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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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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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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购买本产品用户需注意项。

建议 详情 原因 相关文档

添加ICP备案号
在网站底部需添加ICP备案
号

根据《非经营性互联网信
息服务备案管理方法》规
定，如果未在网站底部添
加备案号，被相关部门核
查出来将处以五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

备案域名

添加ICP备案号

备案相关问题

1.重要公告1.重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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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云·速成美站的最新产品更新记录。

2022年1月2022年1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2.1.20
(2.6.9)

性能优化
VM端、SaaS端
性能优化

对VM端PV、UV
请求进行延迟执
行，节省服务器
性能开销以及
Redis访问压力

全部 无

性能优化
VM端、SaaS端
性能优化

对获取备份列表
模糊查询方法进
行重构，节省
Redis性能开销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文章管理
修复文章编辑
后，创建时间更
改了的问题

全部 无

2021年12月2021年12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12.02
(2.6.8)

功能优化 表单文本框

表单中，文本框
控件，可以通过
拖拽改变文本框
大小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产品管理

修复产品管理中
添加产品，选择
一个分类后，新
增下一个产品进
入到全部分类问
题

全部 无

2021年11月2021年11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11.16
(2.6.7)

功能优化 文章排序

文章排序：支持
选择顺序后，详
情页也按照所选
规则进行排序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页面克隆
修复PC网站设
计文章详情页克
隆失败的问题

全部 多页面制作

2021年10月2021年10月

2.更新记录2.更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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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10.14
(2.6.6)

功能修复 登录

修复客户登录微
站后，关闭浏览
器重新打开显示
登录状态，但提
示没有操作权
限。

全部 无

2021年9月2021年9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9.16
(2.6.5)

功能修复 手机端预览

修复小程序制作
完成后，手机端
预览不显示内容
问题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备份还原功能

修复中国香港/
杭州备份包不支
持跨区域还原的
问题

全部 无

2021年8月2021年8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8.12
(2.6.4)

功能优化 支付宝配置功能

因新注册支付宝
商户账号的用
户，无法获取
MD5密钥，仅支
持获取RSA密
钥，现专业版微
站后台无法配置
RSA密钥，故新
增RSA密钥配置
界面

全部 网站电商配置

功能修复 单页导入

修复了导入页面
(智能翻译)未成
功导入搜索控
件、面包屑控
件、系统页面的
系统控件样式问
题

全部 无

2021年7月2021年7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新增功能 单页翻译
支持翻译单个页
面

全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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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9
(2.6.3)

新增功能 文章/产品翻译
支持翻译多个文
章/产品

全部 无

功能优化 导入文章链接

导入微信文章功
优化为导入文章
链接功能，除支
持导入微信公众
号外，新增支持
导入网站文章功
能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分类控件设置详
情页

修复了分类控件
选择多个分类，
并在设置面板中
设置了非系统自
带的详情页时，
再次打开设置面
板，自动变为系
统自带的详情页
问题

全部 分类搜索

功能修复 底部信息显示

修复了在企业信
息页面中设置的
【公司名称】一
项，切换至其他
语言（如
English）设置
并保存后，在查
看其他语言（如
English）的页
面时，底部信息
中仍显示中文公
司名称问题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电商

修复了客户在手
机端下单时，在
选择地址页面，
选择北京→北京
→区，则显示正
常；而选择北京
→区后，选择第
三级时会显示为
空白页问题

全部 网站电商配置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年6月2021年6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新增功能 导入微信文章
可通过粘贴文章
链接的方式导入
微信文章

全部 文章管理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更新记录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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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10
(2.6.2)

功能优化 插入视频

产品/文章编辑
页面，上传
video视频功能
补充可选择阿里
云视频填入，单
击选择阿里云视
频可选择视频，
选择具体视频后
会在输入框内显
示视频链接，点
击确定即可在文
章编辑器内插入
视频

全部 无

功能优化 智能模板

将智能模板内容
填充弹窗显示项
优化为【如果选
择的智能模板内
无某项内容，则
不显示该项】

全部 智能模板

功能优化 加载速度
优化了所有公司
信息控件字体库
加载速度

全部 文本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年5月2021年5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5.27
(2.6.1)

