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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产品定义  

     中国电信天翼云消息队列是基于高可用分布式集群技术，提供消息订阅和发布、消

息查询、定时（延时）消息、资源统计监控等一系列消息云服务，是企业级互联网架构的核

心产品，为分布式应用系统提供异步解耦、削峰填谷的能力，同时具备海量消息堆积、高吞

吐、可靠重试等互联网应用所需的特性。 

 

技术特点： 

 高扩展——支持生产者、消费者、集群、主题的水平扩展，压力增大时，方便增加并

发。 

 高可用——生产消费自动负载均衡，消息节点故障时自动主备切换，保证服务的连续

性。 

 高性能——同一网络内，1k消息传输网络时延在 1 毫秒之内，单节点 tps可达 1W，

并可申请扩展。 

 高可靠——一份消息多份落盘存储，允许海量消息堆积。 
 

1.2 产品功能  

（一）提供 JAVA，C++两种客户端 API接入方式，配置应用用户接入验证。 

（二）可视化管理控制台，支持应用用户创建、 Topic 管理、生产者管理、消费者管

理、消息查询、集群监控。 

（三）特色功能： 

支持事务消息、定时（延时）消息、大消息（最大 4M） 

支持按时间、偏移量回溯消息 

支持广播消费和顺序消费 

支持根据时间重置消费进度 

消息数据自动删除功能 

自动主备切换功能 
  

1.3 基本概念  

（介绍一些重点的基本概念） 

➢ Name Server 

Name Server 是一个几乎无状态节点，可集群部署，节点之间无同步信息。它主要提供 broker

注册、Topic 路由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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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ker 

分布式消息中间件核心组件，提供消息生产、消费，主从同步、数据刷盘等核心功能。可以

横向扩展、在线扩容以提高集群性能。每个 Broker 与 Name Server 集群的所有节点建立长连

接，并定时注册 Topic 等信息。 

➢ Producer 

生产者，一般为应用调用 API进行消息生产。Producer 与 Name Server 集群中的其中一个节点

（随机选择）建立长连接，定期从 Name Server 取 Topic 路由信息，并向提供 Topic 服务的

Master 建立长连接，且定时向 Master 发送心跳。Producer 完全无状态，可集群部署。 

➢ Consumer 

消费者，一般为应用调用 API进行消息消费。Consumer 与 Producer 一样，与一个 Name 

Server 建立长连接并取 Topic 路由信息。Consumer 与提供 Topic 服务的 Master 与 Slave 建立长

连接，既可以从 Master 订阅消息，也可以从 Slave 订阅消息，订阅规则由 Broker 配置决定。 

➢ Topic 

topic 类似于 JMS 规范中的队列，所有消息都是存放在不同的 topic 中，生产都与消费者都以

topic 名字进行生产与消费。 

一个 Topic 可以存在多个 broker 之中，这样 topic 就可以分布在不同的 broker 从而达到分布式

的目的。 

一个 Topic 下面，可以有多个队列，可以理解成分区，Topic 的消息是放在不同队列下的。 

➢ Queue 

queue 是存放数据的最小单位，queue 是存在于 topic 下面的。这里 queue 不同于 JMS 规范中

的队列，可以理解为 topic 的分区。 

➢ 生产组 

一类 Producer 的集合名称，这类 Producer 通常发送一类消息，且发送逻辑一致，一般由业务

系统负责产生消息。 

➢ 消费组 

一类 Consumer 的集合名称，这类 Consumer 通常消费一类消息，且消费逻辑一致，一般是后

台系统负责异步消费。消费进度由存储在消费组上。 

➢ 消费者实例 

一个消费者实例代表消费组的一员，不同的消费者用不同的实例名字创建。 

➢ 生产者实例 

一个生产者实例代表生产者的一员，不同的生产者用不同的实例名字创建。 

➢ PUSH消费 

Consumer 的一种，应用通常向 Consumer 对象注册一个 Listener 接口，一旦收到消息，

Consumer 对象立刻回调 Listener 接口方法。客户端会自动起线程消费消息，线程数是 5-64，

意味着，listener 里面的方法，会被多线程执行。客户端内部可以根据堆积量进行调整，使用

者不需要新启、管理消费线程。并有流控机制，当客户端缓存一定量消费不及时，会停止推

送新消息。 

➢ PULL消费 

Consumer 的一种，应用通常主动调用 Consumer 的拉消息方法从 Broker 拉消息，主动权由应

用控制，但实时性取决于应用主动拉取的频率。在 PULL消费中，线程由应用自主决定。 

➢ 广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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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消费 topic 中的消息，其中一种是广播消费。在广播消费模式下，一

