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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站的四大步骤



域名认知
PART 1



域名 Domain Name

是网站的访问地址，目的是便于记忆和
沟通的一组服务器地址

域名具有时效性和唯一性

常见域名类型有：

Com、Cn、Net、info、com.cn、net.cn等

域名的构成

什么是域名

主体 后缀

主体 后缀前缀

baidu .com

News .baidu.com二级域名：

一级域名按年收费，到期后30天内可续费恢复使用，30~60天需高价赎回，60~90天注销



域名的价值（仅供参考）



域名购买

购买域名流程

①在www.webportal.cc 输入账号密码登录进入企业中心

②进入企业中心-账户服务--商城服务--域名查询域名后 ----购买

注意：①域名名称不可重复，购买者独立拥有，先到先得
②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



域名实名认证

根据工信部2017年全面域名实名认证的要求，所有存量域名以及新注册域名均需完

成域名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包括域名命名审核和域名持有人信息资料，未通过实名认

证的域名将暂停访问网站。

实名认证时间：

提交正确资料后3-5个工作日

审核机关：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需认证的域名：

所有在“企业中心” 购买的域名



域名实名资料与入口

域名实名认证资料：

域名实名认证资料提交位置：

登录网站后台账号--企业中心--企业账户--域名管理

单
位

注册
主体

营业执照+联系人身份证彩色扫描件

个
人 域名所有人身份证彩色扫描件



域名解析与绑定
PART 2



PART 01
付费版网站绑定内部购买域名

PART 02
代理默认销售平台绑定内部/外部域名

PART 03
付费版网站绑定第三方购买的域名

域名绑定的三种情况

无需设置域名解析
绑定即可使用 域名需设置解析

再在网站后台设置绑定



付费版网站绑定内部购买域名



付费版网站绑定内部购买域名-域名转移



外部域名绑定操作流程

登录网站和域名管理后台

【域名】添加“TXT”记录

【网站】绑定外部域名

【域名】添加“cname”记录

【网站】确认并完成绑定

01

02

04

05

03



默认销售平台绑定域名

第一步：登录代理平台-平台设置-域名设置

①复制代理平台的TXT“主机记录” 和“记录值”



默认销售平台绑定域名

第二步：登录在外部域名管理平台，并添加一条TXT记录

①设置记录类型为“TXT” ，并黏贴代理平台的“主机记录” 和“记录值”其它设置不做改动默认值即可



默认销售平台绑定域名

第三步：返回代理平台-域名设置-后台输入外部域名---点击“检测并绑定”

绑定成功后会获得一条新的“cname记录”



默认销售平台绑定域名

第四步：返回域名管理后台-添加2条“cname解析记录” ，等待生效后正常访问即完成

①设置记录类型为“cname” ，并黏贴代理平台的 “记录值”，主机名设置“@”和“www”其它默认值



默认销售平台绑定域名-补充

1、域名必须是“默认服务器（ucloud）备案” --目的是为了高防

2、域名必须购买通配符域名ssl证书并上传相关的key文件和上传crt/pem文件（教程：客户域名绑定设置教程）

https://www.sitekc.com/newsDetails.jsp?id=971


默认销售平台绑定域名-补充

步骤要求：1.绑定域名（必要步骤）；2.购买泛域名SSL证书；3.添加证书记录；4.颁发证书后上传



付费版网站绑定第三方购买的域名

购买付费版网站产品

网站

域名
在外部已购买一级域名（有效期内）

网站绑定第三方域名需具备条件



付费版网站绑定第三方购买的域名

第一步：登录相关管理平台【客户网站必须是付费版】

①网站管理后台



付费版网站绑定第三方购买的域名

第二步：在外部域名管理平
台添加TXT记录

① 在网站管理平台获取TXT
解析的记录值和主机记录：

网站管理---系统设置---网站
域名即可获取

②域名管理后台

①网站管理后台

② 在外部域名管理平台添加
TXT解析记录

注：如电脑版已做此步骤，手
机版不需要重复做，直接跳到
第三步即可。



付费版网站绑定第三方购买的域名

第三步：进入网站管理后台输入外部域名---点击“检测并绑定”



付费版网站绑定第三方购买的域名

第四步：外部域名管理平台做cname解析

① 获取cname解析的主机记录和记录值：网站管理---系统设置/网站域名

② 在外部域名管理平台添加记录，填写对应的主机记录/记录类型/记录值

②域名管理后台

①网站管理后台



付费版网站绑定第三方购买的域名

第五步：在网站管理后台点击确认添加，即完成



备案介绍
PART 3



也许你会遇到这样的客户问题：

--做网站一定要备案吗？

--你们能帮我们备案？

--备案要怎么做？

关于备案



1

2 公安备案
公安备案是依照公安要求已在工信部备案过的域名，需要在全国统一的互联
网站安全管理服务平台http://www.beian.gov.cn，
进行公安机关域名备案

工信部备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的，网站备案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在网上从事非法的网
站经营活动，打击不良互联网信息的传播
工信部备案又叫ICP备案/企业备案

注意：上海地区商家/组织通过工信部备案后，需在30天内申请公安备案。

备案的类型



公安备案与工信部备案的相关信息对比

是否强制性

备案机关

资料提交平台

审核部门

备案时间

公安备案

否，但上海、北京地区完成工信部备案
后30天内需做

公安

全国统一的互联网站安全管理服务平台
http://www.beian.gov.cn

公安审核

提交正确资料后3-5个工作日

工信部备案

否，客户可根据自己需求而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

企业中心-域名管理界面

网站初审-->备案接入商审核-->工信部终审

提交正确资料20个工作日

备案期间对
网站影响

无 域名暂停访问，网站内容可正常编辑

备案的类型



2.可使用国内服务器

1.网站可信度更高

工信部备案的好处

4.商城可申请第三方支付

3.有利于推广网站信息在国家工信部进行备

案，备案后网站可信度会更高

网站需备案后才能使用国内服
务器，比海外服务器相对稳定

部分推广与平台是需要网站备案

后才可以做，例如百度推广

商城支付（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需要备案后的域名才支持申请



工信部备案

/ ICP备案

默认服务器（ucloud）备案

华为云服务器备案

备案入口（二选一）

工信部备案入口

都支持电子化备案

支持个人备案 支持西藏客户备案



01、中级版及以上版本网站

02、已实名认证域名
（有效期3-6个月以上）

03、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04、备案人身份证
(年龄不得超60岁，有效期3-6个月以上)

工信部备案的条件



法人备案：

非法人备案：

1.法人电子化采集

1.负责人身份证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2.负责人电子化采集
3.法人委托/授权书

工信部备案的资料-电子化备案

【必须提供的资料】

1.营业执照副本彩色扫描件

2.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3.域名证书

其它资料按“法人”或“非法人”备案补充



默认备案的资料提交位置



完成05

填写资料
点击提交备案

01
添加“TXT”记

录
02 点击待采集02

扫描二维码
采集人像

0303

点击
提交采集

0404

默认备案的资料提交位置



默认备案的资料提交位置



默认备案的资料提交位置



完成05

填写资料
点击提交备案

01
添加“TXT”记

录
02 点击待采集02

扫描二维码
采集人像

0303

点击
提交采集

0404

默认备案的资料提交位置



② 具体资料参考：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epare-icp/icp_02_0045.html

个人备案资料 企业备案资料

① 资料提交位置：

在华为云注册账号提交

华为云备案的资料提交位置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epare-icp/icp_02_0045.html


华为云备案入口界面展示



华为云备案入口界面展示



华为云备案入口界面展示



Lorem Ipsum is simply dummy text of the printing and typesett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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