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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lTalk 总体介绍 

SealTalk App 体验下载码 

 SealTalk 是基于融云即时通讯 SDK（IMKIt）开发的开源即时通讯 App，旨在为有

IM开发需求的开发者提供可参考的开发实践，从而减少应用从开发到上线的时间，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应用自身的业务实现中。IMKit 包含会话列表和会话页面两个UI，

SealTalk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注册登录UI、联系人UI、发现UI和“我”UI等，从而提供了

一套较完整的即时通讯 App DEMO 实例。 

  

  SealTalk 包含的会话场景包

括单聊、群聊、聊天室、讨论组

等；消息类型包括文字、语音、

图片、位置、图文等内置消息类

型和红包、名片等自定义消息类

型；消息功能包括消息已读未读

回执、@ 消息、消息发送状态、

未读消息数等。 



 

注册和登录 

  点击注册登录页面右下角 

“新用户”按钮进行注册 

 注册时，填写昵称和手机 

 号，之后点击发送验证码 

 将发到手机上的短信验 

 码填写完成后点击注册按 

 钮，注册完成。 

 将注册时的手机号和密码 

 填写完成之后点击登录按 

 钮，完成登录。 

注册界面 登录界面 



 

会话列表功能介绍-开始会话、添加联系人和创建群组 

  初始会话列表界面无会 
  话，点击右上角“+” 
  号进行开始会话 

会话初始界面 发起聊天界面 创建群组界面 添加好友界面 

① 

② 

③ 

① ③ ② 

  发起聊天界面中可以选 
  择已经加过好友的联系 
  人进行会话 

  创建群组界面中可以复    
  选联系人，点击确定进
行群组会话 

  添加好友界面中有搜索 
  栏，可以根据好友邮箱 
  或手机号搜索后添加 



 

会话列表功能介绍-未读消息数与发送状态 

 SealTalk 的会话列表中各种

类型的消息在不同的发送状态下

有各自的显示方式，另外未读消

息数的显示方式会根据会话是否

被设置为关闭消息提示而不同。 

 根据单聊、群聊等会话类 

 型区分不同的会话 

 消息发送中的状态显示 

 关闭消息提示的群组，不 

 显示未读消息条数 

 未设置关闭消息提示的群 

 组，显示未读消息条数 

 消息发送失败状态提示 

 会话列表未读消息总数和 

 联系人加好友提示 

 消息发送/接收时间 

 及是否被设置为关闭 

 消息提示图标 

 消息已送达状态提示 

会话列表界面 



 

会话列表功能介绍-会话置顶和会话删除 

  被置顶的会话背景色 

  显示为浅蓝色 

  被选中状态的会话背 

  景显示为浅灰色 

  将会话向左滑动，可 

  显示出“删除”按钮 

  点击“删除”按钮可 

  删除该会话，并且情 

  况该会话中的记录。 

 SealTalk 的会话

置顶设置可通过会话

页面中右上角设置按

钮，进入设置页面进

行置顶设置。 



 

会话列表功能介绍-最后一条消息显示和网络不可用状态提示 

 位置消息显示 

 消息草稿显示 

 图片消息显示 

 语音消息显示 

 表情消息显示 
 文字、语音、图

片、位置、表情等消

息和消息草稿在会话

列表中作为最后一条

消息显示时，显示样

式各有不同。 

  网络不可用状态提示  

  是在网络异常情况下 

  显示在会话列表最上 

  面，网络可用时消失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总体介绍及二人会话功能点 

二人会话（单聊）界面 

 在 SealTalk 的会话界面支持场景包

括二人会话（单聊）、群组会话、聊天室

会话、音视频VoIP等会话场景，支持的消

息类型包括文字、语音、图片、图文、位

置、红包、名片等消息类型。同时也可以

在会话界面中展示各类消息的发送状态、

消息气泡、语音时长、通话时长以及 @消

息、 实时位置共享、消息撤回、图片选择

器等功能。 
  阅读历史消息时， 

  新接收的消息条数 

  显示在右下角 

  进入会话界面时如 

  有未读消息超过1屏 

  幕，则显示新消息 

  条数 

  语音消息显示时长， 

  每条消息都可显示 

  已读未读状态提示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消息状态和加号扩展区 

 消息已读状态提示

显示在已发送消息

的消息气泡左下角 

  加号扩展区域提供了 

  发送图片、拍摄、发   

  送位置消息、文件、 

  语音通话和视频通话 

  的入口。 

  消息已撤回状态提示  

  是指已经发送出去的 

  消息在一定时间内可 

  以进行撤回操作，默 

  认2分钟，开发者可 

  自定义时长。 

   正在输入状态显 

   示在会话界面最 

   上部中间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各类型消息的发送 

位置、图片和图文消息 表情消息 视频（文件）消息 消息发未发送成功提示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图片消息发送和图片选择器 

进入图片选择器 选择图片并可选择 

是否发送原图 

长按图片可以选择 

是否保存图片 

点击选择图片消息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位置消息发送界面 

点击发送位置消息 进入位置选择界面 点击地图区域选点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语音通话 