条消息被多个 Consumer 消费，即使这些 Consumer 属于同一个 Consumer Group，消息也会被

Consumer Group 中的每个 Consumer 都消费一次，广播消费中的 Consumer Group 概念可以认

为在消息划分方面无意义。 

➢ 集群消费 

一个 Topic 可以被一个或多个 Consumer Group 消费，每个 Consumer Group 有自己独立的消费

进度，消费进度是保存在服务端的。 

一个 Consumer Group 中的消费者实例可以平均分摊消费消息，做到负载均衡。例如某个

Topic 有 9 条消息，其中一个 Consumer Group 有 3 个不同的消费者实例（可能是 3 个进程，

或者 3 台机器），那么每个实例只消费其中的 3 条消息。 

在此消费模式下，可以做到 Point-To-Point 的消费，也可以做到 JMS 里面广播消费，能满足

绝大部分场景，推荐使用此消费模式。 

➢ 有序消息 

消费消息的顺序要同发送消息的顺序一致，主要有两种有序消息。 

➢ 普通有序消息 

有序消息的一种，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保证完全的顺序消息，但是一旦发生通信异常，Broker

重启，由于队列总数发生变化，哈希取模后定位的队列会变化，产生短暂的消息顺序不一

致。 

如果业务能容忍在集群异常情况（如某个 Broker 宕机或者重启）下，消息短暂的乱序，使用

普通顺序方式比较合适。 

➢ 严格有序消息 

有序消息的一种。无论正常异常情况都能保证顺序，但是牺牲了分布式 Failover 特性，即

Broker 集群中只要有一台机器不可用，则整个集群都不可用（或者影响 hash 值对应队列的使

用），服务可用性大大降低。 

如果服务器部署为同步双写模式，此缺陷可通过备机自动切换为主避免，不过仍然会存在几

分钟的服务不可用。 

若业务能容忍短暂乱序，推荐普通有序消费。 

  

1.4 产品规格 

 高级版 

1、TPS 峰值 2w条/秒 

2、TOPIC数上限 500 

3、消息存储空间 1000G 

 中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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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PS 峰值 1w条/秒 

2、TOPIC数上限 200 

3、消息存储空间 500G 

 基础版 

1、TPS 峰值 5000条/秒 

2、TOPIC数上限 50 

3、消息存储空间 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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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入门 

（此处对产品重点操作进行介绍，使得用户通过“快速入门”章节能实现产品的创建和基本应用） 

天翼云消息队列提供 JAVA，C++两种客户端 API 接入，应用使用前需获取对应的 SDK（软

件开发包）。 

2.1.JAVA API 

2.1.1. 生产者 

2.1.1.1. 接口方法概述 

2.1.1.1.1. 客户端通用接口 

1) 建立客户端连接 

public int connect() throws MQException 

2) 关闭客户端连接 

public void close() throws MQException; 

2.1.1.1.2. 生产者接口 

com.ctg.mq.api.IMQProducer  

1） 发送消息，返回值为 MQSendResult，抛出异常 MQProducerException 

public MQSendResult send(MQMessage message) throws 

MQProducerException; 

2） 发送消息（根据指定 groupId hash 到指定分区） 

public MQSendResult sendByGroupId(MQMessage message) throws 

MQProducerException; 

3） 发送消息，oneway，不需要返回值 

public void sendOneway(MQMessage message) throws 

MQProducerException; 

4）发送消息，异步 

public void sendAsync(MQMessage message, MQSend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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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Callback) throws MQProducerException; 

 

2.1.1.2. 创建生产者 

2.1.1.2.1. 生产者实例化 

Properties properties = new Properties();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ProducerGroupName, 

"producer_group");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ddr, 

"127.0.0.1:9876");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uthID, "admin");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uthPwd, "123456");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ClusterName, 

"defaultMQBrokerCluster");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TenantID, 

"defaultMQTenantID"); 

 

IMQProducer producer = CTGMQFactory.createProducer(properties); 

2.1.1.2.2. 生产者 PropertyKeyConst 说明 

常量字段 说明 

ClientCallbackExecutorThreads 客户端回调线程数，默认等于当前可用核数 

ClientWorkerThreads NettyClientConfig 工作线程数，默认 4 

CompressMsgBodyOverHowmuch 消息体多大时开始压缩，默认 4k 

InstanceName 客户端实例名 

MaxMessageSize 消息最大字节数，默认 1024 * 128 

NamesrvAddr namesrv 地址，必要，

eg:192.168.10.10:9876;192.168.10.11:9876 

NamesrvAuthID namesrv 用户名，必填 

NamesrvAuthPwd namesrv 密码，必填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lientCallbackExecutorThreads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lientWorkerThreads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ompressMsgBodyOverHowmuch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InstanceName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MaxMessageSize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NamesrvAddr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NamesrvAuthID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NamesrvAuthP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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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Name 客户端订阅 broker 的集群名，默认

defaultMQBrokerCluster 

TenantID 租户 ID，默认 defaultMQTenantID 

ProducerGroupName 生产组名称，生产者必填 

SendMaxRetryTimes 发送失败默认重试次数，默认 2 

SendMsgTimeout 发送超时时间，默认 3s 

VipChannelEnabled true 或者 false，默认是 true，生产和消费端口分开，如

果是 false，那就共用一个端口（2.2.6 版本的服务端必须

设置为 false） 

EnalbeCipher true 或者 false，默认是 false 客户端 NamesrvAuthPwd 字

段填明文密码，如果设置为 true，NamesrvAuthPwd 字段

填密文 

 

