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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域名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6:33:42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腾讯云域名相关概念：

在 Internet 上有千百万台主机，为了区分这些主机，每一台主机都被分配一个 IP 地址。但由于 IP 地址没有实际

意义且难于记忆，于是就有了域名（Domain Name）。 

域名主要是由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 - ” 、“ . ” 等组成，目的是为了方便记忆和沟通一组服务器的地址（网

站、电子邮件、FTP 等）。 

域名和 IP 是相互对应的，在 Internet 上专门有 DNS（域名服务器）来进行域名与 IP 的相互转换，您在浏览器上

输入域名， DNS 会进行域名与 IP 的转换，才能找到相应的服务器，打开相应的网页。 

如果您想要在 Internet 上建立服务器发布信息，则要先注册相应的域名。域名注册是在 Internet 上建立服务的基

础，由于域名的注册以 “先申请先注册” 为原则，在互联网中每一个域名的注册都是不可重复的，如果您想在 

Internet 上拥有您的服务器发布信息，建议尽早注册域名。

按照国际惯例，域名申请遵循 “先申请，先服务” 的原则。由于域名不允许重名，一个域名只能对应一台计算机主

机，一个域名一旦被申请，注册期内该域名属于申请者，除非申请者自动放弃或转让。建议您及时申请属于自己的专

域名简介

域名注册



域名注册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 共18页

属域名。

域名注册：如果您想要在 Internet 上建立服务器发布信息，则要先注册相应的域名。注册域名前，您需要先创

建实名信息模板，注册域名后，您还需完成实名认证、网站备案、域名解析等步骤，您的网站可以成功被外部访

问。

操作步骤 说明

创建域名信息模

板

新注册域名使用已实名的信息模板注册域名后不需要再提交实名认证。具体操作请参

考 信息模板管理 。

域名注册
请您登录 域名注册页面 ，选择您需要的域名后缀，添加购物车，填写您的域名信息

并完成支付后，等待实名认证成功。

网站备案 如果您是首次备案，请参考 首次备案 。

域名解析
您通过输入域名访问网站时，将域名解析到对应的 IP，找到对应服务器，打开对应

的访问页面。网站域名解析请参考 快速添加域名解析 。

域名转入腾讯云：您已经在其他注册商拥有了自己的域名，若您需要腾讯云为您提供域名服务，您可以将域名转

入腾讯云。

注意：

如果在域名转入前，已经进行过网站备案和域名解析，您的网站可以成功被外部访问

如果在域名转入前，没有进行网站备案和域名解析，转入后需要完成网站备案、域名解析等步骤，您

的网站才可以被外部访问

操作步骤 说明

域名转入
您进行域名转入前，请仔细查看 前提条件 ，并从其他注册商处获取转移码，域名转入过程

中，使用信息模板不需要再提交实名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考 域名转入腾讯云 。

网站备案  如果您是首次备案，请参考 首次备案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15435
https://dnspod.cloud.tencen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3645#precondition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36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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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域名的有效使用，腾讯云域名管理控制台提供常用的辅助管理功能，您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分类了解域名管理