新增功能 文章排序

可对文章进行排
序，并可在使用
列表控件时选择
按排序顺序排
序，使用分类控
件时按排序顺序
显示

全部 文章管理

功能优化 文章/产品编辑

对页面内的按钮
进行了整理，将
用户常用的复
制、保存、预览
功能展示在较明
显位置，将用户
不常用的功能隐
藏显示

全部 无

功能优化 文章/产品编辑

在文章编辑页
面，使用复制/
预览功能时，系
统会自动保存当
前内容并执行操
作

全部 无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更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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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修复 标尺

修复标尺在页面
滑动等操作后添
加标尺线位置不
正确的问题，以
及标尺拖动位置
不准确问题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二级导航

修复二级导航数
据较多时，导航
排序后，保存并
刷新，排序混乱
的问题

全部 栏目导航

功能修复 标签控件

修复所有标签控
件，复制并右键
粘贴时无法粘贴
在当前标签内，
全部粘贴在第一
个标签内的问题

全部 布局

2021.5.21
(2.6.0)

新增功能 智能整站翻译

可将主语言内容
一键翻译至其他
语言所有页面数
据

全部 智能整站翻译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年4月2021年4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04.28
(2.5.9)

功能修复 幻灯秀控件

修复幻灯秀样式
1，样式3预览
时，调整浏览器
显示比例，内容
显示位置不一致
问题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标签控件

修复标签控件内
添加表单，输入
一次后，再次选
择输入提示，标
签会自动闪关，
导致无法正常提
交表单问题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电商设置

修复支付宝支付
成功后立即关闭
支付页面，客户
网站后台订单状
态不更新，一直
显示“未选择支
付方式”问题

全部 无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更新记录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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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优化 文章/产品编辑

在编辑产品/文
章时，支持上传
video视频：去
掉现大多数浏览
器不支持的
flash视频功
能，新增支持上
传video视频功
能。用户可添加
视频MP4,
WebM, Ogv格
式的视频文件链
接

全部 无

2021.04.16
(2.5.8)

功能优化 内容导入

内容导入支持图
片格式导入，导
入的图片可在图
片管理中进行管
理

全部 内容导入

功能优化 内容导入

支持分页导入；
支持将文件拆分
为多页，每一页
分别导入解析，
避免了因单个页
面解析失败从而
导致整个文件无
法正常导入问
题。同时，提升
了解析速度，避
免等待时间过长

全部 内容导入

功能优化 内容导入

用户可以新增页
面时可选择导入
文件直接生成页
面

全部 内容导入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年3月2021年3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新增功能 图片遮罩

支持PC端+移动
端图片样式一
（矩形图片控
件）使用图片遮
罩功能

全部 图片

功能优化 新增样式

图片控件新增悬
停遮罩样式，可
实现悬停遮罩效
果

全部 图片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更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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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31
(2.5.7)

功能优化 域名管理

调整“域名管
理”页面的“查
看帮助”字号，
使视觉效果保持
一致

全部 无

功能优化 域名管理

移除“域名管
理”页面
的“HTTPS状
态”文字点击事
件

全部 无

功能优化 图片编辑

调整“图片编
辑”的功能区背
景色为半透明蓝
灰色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香港站点推广问
题

修复客户的香港
站点内有工信部
网站链接，无法
使用谷歌推广问
题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自适应布局控件
同步问题

修复将页头页尾
中的自适应布局
控件同步到移动
端之后，手动拖
拽其控件高度并
保存成功以后，
刷新之后会恢复
到原高度问题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删除图片提示

修复在图片管理
页面/设计期内
图片删除时的二
次确认提示错误
问题

全部 无

新增功能 图片编辑

可裁剪、翻转、
旋转、涂鸦笔、
图标、文字、调
整图片，并保存
或下载编辑后的
图片

全部 图片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更新记录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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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8
(2.5.6)