2.1.1.3. 方法调用说明 

2.1.1.3.1. 创建&连接 

Properties properties = new Properties();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ProducerGroupName, 

"producer_group");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ddr, 

"127.0.0.1:9876");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uthID, "admin");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uthPwd, "123456");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ClusterName, 

"defaultMQBrokerCluster");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TenantID, 

"defaultMQTenantID"); 

 

IMQProducer producer = CTGMQFactory.createProducer(properties);  

producer.connect();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ProducerGroupName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SendMaxRetryTimes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SendMsgTimeout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NamesrvAuthPwd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NamesrvAuthP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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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2. 关闭连接 

producer.close(); 

2.1.1.3.3. 发送消息 sync 

函数名：send 

功能描述：同步发送消息，设置 message 相关属性，将消息发送至服务器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message MQMessa

ge 

N 消息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mqSendResult MQSendResult 包含消息 ID  

使用例子： 

MQMessage message = new MQMessage( 

        "test_topic_1",// topic 

        "ORDER_KEY_1",// key 

        "ORDER_TAG",//tag 

        ("HELLO ORDER 1").getBytes()// body 

); 

MQSendResult sendResult = producer.send(message); 

2.1.1.3.4. 发送消息 async 

函数名：sendAsync 

功能描述：同步发送消息，设置 message 相关属性，将消息发送至服务器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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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message MQMessa

ge 

N 消息 

mQSendCallback MQSendC

allback 

N 回调实例 

输出说明：无返回值 

使用例子： 

producer.sendAsync(message, new MQSend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MQSendResult sendResult) { 

        //TODO send succes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xception(Throwable e) { 

        //TODO send Exception 

    } 

}) 

 

2.1.1.3.5. 发送消息 oneway 

函数名：sendOneway 

功能描述：同步发送消息，设置 message 相关属性，将消息发送至服务器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message MQMessa

ge 

N 消息 

输出说明：无返回值 

使用例子： 

producer.sendOneway(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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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6. 发送消息(根据 groupId hash到指定分区) 

函数名：sendAsync 

功能描述：同步发送消息，设置 message 相关属性，将消息发送至服务器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message MQMessa

ge 

N 消息，需设置 groupId 

输出说明：无返回值 

使用例子： 

message.setGroupId(message.getKey());//本例子用 key作为 groupId，可以

是 其 它 任 何 类 型 的 字 段 

producer.sendByGroupId(message); 

 

2.1.1.4. 代码示例 

package com.ctg.guide; 

 

import com.ctg.mq.api.CTGMQFactory; 

import com.ctg.mq.api.IMQProducer; 

import 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 

import com.ctg.mq.api.bean.MQMessage; 

import com.ctg.mq.api.bean.MQSendResult; 

import com.ctg.mq.api.exception.MQException; 

import com.ctg.mq.api.exception.MQProducerException; 

 

import java.util.Properties; 

 

/** 

 * Producer ， 发 送 消 息 

 */ 

public class Produc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nterruptedException, MQException { 

 

        Properties properties = new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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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ProducerGroupName, 

"producer_group");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ddr, 

"127.0.0.1:9876");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uthID, 

"admin");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uthPwd, 

"123456");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ClusterName, 

"defaultMQBrokerCluster");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TenantID, 

"defaultMQTenantID"); 

 

        IMQProducer producer = 

CTGMQFactory.createProducer(properties);// 建 议 应 用 启 动 时 创 建 

        int connectResult = producer.connect(); 

        if(connectResult != 0){ 

            return; 

        } 

        for (int i = 0; i < 10; i++) { 

            try { 

                MQMessage message = new MQMessage( 

                        "test_topic_1",// topic 

                        "ORDER_KEY_"+i,// key 

                        "ORDER_TAG",//tag 

                        ("HELLO ORDER BODY" + i).getBytes()// body 

                ); 

                MQSendResult sendResult = producer.send(message); 

                //System.out.println(sendResult); 

                //TODO 

            } catch (MQProducerException e) { 

                //TODO 

            } 

        } 

        producer.close();// 建 议 应 用 关 闭 时 关 闭 

    } 

} 

 

2.1.2. 消费者(Push) 

