formatTimeStamp(
Math.round(new Date().getTime() / 1000) + shut_up_time);
}
var option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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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 $('#fsm_group_id').val(),//群组id
'Members_Account': [$('#fsm_account').val()],//被禁言的成员帐号列表
'ShutUpTime': shut_up_time//禁言时间，单位：秒
};
webim.forbidSendMsg(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修改对应的行
$('#get_group_member_table').bootstrapTable('updateRow', {
index: $('#fsm_sel_row_index').val(),
row: {
ShutUpUntil: shut_up_until
}
});
$('#forbid_send_msg_dialog').modal('hide');
alert('设置成员禁言时间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6 删除群成员
/* function deleteGroupMember
* 删除群成员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 (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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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eGroupMember: function(options, cbOk, cbErr) {},

示例：

//删除群组成员
var deleteGroupMember = function () {
if (!confirm("确定移除该成员吗？")) {
return;
}
var options = {
'GroupId': $('#dgm_group_id').val(),
//'Silence': $('input[name="dgm_silence_radio"]:checked').val(),
//只有ROOT用户采用权限设置该字段（是否静默移除）
'MemberToDel_Account': [$('#dgm_account').val()]
};
webim.deleteGroupMember(
options,
function (resp) {
//在表格中删除对应的行
$('#get_group_member_table').bootstrapTable('remove', {
field: 'Member_Account',
values: [$('#dgm_account').val()]
});
$('#delete_group_member_dialog').modal('hide');
alert('移除群成员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00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群提示消息（Web SDK）
当有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或者有用户被移出群组时，群内会产生有提示消息，调用方可以根据需要展示给群
组用户，或者忽略。

如下图中，展示一条用户主动退群的提示消息：

群提示消息类型定义如下：

//群提示消息类型
var WEB_IM_GROUP_TIP_TYPE = {
"JOIN": 1, //加入群组
"QUIT": 2, //退出群组
"KICK": 3, //被踢出群组
"SET_ADMIN": 4, //被设置为管理员
"CANCEL_ADMIN": 5, //被取消管理员
"MODIFY_GROUP_INFO": 6, //修改群资料
"MODIFY_MEMBER_INFO": 7//修改群成员信息
};

群提示消息对象定义如下：

// class Msg.Elem.GroupTip 群提示消息对象
Msg.Elem.GroupTip = function (opType, opUserId, groupId, groupName, userIdLis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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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opType = opType;//操作类型
this.opUserId = opUserId;//操作者id
this.groupId = groupId;//群id
this.groupName = groupName;//群名称
this.userIdList = userIdList ? userIdList : [];//被操作的用户id列表
this.groupInfoList = [];//新的群资料信息，群资料变更时才有值
this.memberInfoList = [];//新的群成员资料信息，群成员资料变更时才有值
this.groupMemberNum = null;//群成员数，操作类型为加群或者退群时才有值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addGroupInfo = function (groupInfo) {
this.groupInfoList.push(groupInfo);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addMemberInfo = function (memberInfo) {
this.memberInfoList.push(memberInfo);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getOpType = function () {
return this.opType;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getOpUserId = function () {
return this.opUserId;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getGroupId = function () {
return this.groupId;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getGroupName = function () {
return this.groupName;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getUserIdList = function () {
return this.userIdList;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getGroupInfoList = function () {
return this.groupInfoList;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getMemberInfoList = func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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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his.memberInfoList;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getGroupMemberNum = function () {
return this.groupMemberNum;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setGroupMemberNum = function (groupMemberNum) {
return this.groupMemberNum = groupMemberNum;
};
Msg.Elem.GroupTip.prototype.toHtml = function () {
var text = "[群提示消息]";
var maxIndex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1;
switch (this.opType) {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JOIN://退出群
//代码省略
break;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QUIT://退出群
//代码省略
break;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KICK://踢出群
//代码省略
break;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SET_ADMIN://设置管理员
//代码省略
break;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CANCEL_ADMIN://取消管理员
//代码省略
break;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MODIFY_GROUP_INFO://群资料变更
//代码省略
break;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MODIFY_MEMBER_INFO://群成员资料变更(禁言时间)
//代码省略
break;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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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 "未知群提示消息类型：type=" + this.opType;
break;
}
return text;
};

1 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开发者可选择展示样式。可以更新群成员
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WEB_IM_GROUP_TIP_TYPE.JOIN。

Msg.Elem.GroupTip 成员方法：

方法

说明

getOpType()

WEB_IM_GROUP_TIP_TYPE.JOIN

getOpUserId()

邀请人id

getGroupName()

群名

getUserIdList()

被邀请入群的用户id列表

getGroupMemberNum()

获取当前群成员数

示例：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JOIN://加入群
text += this.opUserId + "邀请了";
for (var m in this.userIdList) {
text += this.userIdList[m] + ",";
if (this.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this.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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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 "加入该群";
break;

2 用户主动退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主动退群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可以选择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WEB_IM_GROUP_TIP_TYPE.QUIT。

Msg.Elem.GroupTip 成员方法：

方法

说明

getOpType()

WEB_IM_GROUP_TIP_TYPE.QUIT

getOpUserId()

退群用户id

getGroupName()

群名

getGroupMemberNum()

获取当前群成员数

示例：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QUIT://退出群
text += this.opUserId + "主动退出该群";
break;

3 用户被踢出群组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踢出群组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可以更新群成员列表。

收到的消息type为 WEB_IM_GROUP_TIP_TYPE.KICK。

Msg.Elem.GroupTip 成员方法：

方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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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说明

getOpType()

WEB_IM_GROUP_TIP_TYPE.KICK

getOpUserId()

踢人id

getGroupName()

群名

getUserIdList()

被踢出群的用户id列表

示例：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KICK://踢出群
text += this.opUserId + "将";
for (var m in this.userIdList) {
text += this.userIdList[m] + ",";
if (this.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this.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踢出该群";
break;

4 用户被设置成管理员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设置为管理员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如果界面有显示是否管理员，此时可更新
管理员标识 。

收到的消息type为 WEB_IM_GROUP_TIP_TYPE.SET_ADMIN。

Msg.Elem.GroupTip 成员方法：

方法

说明

getOpType()

WEB_IM_GROUP_TIP_TYPE.SET_ADMIN

getOpUserId()

设置者id

getGroupName()

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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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说明

getUserIdList()

被设置成管理员的用户id列表

示例：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SET_ADMIN://设置管理员
text += this.opUserId + "将";
for (var m in this.userIdList) {
text += this.userIdList[m] + ",";
if (this.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this.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设为管理员";
break;

5 用户被取消管理员身份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被被取消管理员身份时，群组内会由系统发出通知。如果界面有显示是否管理员，此时可
更新管理员标识 。

收到的消息type为 WEB_IM_GROUP_TIP_TYPE.CANCEL_ADMIN。

Msg.Elem.GroupTip 成员方法：

方法

说明

getOpType()

WEB_IM_GROUP_TIP_TYPE.CANCEL_ADMIN

getOpUserId()

取消者id

getGroupName()

群名

getUserIdList()

被取消管理员身份的用户id列表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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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CANCEL_ADMIN://取消管理员
text += this.opUserId + "取消";
for (var m in this.userIdList) {
text += this.userIdList[m] + ",";
if (this.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this.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的管理员资格";
break;

6 群组资料变更
触发时机：当群资料变更，如群名、群简介等，会有系统消息发出，可更新相关展示字段。或者选择性把消息
展示给用户。

收到的消息type为 WEB_IM_GROUP_TIP_TYPE.MODIFY_GROUP_INFO。

Msg.Elem.GroupTip 成员方法：

方法

说明

getOpType()

WEB_IM_GROUP_TIP_TYPE.MODIFY_GROUP_INFO

getOpUserId()

修改群资料的用户id

getGroupName()

群名

getUserIdList()

群变更的具体资料信息，为Msg.Elem.GroupTip.Grou
pInfo对象列表

变更的群资料信息对象定义如下：

// class Msg.Elem.GroupTip.GroupInfo，变更的群资料信息对象
Msg.Elem.GroupTip.GroupInfo = function (type, value) {
this.type = type;//群资料信息类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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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value = value;//对应的值
};
Msg.Elem.GroupTip.GroupInfo.prototype.getType = function () {
return this.type;
};
Msg.Elem.GroupTip.GroupInfo.prototype.getValue = function () {
return this.value;
};

群提示消息-群资料变更类型定义如下：

//群提示消息-群资料变更类型
var WEB_IM_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 = {
"FACE_URL": 1, //修改群头像URL
"NAME": 2, //修改群名称
"OWNER": 3, //修改群主
"NOTIFICATION": 4, //修改群公告
"INTRODUCTION": 5//修改群简介
};

示例：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MODIFY_GROUP_INFO://群资料变更
text += this.opUserId + "修改了群资料：";
for (var m in this.groupInfoList) {
var type = this.groupInfoList[m].getType();
var value = this.groupInfoList[m].getValue();
switch (type) {
case WEB_IM_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FACE_URL:
text += "群头像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_IM_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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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 "群名称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_IM_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OWNER:
text += "群主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_IM_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NOTIFICATION:
text += "群公告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_IM_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INTRODUCTION:
text += "群简介为" + value + "; ";
break;
default:
text += "未知信息为:type=" + type + ",value=" + value + "; ";
break;
}
}
break;

7 群成员资料变更
触发时机：当群成员的群相关资料变更时，会有系统消息发出，可更新相关字段展示，或者选择性把消息展示
给用户。（注意：这里的资料仅跟群相关资料，比如禁言时间、成员角色变更等，不包括用户昵称等本身资料
，目前只支持禁言时间通知）。

收到的消息type为 WEB_IM_GROUP_TIP_TYPE.MODIFY_MEMBER_INFO。

Msg.Elem.GroupTip 成员方法：

方法

说明

getOpType()

WEB_IM_GROUP_TIP_TYPE.MODIFY_MEMBER_INF
O

getOpUserId()

修改者id

getGroupName()

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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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说明

getUserIdList()

变更的群成员的具体资料信息，为Msg.Elem.GroupTi
p.MemberInfo对象列表

变更的群成员资料信息对象定义如下：

// class Msg.Elem.GroupTip.MemberInfo，变更的群成员资料信息对象
Msg.Elem.GroupTip.MemberInfo = function (userId, shutupTime) {
this.userId = userId;//群成员id
this.shutupTime = shutupTime;//群成员被禁言时间，0表示取消禁言，大于0表示被禁言时长，单位：秒
};
Msg.Elem.GroupTip.MemberInfo.prototype.getUserId = function () {
return this.userId;
};
Msg.Elem.GroupTip.MemberInfo.prototype.getShutupTime = function () {
return this.shutupTime;
};

示例：

case WEB_IM_GROUP_TIP_TYPE.MODIFY_MEMBER_INFO://群成员资料变更(禁言时间)
text += this.opUserId + "修改了群成员资料:";
for (var m in this.memberInfoList) {
var userId = this.memberInfoList[m].getUserId();
var shutupTime = this.memberInfoList[m].getShutupTime();
text += userId + ": ";
if (shutupTime != null && shutupTime !== undefined) {
if (shutupTime == 0) {
text += "取消禁言; ";
} else {
text += "禁言" + shutupTime + "秒; ";
}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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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 " shutupTime为空";
}
if (this.memberInfo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this.memberInfoList.length + "人";
break;
}
}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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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系统消息（Web SDK）
当有用户申请加群等事件发生时，管理员会收到邀请加群系统消息，相应的消息会通过群系统消息展示给用户
。

群系统消息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群系统消息类型
var WEB_IM_GROUP_SYSTEM_TYPE = {
"JOIN_GROUP_REQUEST": 1, //申请加群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
"JOIN_GROUP_ACCEPT": 2, //申请加群被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JOIN_GROUP_REFUSE": 3, //申请加群被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KICK": 4, //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者接收到)
"DESTORY": 5, //群被解散(全员接收)
"CREATE": 6, //创建群(创建者接收, 不展示)
"INVITED_JOIN_GROUP_REQUEST": 7, //邀请加群(被邀请者接收)
"QUIT": 8, //主动退群(主动退出者接收, 不展示)
"SET_ADMIN": 9, //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
"CANCEL_ADMIN": 10, //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
"REVOKE": 11, //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 不展示)
"CUSTOM": 255//用户自定义通知(默认全员接收)
};

目前是通过定义群系统消息监听事件来处理群系统消息的。

示例：

//监听（多终端同步）群系统消息，方法都定义在webim_demo_group_notice.js文件中
//注意每个数字代表的含义，比如，
//1表示监听申请加群消息，2表示监听申请加群被同意消息，3表示监听申请加群被拒绝消息
var groupSystemNotifys = {
"1": onApplyJoinGroupRequestNotify, //申请加群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
"2": onApplyJoinGroupAcceptNotify, //申请加群被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3": onApplyJoinGroupRefuseNotify, //申请加群被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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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nKickedGroupNotify, //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者接收到)
"5": onDestoryGroupNotify, //群被解散(全员接收)
"6": onCreateGroupNotify, //创建群(创建者接收)
"7": onInvitedJoinGroupNotify, //邀请加群(被邀请者接收)
"8": onQuitGroupNotify, //主动退群(主动退出者接收)
"9": onSetedGroupAdminNotify, //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
"10": onCanceledGroupAdminNotify, //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
"11": onRevokeGroupNotify, //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
"255": onCustomGroupNotify//用户自定义通知(默认全员接收,暂不支持)
};

