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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备案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0 14:16:04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网站备案：

根据国务院令第292号《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和《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规定，国家对经

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未获取许可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的，

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否则属于违法行为。 

因此，所有对中国大陆境内提供服务的网站都必须先进行 ICP 备案，备案成功并获取通信管理局下发的 ICP 备案号

后才能开通访问。腾讯云 ICP 代备案管理系统为您提供申请备案、修改注销备案信息等服务。

更多相关法律法规请参阅工业和信息化部： 政策文件 。

根据上述政策规定，如果您未在腾讯云提交过备案，直接将域名解析至腾讯云中国大陆境内云服务器 CVM、轻量应

用服务器 Lighthouse 等云服务上，网站使用 HTTP 协议访问将被腾讯云阻断并跳转到固定页面，提示您需先完

成备案操作，如使用 HTTPS 协议则无法正常访问网站。如下图所示： 

什么是备案

不备案的影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5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lawSta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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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支持 PC 端和小程序进行备案，为您提供申请备案、修改注销备案信息等服务。腾讯云支持操作的 ICP 备案

包括：

说明

如果网站域名已存在备案号，但之前不是在腾讯云备案，网站需要或已经转移到腾讯云，需在腾讯云办理接

入备案。如果网站未在腾讯云办理备案但解析至腾讯云服务器 CVM、轻量应用服务器 Lighthouse 等云

服务上，将被腾讯云阻断并跳转到固定页面，并提醒您尽快完成备案。接入备案操作详情请查看 接入备

案 。

腾讯云可备案类型

备案类型

（小程序

端）

备案类型

（PC 端）
备案描述

首次备案 首次备案

如您的网站托管在腾讯云中国大陆地区的云服务器 CVM、轻量应用服务

器 Lighthouse 等云服务上，且网站的主办单位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

无主体信息记录。在开通服务前，需在腾讯云备案系统进行首次备案的操

作。

- 接入网站

如您的网站已备案但未在腾讯云接入网站并且主体已在腾讯云备案，现需

将该网站域名解析到中国境内腾讯云服务器，您可通过腾讯云网站备案提

供的接入网站功能快速接入。

接入备案 接入备案 备案信息需要与接入服务商进行关联，若主体已经在其他接入商处完成备

案取得网站备案号，则表示您的网站可以在该接入商提供的服务范围从事

网站内容服务；如需更换接入服务商，如换成腾讯云，则需要在腾讯云做

接入备案。在腾讯云接入备案成功后，您即可在腾讯云开展网站内容服

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41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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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成功后，通信管理局会分配主体备案号给备案主体（个人或单位均可称为主体），同时也会给此次备案的网站分

配网站备案号。

主体备案号格式为：省简称 ICP 备  主体序列号 

网站备案号格式为：省简称 ICP 备  主体序列号-网站序列号

DNSPod 官网（域名 dnspod.cn）的网站备案号为：鲁 ICP 备09090609号-2 

公司主体备案号为：鲁 ICP 备09090609号

在腾讯云进行 ICP 备案时存在一些限制条件。 

例如，一个腾讯云账号只能备案一个主体等。详细信息请查看 备案限制说明 。

新增网站

（原备案在

腾讯云）

新增网站

（原备案在

腾讯云）

如您的网站托管在腾讯云中国大陆地区的云服务器 CVM、轻量应用服务

器 Lighthouse 等云服务上，且主体已在腾讯云办理过备案，现要新增

网站，则需进行新增网站（原备案在腾讯云）操作。

新增网站

（原备案不

在腾讯云）

新增网站

（原备案不

在腾讯云）

主体没有在腾讯云办理过备案，而是在其他服务商处办理备案，现需要在

腾讯云办理新增网站，则需要进行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腾讯云）操作。

变更备案 变更备案

在腾讯云成功办理备案的网站，支持备案信息（包括主体信息和网站信

息）的变更申请，当您的备案信息发生变化，建议及时办理备案变更，避

免影响业务的运行。

变更网站 变更网站
在腾讯云成功办理备案的网站，支持网站信息的变更申请，当您的网站信

息发生变化，建议及时办理网站变更，避免影响其他业务的办理。

注销主体 注销主体
当主体在腾讯云已经成功备案信息，因故需把该主体以及主体下的所有网

站从管局备案中注销，则应办理注销主体。

注销网站 注销网站
当您的网站在腾讯云已成功进行备案，而您因故需把该网站从管局备案中

注销，则应办理注销网站。

取消接入网

站

取消接入网

站

当您的网站在腾讯云已成功进行备案，而您的网站因故不再指向腾讯云服

务器，则应办理取消接入网站。

备案号

示例

备案注意事项

限制条件

域名与云服务资源检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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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备案前，建议您根据 备案域名  和 备案云服务资源  检查您的网站域名与备案云服务，确保域名和服务器均满足