注意：同等条件下，push可以满足绝大部份的使用场景，pull与 push模式同时可以满足使用

需求的情况下，建议优先使用 push模式。 



快速入门 

 

    15  

  

2.1.2.1. 接口方法概述 

2.1.2.1.1. 客户端通用接口 

1) 建立客户端连接 

public int connect() throws MQException 

2) 关闭客户端连接 

public void close() throws MQException; 

2.1.2.1.2. Push接口 

com.ctg.mq.api.IMQPushConsumer 

1）订阅主题 

public void listenTopic(final String topic, final String 

subExpression, 

    final ConsumerTopicListener topicListener) throws MQException; 

2）取消指定主题的订阅 

public int unListenTopic(String topicName) throws MQException; 

3）订阅主题（严格有序） 

public void listenQueue(final String queue, final String 

subExpression, 

    final ConsumerQueueListener queueListener) throws MQException; 

4）取消指定主题的订阅（严格有序） 

public int unListenQueue(String queue) throws MQException; 

 

2.1.2.2. 创建消费者 

2.1.2.2.1. 消费者实例化 

final Properties properties = new Properties();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ConsumerGroupName, 

"test_consumer_1");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ddr, 

"127.0.0.1:9876");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uthID, "admin");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uthPwd,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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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ClusterName, 

"defaultMQBrokerCluster");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TenantID, 

"defaultMQTenantID");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ConsumeFromWhere,MQConsum

eFromWhere.CONSUME_FROM_FIRST_OFFSET.name()); 

IMQPushConsumer consumer = 

CTGMQFactory.createPushConsumer(properties); 

int connectResult = consumer.connect(); 

2.1.2.2.2. 消费者 PropertyKeyConst 说明 

常量字段 说明 

CacheMsgTotalSizeThresholdForBro

ker 

push 模式针对单个 broker缓存消息大小的上限,默认

200 * 1024 * 1024; 

ClientCallbackExecutorThreads 客户端回调线程数，默认等于当前可用核数 

ClientWorkerThreads NettyClientConfig 工作线程数，默认 4 

ClusterConsume 消费模式分为集群模式与广播模式 默认为集群模式，

枚举值 MessageModel，默认 clustering 

ConsumeFromWhere 从哪个位置开始消费,建议设置为

ConsumeFromWhere.CONSUME_FROM_FIRST_OFFSET.na

me() 

ConsumeMessageBatchMaxSize 设置 push 批量消费的条数，针对 push 模式，默认是 1 

ConsumerGroupName 消费组名称，消费者必要 

ConsumerPushThresholdForQueue push 模式单个队列拉消息上限，默认 1000 

ConsumeThreadMax 最大消费线程数，针对 push 模式，默认 64 

ConsumeThreadMin 最小消费线程数，针对 push 模式，默认 20 

ConsumeTimeoutInSec 消费超时时间，超过此消费超时时间则直接签收并发

送到重试队列，默认不做超时处理 <=0 表示不判断超

时，应用自己处理 >0 表示判断超时，客户端执行超时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acheMsgTotalSizeThresholdForBroker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acheMsgTotalSizeThresholdForBroker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lientCallbackExecutorThreads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lientWorkerThreads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lusterConsume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onsumeFromWhere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onsumeMessageBatchMaxSize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onsumerGroupName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onsumerPushThresholdForQueue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onsumeThreadMax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onsumeThreadMin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ConsumeTimeoutIn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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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应用可能存在线程卡死情况，应用需注意，甚

至告警 

InstanceName 客户端实例名 

NamesrvAddr namesrv 地址，必要，

eg:192.168.10.10:9876;192.168.10.11:9876 

NamesrvAuthID namesrv 用户名，必填 

NamesrvAuthPwd namesrv 密码，必填 

ClusterName 客户端订阅 broker 的集群名，默认

defaultMQBrokerCluster 

TenantID 租户 ID，默认 defaultMQTenantID 

TimeoutStrategy 超时策略 

 

2.1.2.3. Push方式的调用说明 

2.1.2.3.1. 订阅主题 

函数名：listenTopic 

功能描述：以监听的方式订阅主题消息，这是消费者被动接受消息的方式，即推模式。增加

tag过滤条件，注意消息的业务逻辑只需由实现 consumer 接口方法。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topicName String N 主题名称 

SubExpressio

n 

String Y 订阅过滤表达式字符串，服务器依据

此表达式进行过滤。只支持或运算     

*              eg: "tag1 || tag2 || tag3"<br>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InstanceName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NamesrvAddr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NamesrvAuthID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NamesrvAuthPwd
mk:@MSITStore:C:/dev/code/ctg/ctg-mq/document/22_全国推广/2_开发手册/2.2_API文档/ctgmq-api-2.2.6.chm::/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html#Timeout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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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subExpression 等于 null 或者*，