Demo提供了查看群系统消息通知的入口：

1 申请加群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申请加群时，群管理员会收到申请加群消息，管理员决定是否同意对方加群。

Demo提供了查看加群申请的入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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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监听 申请加群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ApplyJoinGroupRequest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加群申请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var data = [];
var timestamp = notify.MsgTime;
notify.MsgTimeStamp = timestamp;
notify.MsgTime = webim.Tool.formatTimeStamp(notify.MsgTime);
data.push(notify);
$('#get_apply_join_group_pendency_table').bootstrapTable('append', data);
$('#get_apply_join_group_pendency_dialog').modal('show');

var reportTypeCh = "[申请加群]";
var content = notify.Operator_Account + "申请加入你的群";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timestamp);
}

2 申请加群被同意
触发时机：当管理员同意加群请求时，申请人会收到同意加群的消息。

示例：

//监听 申请加群被同意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ApplyJoinGroupAccept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申请加群被同意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刷新我的群组列表
getJoinedGroupListHigh(getGroupsCallbackOK);
var reportTypeCh = "[申请加群被同意]";
var content = notify.Operator_Account + "同意你的加群申请，附言：" + notify.RemarkInfo;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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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3 申请加群被拒绝
触发时机：当管理员拒绝时，申请人会收到拒绝加群的消息。

示例：

//监听 申请加群被拒绝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ApplyJoinGroupRefuse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申请加群被拒绝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var reportTypeCh = "[申请加群被拒绝]";
var content = notify.Operator_Account + "拒绝了你的加群申请，附言：" + notify.RemarkInfo;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4 被管理员踢出群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管理员踢出群组时，用户会收到被踢出群的消息。

示例：

//监听 被踢出群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KickedGroup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被踢出群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刷新我的群组列表
getJoinedGroupListHigh(getGroupsCallbackOK);
var reportTypeCh = "[被踢出群]";
var content = "你被管理员" + notify.Operator_Account + "踢出该群";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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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5 解散群
触发时机：当群被解散时，全员会收到解散群消息。

示例：

//监听 解散群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DestoryGroup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解散群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刷新我的群组列表
getJoinedGroupListHigh(getGroupsCallbackOK);
var reportTypeCh = "[群被解散]";
var content = "群主" + notify.Operator_Account + "已解散该群";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6 创建群
触发时机：当创建群成功时，创建者会收到创建群消息。

示例：

//监听 创建群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CreateGroup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创建群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var reportTypeCh = "[创建群]";
var content = "你创建了该群";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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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7 被邀请加群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时，该用户会收到邀请消息，注意：创建群组时初始成员无需邀请即可入群
。

示例：

//监听 被邀请加群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InvitedJoinGroup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被邀请加群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刷新我的群组列表
getJoinedGroupListHigh(getGroupsCallbackOK);
var reportTypeCh = "[被邀请加群]";
var content = "你被管理员" + notify.Operator_Account + "邀请加入该群";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8 主动退群
触发时机：当用户主动退出群组时，该用户会收到退群消息，只有退群的用户自己可以收到。

示例：

//监听 主动退群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QuitGroup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主动退群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var reportTypeCh = "[主动退群]";
var content = "你退出了该群";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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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9 被设为管理员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设置为管理员时，可收到被设置管理员的消息通知，可提示用户。

示例：

//监听 被设置为管理员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SetedGroupAdmin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被设置为管理员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var reportTypeCh = "[被设置为管理员]";
var content = "你被群主" + notify.Operator_Account + "设置为管理员";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10 被取消管理员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取消管理员时，可收到取消通知，可提示用户。

示例：

//监听 被取消管理员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CanceledGroupAdmin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被取消管理员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var reportTypeCh = "[被取消管理员]";
var content = "你被群主" + notify.Operator_Account + "取消了管理员资格";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1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

11 群被回收
触发时机：当群组被系统回收时，全员可收到群组被回收消息。

示例：

//监听 群被回收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RevokeGroup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群被回收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刷新我的群组列表
getJoinedGroupListHigh(getGroupsCallbackOK);
var reportTypeCh = "[群被回收]";
var content = "该群已被回收";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12 用户自定义
触发时机：只有app管理员才可以发送自定义系统通知，全员可收到该消息。

发送API：

/* function sendCustomGroupNotify
* 发送自定义群通知
* params:
* options - 请求参数，详见api文档
* cbOk - function()类型, 成功时回调函数
* cbErr - function(err)类型, 失败时回调函数, err为错误对象
* retur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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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
sendCustomGroupNotify: function(options,cbOk, cbErr) {},

示例：

demo增加了发送自定义通知入口。

在demo中点击【菜单】->【群组】->【我的群组】，发送自定义群通知如下图：

发送demo：

//发送自定义群系统通知
var sendCustomGroupNotify = function () {

var content=$("#sgsm_content").val();
if (content.length < 1) {
alert("发送的消息不能为空!");
return;
}
if (webim.Tool.getStrBytes(content) > MaxMsgLen.GROUP) {
alert("消息长度超出限制(最多" + Math.round(maxLen / 3) + "汉字)");
return;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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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options = {
'GroupId': $("#sgsm_group_id").val(),
'Content': content
};
webim.sendCustomGroupNotify(
options,
function (resp) {
$('#send_group_system_msg_dialog').modal('hide');
alert('发送成功');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监听解析demo：

//监听 用户自定义 群系统消息
function onCustomGroupNotify(notify) {
console.info("执行 用户自定义系统消息 回调： %s", JSON.stringify(notify));
var reportTypeCh = "[用户自定义系统消息]";
var content = "收到了自己自定义的系统消息";
add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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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系统消息（Web SDK）
目前是通过定义好友系统消息监听事件来处理好友系统消息的。

示例：

//监听好友系统通知函数对象，方法都定义在receive_friend_system_msg.js文件中
var onFriendSystemNotifys = {
"1": onFriendAddNotify, //好友表增加
"2": onFriendDeleteNotify, //好友表删除
"3": onPendencyAddNotify, //未决增加
"4": onPendencyDeleteNotify, //未决删除
"5": onBlackListAddNotify, //黑名单增加
"6": onBlackListDeleteNotify//黑名单删除
};

1 好友表添加
触发时机：当用户添加了新的好友时，会收到好友表添加通知。

示例：

//监听 好友表添加 系统通知
/*notify对数示例：
{
'Type':1,//通知类型
'Accounts':['jim','bob']//用户ID列表
}
*/
function onFriendAddNotify(notify) {
webim.Log.info("执行 好友表添加 回调："+JSON.stringify(notify));
//好友表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加载好友列表或者单独添加notify.Accounts好友帐号
getAllFriend(getAllFriendsCallbackOK);
var typeCh = "[好友表添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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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content = "新增以下好友："+notify.Accounts;
addFriendSystemMsg(notify.Type, typeCh, content);
}

2 好友表删除
触发时机：当用户的好友发生减少时，会收到好友表删除通知。

示例：

//监听 好友表删除 系统通知
/*notify对数示例：
{
'Type':2,//通知类型
'Accounts':['jim','bob']//用户ID列表
}
*/
function onFriendDeleteNotify(notify) {
webim.Log.info("执行 好友表删除 回调："+JSON.stringify(notify));
//好友表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加载好友列表或者单独删除notify.Accounts好友帐号
getAllFriend(getAllFriendsCallbackOK);
var typeCh = "[好友表删除]";
var content = "减少以下好友："+notify.Accounts;
addFriendSystemMsg(notify.Type, typeCh, content);
}

3 加好友未决添加
触发时机：当有人向你发出好友申请时，会收到加好友通知。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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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 未决添加 系统通知
/*notify对象示例：
{
"Type":3,//通知类型
"PendencyList":[
{
"PendencyAdd_Account": "peaker1",//对方帐号
"ProfileImNic": "匹克1",//对方昵称
"AddSource": "AddSource_Type_Unknow",//来源
"AddWording": "你好"//申请附言
},
{
"PendencyAdd_Account": "peaker2",//对方帐号
"ProfileImNic": "匹克2",//对方昵称
"AddSource": "AddSource_Type_Unknow",//来源
"AddWording": "你好"//申请附言
}
]
}
*/
function onPendencyAddNotify(notify) {
webim.Log.info("执行 未决添加 回调："+JSON.stringify(notify));
//收到加好友申请，弹出拉取好友申请列表
getPendency(true);
var typeCh = "[未决添加]";
var pendencyList=notify.PendencyList;
var content = "收到以下加好友申请："+JSON.stringify(pendencyList);
addFriendSystemMsg(notify.Type, typeCh, content);
}

4 加好友未决删除
触发时机：当用户被管理员踢出群组时，用户会收到被踢出群的消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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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监听 未决删除 系统通知
/*notify对数示例：
{
'Type':4,//通知类型
'Accounts':['jim','bob']//用户ID列表
}
*/
function onPendencyDeleteNotify(notify) {
webim.Log.info("执行 未决删除 回调："+JSON.stringify(notify));
var typeCh = "[未决删除]";
var content = "以下好友未决已被删除："+notify.Accounts;
addFriendSystemMsg(notify.Type, typeCh, content);
}

5 好友黑名单添加
触发时机：当新增好友黑名单时，会收到此类通知。

示例：

//监听 好友黑名单添加 系统通知
/*notify对数示例：
{
'Type':5,//通知类型
'Accounts':['jim','bob']//用户ID列表
}
*/
function onBlackListAddNotify(notify) {
webim.Log.info("执行 黑名单添加 回调："+JSON.stringify(notify));
var typeCh = "[黑名单添加]";
var content = "新增以下黑名单："+notify.Account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26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addFriendSystemMsg(notify.Type, typeCh, content);
}

6 好友黑名单删除
触发时机：当删除好友黑名单时，会收到此类通知。

示例：

//监听 好友黑名单删除 系统通知
/*notify对数示例：
{
'Type':6,//通知类型
'Accounts':['jim','bob']//用户ID列表
}
*/
function onBlackListDeleteNotify(notify) {
webim.Log.info("执行 黑名单删除 回调："+JSON.stringify(notify));
var typeCh = "[黑名单删除]";
var content = "减少以下黑名单："+notify.Accounts;
addFriendSystemMsg(notify.Type, typeCh, conten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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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系统消息（Web SDK）
目前是通过定义资料系统消息监听事件来处理通知。

示例：

//监听资料系统通知函数对象，方法都定义在receive_profile_system_msg.js文件中
var onProfileSystemNotifys = {
"1": onProfileModifyNotify//资料修改
};

1 资料变化
触发时机：当自己或好友的资料发生变化时，会收到此类通知。

示例：

//监听 资料变化（自己或好友） 系统通知
/*notify对数示例：
{
"Type":1,//子通知类型
"Profile_Account": "Jim",//用户帐号
"ProfileList": [
{
"Tag": "Tag_Profile_IM_Nick",//昵称
"ValueBytes": "吉姆"
},
{
"Tag": "Tag_Profile_IM_Gender",//性别
"ValueBytes": "Gender_Type_Male"
},
{
"Tag": "Tag_Profile_IM_AllowType",//加好友认证方式
"ValueBytes": "AllowType_Type_NeedConfir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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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function onProfileModifyNotify(notify) {
webim.Log.info("执行 资料修改 回调："+JSON.stringify(notify));
var typeCh = "[资料修改]";
var profile,account,nick,sex,allowType,content;
account=notify.Profile_Account;
content = "帐号："+account+", ";
for(var i in notify.ProfileList){
profile=notify.ProfileList[i];
switch(profile.Tag){
case 'Tag_Profile_IM_Nick':
nick=profile.ValueBytes;
break;
case 'Tag_Profile_IM_Gender':
sex=profile.ValueBytes;
break;
case 'Tag_Profile_IM_AllowType':
allowType=profile.ValueBytes;
break;
default:
webim.log.error('未知资料字段：'+JSON.stringify(profile));
break;
}
}
content+="最新资料：【昵称】："+nick+",【性别】："+sex+",【加好友方式】："+allowType;
addProfileSystemMsg(notify.Type, typeCh, content);

if(account!=loginInfo.identifier){//如果是好友资料更新
//好友资料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加载好友列表或者单独更新account的资料信息
getAllFriend(getAllFriendsCallbackOK);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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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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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Web SDK）
登出
本节主要介绍sdk 登出logout api。

函数名：

webim.logout

定义：

webim.logout(cbOk, cbErr)