的主要功能。

域名解析 您通过输入域名访问网站时，将域名解析到对应的 IP，找到对应服务器，打开对应的访问

页面。网站域名解析请参考 快速添加域名解析 。

域名管理

操作步骤 说明

域名实名认证
所有域名均需要在实名认证通过的情况下才可正常使用，实名操作步骤请参考 域名实名认

证 。

信息模板管理

手机邮箱验证：为了加强域名身份信息的真实性核验、防止他人冒用信息。自 2021年09

月30日 起，腾讯云域名注册中的域名信息、信息模板等，必须使用已验证的手机、邮箱。

具体操作请参考 手机邮箱验证 。

信息模板管理：域名新注、域名转入时，必须选择已完成实名审核的信息模板，进行实名

认证、域名信息修改等操作时选择已实名审核的信息模板也可快速认证通过。具体操作请

参考 信息模板管理 。

域名信息修改 如需修改域名所有者信息，可通过 域名信息修改  进行调整。

修改 DNS 服

务器

若您注册的域名需添加解析，则需将域名托管至 DNS 解析商后才可正常解析。修改 DNS 

操作步骤请参考 修改 DNS 服务器 。

域名续费与赎

回

域名续费：在域名到期前，腾讯云会发出邮件或短信提醒您进行续费，续费流程请参考 域

名续费 。续费价格请参考 域名价格列表 。

域名赎回：域名过期后30天左右，您的域名还属于 “续费宽限期”。如果您错过 “续费

宽限期”，将进入 “域名赎回期”，赎回流程请参考 域名赎回 。

域名特惠包

域名特惠包可在域名注册时进行使用，如购买的域名后缀符合已购买的域名特惠包要求，

即可享受优惠的价格进行购买域名。购买及使用特惠包请参考 腾讯云域名特惠包 、 域名特

惠包使用 。

域名转移

域名转入腾讯云：您已经在其他注册商拥有了自己的域名，若您需要腾讯云为您提供域名

服务，您可以将域名转入腾讯云。具体操作请参考 域名转入腾讯云 。

域名转出腾讯云：将域名从腾讯云域名服务转到其他域名注册商内，由其他注册商为您继

续提供域名服务，我们称之为域名转出。具体操作请参考 域名转出腾讯云 。

域名账号间转移：域名账号间转移，是指更改域名所在的腾讯云账号，并未改变域名的实

名信息及所有者，解析记录也一并转移。具体操作请参考 域名账号间转移 。

域名安全

开启域名隐私安全：针对 “.CN”，“.中国” 域名的隐私保护，当您通过注册商申请开

启域名隐私保护后，将实现从注册局 WHOIS 查询服务中隐藏您的域名关键隐私信息，以

达到保护隐私的目的。具体操作请参考 开启域名隐私保护 。

开启域名安全保护：在信息发展的时代，各种网站层出不穷，为避免您的域名信息和 DNS 

被恶意篡改，请您注意开启域名保护的功能。具体操作请参考 开启域名安全保护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67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620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154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36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621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9644
https://buy.cloud.tencent.com/domain/price?type=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125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544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549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36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96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96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614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4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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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查询 通过 WHOIS 查询 ，您可以进一步了解域名的相关信息，例如域名注册商信息、域名状

态、注册日期、到期日期等重要信息。

域名到期提醒

腾讯云域名注册提供的域名到期消息提醒服务，如您账号下的域名准备到期时，该服务将

会将通过您预留在腾讯云的信息，以短信、邮件等方式提醒您进行续费。具体操作请参考 

域名到期提醒管理 。

https://whois.cloud.tencen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5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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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域名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9 17:24:02

白金域名，也称为溢价域名，是注册局根据 ICANN 规定，在域名开放注册后保留一定时间的精品高价域名。白金

域名可以作为企业的金字招牌，简单明了、过目难忘，更容易进行推广使用，提高企业的搜索量，登录腾讯云即可抢

注获得属于您的白金域名以及域名使用权。

企业的金字招牌，简单明了、过目不忘。

助力搜索指数，让推广更有价值。

稀缺存量资源，最具价值的数字资产。

根据不同注册局的要求和价格策略，不同后缀的白金域名的续费价格并不相同，具体请以订单结算价格为准。

部分后缀的白金域名的续费价格，默认等同普通域名的续费价格。

部分后缀的白金域名的续费价格高于普通域名续费价格。此外，不同价格梯度的白金域名的溢价续费价格也不同，具

体请以订单结算价格为准。

您可以在腾讯云平台进行注册，您只需执行几个简单的步骤即可轻松获得属于您的域名。

腾讯云支持以下注册方式：

概述

白金域名优势

品牌力量

入口制胜

投资价值

白金域名续费

白金域名注册

DNSPod 白金域名注册

腾讯云白金域名注册

小程序白金域名注册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48588#dnspod-.E7.99.BD.E9.87.91.E5.9F.9F.E5.90.8D.E6.B3.A8.E5.86.8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48588#.E8.85.BE.E8.AE.AF.E4.BA.91.E7.99.BD.E9.87.91.E5.9F.9F.E5.90.8D.E6.B3.A8.E5.86.8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48588#.E5.B0.8F.E7.A8.8B.E5.BA.8F.E7.99.BD.E9.87.91.E5.9F.9F.E5.90.8D.E6.B3.A8.E5.86.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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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域名优势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9 17:24:03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注册腾讯云域名优势：

选择腾讯云域名注册服务，等于选择了专业和安心，域名是互联网的入口，腾讯云为您提供高性价比的域名产品。

腾讯云是境内首家在云计算领域获得 ISO9001 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和 ANAB（美国注册机构