则表示全部订阅 

Listener ConsumeListener N 监听器 

使用例子： 

consumer.listenTopic("test_topic_1", null, new 

ConsumerTopic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ConsumerTopicStatus onMessage(List<MQResult> 

mqResultList) { 

        for(MQResult result : mqResultList) { 

            //TODO 

        } 

        return ConsumerTopicStatus.CONSUME_SUCCESS;//对消息批量确认

( 成 功 ) 

        //return ConsumerTopicStatus.RECONSUME_LATER;//对消息批量确

认 ( 失 败 ) 

    } 

}); 

 

2.1.2.3.2. 取消指定主题的订阅 

consumer.unListenTopic("test_topic_1"); 

 

2.1.2.3.3. 订阅主题（有序） 

函数名：listenQueue 

功能描述：以监听的方式订阅队列消息，这是消费者被动接受消息的方式，即推模式。增加

tag过滤条件，注意消息的业务逻辑只需由实现 consumer 接口方法。保证消息有序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QueueName String N 主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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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Expressio

n 

String Y 订阅过滤表达式字符串，服务器依据

此表达式进行过滤。只支持或运算     

*              eg: "tag1 || tag2 || tag3"<br> 

如果 subExpression 等于 null 或者*，

则表示全部订阅 

listener ConsumeListener N 监听器 

使用例子： 

consumer.listenQueue("order_test_topic_1", null, new 

ConsumerQueue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ConsumerQueueStatus onMessage(List<MQResult> 

mqResultList) { 

        for(MQResult result : mqResultList) { 

            //TODO 

        } 

        return ConsumerQueueStatus.SUCCESS;//对消息批量签收(成功) 

        //return ConsumerQueueStatus.RECONSUME_LATER;//对消息批量签

收 ( 失 败 ) 

    } 

}); 

注意：要实现严格有序，创建 topic 时，必须使用有序队列  

2.1.2.3.4. 取消指定主题的订阅（有序） 

consumer.unListenQueue("order_test_topic_1"); 

 

2.1.2.4. 代码示例 

package com.ctg.guide; 

 

import com.ctg.mq.api.enums.MQConsumeFromWhere; 

import com.ctg.mq.api.CTGMQFactory; 

import com.ctg.mq.api.IMQPushConsumer; 

import com.ctg.mq.api.PropertyKeyConst; 

import com.ctg.mq.api.bean.MQResult; 

import com.ctg.mq.api.listener.ConsumerTopicLi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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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com.ctg.mq.api.listener.ConsumerTopicStatus;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Properties; 

 

public class PushConsum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final Properties properties = new Properties();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ConsumerGroupName, 

"test_consumer_1");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ddr, 

"127.0.0.1:9876");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uthID, 

"admin");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NamesrvAuthPwd, 

"123456");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ClusterName, 

"defaultMQBrokerCluster"); 

properties.setProperty(PropertyKeyConst.TenantID, 

"defaultMQTenantID"); 

 

  

        IMQPushConsumer consumer = 

CTGMQFactory.createPushConsumer(properties); 

        int connectResult = consumer.connect(); 

        if (connectResult != 0) { 

            return; 

        } 

        consumer.listenTopic("test_topic_1", null, new 

ConsumerTopic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ConsumerTopicStatus onMessage(List<MQResult> 

mqResultList) { 

                //mqResultList 默 认 为 1， 可 通 过 批 量 消 费 数 量设 置 

                for(MQResult result : mqResultList) { 

                    //TODO 

                    System.out.println(result); 

                } 

                return ConsumerTopicStatus.CONSUME_SUCCESS;//对消

息 批 量 确 认 ( 成 功 ) 

                //return ConsumerTopicStatus.RECONSUME_LATER;//对

消 息 批 量 确 认 ( 失 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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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 API 

2.2.1. 消息者生产者 

2.2.1.1. 创建消息生产者 

Producer* CreateProducer(const std::string& producer_group); 

功能描述：创建消息生产者 

只指定消息生产者所在的组，其他生产者配置为默认值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producer_group string N 生产者组的名称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Producer* 消息生产者 

 

 

Producer* CreateProducer(const ProducerConfig& config); 

功能描述：创建消息生产者 

根据生产者配置信息创建一个消息生产者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config ProducerConfig N 生产者配置信息 

输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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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Producer* 消息生产者 

 

2.2.1.2. 启动消息生产者 

bool Start() ; 

功能描述：启动消息生产者服务 

入参说明： 

无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bool 是否启动成功 

 

2.2.1.3. 关闭消息生产者 

void Shutdown() 

功能描述：关闭服务，一旦关闭，此对象将不可用。 

入参说明： 

无 

输出说明： 

无  

 

2.2.1.4. 同步方式发送消息 

SendResult Send(const Message& msg)； 

功能描述：同步发送消息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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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msg Message N 消息对象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SendResul

t 

发送消息的返回结果 

 

