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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香港节点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4:32:03

香港节点的网站无需备案，制作好网站后可直接上线。

香港节点的服务器采用国际带宽，在国外访问香港节点的网站速度会优于国内节点服务器，但不确保所有国家都能

访问，如需确保/指定国家可访问香港节点的网站，可额外部署全球加速进行网站速度提升。

香港节点的网站由于无法进行ICP备案，因此在百度/360等搜索引擎的优化效果都不佳，如需要进行网站优化，建

议选择国内节点。

支持，可参考帮助教程 ssl证书部署 。

1. 香港节点的网站需要备案吗？

2. 香港节点的网站可以在国外访问吗？

3. 香港节点的网站支持百度优化吗？

4. 香港节点的网站支持部署SSL证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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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9 11:38:25

提交备案信息后，预计20个工作日内出审核结果。如管局要审核的量比较多，审核时间会长一些，具体详情请查看 

备案审核 。

因各地管局要求不同，需准备的材料也有所不同。建议您提前了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局的 备案要求 ，备案材

料可查看 备案材料清单 。

目前，网站建设套餐提供上海/中国香港节点服务器，如选择上海节点，需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网站方可上线；如选

择香港节点，网站无需备案即可上线。

填写备案信息时，一个网站信息只允许填写一个域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以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开办网站必须到当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并且在自网络正式联通后的三十日内办理，如果不履

行，公安机关会给予警告或者停机整顿不超过六个月的处罚。

具体操作请参考 公安备案流程 。

备案审核时间需要多久？

网站备案需要哪些资料？

网站需要备案后才能上线吗？

一个网站可以有多少个域名？

域名已经在工信部备案，是否还需要重新备案呢？

若您的域名已在腾讯云备案通过，且备案未被注销，无需重新备案。

若您的域名未在腾讯云备案，您需要将备案信息接入到腾讯云。具体详情请查看 接入备案 。

公安备案是必须要进行的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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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0 17:23:23

是的。购买网站建设商品后，可根据对应的版本选择对应的免费模板进行安装使用。

可以，只要所购买的商品还在有效期内，模板可免费无限次更换。

不支持，网站建设系统已内置了数百套可选模板，只能安装系统已制作好的模板进行安装使用。

支持部分，如网站统计代码、客服系统代码、Header 网站头部代码、iframe 框架嵌套。

模板是免费使用吗？

模板可多次更换吗？

在其他服务商购买的模板，能应用到网站建设上吗？

模板是否支持自己进行代码编辑、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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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站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0 17:23:23

因服务类型与版本不同，提供的云服务器资源也不相同，各版本云资源库容量如下：

购买套餐包含建站或设计服务的费用，若网站正式上线，您需要另外购买域名并绑定网站，详情请参见 绑定域名 。

无需单独发布。单击发布后，PC 端和手机端同时发布。

网站发布是即时生效的。如果您通过域名访问显示的还是之前的内容，建议清除浏览器缓存后，重新访问域名。

体验版需要发布，制作好网站后，单击发布网站即可生效。

网站建设提供的云服务资源（网站服务器）规格有哪些？

企业官网

版本 地域 网站容量

体验版 上海 25 MB

标准版 上海/香港 500 MB

企业版 上海/香港 1 GB

尊享版 上海/香港                   1 GB

电商网站

版本 地域 网站容量

体验版 上海 25 MB

标准版 上海/香港 1 GB

企业版 上海/香港 2 GB

尊享版 境内/境外多节点 2 GB

购买网站建设套餐后，还需要购买什么吗？

网站发布了 PC 端，还需要发布手机端吗？

网站发布之后多长时间生效？

体验版需要发布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6/4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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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版不支持绑定域名，仅支持使用系统自带的域名进行访问。

支持，体验版支持升级正式版，您可在用户控制中心完成升级。

原有的网站内容会被保存，体验版升级正式版，不会对原有网站内容造成任何影响。

除体验版以外的版本都要每年续费。网站建设的购买方式为包年付费，到期前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时长进行续

费。具体操作请参见

网站服务版本续费 。

一个账号可购买多个建站版本，未做限制。

所购买的网站版本不同，所支持的页面数量不同，网站页面数量 = 网站栏目数量 + 产品数量 + 文章数量（如体验版

支持1个栏目 + 50个产品 + 50篇文章，则该网站总计支持101个页面）详情请参见 子产品版本介绍 。

不能，一个网站建设套餐只能搭建单个网站，如有多个网站需求，可以购买多个服务。

不支持，网站建设产品数据库均由腾讯云维护，不开放单独配置维护。

体验版可绑定域名吗？

体验版支持升级正式版吗？

体验版升级正式版后，网站内容会被保存吗？

网站建设套餐需要每年续费吗？

独立 IP 有什么作用？

提升网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极大程度避免受到其它网站的不良影响。

拥有独立 IP 的网站，百度等搜索引擎的权重会显著提高，有效提升网站排名及收录页面的数量。

一个账号最多可以购买几种版本的服务？

网站支持几个页面展示？

购买一个网站建设套餐服务能否搭建多个网站？

网站建设产品支持配置数据库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6/603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6/5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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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0 17:23:23

除体验版外，其他版本都已包含电脑站 + 平板 + 手机 + 微站 + 微信小程序。

注册和认证好微信公众号，支持订阅号、服务号，企业可按需选择，注册和认证流程请参见 注册流程指引微信认证

申请条件/步骤 。

将注册好的公众号绑定到网站后台，绑定流程请参见 如何绑定微信公众号 。

注册和认证好小程序账号，注册和认证流程请参见 小程序注册流程 。

将注册好的小程序账号授权到网站后台，提交小程序代码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上线，授权流程请参见 微信小

程序授权发布 。

网站建设包含小程序吗？

上线微信公众号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上线小程序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https://kf.qq.com/product/weixinmp.html#hid=87
https://kf.qq.com/product/weixinmp.html#hid=99
https://kf.qq.com/faq/170109iQBJ3Q170109JbQfiu.html
https://admin.site.my-qcloud.com/xi/help?id=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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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9 11:38:25

网站发布是即时生效的。如通过域名访问未生效，建议清除浏览器缓存后，重新访问域名。

登录您的网站后台，重新发布网站，网站发布成功后，网站即可正常访问。

无需单独发布。PC 端发布后，移动端同时发布。

需要重新发布。一般情况下，需要清除浏览器缓存后，再使用域名访问网站，即可查看网站最新动态。

可以修改网站内容。

网站发布之后是即时生效的吗？

访问域名时，显示网站未发布如何处理？

网站发布了 PC 端，移动端需要单独发布吗？

更新网站内容需要重新发布吗？

网站发布之后，还能修改网站内容吗？



网站建设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 共11页

其他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9 11:38:26

升级套餐不会重新计算时间，根据您升级后剩余时间收取费用。

支持，如果您需要开具发票，可以在费用 > 费用中心 > 发票与合同 > 发票管理  中申请开票。

购买网站建设任意版本服务后，服务器由腾讯云提供进行建站，如您需要进行备案，可申请备案授权码备案。具体

操作请参考 申请备案授权码 。

购买企业官网体验版1年，期间升级为标准版后，服务时间会重新计算吗？

是否支持申请发票？

网站建设服务是否需要购买服务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invoi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6/53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