新增提示 产品文章

在文章管理、产
品管理页面，分
别新增提示：如
何在网站上显示
已上传文章？如
何在网站上显示
已上传产品？点
击此提示可召唤
机器人指南。

全部
文章管理产品管
理

功能修复 容器二

修复在容器二控
件第二页添加的
图片会自动放大
问题。

全部 布局

功能修复 数据
修复部分轮播类
控件撤销恢复后
数据丢失问题。

全部 无

功能优化 网站防御机制

当网站遭受异常
攻击时，将提示
您的站点因被频
繁攻击，为保障
您的站点数据安
全，已暂停访
问；如恢复正
常，站点将自动
恢复访问

全部 无

2021.3.4
(2.5.5)

功能优化 导入文章

导入文章大小限
制放宽为：
50MB；同时，
可批量上传100
个文件

全部 文章管理

功能优化 文章状态

新增待发布状
态，旨在提醒用
户，此状态下的
文章暂未完全更
新为最新状态，
需发布网站后，
才能看到最新状
态

全部 无

功能优化 备案信息

在您绑定域名/
重新提交域名
时，如系统获知
到您已备案，则
为您预置备案信
息

全部 添加ICP备案号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更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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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优化 公司信息控件
优化公司信息控
件显示的直辖市
地址

全部 文本

功能修复 会员权限设置

修复部分用户的
设置会员权限页
面仅显示部分页
面标题问题

全部 无

功能修复 分页排序

进一步修复分页
排序逻辑，解决
产品在创建时间
一致的情况下，
分页排序会产生
错乱问题。

全部 无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年2月2021年2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2.05
(2.5.4)

功能升级 web应用防火墙

为应对web应用
攻击，确保网站
的web安全与可
用性，香港
SaaS节点添加
web应用防火墙

香港 无

2021年1月2021年1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1.1.28

功能修复 文章浏览量
解决文章列表浏
览量不会增长问
题

全部 详情页相关控件

功能优化
域名管理页面提
示

域名管理页面，
域名已存在、等
待解析成功等多
处提示优化

全部 解析域名

功能优化
因在设计页面中
导入文件产生的
图片归类优化

智能导入等处导
入的图片，在图
片管理中，归类
至文件导入分类
下

全部 图片管理

功能修复 粘贴控件

解决部分控件粘
贴到页面内会报
错，无法粘贴问
题

全部 无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更新记录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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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功能升级 CDN
阿里云CDN相关
接口升级为最新
版本

全部 无

功能优化 保存页面

页面保存逻辑重
构为：不从
Cookie中读取
页面类型。以防
在保存页面
时，PC端/手机
端出现数据混乱

全部 无

功能优化 内容导入

内容导入在设计
器左侧菜单【内
容】最上方增加
新入口，并优化
未上传任何图片
时的页面

全部 内容导入

2021.1.15 功能升级 内容导入
内容导入更加智
能化

全部 内容导入

2021.1.15 功能优化 快捷键提示
设计器内，撤
销、恢复、保存
快捷键提示优化

全部 顶部操作栏

2021.1.15 功能优化 手机端同步

优化手机端同步
时的提示框，在
提示框中新增清
空并同步按钮。

全部 无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年12月2020年12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12.30 新增功能 撤销恢复
在设计器内操
作，可使用撤销
恢复功能。

全部 顶部操作栏

2020.12.30 新增功能 操作日志
在设计器内操
作，可查看操作
日志

全部 顶部操作栏

2020.12.30 功能优化 底部样式
将底部样式全部
按底部对齐展
示。

全部
如何设置站点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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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0 功能优化 独立IP解析

将独立IP产品默
认A记录解析更
改为默认
CNAME解
析，CNAME解
析支持开启CDN

全部 无

2020.12.24 功能优化
更换联系浮窗分
类

将联系浮窗从图
文组合换至功
能-功能中

全部 联系浮窗

2020.12.24 功能优化
产品列表样式更
新

产品及文章搜索
结果页、产品及
文章分类结果页
新增产品列表样
式—悬停动效

全部 列表

2020.12.24 新增功能 智能模板

上传PDF、
PPT、WORD文
件，内容成功解
析后，自动填充
至对应类别，人
工确认内容无误
后，可直接生成
在模板相应位置

全部 智能模板

2020.12.10 功能优化
首页
dashboard优
化

优化首页
dashboard样
式

全部 无

2020.12.10 功能优化
域名限制提示优
化

允许添加中文域
名，但因CDN限
制，不支持中文
域名加速。因
此，当绑定中文
域名时返回提
示：中文域名暂
不支持CDN加
速；

全部 解析域名

2020.12.10 功能优化 容器控件优化
容器控件缩略图
及样式更新

全部 布局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年11月2020年11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11.26 功能优化 控件分类调整