点击发送语音通话请求 

发起通话 接收方界面 通话中 

选择成员 发起通话 通话中 

 多人通话在群聊界面中，通

过加号扩展区域中的语音通话按

钮发起，通话前进入选择成员界

面，选择完毕点击确定按钮进行

多人语音通话。 

 单人语音通话在二人会话

（单聊）中，通过加号扩展区域

中的语音通话按钮发起。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视频通话 

点击发送视频通话请求 

发起通话 接收方界面 通话中 

发起多人视频 接收方界面 视频通话中 

 多人视频通话在群聊界面中，

通过加号扩展区域中的视频通话

按钮发起，通话前进入选择成员

界面，选择完毕点击确定按钮进

行多人视频通话。 

 单人视频通话在二人会话

（单聊）中，通过加号扩展区域

中的视频通话按钮发起。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实时位置共享 

进入图片选择器 选择图片并可选择 

是否发送原图 

长按图片可以选择 

是否保存图片 

点击选择图片消息 

 SealTalk 已经支持了实时位置共享功能，开发者需要申请

 开通该功能才可在 App 中使用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语音消息 

正在录音界面 取消发送录音界面 语音消息发送和接收状态 

 语音消息未读时

会有红点提示，已发

送的语音消息有已读

状态标识，在发送语

音消息过程中可以通

过各种状态提示具体

操作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群组会话 

群组会话界面 群组@消息 群公告界面 

  群组详情资料页入口 

  群成员头像昵称显示 

  本人的头像和昵称不 

  显示 

  未读语音消息提示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群组资料页及添加删除成员 

选择联系人加群界面 删除群成员界面 资料界面（群主） 资料界面（群成员） 

 点击群资料页中的“＋－

“按钮可以添加和删除成员，群

头像、名称等其他设置也可在此

界面中完成 

群主可在此修改/

设置群头像、名

称和公告 

任意成员可设置

群消息是否提醒

及群会话是否置

顶，并可以清除

聊天记录 



 

会话界面功能介绍-聊天室会话界面 

对于有专门直播聊天室开发需求的开发者， 

融云提供了完整的直播聊天室开发指引，请见 

http://www.rongcloud.cn/docs/ios_live_chatroom.html 

http://www.rongcloud.cn/docs/android_live_chatroom.html 群组会话界面 

聊天室成员头像昵称

显示 

  本人的头像和昵称不 

  显示 

  未读语音消息提示 

 融云支持聊天室会话场景，与群组会话不同的是，
聊天室会话没有成员数量上限并且在退出界面后不会
再收到聊天室内的信息，适用于直播聊天室、路演等
临时场景。 
 融云聊天室的消息分发速度和到达率经过长期运
营和服务已经得到可靠性验证，已经支持过万人直播、
体育赛事、商业路演等大型聊天室场景。 

http://www.rongcloud.cn/docs/ios_live_chatroom.html
http://www.rongcloud.cn/docs/ios_live_chatroom.html
http://www.rongcloud.cn/docs/android_live_chatroom.html


 

通讯录功能介绍-通讯录首页和添加好友界面 

  新申请加好友信息显   

  示在新的朋友中 

  群组、公众号、个人 

  信息，点击可跳转 

  联系人列表在最下方 

 显示，以字母排序 

  新好友申请页面有接 

  受好友申请按钮以及 

  历史添加好友记录 

 联系人(好友)保

存在 SealTalk 的服

务端，开发者可将联

系人列表信息保存在 

App Server 并从中

或许联系人列表 

通讯录界面 新好友申请界面 



 

通讯录功能介绍-群组列表和公账号列表 

  已经加入的群组显示 

  在群组列表中，在上    

  方的搜索栏中，可以 

  根据群组名称搜索想 

  要加入的群组。 

 已经添加的公众号显 

  示在公众号列表中， 

  在上方的搜索栏中， 

  可以根据公众号名称 

  搜索想要添加的公众 

  号。 

群组列表界面 公众号列表界面 



 

“发现”页面功能介绍 

“发现”界面 

某影票 App 发现页面 

某社交 App 发现页面 

某点评 App 发现页面 

 “发现”页面默认的示例

是融云聊天室，而这部分内容

在实际开发中是用来承载与应

用的业务相关的各类入口，开

发者可根据自身业务特点进行

开发 

此部分内容可根

据业务实际需求

进行开发 



 

“我”界面功能介绍-个人信息界面 

  点击头像昵称区域可 

  以修改个人信息 

  账号设置中包含密码 

  修改、新消息通知、 

  因此、清除缓存和退 

  出登录 

  意见反馈连接到融云  

  的客服，可自定义 

  关于 SealTalk 中可 

  以看到版本信息、官 

  网地址等。 

  点击可以设置头像 

  点击可以设置昵称 

  显示注册手机号，该 

  手机号不能更改 

“我”界面 头像昵称设置界面 



 

“我”界面功能介绍-账号设置界面 

账号设置界面 修改密码界面 

① 

② 

③ 

④ 

① 

② 

③ ④ 

 账号设置界面中可

做密码修改、隐私设置、

新消息通知、清除缓存

和退出登录操作 

新消息通知界面 清除缓存界面 

隐私界面 黑名单界面 



 

“我”界面功能介绍-意见反馈和“关于”界面 

意见反馈界面（对接客服） “关于”SealTalk 界面 

  意见反馈中连接的是 

  融云的客服后台，开 

  发者可以设置连接成 

  自己的客服业务后台 

  或者开启融云提供的 

  客服服务 

  点击可以跳转到浏览   

  器并到达对应的网址 

  显示当前使用的 SDK 

  和 SealTalk 版本号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www.rongcloud.cn 

Add：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 13 号北辰泰岳大厦 14 层 

Tel：400 - 969 - 6266 E-mail：support@rongcloud.cn 

演示 Demo 

因你而生 · 为你而变 

mailto:support@rongcloud.cn?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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