认可委员会）双认可的企业，为您提供优质、稳定、安全的域名服务。

腾讯云有着深厚的基础架构，有着多年海量互联网服务的经验，不管是社交、游戏还是其他领域，都有多年的成熟产

品来为您提供专业服务。

腾讯云为您提供丰富的域名注册种类，国内、国际域名等域名注册服务，不管是新注册还是转入腾讯云都能满足您。

具体可查看 腾讯云域名后缀 。

腾讯云用新一代高性能 DNS 服务端程序，为您提供稳定的解析服务，解析速度超出主流解析的上百倍，给您秒级

生效的快感体验。此外，腾讯云解析还向全网域名提供免费的智能解析服务，拥有海量处理能力、灵活扩展性和安全

能力，为您的站点提供稳定、安全、快速的解析体验。

品牌靠谱

种类丰富

解析高速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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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推出 “腾讯云百分服务”，为您提供 “沟通100、快捷100、满意100” 的服务，助您安心购，省心用。 

腾讯云有专业的售后工程师团队，为您提供7 * 24小时不间断的技术服务。若您在使用我们的服务遇到问题，可以

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9100100寻求帮助。

服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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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域名后缀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8 15:52:22

腾讯云提供便捷安全的域名注册、续费、转入、赎回等服务，注册域名前您可以先查询并了解目前腾讯云支持注册的

域名后缀，对于查询结果为腾讯云支持注册且未注册的域名，您可以在腾讯云进行注册。

域名服务价格列表  中展示了腾讯云当前支持注册、续费、转入、赎回的所有域名后缀类型，您可以在此页面查询腾

讯云支持注册的域名后缀以及价格，页面中未查询到的域名后缀或标注了“暂停注册/转入/续费”的域名后缀，则暂

时无法提供该后缀的相关服务，如下图所示：

查询腾讯云支持的域名后缀

方式一：域名服务价格列表

腾讯云不支持的后缀：

腾讯云支持后缀但当前部分能力受限：

https://buy.cloud.tencent.com/domain/price?type=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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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域名注册购买页 直接输入您想要的域名全称进行查询，如出现下图提示，则该域名后缀暂不支持在腾讯云

注册。

方式二：域名注册购买页

说明：

根据《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规定，域名属于尚未取得域名注册管理机构许可的顶级域名，腾讯云无法对其

提供域名注册、修改域名实名信息、转入、续费、域名交易等服务。

查询域名是否已被注册

https://buy.cloud.tencent.com/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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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域名前，您需要先在 域名注册购买页 查询想要注册的域名是否已被他人注册。

如查询结果为“该域名已被注册”，说明域名已被他人持有，您需要更换一个域名注册，或者是通过 域名经纪  服务

委托腾讯云经纪团队协助您从域名持有人手中购买。若无提示，说明域名当前可注册，您可以点击“添加”将域名加

入购物车中进行注册，如下图所示：

https://buy.cloud.tencent.com/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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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注册商信息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2 10:26:12

域名注册商指由注册局授权提供域名注册服务的服务商。注册局不提供直接域名注册服务，若您需注册域名，需通过

注册商进行购买与使用。因每个注册局管理着不同的顶级域名，授权的注册商也不相同。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多可选的

域名后缀，腾讯云除自有注册商外，还与其他注册商联合，提供更全面的域名注册服务。主要区别是您在腾讯云注册

域名后缀后，所属注册商可能不同。

腾讯云的域名注册商共4家，具体如下：

域名注册商信息介绍

域名注册

商
域名注册商中文全称 域名注册商英文全称

DNSPod 烟台帝思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DNSPod, Inc.

腾讯云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
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新网数码 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Xin Ne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广州云讯 广州云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unxu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域名后缀对应注册商

说明

您于2023年2月13日之前在腾讯云注册的存量域名，则以实际注册的注册商为准。2023年2月13日及

之后在腾讯云注册的域名，将根据您的域名后缀名称（TLD）分为以下资质进行注册。

以下数据更新于2023年2月13日。

域名后缀 域名注册商

.net、.com、.xyz、.ltd、.group、.wang、.club、.work、.gold、.life

、.art、.love、.world、.asia、.我爱你、.集

团、.biz、.games、.sale、.media、.fit、.studio、.fyi、.cab、.market

、.news、.vin、.tax、.shopping、.mba、

.cash、.cafe、.technology、.co、.fans、.ren、.cloud、.shop、.law

、.link、.show、.info、.mobi、.cool、

.在线、.中文网、.top、.vip、.网

址、.beer、.fashion、.luxe、.online、.chat、.pub、.run、.city、.live

、.pro、

烟台帝思普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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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细微的差别。