设计器内控件分
类调整，结构更
清晰，添加更方
便

全部 左侧资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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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6 功能升级 网络升级
杭州区域虚机
ECS经典网络升
级VPC网络

杭州 无

2020.11.26 功能优化
一键解析流程优
化

使用一键解析功
能时，如授权返
回信息为账户下
域名不存在，可
重新授权解析

全部 解析域名

2020.11.19 功能优化
域名解析流程优
化

新增DNS验证流
程

全部 解析域名

2020.11.12 功能优化 发布提示优化
新增过期后续费
场景下的发布提
示

全部 无

2020.11.12 功能修复
导航控件问题修
复

修复横向导航样
式1打开方式无
法下拉的问题

全部 栏目导航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年10月2020年10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10.29 功能优化 多语言优化
去除多语言个数
限制

全部 无

2020.10.29 功能优化 优化文案
优化了文章列表
控件、电商中多
语言文案

全部 无

2020.10.29 功能修复
地图控件问题修
复

修复表单中的地
址控件及电商中
的地址更新问题

全部 地图

2020.10.29 功能下线
隐藏美图秀秀功
能

因美图秀秀功能
无法正常应用，
暂时隐藏图片控
件、图片管理中
的美图秀秀功能

全部 无

2020年9月2020年9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9.24 功能修复
上传文件问题修
复

修复UE自动化-
矮兔资料中心无
法上传文件的问
题

全部 内容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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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16 功能修复 图片问题修复

修复部分图片管
理无法上传图片
问题，及部分图
片无法添加水印
的问题

全部 图片管理

2020.9.11 新增功能 内容导入

用户可使用现有
的文件（PPT、
Word等）导入
内容，内容导入
功能将文件拆分
为文案模块和图
片模块，具体样
式还需用户自己
调整设计

全部 内容导入

2020.9.11 功能修复
通栏容器问题修
复

修复通栏容器滚
动翻页后内容消
失问题

全部 布局

2020.9.11 功能优化 产品管理优化

产品简介将空
格、回车也不计
算在500字限制
中

全部 产品管理

2020.9.4 功能修复 文件问题修复

修复文件列表控
件设置效果与预
览效果不一致问
题；修复PDF文
件无法预览问题

全部 列表

2020.9.4 功能修复 显示问题修复

修复在文章管理
页面，导入文章
并已添至文章列
表中，查看文章
详情时，面包屑
位置错乱问题

全部 无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年8月2020年8月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8.20 功能优化
新增图片排列方
式设置

新增图片排列方
式，管理图片
时，可按上传时
间倒序排列

全部 图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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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20 功能修复
文件下载问题修
复

修复100M以上
文件无法下载问
题；修复下载
后，部分Safari
浏览器文件名称
显示乱码问题

全部 文件管理

2020.8.20 功能修复
面包屑返回问题
修复

修复通过文章/
产品搜索结果
页，进入产品详
情后，单击面包
屑控件返回“文
章/产品”分类
结果页时显示
error问题

全部 无

2020.8.6 新增功能 web防火墙

利用拦截规则，
防御SQL注入、
XSS跨站脚本、
常见Web服务
器插件漏洞、木
马上传、非授权
核心资源访问等
OWASP常见攻
击，并过滤海量
恶意CC攻击，
避免您的网站资
产数据泄露，保
障网站的安全与
可用性

全部 无

2020.8.6 功能修复 漏洞修复
修复跨站请求伪
造攻击（csrf攻
击）漏洞

全部 无

2020.8.6 功能修复
标签控件问题修
复

修复在刷新后，
标签内容框发生
两次展开动作问
题；修复设置悬
停颜色后还会变
为红色的问题；
修复在两个标签
设置&符号后出
现乱码的问题

全部 布局

发布时间 更新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说明 说明 防火墙采用的目前较为通用的拦截规则，如发现正常操作被阻断，请联系售后客服解决。

