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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度即时通” 产品介绍

本地私有化部署、开箱即用、安全可靠的企业级即时通讯解决方案

iOS / Android客户端Windows客户端 Mac客户端



“有度即时通”的产品特点

私有化部署

私有化部署方案，可根
据客户需要部署在
Windows或Linux平台

优秀的用户体验

优秀的用户体验，各平
台均为原生方式开发

良好的开放性

丰富的集成开发接口，支
持和业务系统自由对接

全平台覆盖

客户端全平台覆盖：
Windows、Mac、iOS、
Android

自主知识产权

有度即时通（软著登字
第1279477号），拥有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

统一工作门户

搭建统一的工作门户，
规范员工的使用习惯

即时通讯技术专家

原腾讯技术专家带领团
队开发，品质经得住市
场考验

大组织架构支持

为大型组织架构进行设
计优化（10万帐号+百
万日消息处理能力）



为大型组织架构进行设计优化

服务器部署支持平台

Linux Windows

为超过10万人的
大型组织架构设计

10万

组织架构

大型组织架构
单日超过百万条消息

的处理能力

100万

单日消息

单日消息处理

支持分布式部署

比如文件服务、数据库服务
可分开部署

支持平行扩展

可通过简单增加硬件来
提升系统容量



“有度即时通” 的方案优势（1）

本地部署支持高可用方案

• 支持负载均衡和分布式的部署方案

• 支持Linux平台（含国产服务器操作系统）部署

信息安全保障

• 支持配合客户通过安全等级保护认证

• 全方位安全设计（登录、信息传输、存储的加密机制）

优秀的技术架构和用户体验

• 先进的微服务模式，不丢消息的技

术架构设计

•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采用双通道通

信机制，兼顾了安全和性能双方面

• 基于Go语言协程技术的高并发处

理能力

• 借鉴了优秀即时通讯产品的功能特

性，不输于QQ、微信级别的用户

体验



“有度即时通” 的方案优势（2）

开放的API接口（集成内部业务系统）

• 组织架构接口、群接口

• 消息推送接口

• 单点登录接口

广州长隆集团 福建农信社 中国建筑西北研究院 广东省财政厅

支持与RTX腾讯通互联互通

基于RTX的SDK接口实现与RTX的互联互

通，包括：

• 支持自动同步RTX的组织架构

• 支持与RTX消息互通（单人、讨论组

和群消息）

• 支持接收已经和RTX集成的系统消息

推送（如OA、ERP等系统）

• 支持接收RTX的部门和全员广播消息

• 手机客户端可以作为RTX手机端使用

产品经过大量客户检验（上千家企业）

• 政府机关、银行机构、研究院、大专院校等



产品能力



企业通讯录和统一工作门户

企业通讯录 统一工作门户



动态实时的企业通讯录

管理后台基于浏览器，支持分级管理 员工属性自定义

沟通交流基于统一管理的组织架构，找人可以通过部门快速锁定，找人省时省力。



讨论组和群功能

可基于不同的工作主题和目的创建讨论组和群

客户端支持

· 修改群名称

· 邀请成员

· 移除成员

· 退出群组

· 转让群主

· 解散群组

* 和微信、QQ相比，员工离职后不用担心群和讨论组会产生信息泄漏，管理员禁止或者删除帐号即可。



工作门户：集成内部已有的业务系统

在管理后台的工作门户内创建“待办事项”的企业应用

通过“消息推送接口”将待办事项推送到桌面和手机

员工收到消息后，点击通过“单点登录”的方式查看处理

1

2

3

丰富的集成开发接口，支持和业务系统自由对接

针对RTX用户：有度即时通的客户端支持接收已集成到RTX的业
务系统（如：泛微、致远、蓝凌等系统）通知。

以集成OA办公系统的“待办事项”为例，集成步骤如下：



工作门户：统一管理内部业务系统的访问入口

通过应用门户模板，为不同岗位员工搭建个性化工作门户

普通员工工作面板展示管理员根据不同岗位设定工作门户内容



工作门户：搭建服务公众号

企业公众号管理后台 手机客户端



良好的用户体验

客户端均采用原生技术开发（涵盖C++、Java、Objective C、Go等语言）

iOS / Android客户端Windows客户端 Mac客户端



不同设备登录时消息自动漫游



支持客户端定制

标准定制功能包含：名称、图标、启动图、服务器地址等信息



部署方案示意图

负载均衡服务

主服务 从服务

内网用户

私有服务器环境

入口

TCP端口：
7006、7080、7443

苹果手机推送服务出口

主数据库 从数据库 文件服务 H5应用服务

端口：2195、2196

安卓手机推送服务
华为、小米、魅族

端口：80、443

外网用户



功能展示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工作签名、上线提醒

上线提醒工作签名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合并聊天窗口、会话置顶

聊天窗口合并显示 会话置顶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群和讨论组内的公告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消息撤回、回执消息