1. 新网资质的国家域名（.cn/.中国/.*cn）无法开启域名隐私保护，详情请查看 域名隐私保护 。

2. 新网资质的域名将会提前一天进入续费宽限期/赎回期/删除期，请留意控制台的时间。

.red、.网店、.pet、.kim、.移

动、.blue、.ski、.pink、.space、.tech、.host、.fun、.site、.store、.

yoga、

.website、.band、.游戏、.娱乐、.企业、.商店、.网

站、.voto、.archi、.vote、.promo、.poker、.organic、

.lotto、.green、.black、.bio、.social、.zone、.email、.today、.tea

m、.guru、.fund、.center、.plus、.video、

.wiki、.design、.ink、.company、.icu、.press

.中国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

.tv、.cc、.mo.cn、.hk.cn、.tw.cn、.xj.cn、.qh.cn、.gs.cn、.sn.cn、

.xz.cn、.yn.cn、 

.gz.cn、.sc.cn、.hi.cn、.gx.cn、.gd.cn、.hn.cn、.hb.cn、.sd.cn、.j

x.cn、.zj.cn、.js.cn、.hl.cn、.jl.cn、

.ln.cn、.nm.cn、.sx.cn、.ha.cn、.he.cn、.cq.cn、.tj.cn、.bj.cn、.or

g.cn、.net.cn、.com.cn、.ac.cn、.cn

广州云讯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常见问题

不同域名注册商提供的服务能力会有差别吗？

如何查看自己的域名是哪家注册商？

已注册域名

登录腾讯云 域名注册控制台  即可查看。如下图所示： 

未注册域名

登录 域名注册页面 ，输入并查询您需注册的域名，将鼠标光标移动至 即可查看。如下图所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6148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omain
https://dnspod.cloud.tencent.com/?from=qcloudHpProduct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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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请以注册时显示的注册商资质为准。如为新网主体的域名，在注册60天后，可通过 注册商资质升级  转为

其他注册商主体（帝思普、腾讯云（北京）、广州云讯）。

在注册时，我可以自由选择域名的注册商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5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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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Name 域名指纹与 Placement+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3 17:00:42

TrueName （又名：域名指纹）是由 Donuts 注册局推出的一项品牌利益保护服务。购买 Donuts 注册局旗下的

域名后缀可自动开通该服务，无需进行手动操作，TrueName 服务有效期与域名有效期一致。购买带有

图标的域名成功后，Donuts 注册局将会阻断他人注册同形异义词汇域名，从而保护域名所有人的品

牌利益，从根源上阻断网络钓鱼行为。

例如，您成功注册带有域名指纹的 域名。现有他人试图注册 tencent.city  域名。该域名通过肉眼

观察与您的域名在外形上基本一致，但该域名中的 被判断为字母 e 的同形异义字，因此该域名将被 Donuts 注

册局阻拦且无法注册。

Placement+（又名：垂直行业域名搜索）是由 Donuts 注册局推出的一项为用户提供更加快捷精准的域名注册搜

索服务。您通过腾讯云 域名注册页  搜索 Donuts 注册局旗下的域名后缀时，将为您提供更加快捷精准的展示结

果。

腾讯云已接入后缀如下所示：

TrueName 介绍

说明

同形异义词：也叫易混淆字符，例如，使用拉丁文、希腊文和西里尔文脚本表中的字符替换字母或数字等，

相关示例请参阅 unicode 易混淆表 。 

Placement+ 介绍

腾讯云支持 Donuts 注册局域名后缀

.cab .center .chat .city .company

.cool .email .fan .fund .fyi

.games .gold .group .guru .life

.live .ltd .market .media .news

.plus .pub .run .sale .shopping

.show .social .tax .team .today

https://buy.cloud.tencent.com/domain
https://www.unicode.org/Public/security/8.0.0/confusable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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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vin .world .zone .studio

.band .mba .cash .cafe .technology

.企业 .商店 .游戏 .娱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