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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号接入 

    1.1 开发配置 

     step 1 

    

 

step 2 

  

 

点重置，然后将值 copy 保存到文本文档，发给我们 

 

 

st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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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白名单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 

 

 

服务器配置  

  

服务器地址(URL) 

http://域名/adc/wx_service/api/wxe6303ba********** 绿色部分是你服务器的域名 红

色部分换成你自己的 appID 

令牌(Token): mtstar 

消息加解密密钥(EncodingAESKey):   

vBPouRebn4GbZWY1DMcu3z9QwhW2orCwRdPo5BBZUKv 

消息加解密方式 :  兼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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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众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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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定义关注回复 

    满天星平台对第三方公众号接入提供自定义消息回复内容接口，用户可发挥创造性生成

各具特色的自定义回复内容，做到高大上，完全看你自己的发挥; 

    内容步骤虽然有点多，但一点都不复杂，按着步骤仔细参照说明就没问题； 

    有三大步骤，不用急，慢慢看过来...（一般平台商用不着，可略过此章节） 

   2.1 在微信公众号平台自建介绍文章（可纯图片或视频或软

文等高大上内容） 

第一步 微信公众平台 

  

 

第二步：左侧导航栏 “管理”->“素材管理”--> “图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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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新建图文素材 

 

 

第四步 编辑文章（纯图片或视频或加点各色修饰软文营销文章都行，看下图红色字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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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  上传图片（注意上图正文部分，上传的图片最后是显示在正文部分的） 

 

 

上传若干张你需要的图片后，确定返回即可；上传视频大同小异； 

 

第六步  上面传了图片或视频后，往下滚动正文编辑区往底部走，开始编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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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大小比例有限制，你可以看具体要求，最后点完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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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上所示； 

最后的摘要写不写都可以，写了后有利于别人搜索到你，具体看着办； 

 

最后点“保存”，不建议用“保存并群发”，因为服务号一月最多四次群发机会，所

以有可能不让使用；这里仅仅保存就好，保存后如果提示保存成功就 ok 了，然后返回素

材库能看到刚刚编辑的图文（左上角点绿色的“素材库”三个字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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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图文消息还是临时的消息，12 小时就会失效不能访问，需要做点工作才能

变为永久有效的链接. 

 

 

  2.2 将图文消息变为永久有效 

   回到你自己的公众号，发条任意消息（如 111）给公众号；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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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微信公众平台左侧导航栏点“管理”->“用户管理”--然后找到你自己，点击

头像，进入与你自己的聊天模式，然后将上面 2.1 节所创建的图文消息，发给你自己，如

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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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点“发送”，你应该就会收到这条图文消息，然后这个图文消息就变为了永久

有效的链接了，以后可以无限制使用，然后在你手机上的公众号里，收到了刚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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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下： 

 

 

点击消息，可以进入图文详情页类似如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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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在信发平台设置自动回复 

     接下来要把这个消息地址提交到满天星平台，有两个地址需要取出来，封面地址和图

文消息地址： 

   首先封面地址（在电脑上公众平台里操作），我们再回到微信公众平台的素材的图片页， 

   第一步，找到封面图片 

    

 

 

第二步：点击放大并在该封面图片上右键，复制图片地址 

 

 类似这样的地址：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eHicXsUia6msUXfWbe5icQqbKvXABrU0dnnpfVNXLEu1bR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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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LKVhcFBV1jRO4aXJfhlsd8sLtNng7HnWR6U0Nibwg/0?wx_fmt=png，先保存，以备后用 

 

第三步，获取消息链接地址（手机微信公众号里面操作）： 

首先，刚刚消息的右上角...处点击，如下图红色矩形框 

 

接着复制弹出的更多操作面板中选择“复制链接”，永久消息链接地址就复制在粘贴板上了 

 

保存起来后面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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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设置公众号自动回复信息 

打开链接 http://域名/adc/wx_service/wmp_adcloud_wmp_news_additem_to 

 

按上述要求填写对应参数，确定，如果各参数都没错的话，就大功告成！可以取关公众号再

次关注，就有自动回复的自定义消息了； 

同样套路，公众号里面的行业新闻和产品新闻也可通过上面的方式自定义处理；记得更换上

面的消息类型（上图最后一项参数）即可。 

 

后面需要修改封面地址和消息内容时，可重复上面的步骤即可。 

   

3、公众号消息通知 

       满天星平台会用到微信公众号消息推送（下级用户产品账户提现、设备库存数量预

警等等），但微信官方对消息推送有严格的限制，需要预先在各自公众号中添加消息模板；

满天星平台默认的消息源是“满天星云端互联”的公众号，如果你需要这些消息通知的

话，需要按照满天星指引添加对应消息模板、然后在满天星平台将你这些模板 id 参数填

写到对应设置里，这样才能正常的接收消息。 

   3.1 设置你所在的行业 

 首先你所在的行业修改为"IT 科技/IT 硬件与设备" 

http://www.mtstar.net/adc/wx_service/wmp_adcloud_wmp_news_additem_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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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添加审核结果通知模板 

    在模板库中添加"审核结果通知“模板，步骤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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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添加的模板编号是：OPENTM207344782，请确保正确无误 

完成后，在 “我的模板”里面能看到你刚刚添加的模板，微信平台会分配一个唯一的模板

ID，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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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ID 后面要在满天星平台设置以让满天星平台能加载此模板发消息（有具体的

设置页自行设置,见 3.4 节述） 

    3.2 添加现场设备状态变化模板 

     类似 3.1 步骤，在模板库中添加"现场设备状态变化”模板，这个模板是前端设备库存

预警用的；模板编号：OPENTM204954514 标题： 现场设备状态变化提醒 

详情如下，请确保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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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添加提现申请通知 

     类似 3.1 步骤，在模板库中添加"提现申请通知”模板，这个模板是下级用户产品账户

提现通知平台商用的；模板编号：OPENTM413116847 标题：提现申请通知 

详情如下，请确保正确无误 

       

  3.4 在满天星平台设置模板 ID   

     接下来需要将你的这三个模板 id 设置应用到满天星平台，首先公众号首页->平台商-

高级参数的“模板消息”设置方法如下图示 

      

  4、结束 

    感谢对满天星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