2020年7月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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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功能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7.23 功能修复 发布问题修复
修复网站页面数
量较多发布失败
问题

全部 无

2020.7.23 功能修复
产品/文章编辑
问题修复

修复产品/文章
自然段间距无法
调整问题

全部 文章管理

2020.7.9 功能优化 系统提示优化
优化系统遭受攻
击时提示语

全部 无

2020.7.9 功能优化 新增样式

新增图集、图
片、按钮、图
集、容器、产品
列表、文章列表
的控件样式

全部 无

2020.7.9 功能升级
自动备份功能升
级

升级自动备份功
能

全部 无

2020.7.9 功能修复
预览结果页问题
修复

修复产品分类结
果页中，分类结
果列表的产品简
介调整显示行数
之后预览不显示
问题

全部 结果页相关控件

2020.7.9 功能修复
图片悬停动效问
题修复

修复图片控件中
新出的悬停动
效，悬停后中心
区域无法点击问
题

全部 图片

2020.7.9 功能修复
电商显示问题修
复

修复电商功能的
订单列表规格值
中显示缺失问题

全部 电商会员

2020.7.9 功能修复
域名管理问题修
复

修复低分辨率情
况下，域名管理
页面的域名显示
不全，底部域名
无法进行解析与
管理问题

全部 解析域名

2020年6月2020年6月

发布时间 功能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6.18 功能优化
优化付款显示语
言

优化付款方式显
示语言与当前站
点语言一致

全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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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18 功能修复
产品详情页显示
问题修复

修复在后台编辑
产品详情描述时
设置的段间距，
在设计器的产品
详情控件中无法
正常显示问题

全部 详情页相关控件

2020.6.18 功能修复
状态更新问题修
复

修复支付宝支付
成功后，后台订
单列表仍显示待
付款状态

全部 无

2020.6.4 功能优化 幻灯秀 新增幻灯秀样式 全部 图片

2020.6.4 新增功能 表单
表单后台收集数
据支持删除操作

全部 表单管理

2020.6.4 功能优化 设计器提示优化
移除设计器内自
动备份默认提示

全部 无

2020.6.4 功能优化 分享控件优化
优化分享控件常
用链接

全部 分享

2020.6.4 功能修复
文章详情问题修
复

修复文章详情控
件无法显示在后
台富文本编辑器
中自然产生的段
间距的问题

全部 详情页相关控件

2020.6.4 功能修复
页面错乱问题修
复

修复手机站英文
版，加入购物车
控件单击结算后
页面出现错乱的
问题

全部 无

2020.6.4 功能修复
页面提示问题修
复

修复在英文版页
面使用留言控件
输入错误时，校
验提示为中文的
问题

全部 无

发布时间 功能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年5月2020年5月

发布时间 功能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5.21 新增功能 新手引导弹窗

在后台
dashboard
中，增加新手引
导弹窗，帮助引
导产品用户开始
使用产品

全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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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1 功能优化 文章列表样式
新增文章列表样
式

全部 列表

2020.5.8 功能优化 分类优化

产品/文章列表-
按分类选择时可
选分类数量增加
至200

全部 分类搜索

2020.5.8 功能优化 列表优化

产品列表样式
3（轮播样式）
可选产品数量增
加至50

全部 列表

2020.5.8 功能优化 修复导航问题
修复导航容器在
大屏显示器下显
示偏左的问题

全部 栏目导航

2020.5.8 功能修复
修复产品所在位
置控件问题

修复产品详情页
产品所在位置控
件，右侧面板显
示列表页标题开
关无效的问题

全部 无

2020.5.8 功能修复 修复面包屑问题

修复分类结果页
面包屑跳转到上
一级时错误的问
题

全部 无

2020.5.8 功能修复
修复页尾显示问
题

修复页尾版权所
有信息字体放大
的问题

全部
一、切换页面管
理/页头页尾

2020.5.8 功能修复 修复表单问题
修复英文表单顶
级域名下无法提
交的问题

全部 表单管理

2020.5.8 功能修复
修复页面滚动条
问题

修复页面添加表
单后，滚动条区
域变小的问题

全部 无

2020.5.8 功能修复 修复显示问题

英文站点个人中
心跳转到订单页
时标题显示为中
文的问题

全部 无

发布时间 功能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年4月2020年4月

发布时间 功能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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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7 新增功能 更新提醒模块