消息撤回 回执消息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消息提醒

可以通过@消息提醒负责人关注，以便及时获得回复和处理。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陌生来电识别

陌生来电支持通过组织架构自动匹配，可直接显示同事姓名和部门信息

iOS Android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消息合并转发、投票

消息合并转发 投票功能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点对点高速传文件、远程协助

支持直接传输文件夹
高速点对点（ P2P ）传文件，最高可到90M/秒

远程协助功能
方便管理员远程定位问题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基于网络的音视频会议

支持最多7路音视频会议功能，方便异地办公同事协助交流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网盘、群空间

网盘 群空间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移动设备打卡功能

手机打卡



工作场景下的实用功能：工作汇报



管理功能：LDAP同步

支持同步LDAP组织架构和员工信息



管理功能：通讯录管理



管理功能：成员信息支持添加自定义字段

管理员可以给员工添加自定义字段，充分满足不同目的下的管理需求和工作场景需要



管理功能：分级管理

可以授权分级管理员去及时更新子部门的人员信息，确保人员流动后的信息准确及时



管理功能：通讯录可见性设置

支持在管理后台设置通讯录访问规则，充分保障企业通讯录的信息安全

客户端

· 被限制成员无法查看外部门

管理后台

· 设置成员查看组织架构的权限

可正常查看组织架构的成员 被限制成员无法查看外部门



管理功能：关键人员的信息保密设置

支持对部分关键人员的手机号码、座机、邮箱等信息进行保密设置



管理功能：移动设备的远程数据抹除



管理功能：讨论组权限设置

讨论组可以设定人数上限，客户端可自由建立讨论组进行工作讨论

客户端

支持修改讨论组名称，可以按照项目
和讨论主题为讨论组起名

管理后台

可以控制讨论组人数上限，其中白名
单员工可以创建无人员上限的讨论组。



管理功能：固定群管理

固定群由管理员在后台创建和维护，指定群管理员之后，也可以由管理员在客户端对自己负责的

群进行管理。

客户端

· 管理员控制群权限

管理后台

· 添加/删除企业群

· 更改企业群名称

· 企业群成员加减与群管理员设置



管理功能：搭建企业集群

连接配置

· 配置中心服务器

· 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集群

集群可见性

· 设置对外共享的组织架构

· 设置查看外部组织架构权限



更多功能请本地部署试用体验

官网地址：https://youdu.im 本地部署的整个部署过程仅需10分钟！

第一步

下载、安装有度即时通的服务器端

第二步

管理后台为员工开通测试帐号

第三步

用有度即时通客户端，输入帐号密码即可使用

https://youdu.im/


技术架构



整体技术架构图

MySQL 
Server/Cluster 数据存储服务

鉴权服务 状态服务 消息队列

帐号
服务

消息会话
存储服务

消息推送
服务

统计
服务

升级
服务

管理
服务

核心服务

API接口网关

DNS
接口

消息收发
接口

组织架构
接口

文件收发
接口

企业应用
访问接口

其他应用
服务接口

API接口服务

LevelDB Redis（可选）

iOS移动端 桌面客户端Android移动端



技术架构详细说明

采用Go语言开发，充分平衡了开发
效率和性能，互联网公司的首选开发
语言之一；

服务解耦，充分享受微服务模式的
扩展能力，业务服务可根据需要进
行平行扩展；

应用集成接口基于HTTP+JSON的方式，
采用了常见的token授权机制和主流加密方
式，平台和语言的选择自由度高；

提供了主流开发语言的SDK：
C++、Java、PHP、Python、
C#、Go；



客户端和服务器的通讯机制

• TCP作为加密（TLS1.2）传输通道，数据协

议基于Protocol Buffer设计，轻业务模式。

主要用于：登录、消息通知、状态变化等场

景。

• HTTPS作为业务传输通道，接口为RESTful风

格，参数采用JSON数据格式。

遵循“简单可靠”的原则设计，采用TCP+HTTP的方式进行通讯

用户A TCP服务

HTTPS消息服务

（1）登录

（2）获取token

（3）发消息接口

用户B

(4)新消息通知

（5）获取消息

常见问题：移动设备的网络连接不稳定，TCP顺序传输的吞吐容量受限等