参数列表：

名称

说明

类型

cbOk

调用接口成功回调函数

Function

cbErr

调用接口失败回调函数

Function

示例：

//登出
function quitClick() {
if (loginInfo.identifier) {
//sdk登出
webim.logout(
function (resp) {
loginInfo.identifier = null;
loginInfo.userSig = null;
document.getElementById("webim_demo").style.display = "none";
var indexUrl = window.location.href;
var pos = indexUrl.indexO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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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pos >= 0) {
indexUrl = indexUrl.substring(0, pos);
}
window.location.href = indexUrl;
}
);
} else {
alert('未登录');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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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直播聊天室）
H5直播聊天室DEMO指引
1 官网sdk和demo
SDK包下载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im.html

直播聊天室demo体验地址：
http://avc.cloud.tencent.com/demo/webim/biggroup/mobile/index.html

直播聊天室demo二维码：

通用demo地址：
http://avc.cloud.tencent.com/demo/webim/index.html

通用demo运行指引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4196

2 准备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7 64位
web服务器软件：Apache 2.4 64位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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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demo也可以是其他web服务器软件，比如nginx。

2.1 安装apache
下载 64位 apache，地址：
http://www.apachehaus.com/cgibin/download.plx?dli=StmURFWaNJzTEx2KWVkRwAlVOpkVFVFdSxGZPVWQ

查看其他版本，地址：
http://www.apachehaus.com/cgi-bin/download.plx

将下载的压缩包，解压到本地某个目录下，比如，放在D:\Program Files\目录下。

编辑apache配置文件：

D:\Program Files\Apache24\conf\httpd.conf

找到：Define SRVROOT 这一项，将其右方的值改为当前你Apache安装存放的目录地址，如下：

Define SRVROOT "D:/Program Files/Apache24"

继续找，找到：Listene 80，若你电脑的80端口被占用（可在cmd下用命令netstat
-a查看），则将80端口改为别的端口，这里我们使用8080端口，如下：

Listen 8080

改完以上两个地方，记得保存httpd.conf文件。

接下来需要配置安装Apache的主服务，有了它，Apache才可启动：
打开CMD窗口，输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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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rogram Files\Apache24\bin\httpd.exe" -k install -n apache

该命令的意思是，安装apache服务，并将该服务名称命名为apache(你也可以改成别的)，回车。

正常安装完毕如下所示：

C:\Users\peakerdong>"D:\Program Files\Apache24\bin\httpd.exe" -k install -n apache
[Fri May 20 13:39:16.474314 2016] [mpm_winnt:error] [pid 14884:tid 144] AH00433: apache: Service is
already installed.

其中，Errors reported here must be corrected before the service can be
started.意思是，若该句话后面有错误信息，则表示服务安装失败，需要先改正错误。若没有，则成功。

在安装目录中，找到D:\Program Files\Apache24\bin\ApacheMonitor.exe可执行文件，双击运行，桌面右
下角会出现图标，双击打开窗口界面，会看到如图所示：

点击左侧start，启动apache服务。

打开浏览器，输入访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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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ocalhost

如果你设置的端口是8080，则访问地址是

http://localhost:8080/

出现以下界面，表示apahce启动成功。

3 运行demo
从官网下载sdk和demo，将demo拷贝到apache web运行目录下：

D:\Program Files\Apache24\htdocs

3.1 准备直播大群id
运行Demo之前，需要创建一个AVChatRoom类型（直播聊天室）的群组id。

可以通过restapi 创建，参考连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E5%88%9B%E5%BB%BA%E7%BE%A4%E7%BB%8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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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在其他平台（android或者ios）上创建的直播聊天室id。

restapi调试地址：

https://avc.cloud.tencent.com/im/APITester/APITester.html

3.2 运行demo（托管模式）
编辑sdk包中的直播聊天室demo根目录下的index.html。

修改帐号模式为1：

//帐号模式，0-表示独立模式，1-表示托管模式，开发者根据自己的模式，改成相应的值。
var accountMode=1;

修改业务信息：

//默认业务id
var sdkAppID = 1400001692;//开发者改成自己的业务id
var accountType = 884; //开发者改成自己的业务帐号类型

修改直播大群id：

//默认房间群ID，开发者可以改成自己的直播聊天室id
var avChatRoomId = '@TGS#aJIPTVAEE';

访问demo，这里拿谷歌浏览器举例。

打开浏览器输入地址：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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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ocalhost:8080/webim/biggroup/mobile/index.html

效果如下：

模拟手机访问，按F12，点击下图箭头所指的手机图标：

点击下方评论或点赞按钮，会跳转到tls登录界面，直接点击游客登录，会跳回到首页：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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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之后，可以评论，点赞：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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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运行demo（独立模式）
编辑demo根目录下的index.html，

修改帐号模式为0：

//帐号模式，0-表示独立模式，1-表示托管模式，开发者根据自己的模式，改成相应的值。
var accountMode=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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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业务信息：

//demo appid
var sdkAppID = 1400001692;//开发者改成自己的业务id
var accountType = 884; //开发者改成自己的业务帐号类型

修改直播大群id：

//默认房间群ID，开发者可以改成自己的直播聊天室id
var avChatRoomId = '@TGS#aJIPTVAEE';

访问demo，这里拿谷歌浏览器举例。

打开浏览器输入地址：

http://localhost:8080/webim/biggroup/mobile/index.html

效果如下：

模拟手机访问，按F12，点击下图箭头所指的手机图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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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登录用户信息identifier和userSig，userSig需要开发者在自己的服务器调用tls api生成。
独立模式生成usersig，请参考链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TLS%E5%90%8E%E5%8F%B0API%E4%BD%BF%E7%94%
A8%E6%89%8B%E5%86%8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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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拿到登录用户信息identifier和userSig放入loginInfo去登录sdk：

//当前用户身份
var loginInfo = {
'sdkAppID': sdkAppID, //用户所属应用id,必填
'appIDAt3rd': sdkAppID, //用户所属应用id，必填
'accountType': accountType, //用户所属应用帐号类型，必填
'identifier': ‘xxxxxx’, //当前用户ID，需要开发者填写
'identifierNick': null, //当前用户昵称，选填
'userSig': 'xxxxxxx', //当前用户身份凭证，需要开发者填写
'headurl': 'img/2016.gif'//当前用户默认头像，选填
};

登录成功：
评论，点赞：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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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web直播聊天室）
1 SDK集成
本节主要介绍如何集成sdk。

直播聊天室demo体验地址：http://avc.qcloud.com/demo/webim/biggroup/mobile/index.html

直播聊天室demo二维码：

通用demo地址：
http://avc.qcloud.com/demo/webim/index.html

通用demo运行指引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69/4196

1.1 下载SDK
从官网下载SDK包（下载地址），包含以下库文件：

sdk/webim.js
sdk/json2.j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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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son2.js提供了json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方法，可以将一个json对象转换成json字符串，也可以将一个json
字符串转换成一个json对象。webim.js就是webim sdk库，提供了登录，加群，收发消息，退群，登出功能。

1.2 集成SDK
首先引入sdk文件：

<!--引入webim sdk-->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dk/webim.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dk/json2.js"></script>

此外，如果业务的帐号体系是托管模式，还需要引入TLS web sdk：

<!--TLS web sdk(只用于托管模式，独立模式不用引入)-->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tls.qcloud.com/libs/api.min.js"></script>

1.3 函数调用顺序
如果帐号是托管模式，在调用sdk登录api之前，需要先进行以下操作：

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TLS登录

TLSHelper.goLogin(tlsLoginInfo); Tls登录，需要传入业务id，帐号类
型和回调url。

获取userSig

TLSHelper.fetchUserSig();

Tls登录成功之后，在回调url中会回
传临时票据tmpsig，此时需要根据t
mpsig获取正式的userSig，fetchUs
erSig成功之后，会回调tlsGetUserS
ig(res)函数。

监听fetchUserSig()成功回调

tlsGetUserSig(res){}

业务需要定义回调函数tlsGetUserSi
g(res)，判断res.ErrorCode，当为w
ebim.TLS_ERROR_CODE.OK时则表
示成功，为其他值，表示失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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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LSHelper.goLogin的参数tlsLoginInfo对象属性定义如下：

名称

说明

类型

sdkappid

业务id

Integer

acctype

业务帐号类型accountType

Integer

url

TLS登录成功回调地址，一般为业务 String
网站首页地址

当帐号模式为独立模式
时，则不需要上面的操作，直接进行下面的操作（当然这些步骤托管模式下也是需要的）。

Sdk函数使用顺序，如下：

步骤

对应函数

说明

登录

webim.login(loginInfo,

登录SDK，需要传入当前用户信息，

listeners,opts,cbOk,cbErr);

新消息通知回调函数等

进群

webim.applyJoinBigGroup(option 进群
s,cbOk, cbErr);

监听新消息

demo中使用的监听函数是:

业务自定义监听函数，包括群普通消

onBigGroupMsgNotify(监听群普通息，群提示消息和群系统消息，登录
消，点赞，提示和红包消息);

时传给sdk

groupSystemNotifys（监听群系统
消息）;
onMsgNotify（监听新消息(私聊(包
括普通消息和全员推送消息)，普通
群(非直播聊天室)消息)）
发消息(带登录态)

webim.sendMsg(options,cbOk,

发消息（普通，点赞，红包）

cbErr);
退群

webim.quitBigGroup(options,cbO 退群
k, cbErr);

登出

webim.logout(options,cbOk,

退出，用于切换帐号登录

cbErr);

1.4 支持浏览器版本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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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支持 IE 7+，Chrome 7+，FireFox 3.6+，Opera 12+和Safari 6+（PC端）和主流移动端浏览器。

2 SDK 基本概念
会话：SDK中会话(webim.Session)分为两种，一种是C2C会话，表示单聊情况，自己与对方建立的对话；另
一种是群会话，表示群聊情况下，群内成员组成的会话。

消息：SDK中消息(webim.Msg)表示要发送给对方的内容，消息包括若干属性，如自己是否为发送者，发送人
帐号，消息产生时间等；一条消息由若干Elem组合而成，每种Elem可以是文本、表情，图片等，消息支持多
种Elem组合发送。

2.1 SDK对象简介
SDK 对象主要分为常量对象和类对象，具体的含义参见下表：

常量对象

对象

介绍

功能

webim.SESSION_TYPE

会话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消息属于哪种聊天类型

1) webim.SESSION_TYPE.C2C私聊（目前未使用到）
2) webim.SESSION_TYPE.GROUP群聊
webim.C2C_MSG_SUB_TYPE

C2C消息子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c2c消息类型

1) webim.C2C_MSG_SUB_TYPE.C
OMMON-普通消息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群消息子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群消息类型，业务可针对不同的

1)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消息作出不同的操作。
.COMMON-普通消息
2)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LOVEMSG –点赞消息
3)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TIP –提示消息
4)webim.GROUP_MSG_SUB_TYP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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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介绍

功能

REDPACKET
–红包消息(优先级最高)
webim.GROUP_TIP_TYPE

群提示消息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群提示消息类型

1) webim. GROUP_TIP_TYPE.JOIN进群
2) webim. GROUP_TIP_TYPE.QUIT退群
3) webim. GROUP_TIP_TYPE.KICK被踢出群
4)webim. GROUP_TIP_TYPE.SET_A
DMIN-被设置成管理员
5) webim. GROUP_TIP_TYPE.CAN
CEL_ADMIN-被取消管理员角色
6) webim. GROUP_TIP_TYPE.CAN
CEL_ADMIN-被取消管理员角色
7) webim. GROUP_TIP_TYPE.MOD
IFY_GROUP_INFO-修改群资料
8) webim. GROUP_TIP_TYPE.MOD
IFY_MEMBER_INFO修改群成员信息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 群资料变更类型，取值范围：
UP_INFO_TYPE

区分群资料变更类型

1) webim. GROUP_TIP_MODIFY_G
ROUP_INFO_TYPE.FACE_URL群头像发生变更
2) webim. GROUP_TIP_MODIFY_G
ROUP_INFO_TYPE.NAME
-群名称发生变更
3) webim. GROUP_TIP_MODIFY_G
ROUP_INFO_TYPE.OWNER群主发生变更
4) webim. GROUP_TIP_MODIFY_G
ROUP_INFO_TYPE.NOTIFICATION
-群公告发生变更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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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介绍

功能

5) webim. GROUP_TIP_MODIFY_G
ROUP_INFO_TYPE.INTRODUCTIO
N-群简介发生变更
webim.GROUP_SYSTEM_TYPE

群系统消息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群系统消息类型

1) webim.GROUP_SYSTEM_TYPE.J
OIN_GROUP_REQUEST-申请加群
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
2) webim.GROUP_SYSTEM_TYPE.J
OIN_GROUP_ACCEPT -申请加群被
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3) webim.GROUP_SYSTEM_TYPE.J
OIN_GROUP_REFUSE -申请加群被
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
4) webim.GROUP_SYSTEM_TYPE.K
ICK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者接收到)
5) webim.GROUP_SYSTEM_TYPE.
DESTORY -群被解散(全员接收)
6) webim.GROUP_SYSTEM_TYPE.
CREATE -创建群(创建者接收,
不展示)
7) webim.GROUP_SYSTEM_TYPE.I
NVITED_JOIN_GROUP_REQUEST
-邀请加群(被邀请者接收)
8) webim.GROUP_SYSTEM_TYPE.
QUIT-主动退群(主动退出者接收,
不展示)
9) webim.GROUP_SYSTEM_TYPE.S
ET_ADMIN
-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
10) webim.GROUP_SYSTEM_TYPE.
CANCEL_ADMIN
-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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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介绍