备案要求。

各省份通信管理局的备案规则中规定了 ICP 备案的信息填写要求、所需提交的资料、备案信息变更规则和接入备案

规则。备案前建议您仔细阅读管局规则文档，了解您所在地域的管局规则，并根据规则准备好备案所需资料。详细信

息请查看 各省管局要求 。

管局规则

免责声明

备案账号需要在腾讯云成功注册并实名认证真实信息，包含邮箱、手机号、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未达到认证标准

的用户，将可能导致账号有风险，无法进行备案。

为保证备案的合规性，腾讯云有权对于代理备案等违规行为，交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处理或依规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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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6 17:18:41

不同的备案类型在备案流程中需要提供的信息略有差异。

您的备案流程可能是首次备案、接入备案、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腾讯云），您可根据主体及域名的备案情况选择相

应备案服务：

主体和域名均为第一次进行备案。

主体已通过其他服务商进行过备案，现有新的网站托管在腾讯云服务器上，需在腾讯云提交新的网站及域名备案申

请。

主体和域名均已备案，此次备案是办理接入商的变更。

对于增加备案信息的类型，在您填写备案信息的过程中，系统会自动判断备案类型，您无需自己选择。

对于变更和删除备案信息的类型，在腾讯云完成备案后，可以看到相应的入口。

注意

备案主体：即备案过程填写的主体信息，在腾讯云备案，一般情况下，主体信息需与腾讯云账号信息以及域

名所有者信息保持一致。

我（备案主体）未在腾讯云备案

首次备案

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腾讯云）

接入备案

我（备案主体）已在腾讯云备案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 共15页

您可根据您的需求选择相应备案服务：

主体已通过腾讯云进行备案，现有新的网站托管在腾讯云服务器上，需在腾讯云提交新的网站及域名备案申请。

在腾讯云备案成功后，变更备案主体信息或网站信息。

删除主体下的所有备案信息，包括主体信息和网站信息。

删除主体下的某个网站，主体信息仍然保留。

删除备案信息和接入商的关联，建议在新的接入商处完成接入备案后再取消接入，否则备案信息可能会被通信管理局

注销。

新增网站（原备案在腾讯云）

变更备案信息

注销主体

注销网站

取消接入

注意

 公安备案和经营性备案，需您自行到相关部门网站线上办理或线下办理。

IP访问的网站ICP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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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于中国内地服务器上的网站，如果网站没有绑定域名，仅能通过互联网 IP 地址访问提供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

务也需要进行 ICP 备案。目前腾讯云网站备案系统仅支持使用域名进行备案，暂不支持直接使用IP进行备案。

如果您利用仅能通过互联网IP地址访问的网站提供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请联系当地通信管理局咨询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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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按照《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组织或个人利用通过互联网域名访问的网站或者利用仅能通过互联网 IP 地址访

问的网站，提供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依法履行备案手续。未经备案，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无论网站通过域名或 IP 地址对外提供服务，未完成 ICP 备案前，均不允许开通网站访问。如提前打开

未备案成功的网站，存在 ICP 备案被管局驳回或要求关闭网站的风险，建议您等待 ICP 备案成功后再

开通网站访问。

公安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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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流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0 14:16:09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备案流程说明：

不同备案类型的备案流程略有区别，以下基本流程仅供参考：

1. 验证备案域名

输入您的备案域名，系统将根据您所填写的域名，自动识别您要办理的备案类型。 详情可查看 备案域名 。

2. 填写备案资料

根据系统提示填写相关的主体信息和网站信息，上传证件照片及核验单等备案材料。确认信息无误后，提交至腾

讯云进行审核。详情可查看 备案材料清单 。

3. 腾讯云审核

腾讯云将在1 - 2个工作日左右完成备案资料审核，如审核通过，则将提交您的备案资料至当地管局进行审核。

4. 短信核验

  腾讯云将您的备案订单提交管局后，工信部系统会自动下发短信验证码，您需在24小时内，访问 工信部备案管

理系统  进行验证，详情可查看 备案短信核验说明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14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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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局审核

根据《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管局审核时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6. 等待审核通过，备案完成

审核通过以后，腾讯云会以短信和邮件的形式通知您。登录腾讯云系统可查看已备案的主体信息和备案网站信

息。

相关文档参考

备案

类型

（小

程序

端）

备案

类型

（PC 

端）

备案描述

首次

备案

首次

备案

如您的网站托管在腾讯云中国大陆地区的云服务器 CVM、轻量应用服务器 

Lighthouse 等云服务上，且网站的主办单位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无主体信息记