不丢消息的架构设计：发送策略

设计参考了邮件同步模式：成熟、简单、可靠（微信也是同类设计）

(1)+(2)+(3)属于一个事务，发送消息只有落地才算成功。
中间任何一个点出现问题，都会告诉客户端发送失败



不丢消息的架构设计：同步策略

邮件同步模式收消息

• 主动通知

• 客户端上线同步

• 已读状态设置

• 客户端收取消息失败的重试机制

如何避免发送消息重复

• 发送消息请求包含全局唯一ID

• 服务器通过缓存对比ID过滤重复消息



海量消息存储模型

LevelDB运行14个月，总存储消息量21亿左右，存储大小在365G



数据传输和存储安全

帐号登录授权管理，可及时处理新增和离职等情况；

移动设备支持独立授权体系，挂失后可后台远程抹除数据；

权限支持分级授权，防止越权操作；

管理操作有日志流水，方便事后进行安全审计；

传输链路进行高强度证书进行加密，防止篡改和监听；

接口调用使用TOKEN机制，有效避免密码泄漏；

每个会话均采用唯一随机密钥进行加密，有效防止信息泄漏；

终端数据使用设备相关密钥进行加密，拷贝到其他地方无法打开；

TLS1.2
HTTPS

客户端

服务器

存储服务



灵活的部署方案

服务基于微服务模式，核心服务既可以独立部署，也可以共享服务器资源



二次开发（集成已有业务系统）架构图

应用创建

应用管理

接口加密
参数配置

可见性设置

权限设置

统一接入层

消息推送平台

公文 邮件 合同 其他

权限检查 滤重处理 消息分发

消息ACK 消息解析 持久化

iOS推送通道 小米推送通道

华为推送通道 魅族推送通道



二次开发的应用集成模型

应用集成有三种类型：消息型、主页型和App型



二次开发的流程概述

管理员创建应用，会生成appId和数
据传输时的密钥EncryptKey。

1

应用程序设置好正确的appId和
EncryptKey，然后通过SDK调用接口。2

3
调用接口主要包含：组织架构接口、消
息推送接口、单点登录等接口。

4
回调接口主要包含：短信发送接口、第
三方认证接口等接口。



组织架构同步的示例

人事系统
帐号体系

增加部门

增加人员

移除部门

移除人员

创建群组

更新群组人员

API接口

组织架构



有度和RTX腾讯通互联互通



和RTX互通的技术架构

RTX互通
插件服务

集成
第三方服务

RTX服务器

MSSQL Server/Access

RTX SDK接口

RTX腾讯通

API接口网关

核心服务层

数据缓存

LevelDBMySQL集群

有度即时通

基于RTX的开放接口，有度即时通可以和RTX并行使用，实现消息互联互通



作为RTX手机版使用

RTX的全平台覆盖方案 = RTX桌面客户端 + 有度即时通移动端



作为RTX的桌面新客户端使用

兼容RTX的使用习惯，更具时代感的产品交互设计



大组织架构优化、文件传输助手

超大组织架构（超过10 万人）
的实时刷新，客户端使用流畅不卡顿

电脑客户端和手机之间可以通过
“文件传输助手” 互传消息、图片和文件



RTX用户快速开通体验

第一步

前往官网下载：https://youdu.im/rtx.html

在服务器端安装有度RTX插件并免费开通服务

第二步

下载有度移动客户端，输入企业总机号、帐号、

密码即可快速体验

第三步

即可将有度移动客户端作为RTX手机版使用，

也可以体验使用有度的桌面客户端（ Windows 、Mac）

快速体验仅需三步，5分钟即可设置完成！

https://youdu.im/rtx.html


关于我们



公司简介

珠海信达九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互联网软件公司，专注于企业

即时通讯领域，在为客户提供优

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致力于成

为一家世界一流的互联网软件公

司。

公司位于广东省经济特区珠海市，

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双软认证

企业等资质，在全国各地拥有多

家经销商合作伙伴，主要客户群

体为国内中大型企事业单位。

公司的文化价值观为：勤奋、思

辨、进取、担当。公司秉承“让

客户成功”的经营理念，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过

程中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公司和产品的资质证书

软件产品证明函 软件企业证明函 专利受理通知书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软件协会会员证

软件著作权



谢谢观看 企业级即时通讯解决方案

珠海信达九州科技有限公司

有度即时通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