功能

11) webim.GROUP_SYSTEM_TYPE.
REVOKE -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
不展示)
12) webim.GROUP_SYSTEM_TYPE.
CUSTOM
-用户自定义通知(默认全员接收)
webim.MSG_ELEMENT_TYPE

消息元素类型，取值范围：

区分消息元素类型

1) webim.MSG_ELEMENT_TYPE.TE
XT-文本消息
2) webim.MSG_ELEMENT_TYPE.FA
CE表情消息
3) webim.MSG_ELEMENT_TYPE.I
MAGE-图片消息
4)webim.MSG_ELEMENT_TYPE.SO
UND-语音消息
5) webim.MSG_ELEMENT_TYPE.FI
LE-文件消息
6) webim.MSG_ELEMENT_TYPE.L
OCATION-位置消息
7) webim.MSG_ELEMENT_TYPE.C
USTOM-自定义消息
8)webim.MSG_ELEMENT_TYPE.GR
OUP_TIP-群提示消息（只有群聊天
才会出现）
webim.IMAGE_TYPE

webim.IMAGE_TYPE

区分图片大小类型

图片大小类型，取值范围：
1) webim.IMAGE_TYPE.SMALL小图
2) webim.IMAGE_TYPE.LARGE大图
3) webim.IMAGE_TYPE.ORIGIN原图
webim.Emotions

表情对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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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介绍

功能
e包括了表情标识字符串和表情图片
的base64编码

webim.EmotionDataIndexs

表情标识字符串和index的Map

键值对形式，key是表情的标识字符
串，value是表情index，主要用于发
表情消息。

webim.BROWSER_INFO

当前浏览器信息

区分浏览器版本

1) webim.BROWSER_INFO.type浏览器类型( 包括 ‘ie’，’safari
’，’chrome’，’firefox’，’
opera’，’unknow’)
2) webim.BROWSER_INFO.ver版本号
webim.TLS_ERROR_CODE

TLS错误码

用于帐号为托管模式的情况

1) webim.TLS_ERROR_CODE.OK成功
2) webim.TLS_ERROR_CODE.SIGN
ATURE_EXPIRATION
–用户UserSig过期
webim.CONNECTION_STATUS

连接状态

用于区分用户的当前连接状态

1) webim.CONNECTION_STATUS.
ON-连接状态正常，可正常收发消息
2) webim.CONNECTION_STATUS.
OFF-连接已断开，当前用户已离线
，无法收信息

类对象

对象

介绍

功能

webim.Session

一个会话对象

即聊天对象，包括获取会话类型（私
聊还是群聊），对方帐号，未读消息
数，总消息数等

webim.Msg

一条消息对象

消息发送、接收的API中都会涉及此
类型的对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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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介绍

功能

webim.Tool

工具对象

提供了一些公用的函数。比如格式化
时间戳函数formatTimeStamp(),获
取字符串（utf-8编码）所占字节数g
etStrBytes()等

webim.Log

控制台打印日志对象

方便查看接口的请求url，请求data
和响应data，在sdk登录时，可以传
递一个布尔类型的变量来控制是否在
控制台打印日志

2.2 会话对象Session
对象名：

webim.Session

当前用户和某个群或者好友的聊天描述类。目前主要在发送消息时用得到。

构造函数：

webim.Session (
type, id, name, icon, time, seq
)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type

会话类型，

string

包括群聊和私聊，具体参考webim.
SESSION_TYPE常量对象，必填
id

对方id , 群聊时，为群id；私聊时， String
对方帐号，必填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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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name

对方名称，群聊时，为群名称；私聊 String
时，为对方昵称，暂未使用，选填

icon

对方头像url，暂未使用，选填

String

time

当前会话中的最新消息的时间戳，u Integer
nix
timestamp格式，暂未使用，选填

seq

当前会话的最新消息的序列号，暂未 Integer
使用，选填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type()

获取会话类型

无

String

id()

获取对方id

无

String

name()

获取对方名字，暂未使用

无

String

icon()

获取对方头像，暂未使用

无

String

time()

获取当前会话中最新消息的 无

Integer

时间，暂未使用
curMaxMsgSeq()

获取当前会话中最新消息的 无

Integer

序列号，暂未使用
msgCount()

获取会话的消息数，暂未使 无

Integer

用

2.3 消息对象Msg
对象名：

webim.Msg

一条消息的描述类, 消息发送、接收的API中都会涉及此类型的对象。

构造函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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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m.Msg(
sess, isSend, seq, random,time,fromAccount,subType,fromAccountNick
)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sess

消息所属的会话(e.g:我与好友A的C2 webim.Session
C会话，我与群组G的GROUP会话)

isSend

消息是否为自己发送标志:

Boolean

true：表示是我发出消息,
false：表示是发给我的消息
subType

消息子类型:

Integer

c2c消息时，参考c2c消息子类型对象
：webim.C2C_MSG_SUB_TYPE
群消息时，参考群消息子类型对象：
webim.GROUP_MSG_SUB_TYPE
fromAccount

消息发送者帐号

String

fromAccountNick

消息发送者昵称，用户没有设置昵称 String
时，则为发送者帐号

seq

消息序列号，用于消息判重

Integer

random

消息随机数，用于消息判重

Integer

time

消息时间戳，unix timestamp格式 Integer

elems

描述消息内容的元素数组

[webim.Msg.Elem]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Session()

获取消息所属的会话

无

webim.Session

getIsSend()

获取消息是否为自己发送标 无

Boolean

志
getSubType()

获取消息子类型

无

Integer

getFromAccount()

获取消息发送者帐号

无

Str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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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getFromAccountNick()

获取消息发送者昵称，用户 无

返回类型
String

没有设置昵称时，则为发送
者帐号
getSeq()

获取消息序列号

无

Integer

getRandom()

获取消息随机数

无

Integer

getTime()

获取消息时间戳，unix

无

Integer

timestamp格式
getElems()

获取描述消息内容的元素数 无

[webim.Msg.Elem]

组
addText(text)

向elems中添加一个Text元 text : Msg.Elem.Text

无

素
addFace(face)

向elems中添加一个Face元 face : Msg.Elem.Face

无

素
addImage(image)

向elems中添加一个Image image: Msg.Elem.Images 无
s元素

addSound(sound)

向elems中添加一个Sound sound: Msg.Elem.Sound 无
元素

addFile(file)

向elems中添加一个File元 file: Msg.Elem.File

无

素
addLocation(location)

向elems中添加一个Locati location:
on元素

addCustom(custom)

sg.Elem.Location

向elems中添加一个Custo custom：Msg.Elem.Cust 无
m元素

om

addGroupTip(groupTip) 向elems中添加一个Group groupTip:
Tip元素
toHtml()

无

无

Msg.Elem.GroupTip

将elems转成可展示的html 无

String

代码，仅供参考，业务方可
以自定义消息转换逻辑

2.4 消息元素对象Msg.Elem
对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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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m.Msg.Elem

一个消息元素的描述类,一条消息webim.Msg可以由多个webim.Msg.Elem组成。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type,content)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type

元素类型，具体请参考webim.MSG_String
ELEMENT_TYPE

content

元素内容对象

Object，可能为
1）Msg.Elem.Text
2）Msg.Elem.Face
3）Msg.Elem.Images
4）Msg.Elem.Location
5）Msg.Elem.Sound
6）Msg.Elem.File
7）Msg.Elem.Custom
8）Msg.Elem.GroupTip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getType()

获取元素类型，具体请参考 无

返回类型
String

webim.MSG_ELEMENT_T
YPE
getContent()

获取元素内容对象

无

Object，类型参考属性说
明

toHtml()

获取元素的Html代码，仅 无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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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义实
现

2.5 消息元素对象(文本)
对象名：

webim.Msg.Elem.Text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Text(text)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text

文本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Text()

获取文本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文本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6 消息元素对象(表情)
对象名：

webim.Msg.Elem.Fac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5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Face(index,data)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index

表情索引，必填

Integer

data

表情数据，选填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Index()

获取表情索引

无

Integer

getData()

获取表情数据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表情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7 消息元素对象(图片数组)
对象名：

webim.Msg.Elem.Images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Images(imageId)

对象属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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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imageId

图片id

String

ImageInfoArray

图片信息数组（小图，大图，原图） [Msg.Elem.Images.Image]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ImageId()

获取图片id

无

String

addImage(image)

向ImageInfoArray增加一 image：Msg.Elem.Image 无

getImage(type)

张图片

s.Image

获取某类图片信息

type，图片大小类型，详细 Msg.Elem.Images.Image
定义请参考webim.IMAGE
_TYPE

toHtml()

获取图片数组元素的Html 无

String

代码，仅供参考，业务方可
自定义实现

2.8 消息元素对象(图片)
对象名：

webim.Msg.Elem.Images.Image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Images.Image(type,size,width,height,url)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type

图片大小类型，详细定义请参考web Integer
im.IMAGE_TYP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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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size

图片大小，单位：字节

Integerv

width

宽度，单位：像素

Integer

height

高度，单位：像素

Integer

url

图片地址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Type()

获取图片大小类型

无

Integer

getSize()

获取大小

无

Integer

getWidth()

获取宽度

无

Integer

getHeight()

获取高度

无

Integer

getUrl()

获取地址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图片信息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9 消息元素对象(位置)
对象名：

webim.Msg.Elem.Location

暂不支持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Location(longitude,latitude,desc)

对象属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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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longitude

经度

Float

latitude

纬度

Float

desc

描述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Longitude()

获取经度

无

Float

getLatitude()

获取纬度

无

Float

getDesc()

获取描述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位置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10 消息元素对象(语音)
对象名：

webim.Msg.Elem.Sound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Sound(uuid,second,size,senderId,downUrl)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uuid

语音id

String

second

时长，单位：秒

Integer

size

大小，单位：字节

Integer

senderId

发送者账号

Str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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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downUrl

下载地址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UUID()

获取语音id

无

String

getSecond()

获取时长

无

Integer

getSize()

获取大小

无

Integer

getSenderId()

获取发送者账号

无

String

getDownUrl()

获取地址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语音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11 消息元素对象(文件)
对象名：

webim.Msg.Elem.File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File(uuid,name,size,senderId,downUrl)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uuid

文件id

String

name

文件名

String

size

大小，单位：字节

Integer

senderId

发送者账号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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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downUrl

下载地址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UUID()

获取文件id

无

String

getSize()

获取大小，单位：字节

无

Integer

getName()

获取名称

无

String

getSenderId()

获取发送者账号

无

String

getDownUrl()

获取地址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文件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12 消息元素对象(自定义)
对象名：

webim.Msg.Elem.Custom

Web端和后台接口采用了json格式的数据协议，要实现android，ios和web的自定义消息互通，需要对消息进
行编解码，比如使用base64编解码。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Custom(data,desc,ext)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data

数据

Str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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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desc

描述

String

ext

扩展字段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Data()

获取数据

无

String

getDesc()

获取描述

无

String

getExt()

获取扩展字段

无

String

toHtml()

获取文本元素的Html代码 无

String

，仅供参考，业务方可自定
义实现

2.13 消息元素对象(群提示)
对象名：

webim.Msg.Elem.GroupTip

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GroupTip(opType,opUserId,groupId,groupName,userIdList)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opType

操作类型，详细定义请参考webim.GInteger
ROUP_TIP_TYPE

opUserId

操作者id

String

groupId

群id

String

groupName

群名称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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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userIdList

被操作的用户id列表

[String]

groupInfoList

新的群信息列表，群资料变更时才有 [Msg.Elem.GroupTip.GroupInfo]
值

memberInfoList

新的群成员信息列表，群成员资料变 [Msg.Elem.GroupTip.MemberInfo
更时才有值

]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addGroupInfo(groupInfo 向groupInfoList添加一条 groupInfo:Msg.Elem.Gro 无
)

群资料变更信息

upTip.GroupInfo

addMemberInfo(membe 向memberInfoList添加一 memberInfo:Msg.Elem.G 无
rInfo)

条群成员变更信息

roupTip.MemberInfo

getOpType()

获取操作类型，详细定义请 无

Integer

参考webim.GROUP_TIP_T
YPE
getOpUserId()

获取操作者id

无

String

getGroupId()

获取群id

无

String

getGroupName()

获取群名称

无

String

getUserIdList()

获取被操作的用户id列表

无

[String]

getGroupInfoList()

获取新的群信息列表，群资 无

[Msg.Elem.GroupTip.Gro

料变更时才有值

upInfo]

获取新的群成员信息列表， 无

[Msg.Elem.GroupTip.Me

群成员资料变更时才有值

mberInfo]