在后台公告栏显
示更新预告提
醒，更新完毕后
在版本更新模块
显示最近一次更
新内容

全部 更新公告

发布时间 功能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年3月2020年3月

发布时间 功能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3.27 新增功能 底部样式模块

此模块可设置包
括公安备案号、
ICP备案号等网
站底部内容样式

全部
如何设置站点信
息

2020.3.27 新增功能 导航容器
利用此控件受限
较少，可设计出
更多的导航样式

全部 栏目导航

2020.3.27 新增功能 支持IPv6开关

不分购买日期，
全线杭州节点产
品，开启此功能
后可在网站底部
显示：本网站支
持IPv6

杭州节点
如何设置站点信
息

2020.3.9 新增功能 备案信息模块

只需将ICP备案
号填入，即可在
您的官网底部，
按工信部规定显
示并链接到工信
部网站

全部 添加ICP备案号

2020.3.9 新增功能
IPv4/IPv6、
HTTPS/HTTP显
示模块

2020.2.15日后
购买的杭州节点
产品，支持查看
当前域名是否支
持HTTPS、
HTTP、IPv4、
IPv6

杭州节点
IPv4/IPv6状态
显示模块

2020.3.9 新增功能 支持IPv6开关

2020.2.15日后
购买的杭州节点
产品，开启此功
能后可在网站底
部显示：本网站
支持IPv6

杭州节点
如何设置站点信
息

2020年2月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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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功能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2.28 新增功能
带独立IP版本支
持IPv6的终端访
问

所有版本的杭州
节点产品都将支
持IPv4+IPv6双
终端访问

杭州节点
支持IPv6+IPv4
双终端访问

2020.2.15 新增功能
除带独立IP版
本，支持IPv6的
终端访问

除带独立IP版本
外，杭州节点的
产品将支持
IPv4+IPv6双终
端访问

杭州节点
支持IPv6+IPv4
双终端访问

2020.2.7 新增功能
网站流量统计分
析

集成友盟U-
Web工具，精
准监测网站动态

全部 网站流量统计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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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速成美站是面向企业/个人提供的一款自助建站产品。预置海量模板，类PPT操作设计，便捷、低成本的
解决您的建站问题。
云·速成美站集成云服务器、云数据库、对象存储、全球加速、负载均衡、Web应用防火墙等，确保网站快
速、安全。云·速成美站包括1000余套精美响应式模板，真正做到一端设计，多端适用！同时覆盖多个行
业，将常见的网页样式、网站功能全部封装成控件模块，集成到可视化设计器，用户可通过拖拽、编辑、设
置等操作即可自行搭建网站，同时也可独立设计手机站。可视化全功能管理后台，真正做到“会打字，就能
建网站”。

说明 说明 单击云·速成美站可进入购买本产品页面。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本文介绍云·速成美站的优势，与其他建站类产品相比，云·速成美站不仅主流功能全具备，通用场景全覆
盖，而且支持IPv6+IPv4双端访问，上线更快速，网站更安全。

主流功能全具备主流功能全具备
云·速成美站提供响应式模板，能够自动布局适应访问网站之人的设备，手机、ipad或者是电脑网站，同时支
持手机端独立设计。全功能可视化操作界面，无需技术玩转建站。提供电商功能及会员管理功能，支持多语
言切换、阿里云视频、阿里云短信。客服团队为您提供7*12小时（9：00-21：00）在线售后保障，并配有
搜索引擎优化、网站全球CDN加速及HTTPS安全防护，免费更新维护。

通用场景全覆盖通用场景全覆盖
覆盖企业官网通用场景，官网展示、官网电商、会员管理、多语言（中、英、日、韩、德、西）、在线预
订、百度推广一应俱全。

支持IPv6+IPv4双终端访问支持IPv6+IPv4双终端访问
IPv6即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是第六版互联网协议，也是下一代互联网开始的标志。IPv6不仅使上传
下载数据的速度更快，而且数据传输加密，网站更安全，通过波分复用，网站打开的延迟也更小。 目前普通
终端多为IPv4，但IPv6已进入快速发展期，因此网站支持IPv6+IPv4双端访问已成为大势所趋。