 

 

2.2.1.5. 异步方式发送消息 

void Send(const Message& msg, SendCallback* done)； 

功能描述：异步方式发送消息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msg Message N 消息对象 

done SendCallback N 发送完消息后的调用的回调函数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Void 无返回值 

 

 

2.2.1.6. 获取生产者配置 

ProducerConfig& Ge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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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获取生产者配置信息 

入参说明： 

无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ProducerConfig 生产者配置信息，详情见生产者配置说明 

 

2.2.1.7. 同步发送到指定队列 

SendResult send(const Message& msg,const MessageQueue& mq); 

功能描述：同步发送消息到指定队列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msg Message N 消息对象 

mq MessageQueue N 指定队列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sendResult 发送结果 

 

2.2.2. 消息消费者 

2.2.2.1. 创建消息消费者 

PullConsumerV1* CreateConsumerV1 (const std::string& consumer_group); 

功能描述：创建 V1 消息消费者 

只指定消息消费者所在的组，其他消费者配置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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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consumer _group string N 消费者组的名称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PullConsumer * 消息消费者 

 

 

PullConsumerV1* CreateConsumerV1 (const ConsumerConfig& config); 

功能描述：创建 V1 消息消费者（原生） 

根据消费者配置信息创建一个 V1 消息消费者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config ConsumerConfig N 消费者配置信息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PullConsumer * 消息消费者 

 

2.2.2.2. 启动消息消费者 

bool Start() ; 

功能描述：启动 V1 消息消费者服务 

入参说明： 

无 

输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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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bool 是否启动成功 

 

2.2.2.3. 关闭消息消费者 

void Shutdown() 

功能描述：关闭服务，一旦关闭，此对象将不可用。 

入参说明： 

无 

输出说明： 

无  

 

2.2.2.4. 同步从指定队列的指定位置拉取消息 

bool Consume(const MessageQueue& mq, 

   const std::string& sub_expression, 

   int64_t max_num, 

   int64_t timeout_in_ms, 

   int64_t startOffset, 

   PullResult* result) = 0; 

功能描述：同步从指定队列的指定位置拉取消息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mq MessageQueue N 所指定的队列 

sub_expression string N 订阅过滤表达式，支持与运算 

eg "tag1 || tag2 || ta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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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表示全部订阅 

max_num int64_t N 最大消息条数（一次最大拉取 32 条） 

timeout_in_ms int64_t N 超时时间 

startOffset int64_t N 指定位置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esult PullResult* 返回数据结构，如果消费成功，里面存储

了消息的消息列表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bool 是否消费成功 

 

2.2.2.5. 查询消费者在指定队列上的消费进度 

int64_t QueryConsumeProgress(const MessageQueue& mq,) = 0; 

功能描述：查询消费者在指定队列上的消费进度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mq MessageQueue N 指定队列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int64_t 所查询队列的消费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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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 更新指定队列的消费进度 

void UpdateConsumeOffset(const MessageQueue& mq, int64_t offset) = 0; 

功能描述：更新指定队列的消费进度 

入参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可为

空 

说明 

mq MessageQueue N 指定队列 

offset int64_t N 需要更新的消费进度偏移值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void 是否更新成功 

 

2.2.2.7. 获取消费者配置 

ConsumerConfig & GetConfig(); 

功能描述：获取 V1 消费者配置信息 

入参说明： 

无 

输出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函数返回值 ConsumerConfig 消费者配置信息，详情见消费者配置说明 

 

 



常见问题 

 

29 

 

3. 产品实例管理 

登录管理台后，首页显示的是：该用户开通的消息集群实例列表， 

 
 点击“管理”，进入该集群的管理页，如下： 

 

3.1 概览 

 
 1）表格：显示的是当前集群的统计详情； 

 2）二维图表： 

 Tag1:TPS 监控 ： 

标识该集群所有 broker 下，所有 topic 的生产、消费 tps(2min)的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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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2:全局堆积 

 标识该集群下，所有 topic 的消费堆积情况，列表按倒叙排列了堆积量最大的前 20 个

topic 的堆积情况； 

 
 Tag3: 全局消息 

 标识该集群，所有 topic 的生产情况，按现有消息量倒叙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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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集群信息 

 
2）表格：该集群每个 broker 的统计指标概况； 

3）信息：包括该 broker 的详细指标，如下 

 
 4）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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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方表格：选定 broker 的统计指标 

 2）下方图表： 

 Tag1:Topic列表 

 选定 broker 的所有 topic 的基本配置信息 

 
 Tag2:Tps监控 

选定 broker 的所有 topic 的生产、消费 tps(2min)的时间变化曲线 

 
 Tag3: 消费组 

 正在连接该 broker 进行消费的消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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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4:生产组 