获取群提示消息元素的Htm 无

String

getMemberInfoList()

toHtml()

l代码，仅供参考，业务方
可自定义实现

2.14 消息元素对象(群资料信息)
对象名：

webim.Msg.Elem.GroupTip.Grou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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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函数：

webim.Msg.Elem.GroupTip.GroupInfo(type,value)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type

群资料变更类型，详细定义请参考w Integer
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
P_INFO_TYPE

value

对应的值

String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getType()

获取群资料变更类型，详细 无

返回类型
Integer

定义请参考webim.GROUP
_TIP_MODIFY_GROUP_IN
FO_TYPE
getValue()

获取新的值，如果为空，则 无

String

表示该类型的群资料没有变
更

2.15 消息元素对象(群成员信息)
对象名：

webim.Msg.Elem.GroupTip.MemberInfo

构造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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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m.Msg.Elem.MemberInfo.GroupInfo(userId,shutupTime)

对象属性：

名称

说明

类型

userId

群成员id

String

shutupTime

群成员被禁言时间，0表示取消禁言 Integer
，大于0表示被禁言时长，单位：秒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getUserId()

获取群成员id

无

String

getShutupTime()

获取群成员被禁言时间，0 无

Integer

表示取消禁言，大于0表示
被禁言时长，单位：秒

2.16 表情对象Emotions
webim.Emotions是表情对象，键值对形式，key是表情index，value包括了表情标识字符串和表情数据（可
以是base64编码或者地址）。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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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表情数据索引对象EmotionDataIndexs
webim.EmotionDataIndexs是表情标识字符串和index的映射关系对象，键值对形式，key是表情的标识字符
串，value是表情index，主要用于发表情消息时，需要将消息文本中的表情识别出来，并转换成对应的索引in
dex传给后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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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工具对象Tool
对象名：

webim.Tool

webim.Tool提供了一些通用的函数。比如格式化时间戳函数formatTimeStamp(),获取字符串所占字节数getS
trBytes()。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formatTimeStamp(time,f 将时间戳转换成字符串

time：时间戳

无

ormat)

format：格式，默认是'yy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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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y-MM-dd hh:mm:ss'
getStrBytes(str)

获取字符串所占字节数

str:字符串

无

2.19 控制台打印日志对象Log
对象名：

webim.Log

主要作用是方便查看sdk调用后台接口的请求url，请求data和响应data，在sdk登录时，可以传递一个布尔类
型的变量来控制sdk是否在控制台打印日志。

对象方法：

名称

说明

输入参数

返回类型

debug(logStr)

打印调试日志

logStr ： String类型

无

info(logStr)

打印提示日志

logStr ： String类型

无

warn(logStr)

打印警告日志

logStr ： String类型

无

error(logStr)

打印错误日志

logStr ： String类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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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web直播聊天室）
1 TLS登录（托管模式）
Demo集成了托管模式下的腾讯登录服务（Tencent Login Service，TLS），当帐号为独立模式时，请跳过这
一小节，关于TLS账号集成（
托管模式和独立模式）更多详细介绍，请参考链接：云通信帐号登录集成
，这里只介绍在demo中如何集成托管模式下的web 版TLS SDK。

在index.html引入web 版TLS sdk，如：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tls.qcloud.com/libs/api.min.js"></script>

然后在页面中调用

TLSHelper.getQuery('tmpsig')

，判断是否获取到了临时身份凭证，没有，则调用

TLSHelper.goLogin({sdkappid: loginInfo.sdkAppID,acctype: loginInfo.accountType,url: callBackUrl})

，跳转到tls登录页面，登录成功会跳转到回调地址callBackUrl。

示例：

//判断是否已经拿到临时身份凭证
if (TLSHelper.getQuery('tmpsig')) {
if (loginInfo.identifier == null) {
console.info('start fetchUserSig');
//获取正式身份凭证，成功后会回调tlsGetUserSig(res)函数
TLSHelper.fetchUserSig();
}
} else {//未登录
if (loginInfo.identifier == null)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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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选择应用类型对话框
$('#select_app_dialog').modal('show');
$("body").css("background-color", 'white');
}
}
//tls登录
function tlsLogin() {
//跳转到TLS登录页面
TLSHelper.goLogin({
sdkappid: loginInfo.sdkAppID,
acctype: loginInfo.accountType,
url: callBackUrl
});
}

如果已经拿到了临时凭证，则继续调用

TLSHelper.fetchUserSig()

获取正式身份凭证，成功之后会回调

tlsGetUserSig(res)

函数。

注：独立模式可直接用已生成的usersig与usersig对应的帐号放入loginInfo中，然后进行下一步去登录sdk。
详情可参考demo。

示例：

//第三方应用需要实现这个函数，并在这里拿到UserSig
function tlsGetUserSig(res) {
//成功拿到凭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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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es.ErrorCode == TlsErrorCode.OK) {
//从当前URL中获取参数为identifier的值
loginInfo.identifier = TLSHelper.getQuery("identifier");
//拿到正式身份凭证
loginInfo.userSig = res.UserSig;
//从当前URL中获取参数为sdkappid的值
loginInfo.sdkAppID = loginInfo.appIDAt3rd = Number(TLSHelper.getQuery("sdkappid"));
//从cookie获取accountType
var accountType = webim.Tool.getCookie('accountType');
if (accountType) {
loginInfo.accountType = accountType;
initDemoApp();
} else {
alert('accountType非法');
}
} else {
//签名过期，需要重新登录
if (res.ErrorCode == TlsErrorCode.SIGNATURE_EXPIRATION) {
tlsLogin();
} else {
alert("[" + res.ErrorCode + "]" + res.ErrorInfo);
}
}
}

2 Sdk登录
本节主要介绍sdk 登录login api。

函数名：

webim.logi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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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webim.login(loginInfo, listeners, options,cbOk,cbErr)

示例：

//sdk登录
function sdkLogin() {
//web sdk 登录
webim.login(loginInfo, listeners, options,
function (identifierNick) {
//identifierNick为登录用户昵称(没有设置时，为帐号)，无登录态时为空
webim.Log.info('webim登录成功');
applyJoinBigGroup(avChatRoomId);//加入大群
hideDiscussForm();//隐藏评论表单
initEmotionUL();//初始化表情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下面介绍每个参数的定义。

用户信息对象loginInfo
属性名：

名称

说明

类型

sdkAppID

用户标识接入SDK的应用ID，必填

String

appIDAt3rd

App用户使用OAuth授权体系分配的String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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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Appid，和sdkAppID一样，必填
accountType

账号类型，必填

Integer

identifier

用户帐号，选填

String

identifierNick

用户昵称，选填

String

userSig

鉴权Token，identifier不为空时，u String
serSig必填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
属性名：

名称

说明

类型

onConnNotify

用于监听用户连接状态变化的函数， Function
选填

jsonpCallback

用于IE9(含)以下浏览器中jsonp回调 Function
函数,移动端可不填，pc端必填

onBigGroupMsgNotify

监听新的群（普通和提示）消息函数 Function
，必填

onGroupSystemNotifys

监听（多终端同步）群系统消息事件 Object
，必填

onGroupInfoChangeNotify

监听群资料变化事件，选填

Function

示例：

//监听事件
var listeners = {
"onConnNotify": onConnNotify, //选填
"jsonpCallback": jsonpCallback, //IE9(含)以下浏览器用到的jsonp回调函数,移动端可不填，pc端必填
"onBigGroupMsgNotify": onBigGroupMsgNotify, //监听新消息(大群)事件，必填
"onMsgNotify": onMsgNotify,
//监听新消息(私聊(包括普通消息和全员推送消息)，普通群(非直播聊天室)消息)事件，必填
"onGroupSystemNotifys": onGroupSystemNotifys, //监听（多终端同步）群系统消息事件，必填
"onGroupInfoChangeNotify": onGroupInfoChangeNotify//监听群资料变化事件，选填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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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ConnNotify
示例：

//监听连接状态回调变化事件
var onConnNotify = function (resp) {
switch (resp.ErrorCode) {
case webim.CONNECTION_STATUS.ON:
//webim.Log.warn('连接状态正常...');
break;
case webim.CONNECTION_STATUS.OFF:
webim.Log.warn('连接已断开，无法收到新消息，请检查下你的网络是否正常');
break;
default:
webim.Log.error('未知连接状态,status=' + resp.ErrorCode);
break;
}
};

其中回调返回的参数resp对象属性定义如下：

名称

说明

类型

ActionStatus

连接状态标识，OK-

String

标识连接成功FAIL-标识连接失败
ErrorCode

连接状态码，具体请参考webim.

Integer

CONNECTION_STATUS常量对象
ErrorInfo

错误提示信息

String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jsonpCallbac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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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兼容低版本的ie浏览器，sdk使用了jsonp技术调用后台接口。

示例：

//位于js/demo_base.js中
//IE9(含)以下浏览器用到的jsonp回调函数
function jsonpCallback(rspData) {
//设置jsonp返回的
webim.setJsonpLastRspData(rspData);
}

属性名：

名称

说明

类型

rspData

接口返回的数据

String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BigGroupMsgNotify
用来监听直播聊天室消息。

示例：

//监听大群新消息（普通，点赞，提示，红包）
function onBigGroupMsgNotify(msgList) {
for (var i = msgList.length - 1; i >= 0; i--) {//遍历消息，按照时间从后往前
var msg = msgList[i];
webim.Log.warn('receive a new group msg: ' + msg.getFromAccountNick());
//显示收到的消息
showMsg(msg);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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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参数msgList 为webim.Msg数组，即[webim.Msg]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MsgNotify
用来监听新消息(私聊(包括普通消息和全员推送消息)，普通群(非直播聊天室)消息)。

示例：

//监听新消息(私聊(包括普通消息、全员推送消息)，普通群(非直播聊天室)消息)事件
//newMsgList 为新消息数组，结构为[Msg]
function onMsgNotify(newMsgList) {
var newMsg;
for (var j in newMsgList) {//遍历新消息
newMsg = newMsgList[j];
handlderMsg(newMsg);//处理新消息
}
}

其中参数newMsgList 为webim.Msg数组，即[webim.Msg]。
其中handlderMsg示例代码如下：

//处理消息（私聊(包括普通消息和全员推送消息)，普通群(非直播聊天室)消息）
function handlderMsg(msg) {
var fromAccount, fromAccountNick, sessType, subType,contentHtml;

fromAccount = msg.getFromAccount();
if (!fromAccount) {
fromAccount = '';
}
fromAccountNick = msg.getFromAccountNick();
if (!fromAccountNick) {
fromAccountNick = fromAccoun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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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消息
//获取会话类型
//webim.SESSION_TYPE.GROUP-群聊，
//webim.SESSION_TYPE.C2C-私聊，
sessType = msg.getSession().type();
//获取消息子类型
//会话类型为群聊时，子类型为：webim.GROUP_MSG_SUB_TYPE
//会话类型为私聊时，子类型为：webim.C2C_MSG_SUB_TYPE
subType = msg.getSubType();

switch (sessType) {
case webim.SESSION_TYPE.C2C://私聊消息
switch (subType) {
case webim.C2C_MSG_SUB_TYPE.COMMON://c2c普通消息

//业务可以根据发送者帐号fromAccount是否为app管理员帐号，来判断c2c消息是否为全员推送消息，还是普
通好友消息

//或者业务在发送全员推送消息时，发送自定义类型(webim.MSG_ELEMENT_TYPE.CUSTOM,即TIMCustom
Elem)的消息，在里面增加一个字段来标识消息是否为推送消息
contentHtml = convertMsgtoHtml(msg);
webim.Log.warn('receive a new c2c msg: fromAccountNick=' + fromAccountNick+",
content="+contentHtml);
//c2c消息一定要调用已读上报接口
var opts={
'To_Account':fromAccount,//好友帐号
'LastedMsgTime':msg.getTime()//消息时间戳
};
webim.c2CMsgReaded(opts);
alert('收到一条c2c消息(好友消息或者全员推送消息): 发送人=' + fromAccountNick+",
内容="+contentHtml);
break;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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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case webim.SESSION_TYPE.GROUP://普通群消息，对于直播聊天室场景，不需要作处理
break;
}
}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GroupSystemNotifys
示例：

//监听（多终端同步）群系统消息方法，方法都定义在demo_group_notice.js文件中
//注意每个数字代表的含义，比如，
//1表示监听申请加群消息，2表示监听申请加群被同意消息，3表示监听申请加群被拒绝消息等
var onGroupSystemNotifys = {
//"1": onApplyJoinGroupRequestNotify, //申请加群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暂不支持）
//"2": onApplyJoinGroupAcceptNotify, //申请加群被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暂不支持）
//"3": onApplyJoinGroupRefuseNotify, //申请加群被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暂不支持）
//"4": onKickedGroupNotify, //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者接收到,暂不支持)
"5": onDestoryGroupNotify, //群被解散(全员接收)
//"6": onCreateGroupNotify, //创建群(创建者接收,暂不支持)
//"7": onInvitedJoinGroupNotify, //邀请加群(被邀请者接收,暂不支持)
//"8": onQuitGroupNotify, //主动退群(主动退出者接收,暂不支持)
//"9": onSetedGroupAdminNotify, //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暂不支持)
//"10": onCanceledGroupAdminNotify, //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暂不支持)
"11": onRevokeGroupNotify, //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
"255": onCustomGroupNotify//用户自定义通知(默认全员接收)
};