录。在开通服务前，需在腾讯云备案系统进行首次备案的操作。

-
接入

网站

如您的网站已备案但未在腾讯云接入网站并且主体已在腾讯云备案，现需将该网站域名

解析到中国境内腾讯云服务器，您可通过腾讯云网站备案提供的接入网站功能快速接

入。

接入

备案

接入

备案

备案信息需要与接入服务商进行关联，若主体已经在其他接入商处完成备案取得网站备

案号，则表示您的网站可以在该接入商提供的服务范围从事网站内容服务；如需更换接

入服务商，如换成腾讯云，则需要在腾讯云做接入备案。在腾讯云接入备案成功后，您

即可在腾讯云开展网站内容服务。

新增

网站

（原

备案

在腾

讯

云）

新增

网站

（原

备案

在腾

讯

云）

如您的网站托管在腾讯云中国大陆地区的云服务器 CVM、轻量应用服务器 

Lighthouse 等云服务上，且主体已在腾讯云办理过备案，现要新增网站，则需进行

新增网站（原备案在腾讯云）操作。

新增

网站

（原

备案

不在

腾讯

云）

新增

网站

（原

备案

不在

腾讯

云）

主体没有在腾讯云办理过备案，而是在其他服务商处办理备案，现需要在腾讯云办理新

增网站，则需要进行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腾讯云）操作。

变更

备案

变更

备案

在腾讯云成功办理备案的网站，支持备案信息（包括主体信息和网站信息）的变更申

请，当您的备案信息发生变化，建议及时办理备案变更，避免影响业务的运行。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41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0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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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

网站

变更

网站

在腾讯云成功办理备案的网站，支持网站信息的变更申请，当您的网站信息发生变化，

建议及时办理网站变更，避免影响其他业务的办理。

注销

主体

注销

主体

当主体在腾讯云已经成功备案信息，因故需把该主体以及主体下的所有网站从管局备案

中注销，则应办理注销主体。

注销

网站

注销

网站

当您的网站在腾讯云已成功进行备案，而您因故需把该网站从管局备案中注销，则应办

理注销网站。

取消

接入

网站

取消

接入

网站

当您的网站在腾讯云已成功进行备案，而您的网站因故不再指向腾讯云服务器，则应办

理取消接入网站。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3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 共15页

备案限制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4:37:42

使用腾讯云备案系统时，会存在以下限制条件，请知悉：

限制项 限制说明

备案地域

单位备案：省份与单位证件一致。市、区与实际通信地址一致即可。

个人备案：建议您选择个人证件上的省、市、区。若进行备案的省管局允许，您可以选择与

证件上不同的省份进行备案，具体可查看 各省管局要求 。

账户实名认

证

在进行备案之前，您需要先完成账号的实名认证。

账号实名认证名称需与备案主体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保持一致。

    若使用子用户账号进行备案，需对子用户账号进行授权，具体可查看 子用户账号备案 。

    若使用协作者账号进行备案，需对协作者账号进行授权，具体可查看 协作者账号备案 。

个人备案：

账号实名认证名称必须与备案主体一致，个人账号实名认证需满24小时才可备案。

企业或机构备案：

域名实名认

证

根据工信部2017年全面实施域名实名认证的要求，所有存量域名以及新注册域名均需进行实

名认证，一般情况下1个工作日内可完成审核，部分可能需要等待3 - 7个工作日。 

域名实名未满3天可以提交备案订单，当域名实名通过工信部比对一致之后才会进入腾讯云审

核。

主体
一个腾讯云账号只能备案一个主体。如需新增其他主体的备案，请 单击此处  注册新的腾讯

云账号，再提交备案申请。

网站、域名

数量

一个腾讯云账号只能有一个流程中的备案订单。

单位备案，每个订单最多可新增10个网站，每个网站只能包含1个域名。

个人备案，每个订单最多可新增1个网站，每个网站只能包含1个域名。

部分省份对备案网站及域名数量有特殊要求，具体可查看 各省管局要求 。

网站名称 需按规范命名，命名规则请查看 网站命名要求 。

前置审批
若网站内容涉及需前置审批行业的内容，备案前请先到相关批复单位办理前置审批。具体请

查看 前置审批相关 。

只通过 IP 

访问的网站

备案

腾讯云系统目前只支持备案域名，不支持进行 IP 备案，建议您使用域名备案。

订单有效期
已在审核流程中的备案订单超过45天未进行下一步操作，则备案订单将变更为草稿状态。其

中的信息在草稿有效期内仍然保留，只需检查信息是否真实有效，并重新提交审核即可。

草稿有效期 如果您的草稿订单超过30天未提交或进行更新，则您需要放弃当前草稿订单，重新创建新的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07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0591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17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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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

订单驳回

备案订单被驳回后，腾讯云会给您发送微信、短信、邮件提醒您修改及完善备案信息并且会

在第5天、10天、15天再发送信息。消息接收渠道以及接收人请查看： 消息订阅管理 。

建议您收到腾讯云发送的通知后登录腾讯云网站备案小程序修改及完善备案信息。（备案过

程中，我们可能会通过0755-2804-6906、0755-2904-3460、0755-3394-

7007、0755-3655-2251、0755-3655-2250、0755-2804-6909、0755-

2804-6912跟您联系，请您留意接听。）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63/46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