 正在连接该 broker 进行生产的生产组 

 

3.3 应用用户管理 

 
 应用用户：指 MQ 客户端，连接服务器生产消费时，需要进行权限校验，所以 MQ 客户

端的用户，称为应用用户； 

 除了用户密码的校验，还可以为用户指定 topic，代表该用户只能生产消费，指定的

topic，其他 topic 不能生产消费。 

新建用户 

 点击“新建用户”，进入应用用户新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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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情况下，该用户具有所有 Topic 的生产消费权限，可以通过“选择主题”，来给用户

指定 Topic 生产消费。 

 点击“选择主题”，弹窗如下：进行勾选 

 

修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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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用户 

  点击列表“删除”，提示删除成功！ 

主题权限列表 

 点击列表的“账号主题详情”，弹窗如下 

 
 账户主题详情：指该用户，具有哪些 topic 的生产消费权限，“*”星号代表具有所有 topic

的权限； 

  

 

3.4 主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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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创建 

注意：注意输入的主题名不要带空格等特殊字符 

通过上传 csv 文件,批量创建主题。格式：点击【主题模板】按钮下载; 

主题模板 

批量上传主题的模板，必须使用模板，才能够上传成功，模板格式如下： 

 
 

导出 

将勾选的 topic，导出其配置及路由情况，为 excel 文件，导出格式如下： 

 
备注：如果勾选了 topic，则导出勾选的 topic;如果没有勾选，则导出该集群，选定 broker 下

的所有 topic 信息； 

拨测 

对集群、topic的运行情况进行测试，可以进行生产、消费的测试 

 

Tag1:生产测试 

   可设定生产的消息数目，每条消息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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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2:消费测试 

 可设定消费顺序，消费方式，消费数量 

 

新建主题 

 
每条记录的操作： 

1. “修改”：修改主题， 

 主题修改时，不能修改集群、broker、topic 名称；可以修改分区数、生产模式、读写权

限、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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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详情"：当前主题的统计指标、队列分布信息、消费组、生产组的情况 

 

 Tag1:队列信息  

 该 topic 的队列分布情况，包括每个队列的生产数量、指定消费组的消费数量

（CONSOLE_INNER_QUEUE_GROUP 代表还没有被消费过）； 

 

通过“offset 查询”，可以查找队列 相应 偏移量的消息； 

通过“查看”，可以查看该消息的，消息包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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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2:消费组 

 标识：正在连接该 topic 的消费组列表，通过“连接实例”，可以查看该消费组的在线实例

列表； 

 
 Tag3:生产组 

 标识：正在连接该 topic 的生产组列表，通过“连接实例”，可以查看该生产组的在线实例

列表； 

 
3. “路由”：topic的队列分布情况，队列分布在哪些 broker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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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堆积量”：该 topic 被哪些消费组消费，及该消费组对应的未消费的消息数量统计； 

 
 通过“offset 查询”，可以查找队列 相应 偏移量的消息；  

 
5. “TPS监控”：显示指定 topic的生产、消费的 tps趋势图 

 
6. “删除”：删除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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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置消费位置”： 

 使用场景： 

 当将消费时间重置到历史时间 T1,则 T1 之前生产的消息，都变成已消费，T1 之后生产

的消息，都变成未消费；将消费时间重置到未来时间 T2，则存量的所有消息都变成已消

费。 

备注： 

1.重置时间：是指消息生产的时间 

2.不选时间：所有消息都变成未消费 

3未来时间：所有消息都变成已消费 

4.某时间点：该时间之前变成已消费，改时间之后未消费； 

5.是否重置时间点前的未消费消息： 

 1）是：时间点前的所有消息变成已消费,不能重复消费，包括重试； 

 2）否：时间点前的所有未消费还是未消费,依旧会被消费到,包括重试； 

6.v1消费模式必须关闭 消费客户端 

 

3.5 订阅管理 

 



常见问题 

 

42 

 

批量创建 

注意：注意输入的订阅组名不要带空格等特殊字符 

通过 csv格式模板上传，批量创建订阅组。格式：点击【订阅组模板】按钮下载 

订阅组模板 

指批量上传订阅组的模板，必须使用模板，才能够上传成功，模板格式如下： 

 

下载 

将勾选的订阅组，导出其配置及路由情况，为 excel 文件，导出格式如下： 

 
备注：如果勾选了订阅组，则导出勾选的订阅组;如果没有勾选，则导出该集群，选定 broker

下的所有订阅组信息； 

新建 

创建订阅组，可以填写基本信息及选择该订阅组感兴趣的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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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记录的操作按钮： 

1.“主题列表”：查看该订阅组可消费的 topic 列表，及消费 TPS 限制情况 

 
2.“开启消费”:开启订阅组消费功能 

3.“关闭消费”：关闭订阅组消费功能 

4.“修改”：只能修改订阅组的主题；不能修改基本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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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删除”：删除订阅组及相关主题权限信息 