更详细介绍，请参考第6节。

事件回调对象listeners.onGroupInfoChangeNotif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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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监听 群资料变化 群提示消息
function onGroupInfoChangeNotify(groupInfo) {
webim.Log.warn("执行 群资料变化 回调： " + JSON.stringify(groupInfo));
var groupId = groupInfo.GroupId;
var newFaceUrl = groupInfo.GroupFaceUrl;//新群组图标,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var newName = groupInfo.GroupName;//新群名称,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var newOwner = groupInfo.OwnerAccount;//新的群主id,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var newNotification = groupInfo.GroupNotification;//新的群公告,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var newIntroduction = groupInfo.GroupIntroduction;//新的群简介,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if (newName) {
//更新群组列表的群名称
//To do
webim.Log.warn("群id=" + groupId + "的新名称为：" + newName);
}
}

其中返回的参数groupInfo对象属性如下：

属性名：

名称

说明

类型

GroupId

群id

String

GroupFaceUrl

新群组图标,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String

GroupName

新群名称,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OwnerAccount

新的群主id,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String

GroupNotification

新的群公告,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String

GroupIntroduction

新的群简介, 为空，则表示没有变化 String

String

其他对象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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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

名称

说明

类型

isAccessFormalEnv

是否访问正式环境下的后台接口，Tr Boolean
ue-访问正式，False-访问测试环境
默认访问正式环境接口，选填

isLogOn

是否开启控制台打印日志,True-

Boolean

开启;False-关闭，默认开启，选填

回调函数cbOk & cbErr
Sdk登录时，可以定义成功回调函数和失败回调函数。

示例：

//sdk登录
function sdkLogin() {
//web sdk 登录
webim.login(loginInfo, listeners, options,
function (identifierNick) {
//identifierNick为登录用户昵称(没有设置时，为帐号)，无登录态时为空
webim.Log.info('webim登录成功');
applyJoinBigGroup(avChatRoomId);//加入大群
hideDiscussForm();//隐藏评论表单
initEmotionUL();//初始化表情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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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管理（web直播聊天室）
3 群组管理
3.1 进群
本节主要介绍sdk 进群applyJoinBigGroup api。

函数名：

webim.applyJoinBigGroup

定义：

webim.applyJoinBigGroup(options,cbOk, cbErr)

参数列表：

名称

说明

类型

options

进群信息对象

Object

cbOk

调用接口成功回调函数

Function

cbErr

调用接口失败回调函数

Function

名称

说明

类型

GroupId

要加入的群id

String

其中options对象属性定义如下：

示例：

//加入直播大群
function applyJoinBigGroup(groupId) {
var options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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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 groupId//群id
};
webim.applyJoinBigGroup(
options,
function (resp) {
//JoinedSuccess:加入成功; WaitAdminApproval:等待管理员审批
if (resp.JoinedStatus && resp.JoinedStatus == 'JoinedSuccess') {
webim.Log.info('加入房间成功');
} else {
alert('加入房间失败');
}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3.2 退群
本节主要介绍sdk 退群quitBigGroup api。

函数名：

webim.quitBigGroup

定义：

webim.quitBigGroup(options,cbOk, cbErr)

参数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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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类型

options

退群信息对象

Object

cbOk

调用接口成功回调函数

Function

cbErr

调用接口失败回调函数

Function

名称

说明

类型

GroupId

要退出的群id

String

其中options对象属性定义如下：

示例：

//退出大群
function quitBigGroup() {
var options = {
'GroupId': avChatRoomId//群id
};
webim.quitBigGroup(
options,
function (resp) {

webim.Log.info('退群成功');
$("#video_sms_list").find("li").remove();
},
function (err) {
alert(err.ErrorInf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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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收发（web直播聊天室）
消息收发
目前支持实时拉取群消息（普通，点赞，提示，系统）和发送群消息（普通，点赞，红包）

监听群消息（普通，点赞，提示，红包）
注意：现调用过设置用户资料的接口设置过用户资料的，群消息里面是会下发设置的资料的。

示例：

//监听大群新消息（普通，点赞，提示，红包）
function onBigGroupMsgNotify(msgList) {
for (var i = msgList.length - 1; i >= 0; i--) {//遍历消息，按照时间从后往前
var msg = msgList[i];
webim.Log.error('receive a new group msg: ' + msg.getFromAccountNick());
//显示收到的消息
showMsg(msg);
}
}

显示群消息（普通，点赞，提示，红包）
示例：

//显示消息（群普通+点赞+提示+红包）
function showMsg(msg) {
var isSelfSend, fromAccount, fromAccountNick, sessType, subType;
var ul, li, paneDiv, textDiv, nickNameSpan, contentSpa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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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Account = msg.getFromAccount();
if (!fromAccount) {
fromAccount = '';
}
fromAccountNick = msg.getFromAccountNick();
if (!fromAccountNick) {
fromAccountNick = '未知用户';
}
ul = document.getElementById("video_sms_list");
var maxDisplayMsgCount = 4;
//var opacityStep=(1.0/4).toFixed(2);
var opacityStep = 0.2;
var opacity;
var childrenLiList = $("#video_sms_list").children();
if (childrenLiList.length == maxDisplayMsgCount) {
$("#video_sms_list").children(":first").remove();
for (var i = 0; i < maxDisplayMsgCount; i++) {
opacity = opacityStep * (i + 1) + 0.2;
$('#video_sms_list').children().eq(i).css("opacity", opacity);
}
}
li = document.createElement("li");
pane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paneDiv.setAttribute('class', 'video-sms-pane');
textDiv = 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textDiv.setAttribute('class', 'video-sms-text');
nickNameSpan = document.createElement("span");

var colorList = ['red', 'green', 'blue', 'org'];
var index = Math.round(fromAccount.length % colorList.length);
var color = colorList[index];
nickNameSpan.setAttribute('class', 'user-name-' + color);
nickNameSpan.innerHTML = fromAccount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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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pan = document.createElement("span");

//解析消息
//获取会话类型，目前只支持群聊
//webim.SESSION_TYPE.GROUP-群聊，
//webim.SESSION_TYPE.C2C-私聊，
sessType = msg.getSession().type();
//获取消息子类型
//会话类型为群聊时，子类型为：webim.GROUP_MSG_SUB_TYPE
//会话类型为私聊时，子类型为：webim.C2C_MSG_SUB_TYPE
subType = msg.getSubType();

isSelfSend = msg.getIsSend();//消息是否为自己发的

switch (subType) {

case webim.GROUP_MSG_SUB_TYPE.COMMON://群普通消息
contentSpan.innerHTML = convertMsgtoHtml(msg);
break;
case webim.GROUP_MSG_SUB_TYPE.REDPACKET://群红包消息
contentSpan.innerHTML = "[群红包消息]" + convertMsgtoHtml(msg);
break;
case webim.GROUP_MSG_SUB_TYPE.LOVEMSG://群点赞消息
//业务自己可以增加逻辑，比如展示点赞动画效果
contentSpan.innerHTML = "[群点赞消息]" + convertMsgtoHtml(msg);
//展示点赞动画
showLoveMsgAnimation();
break;
case webim.GROUP_MSG_SUB_TYPE.TIP://群提示消息
contentSpan.innerHTML = "[群提示消息]" + convertMsgtoHtml(msg);
break;
}
textDiv.appendChild(nickNameSpan);
textDiv.appendChild(content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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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Div.appendChild(textDiv);
li.appendChild(paneDiv);
ul.appendChild(li);
}

解析群消息（普通，点赞，提示，红包）
示例：

//把消息转换成Html
function convertMsgtoHtml(msg) {
var html = "", elems,elem, type, content;
elems=msg.getElems();//获取消息包含的元素数组
for (var i in elems) {
elem = elems[i];
type = elem.getType();//获取元素类型
content = elem.getContent();//获取元素对象
switch (type) {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TEXT:
html += convertText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FACE:
html += convertFace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IMAGE:
html += convertImage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SOUND:
html += convertSound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FILE:
html += convertFileMsgToHtml(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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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LOCATION://暂不支持地理位置
//html += convertLocation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CUSTOM:
html += convertCustomMsgToHtml(content);
break;
case webim.MSG_ELEMENT_TYPE.GROUP_TIP:
html += convertGroupTipMsgToHtml(content);
break;
default:
webim.Log.error('未知消息元素类型: elemType=' + type);
break;
}
}
return html;
}

解析文本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文本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TextMsgToHtml(content) {
return content.getText();
}

解析表情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表情消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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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convertFaceMsgToHtml(content) {
var index = content.getIndex();
var data = content.getData();
var url=null;
var emotion=webim.Emotions[index];
if(emotion && emotion[1]){
url=emotion[1];
}
if (url) {
return "<img src='" + url + "'/>";
} else {
return data;
}
}

解析图片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图片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ImageMsgToHtml(content) {
var smallImage = content.getImage(webim.IMAGE_TYPE.SMALL);//小图
var bigImage = content.getImage(webim.IMAGE_TYPE.LARGE);//大图
var oriImage = content.getImage(webim.IMAGE_TYPE.ORIGIN);//原图
if (!bigImage) {
bigImage = smallImage;
}
if (!oriImage) {
oriImage = smallImage;
}
return "<img src='" + smallImage.getUrl() + "#" + bigImage.getUrl() + "#" + oriImage.getUrl() + "'
style='CURSOR: hand' id='" + content.getImageId() + "' bigImgUrl='" + bigImage.getUrl() + "'
onclick='imageClick(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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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语音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语音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SoundMsgToHtml(content) {
var second=content.getSecond();//获取语音时长
var downUrl=content.getDownUrl();
if (webim.BROWSER_INFO.type == 'ie' && parseInt(webim.BROWSER_INFO.ver) <= 8) {
return '[这是一条语音消息]demo暂不支持ie8(含)以下浏览器播放语音,语音URL:' + downUrl;
}
return '<audio src="' + downUrl + '" controls="controls" onplay="onChangePlayAudio(this)"
preload="none"></audio>';
}

解析文件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文件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FileMsgToHtml(content) {
var fileSize = Math.round(content.getSize() / 1024);
return '<a href="' + content.getDownUrl() + '" title="点击下载文件" ><i class="glyphicon glyphiconfile">&nbsp;' + content.getName() + '(' + fileSize + 'KB)</i></a>';
}

解析位置消息元素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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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位置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LocationMsgToHtml(content) {
return '经度='+content.getLongitude()+',纬度='+content.getLatitude()+',描述='+content.getDesc();
}

解析自定义消息元素
示例：

//解析自定义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CustomMsgToHtml(content) {
var data = content.getData();
var desc = content.getDesc();
var ext = content.getExt();
return "data=" + data + ", desc=" + desc + ", ext=" + ext;
}

解析群提示消息元素
当有用户被邀请加入群组，或者有用户被移出群组时，群内会产生有提示消息，调用方可以根据需要展示给群
组用户，或者忽略。

示例：

//解析群提示消息元素
function convertGroupTipMsgToHtml(content) {
var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10;
var text ="";
var maxIndex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1;
var opType,opUserId,userIdList;
opType=content.getOpType();//群提示消息类型（操作类型）
opUserId=content.getOpUserId();//操作人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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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opType) {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JOIN://加入群
userIdList=content.getUserIdList();
//text += opUserId + "邀请了";
for (var m in userIdList) {
text += userIdList[m] + ",";
if (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加入该群";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QUIT://退出群
text += opUserId + "主动退出该群";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KICK://踢出群
text += opUserId + "将";
userIdList=content.getUserIdList();
for (var m in userIdList) {
text += userIdList[m] + ",";
if (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踢出该群";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SET_ADMIN://设置管理员
text += opUserId + "将";
userIdList=content.getUserIdList();
for (var m in userIdList) {
text += userIdList[m] + ",";
if (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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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 "等" + 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设为管理员";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CANCEL_ADMIN://取消管理员
text += opUserId + "取消";
userIdList=content.getUserIdList();
for (var m in userIdList) {
text += userIdList[m] + ",";
if (userId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userIdList.length + "人";
break;
}
}
text += "的管理员资格";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MODIFY_GROUP_INFO://群资料变更
text += opUserId + "修改了群资料：";
var groupInfoList=content.getGroupInfoList();
var type,value;
for (var m in groupInfoList) {
type = groupInfoList[m].getType();
value = groupInfoList[m].getValue();
switch (type) {
case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FACE_URL:
text += "群头像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NAME:
text += "群名称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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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 "群主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NOTIFICATION:
text += "群公告为" + value + "; ";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MODIFY_GROUP_INFO_TYPE.INTRODUCTION:
text += "群简介为" + value + "; ";
break;
default:
text += "未知信息为:type=" + type + ",value=" + value + "; ";
break;
}
}
break;

case webim.GROUP_TIP_TYPE.MODIFY_MEMBER_INFO://群成员资料变更(禁言时间)
text += opUserId + "修改了群成员资料:";
var memberInfoList=content.getMemberInfoList();
var userId,shutupTime;
for (var m in memberInfoList) {
userId = memberInfoList[m].getUserId();
shutupTime = memberInfoList[m].getShutupTime();
text += userId + ": ";
if (shutupTime != null && shutupTime !== undefined) {
if (shutupTime == 0) {
text += "取消禁言; ";
} else {
text += "禁言" + shutupTime + "秒; ";
}
} else {
text += " shutupTime为空";
}
if (memberInfoList.length > WEB_IM_GROUP_TIP_MAX_USER_COUNT && m == maxIndex) {
text += "等" + memberInfoList.length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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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
}
break;
default:
text += "未知群提示消息类型：type=" + opType;
break;
}
return text;
}

发送群消息（普通）
本节主要介绍sdk 发消息sendMsg api。

函数名：

webim.sendMsg

定义：

webim.sendMsg(msg,cbOk, cbErr)

参数列表：

名称

说明

类型

msg

消息对象

webim.Msg

cbOk

调用接口成功回调函数

Function

cbErr

调用接口失败回调函数

Function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399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发送消息(普通消息)
function onSendMsg() {

if (!loginInfo.identifier) {//未登录
if (accountMode == 1) {//托管模式
//将account_type保存到cookie中,有效期是1天
webim.Tool.setCookie('accountType', loginInfo.accountType, 3600 * 24);
//调用tls登录服务
tlsLogin();
} else {//独立模式
//to do
}
return;
}

if (!selToID) {
alert("您还没有进入房间，暂不能聊天");
$("#send_msg_text").val('');
return;
}
//获取消息内容
var msgtosend = $("#send_msg_text").val();
var msgLen = webim.Tool.getStrBytes(msgtosend);

if (msgtosend.length < 1) {
alert("发送的消息不能为空!");
return;
}

var maxLen, errInfo;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GROUP) {
maxLen = webim.MSG_MAX_LENGTH.GROUP;
errInfo = "消息长度超出限制(最多" + Math.round(maxLen / 3) + "汉字)";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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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Len = webim.MSG_MAX_LENGTH.C2C;
errInfo = "消息长度超出限制(最多" + Math.round(maxLen / 3) + "汉字)";
}
if (msgLen > maxLen) {
alert(errInfo);
return;
}

if (!selSess) {
selSess = new webim.Session(selType, selToID, selToID, selSessHeadUrl, Math.round(new Date
().getTime() / 1000));
}
var isSend = true;//是否为自己发送
var seq = -1;//消息序列，-1表示sdk自动生成，用于去重
var random = Math.round(Math.random() * 4294967296);//消息随机数，用于去重
var msgTime = Math.round(new Date().getTime() / 1000);//消息时间戳
var subType;//消息子类型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GROUP) {
//群消息子类型如下：
//webim.GROUP_MSG_SUB_TYPE.COMMON-普通消息,
//webim.GROUP_MSG_SUB_TYPE.LOVEMSG-点赞消息，优先级最低
//webim.GROUP_MSG_SUB_TYPE.TIP-提示消息(不支持发送，用于区分群消息子类型)，
//webim.GROUP_MSG_SUB_TYPE.REDPACKET-红包消息，优先级最高
subType = webim.GROUP_MSG_SUB_TYPE.COMMON;

} else {
//C2C消息子类型如下：
//webim.C2C_MSG_SUB_TYPE.COMMON-普通消息,
subType = webim.C2C_MSG_SUB_TYPE.COMMON;
}
var msg = new webim.Msg(selSess, isSend, seq, random, msgTime, loginInfo.identifier, subType,
loginInfo.identifierNick);
//解析文本和表情
var expr = /\[[^[\]]{1,3}\]/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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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emotions = msgtosend.match(expr);
var text_obj, face_obj, tmsg, emotionIndex, emotion, restMsgIndex;
if (!emotions || emotions.length < 1) {
text_obj = new webim.Msg.Elem.Text(msgtosend);
msg.addText(text_obj);
} else {//有表情

for (var i = 0; i < emotions.length; i++) {
tmsg = msgtosend.substring(0, msgtosend.indexOf(emotions[i]));
if (tmsg) {
text_obj = new webim.Msg.Elem.Text(tmsg);
msg.addText(text_obj);
}
emotionIndex = webim.EmotionDataIndexs[emotions[i]];
emotion = webim.Emotions[emotionIndex];
if (emotion) {
face_obj = new webim.Msg.Elem.Face(emotionIndex, emotions[i]);
msg.addFace(face_obj);
} else {
text_obj = new webim.Msg.Elem.Text(emotions[i]);
msg.addText(text_obj);
}
restMsgIndex = msgtosend.indexOf(emotions[i]) + emotions[i].length;
msgtosend = msgtosend.substring(restMsgIndex);
}
if (msgtosend) {
text_obj = new webim.Msg.Elem.Text(msgtosend);
msg.addText(text_obj);
}
}
webim.sendMsg(msg, function (resp) {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C2C)
{//私聊时，在聊天窗口手动添加一条发的消息，群聊时，长轮询接口会返回自己发的消息
showMsg(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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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im.Log.info("发消息成功");
$("#send_msg_text").val('');

hideDiscussForm();//隐藏评论表单
showDiscussTool();//显示评论工具栏
hideDiscussEmotion();//隐藏表情
}, function (err) {
webim.Log.error("发消息失败:" + err.ErrorInfo);
alert("发消息失败:" + err.ErrorInfo);
});
}

发送群消息（点赞）
示例：

//发送消息(群点赞消息)
function sendGroupLoveMsg() {

if (!loginInfo.identifier) {//未登录
if (accountMode == 1) {//托管模式
//将account_type保存到cookie中,有效期是1天
webim.Tool.setCookie('accountType', loginInfo.accountType, 3600 * 24);
//调用tls登录服务
tlsLogin();
} else {//独立模式
//to do
}
return;
}

if (!selT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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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您还没有进入房间，暂不能点赞");
return;
}

if (!selSess) {
selSess = new webim.Session(selType, selToID, selToID, selSessHeadUrl, Math.round(new Date
().getTime() / 1000));
}
var isSend = true;//是否为自己发送
var seq = -1;//消息序列，-1表示sdk自动生成，用于去重
var random = Math.round(Math.random() * 4294967296);//消息随机数，用于去重
var msgTime = Math.round(new Date().getTime() / 1000);//消息时间戳
//群消息子类型如下：
//webim.GROUP_MSG_SUB_TYPE.COMMON-普通消息,
//webim.GROUP_MSG_SUB_TYPE.LOVEMSG-点赞消息，优先级最低
//webim.GROUP_MSG_SUB_TYPE.TIP-提示消息(不支持发送，用于区分群消息子类型)，
//webim.GROUP_MSG_SUB_TYPE.REDPACKET-红包消息，优先级最高
var subType = webim.GROUP_MSG_SUB_TYPE.LOVEMSG;

var msg = new webim.Msg(selSess, isSend, seq, random, msgTime, loginInfo.identifier, subType,
loginInfo.identifierNick);
var msgtosend = 'love_msg';
var text_obj = new webim.Msg.Elem.Text(msgtosend);
msg.addText(text_obj);

webim.sendMsg(msg, function (resp) {
if (selType == webim.SESSION_TYPE.C2C)
{//私聊时，在聊天窗口手动添加一条发的消息，群聊时，长轮询接口会返回自己发的消息
showMsg(msg);
}
webim.Log.info("点赞成功");
//展示点赞动画
showLoveMsgAnimation();
}, function (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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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m.Log.error("发送点赞消息失败:" + err.ErrorInfo);
alert("发送点赞消息失败:" + err.ErrorInfo);
});
}

发送群消息（红包）
红包消息的下发优先级最高，保证不丢消息。

示例：
同发送群消息（点赞）示例，只需把subType设成webim.GROUP_MSG_SUB_TYPE.REDPACKET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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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系统消息（web直播聊天室）
5 群系统消息
当有用户申请加群等事件发生时，管理员会收到邀请加群系统消息，相应的消息会通过群系统消息展示给用户
。
目前支持自动拉取群系统消息。

5.1 监听群系统消息
定义监听群系统消息示例：

//监听（多终端同步）群系统消息事件
var groupSystemNotifys = {
"1": onApplyJoinGroupRequestNotify, //申请加群请求（只有管理员会收到，不支持）
"2": onApplyJoinGroupAcceptNotify, //申请加群被同意（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不支持）
"3": onApplyJoinGroupRefuseNotify, //申请加群被拒绝（只有申请人能够收到，不支持）
"4": onKickedGroupNotify, //被管理员踢出群(只有被踢者接收到，不支持)
"5": onDestoryGroupNotify, //群被解散(全员接收，支持)
"6": onCreateGroupNotify, //创建群(创建者接收，不支持)
"7": onInvitedJoinGroupNotify, //邀请加群(被邀请者接收，不支持)
"8": onQuitGroupNotify, //主动退群(主动退出者接收，不支持)
"9": onSetedGroupAdminNotify, //设置管理员(被设置者接收，不支持)
"10": onCanceledGroupAdminNotify, //取消管理员(被取消者接收，不支持)
"11": onRevokeGroupNotify, //群已被回收(全员接收，支持)
"255": onCustomGroupNotify//用户自定义通知(默认全员接收，支持)
};

显示群系统消息示例：

//显示一条群组系统消息
function showGroupSystemMsg(type, typeCh, group_id, group_name, msg_content, msg_time) {
var sysMsgStr="收到一条群系统消息: type="+type+", typeCh="+typeCh+",群ID="+group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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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名称="+group_name+", 内容="+msg_content+", 时间="+webim.Tool.formatTimeStamp(msg_time);
webim.Log.warn(sysMsgStr);
alert(sysMsgStr);
}

5.2 监听【群被解散】消息
触发时机：当群被解散时，全员会收到解散群消息。

全员接收消息，支持。

示例：

//监听 解散群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DestoryGroupNotify(notify) {
webim.Log.warn("执行 解散群 回调："+JSON.stringify(notify));
var reportTypeCh = "[群被解散]";
var content = "群主" + notify.Operator_Account + "已解散该群";
show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5.3 监听【群被回收】消息
触发时机：当有用户申请加群时，群管理员会收到申请加群消息，管理员决定是否同意对方加群。

全员接收消息，支持。

示例：

//监听 群被回收 系统消息
function onRevokeGroupNotify(notify)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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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im.Log.warn("执行 群被回收 回调："+JSON.stringify(notify));
var reportTypeCh = "[群被回收]";
var content = "该群已被回收";
show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5.4 监听【自定义群通知】消息
触发时机：当app管理员通过控制台发出自定义的系统消息时，全员可收到该消息。

全员接收消息，支持。

示例：

//监听 用户自定义 群系统消息
function onCustomGroupNotify(notify) {
webim.Log.warn("执行 用户自定义系统消息 回调："+JSON.stringify(notify));
var reportTypeCh = "[用户自定义系统消息]";
var content = notify.UserDefinedField;//群自定义消息数据
showGroupSystemMsg(notify.ReportType, reportTypeCh, notify.GroupId, notify.GroupName,
content, notify.MsgTim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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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web直播聊天室）
6 登出
6.1 Sdk登出
本节主要介绍sdk 登出logout api。

函数名：

webim.logout

定义：

webim.logout(cbOk, cbErr)

参数列表：

名称

说明

类型

cbOk

调用接口成功回调函数

Function

cbErr

调用接口失败回调函数

Function

示例：

//登出
function logout() {
//登出
webim.logout(
function (resp) {
webim.Log.info('登出成功');
loginInfo.identifier = null;
loginInfo.userSig = null;
$("#video_sms_list").find("li").remov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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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indexUrl = window.location.href;
var pos = indexUrl.indexOf('?');
if (pos >= 0) {
indexUrl = indexUrl.substring(0, pos);
}
window.location.href = indexUrl;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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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通信SDK更新日志
windows--ImSDK 2.5.7 2018-3-13

1. 修改了登录模块，提高了通讯的安全性
2. 优化了弱网络下发消息的能力
3. 修复了打印日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crash 问题

IOS--ImSDK 2.6.0 2018-3-13

1. 提供删除漫游消息的接口
2. 提供序列化、反序列化消息对象的接口
3. 修复部分历史问题

IOS--ImSDK 3.2.0 2018-3-13

1、修复 getUserProfile 包含好友自定义字段时报错的问题
2、优化群组未读计数跟新策略
3、优化消息本地存储逻辑策略
4、修复部分 Crash 问题

Android--ImSDK 3.2.0 2018-3-13

1. 修复发送 ugc 小视频可能失败的问题
2. 修复在断网情况下发送消息没有回调的问题
3. 修复全员禁言不生效问题
4. 优化消息本地存储逻辑策略
5. 修复部分 Crash 问题

Android--ImSDK 2.6.0 2018-3-13

1. 提供删除漫游消息的接口
2. 提供序列化、反序列化消息对象的接口
3. 修复部分历史问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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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SDK3.1.2 2017-12-12