 

3.6 生产者实例查询 

 
“表格”:列出了指定集群，指定 broker 下的生产组和关联的 topic 的情况； 

“连接实例”：显示该生产组，当前在线的生产者实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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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消费者实例查询 

 
 “表格 1”:列出了，指定集群，指定 broker下的 消费组消费的情况； 

 “连接实例”：显示该消费组，当前在线的消费者实例列表； 

 
 “堆积量”：该消费组消费指定 topic时，还有多少未消费； 

 

3.8 消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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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三种查询消息的方式：按 key，按 ID，按偏移量。 

 Tag1:根据 Key查询 

 根据消息的 key查询消息列表，key要求尽可能全局唯一，每次查询最多返回 64条 key相同的

记录。 

 点击“查看”，可以查询该消息的包体内容 

 
 Tag2:根据 ID查询 

 根据消息 ID 查询唯一消息，选择订阅组后，可以查询到，该消息是否被该订阅组消费

过，查看“消费状态”； 

 点击“查看”，可以查询该消息的包体内容 

 
消费状态标志含义： 

1）To-consume:未消费 

2）Consumed:已签收 

3）Consuming:已拉取，未签收 

 Tag3:根据 offset查询 

 根据指定队列指定偏移量查询唯一消息，选择订阅组后，可以查询到，该消息是否被该

订阅组消费过，查看“消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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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查看”，可以查询该消息的包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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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监控 

4.1 ×××× 

此处描述产品监控、告警相关操作，并说明可提供的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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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 

对产品常见问题在此处进行列式 

 

5.1 找不到路由 No route info of this topic 

现象：出现 No route info of this topic,TopicTest。 

这个错误可能原因   

1. 没创建 topic 

2. name server 填错了 

3. 网络问题无法获取路由 

 

解决方案： 

1. 在管理台创建 topic 

2. 检查客户端配置的 namesrv 的地址是否配错了 

3. 检查网络是否正常 

 

 

5.2 消息体大小越界 

现象：客户端报此类异常 Fail to send message, for: message body size over max message size, 

max: 524288 

 

解决方案： 

1. 检查服务端的最大消息体大小，即启动 broker 配置文件的 maxMessageSize 大小，如未配

置，默认是 512K 

2. 检查客户端设置的最大消息体(默认 128k)是否小于当前发送的消息体大小。 

注意：CTG-MQ 建议消息体在 50K 或以下(压缩后) 

 

 

5.3 组名已经创建 

现象：当消息生产端/消费端运行时，报错 The producer/consumer group has been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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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同一个 jvm 里面只允许一个 producerGroupName 被加载一次（consumerGroupName

同理），否则，就会报错。 

 

解决方案： 

1. 如果使用同一个 producerGroupName，部署多个实例（起多个进程）。 

2. 在一个进程里，起多个线程，共用一个 Producer 对象实例。 

 

5.4 Subscription group not exist 或者抛出%retry%的

topic 没有路由信息 

原因：没有建立消费关系或者没有创建相关订阅组 

解决方案：在管理台创建对应订阅组 

 

 

5.5 Messgae already acked，ackMessage failed 

现象如图： 

 
解决方案：这种异常表明该消息已被签收，直接跳过即可 

 

 

5.6 重试签收调用次数 

现象：ackMessageRetry重试签收是只需要调一次就够了，还是需要调多次。例如，签收失

败后，我调用重试签收，如果重试签收也失败，我需要再次调用重试签收吗？还是它会自动

帮我重试签收 

 

解答：现有版本接口不会自动帮你重试签收的， 重试签收失败后，需要自己再次调用重试

签收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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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签收时出现不确定异常，如发生超时，或者网络异

常时，是需要应用判断消息是否已经签收成功 

建议： 

1、通过管理台“即时查询”模块，查询这消息是否已经签收成功，看结果再做处理， 

2、重试签收，如果已经签收会抛已签收异常。主要还是看应用的自己处理 

 

 

5.8 客户端注册失败 

现象： 

客户端日志报 No matched consumer for the PullRequest PullRequest 如下 

 

 
 

原因：客户端实例注册失败 

 

解决：检查客户端代码，重启客户端进程 

 

 

5.9the consumer message buffer is full, so do 

flow control 

 

现象：客户端日志出现 the consumer message buffer is full, so do flow control 

 

原因：push 客户端消费过慢，本地缓存队列已满，暂时停止向服务端拉取消息。消费慢的原

因可能是网络原因、topic 队列数过多、消费者过少，内存过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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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1. 查看网络是否异常，缓慢 

2. 增加消费者实例 

3. 如果消息不重要，又不方便增加消费者实例，可以减少 topic 队列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