1. 安卓端网络超时问题优化
2. 安卓端语音下载异常问题修复
3. 安卓端若干c rash 问题修复

IM SDK2.5.7 2017-11-08

1. 修复了 SDK 在 App 进程被杀时出现 Crash 的问题
2. 修复重复推送离线消息的问题
3. 修复同时调用 initStorage 和 login 接口，可能出现内部帐号为空的问题
4. 优化网络探测策略
5. 修复获取好友列表异常问题
6. 修复其他一些 Crash 问题

IM SDK3.1.1 2017-8-16

1. 完善 LOG 定时清除机制
2. 修复 iOS QALSDK 在初始化时卡死的问题
3. 添加群组全员禁言功能
4. 修复 iOS 多用户登录失败的问题
5. 修复 Android 没有登录的时候获取群组列表导致 crash 的问题

IM SDK2.5.6 2017-7-14

1. 修复登陆登出期间可能的 crash 问题
2. 修复推流录制中可能的 crash 问题

IM SDK3.1.0 2017-7-3

1. 新增 IMUGCExt.framework 和 TXRTMPSDK.framework，提供小视频录制和上传功能
2. 新增消息撤回功能

IM SDK2.5.5 2017-6-6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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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化内部回包逻辑，减少耗时
2. LOG 时间精度精确到毫秒
3. 修复了部分 Crash 和消息同步的问题

IM SDKV3 3.0.2 2017-5-22

1. 修复 AVChatRoom 可能无法接收到群消息的问题
2. 接口调整
i. 废弃TIMFileElem, TIMSoundElem中的setData接口
ii. 修正TIMManagerExt中的接口拼写： getConversionList => getConversationList

IM SDKV3 3.0.1 2017-5-15

1. 修复部分 so 库无法兼容 Android 5.0 以下机器的问题

IM SDKV3 3.0 2017-5-8

1. 将 ImSDK 和 IMCore 重新组合为 ImSDK、IMMessageExt、IMGroupExt 和 IMFriendExt
2. 优化 ImSDK 初始化方法为 initSdk： 和 setUserConfig
3. 整理 ImSD K中接口命名和 Protocol 回调方法命名，统一小写字母开头
4. ImSDK 功能：基本的登录、收发消息、资料和群组功能
5. IMMessageExt 功能：全量消息功能，包括拉取消息、本地存储、未读计数等
6. IMGroupExt 功能：全量群组功能，包括所有群组类型管理、群成员管理等
7. IMFriendExt 功能：全量资料关系链功能，包括好友列表、黑名单等

IM SDK2.5.4 2017-4-28

1. 修复 IMSDK 中定时器机制的 BUG

IM SDK2.5.3 2017-4-17

iOS:

1. sendOnlineMessage 接口支持群组类型消息，消息不存本地、不存离线、不计入未读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13页

共1.421页

客户端集成产品文档

2. 提供 findMessages 方法，提供按消息 ID 获取本地消息
3. TIMIOSOfflinePushConfig 提供设置 APNs 推送静音选项
4. 修复高频接收消息时，内存上涨问题

Android:

1. 增加查找消息接口（详情请查看 TIMConversation 下的findMessages）
2. sendOnlineMessage 接口支持群组类型消息，消息不存本地、不存离线、不计入未读
3. APNS 推送新增接收端不播放提示音且不振动的配置选项（参见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
SSettings.NO_SOUND_NO_VIBRATION）
4. 网络优化，增强 SDK 对弱网络场景的抗性

windows:

1. 修复了可能导致 crash 的问题

接口变更：

1.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AndroidSettings 及
TIMMessageOfflinePushSettings.IOSSettings 构造方式变更。
详情请参见官网文档（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9/3899）

IM Android SDK2.5.2 2017-3-1

1. 修复偶现发包返回超时的问题（返回码6205）

IM SDK2.5.1 2017-2-16

1. 限制 LOG 文件大小为 50M 以内
2. 修复登出后切后台，用户状态返回在线的 BUG
3. iOS 更新下载语音、文件的策略，同时支持 HTTP 和 HTTPS 下载
4. 修复未登录用户时，发送消息失败后状态不匹配的BUG

IM Web SDK1.7 2016-12-2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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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多实例互踢
2. 同时支持多实例同时在线
3. 支持群已读消息同步
4. 支持 C2C 已读消息同步
5. 优化 Demo 目录结构和代码
6. 新增最近联系人列表

IM SDK2.5 2016-12-16

1. 优化了 TIMOfflinePushInfo 对象结构
2. 修复 iOS9.1 下载语音、文件失败的问题
3. 优化了网络操作
4. 修复了部分 bug

IM SDK2.4.1 2016-11-24

1. 修复 TIMGroupAssistant 在进入 AVChatRoom 后异常拉取群组资料的bug
2. 修复禁用控制台打印失效的 bug
3. Android 端修复初始化后登录前登出导致各种监听器失效问题

IM SDK2.4 2016-11-09

1. 全面兼容 ATS 模式
2. 消息转发功能：提供 copyFrom 接口，可以跳过下载步骤，直接拷贝图片、文件等消息后直接转发
3. 支持 AVChatRoom 群组动态更新群成员数：TIMGroupEventListener接口返回当前群成员数目
4. AVChatRoom 支持消息过滤自定义
5. TIMOfflinePushInfo 属性支持小米华为推送相关设置
6. 优化拉取群组漫游消息流程
7. 优化语音、文件、微视频上传下载流程
8. 支持设置拉取最近联系人列表时禁止抛出 onNewMessage

IM SDK2.3 2016-9-13

1. 支持同一 appid 多应用消息推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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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droid 版本增加 google 推送支持（FCM实现）
3. Android 版本增加带回调的 setOfflinePushToken 接口
4. 消息删除逻辑优化，拉取消息时，自动过滤状态为DELETED的消息
5. iOS 版本将数据库文件从 Library/Caches/ 子目录搬迁到 Document/ 子目录，避免被系统清除
6. iOS 版本可以添加和删除多个 TIMMessageListener
7. iOS 版本对常驻线程进行统一命名
8. 获取会话列表接口，自动过滤消息数为0的会话

IM Web SDK1.6 2016-8-15

1. WEB 广播消息需求
2. 新增好友系统通知
3. 新增资料系统通知

IM SDK2.2 2016-8-10

1. 支持会话草稿功能
2. 支持会话标记是否存储消息，提升消息处理灵活性
3. 漫游消息支持从旧到新遍历消息，适用消息记录场景
4. 消息增加推送的 ext 和声音，可对某些消息设置推送信息
5. Android 增加 stopQALService 接口，可以在退出应用的时候关掉QALService
6. 支持网络状态监控，增加网络问题错误码

IM SDK2.1 2016-7-15

1. 支持小米、华为手机消息推送功能
2. 支持已读回执功能，客户可根据产品需求决定是否需要已读回执
3. 支持正在输入状态提醒，客户可根据产品需求决定是否需要提醒正在输入
4. 资料关系链增加性别、生日、地址、语言等标准字段
5. 进出群通知带群内人数，提供接口易用性
6. 修复 SDK 和 Demo 的部分 bug

IM Web SDK1.5 2016-7-1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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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并直播聊天室SDK能力
2. 修复了 IE8 、9 上传图片问题
3. 进群和退群提示消息新增群成员数字段
4. 修复 SDK 和 Demo 的部分 bug

IM SDK2.0 2016-6-16

1. 多终端已读同步，可以做到多终端在线时未读计数的同步
2. APP 迁移时支持历史消息导入，保证平滑迁移
3. 群消息属性增加消息提醒状态，以提升易用性
4. 支持消息优先级灵活设置
5. 推送通过属性和标签过滤

IM Web SDK1.4 2016-6-7

1. 支持拉取好友历史消息
2. 支持发送红包、点赞消息
3. 创建群接口支持自定义群ID和直播聊天室
4. 优化 SDK API 接口，合并登录和初始化接口
5. 优化 Demo 目录结构和代码

IM SDK1.9.3 2016-5-31

1. 修正 winsdk 进程退出的资源析构死锁问题

IM SDK1.9.2 2016-5-27

1. 增加票据过期回调
2. 支持 IPv6（IOS）

IM SDK1.9 2016-5-4

1. 支持超过1万人大群（不限制群内人数，适用直播场景）
2. 重构 IM Demo，体验优化，易用性更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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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优先级发送消息
4. 增加群资料与关系链的存储和缓存
5. 增加群资料与关系链的同步获取接口和变更回调
6. 支持获取好友资料（包括备注、分组）
7. 支持设置群资料与关系链默认拉取字段
8. 支持禁用拉取最近联系人
9. 会话列表增加同步获取最后一条消息
10. 指定拉取某些群成员的群资料（如群名片等）
11. 语音消息和文件消息支持传入文件路径（可支持消息重发）
12. 适配 6.0 动态权限问题

IM SDK1.8.1 2016-4-13

1. Android 优化自启动流程（需要修改配置，请参考 ReadMe.txt 进行配置）
2. 增加单聊发在线消息接口（只有对方在线能收到，离线情况下不存储消息）
3. 增加多发消息接口
4. Android 性能优化

IM SDK1.8 2016-3-23

1. Android离线推送
2. 增加检测是否好友接口
3. 增加关系链自定义字段接口
4. 增加消息自定义本地存储（可以标识语音是否已读等状态）
5. 图片压缩接口，满足了脱离通信场景下的图片压缩需求
6. 自定义消息 sound 字段，指定 apns 声音
7. 在线状态变更等回调接口完善

IM SDK1.7 2016-1-25

1. 支持群内发言频率限制；
2. 支持群转让；
3. 支持群消息通知强度可定制；
4. CS 通道建设，可帮助客户省去APP与后台服务器长连接，达到省电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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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息和最近联系人漫游开关/存储时长/多终端同时在线开关等配置项添加，提高运营效率；
6. 下行消息带群成员昵称、名片，帮助客户完善用户体验，优化易用性；
7. SDK 精简，有效帮助客户控制安装包大小；

IM SDK1.6 2015-12-25

1. 支持微视频消息类型，满足更多视频消息和社交需求
2. 支持群成员列表规则排序，满足群排序需求
3. 支持关系链好友分组能力，满足用户分组需求
4. 群名称/公告/简介敏感词过滤，资料更安全
5. 支持群成员名片，帮助用户识别群成员
6. 支持消息提醒开关，用户可自由选择开关单聊群聊消息提醒

IM_SDK1.5 2015-11-16

1. 支持消息记录异步下载
2. 支持 Server 端删除群消息
3. 支持通过用户昵称检索用户
4. 支持通过群名称检索群
5. 支持事件回调控制台自助配置
6. 支持管理员账号对应用户凭证下载
7. 部分 demo 和技术逻辑优化

IM_SDK1.4 2015-10-16

1. 多终端同时登录
2. 不可接收拉黑用户消息
3. 好友推荐删除
4. APNS 推送昵称
5. 群名称敏感词过滤
6. 群公告敏感词过滤
7. Demo 支持游客模式和第三方账号登录

IM_SDK1.3 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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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游客登录模式，无需用户名密码即可登录
2. 支持消息漫游（默认保存7天消息）
3. 支持最近联系人漫游和删除
4. 支持通过回调做消息实时同步
5. 支持好友推荐，客户定义推荐逻辑后即可实现好友推荐
6. 支持选择原图或缩略图发送消息，帮助提升用户体验
7. 支持 PUSH 通知消息（Android 仅在线用户可触达）
8. 支持平滑迁移方案，客户迁移，来去自如
9. 支持本地消息删除，帮助用户保护隐私

IM_SDK1.2 2015-08-18

1. 支持 Web 平台的 C2C 单聊
2. 群成员上限扩大到1万
3. 消息广告和敏感词过滤
4. 提供消息 ID 的 api，可精确定位到消息
5. 用户资料增加好友备注
6. 支持离线状态查看本地消息

IM_SDK1.12 015-07-13

1. 支持 WindowsC++ 平台
2. 支持公有群/聊天室群类型
3. 支持增加群简介和群公告，增加禁言、消息屏蔽、群身份设置
4. 用户资料和关系链操作接口（昵称/加好友/黑名单设置等）
5. 支持文件类型消息
6. 图片类型消息优化：图片质量分为原图/缩略图/大图，上传下载接口变更，传递图片路径
7. 日志回调接口增加日志级别
8. 增加同一帐号重复登录，另一方强制下线逻辑
9. 增加 crash 自动上报功能
10. 新增支持托管模式下的自有账号和第三方账号集成
11. 新增短信验证注册登录模式
12. 新增支持下载腾讯生成的公私钥做票据验证
13. 新增用户和群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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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_SDK1.0 2015-05-11

1. 支持 Android/iOS 平台
2. 支持自有/第三张帐号登录集成
3. 支持单聊、群聊（讨论组）的会话类型
4. 支持文本、表情、图片、语音、地理位置、自定义消息的消息类型
5. APNs离线推送（上报 Token，前台后切换事件上报）
6. 消息本地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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