3.产品简介3.产品简介
3.1. 什么是云·速成美站3.1. 什么是云·速成美站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3.2. 产品优势3.2. 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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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杭州节点产品已全部支持IPv6+IPv4双终端访问（香港节点由于阿里云CDN问题暂不支持IPv6）。

检测网站是否属于IPv6请单击国家IPv6发展监测平台。

之前购买的用户，如需升级可联系售后客服处理。

上线更快速上线更快速
阿里云App全自助备案服务，下载阿里云App可轻松备案。产品拥有域名一键解析功能，网站上线更快速。

网站更安全网站更安全
一般网站采用的是虚拟主机，即使是独立的云服务器，也无法保证访客的安全和速度，而本产品集成了阿里
云云服务器（ECS）、负载均衡（SLB）、云数据库（RDS）、对象存储（OSS）、网络加速（CDN）、云盾
安全服务等产品，确保网站更加快速稳定安全。

说明 说明 单击云·速成美站可进入购买本产品页面。

本文提供产品架构图，并简介在优化建站体验中，ECS、RDS、OSS、CDN、SLB扮演的角色。
云·速成美站全面应用阿里云计算，集成阿里云云服务器（ECS）、云数据库（RDS）、对象存储
（OSS）、网络加速（CDN）、负载均衡（SLB）。应用程序、数据库、文件等所有资源均在一个云服务器集
群上。ECS的跨区域容灾策略保证应用和数据的万无一失，RDS的主备架构避免了核心数据的单点风险，SLB
的健康检查机制消除单点故障，CDN结合OSS有效提高内容加载速度，轻松搞定网站图片、短视频的内容分
发，有效提高网站性能。

本文将介绍云·速成美站的核心功能亮点 。

操作便捷操作便捷

3.3. 产品架构3.3. 产品架构

3.4. 亮点功能3.4. 亮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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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便捷操作便捷
可视化设计器：网站设计搭建无需代码，就像在做PPT。

可视化管理后台：内容管理、网站推广、表单等全部可视化操作，会用电脑，就会管理维护网站。

备案解析：在阿里云便捷备案、一键解析。

功能强大功能强大
阿里云视频：网站支持上传视频，视频播放流畅，全程无广告。

阿里云短信：预置短信功能，支持验证码、留言、会员通知。

在线客服：支持QQ、百度商桥等在线客服，能有效提升您的转化率。

万能表单：支持问卷调查、活动报名、投票、招聘等多种应用场景。

官网电商：支持在线交易，在线管理订单，支持支付宝、微信、PayPal主流支付方式。

免费SEO设置：支持设置SEO关键词及描述、robots、sitemap等，百度排名更靠前。

会员管理：支持网站会员管理、注册信息管理、页面访问设置。

集成高德地图：可定位企业的位置，方便客户找寻。

响应式：产品提供了响应式模版，实现了设计一个网站能够兼容多个终端、而不是为每个终端做一个特定
的版本。

智能提效智能提效
智能翻译：产品提供了智能整站翻译功能，应用了达摩院AI翻译能力，支持多语种一键翻译至目标语言，
实现多语言网站快速生成。

智能模板：产品提供了智能模板，智能模板功能应用了达摩院NLP能力，实现网站资料智能识别、智能匹
配网站结构。

说明 说明 单击云·速成美站可跳转至购买本产品页面。

本文介绍云·速成美站配置的响应式模板数量及提供查看途径。

响应式模板数量响应式模板数量

3.5. 响应式模板3.5. 响应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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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站响应式模版1161套、对应独立设计手机站1161套，分为100个行业，七种色系，简单修改，网站即可上
线。

如何查看网站模板？如何查看网站模板？
如需浏览网站模板请单击网站模板。由于模板数量较多，可按行业、按色系筛选预览。

说明 说明 模版是可以自由选择及更换的，购买云·速成美站后不会额外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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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版本规格的不同，其对应的价格也不同，可满足个人或企业建站的不同需求，本文提供基础版、标准
版、企业版的规格表，按照前部分版本间对比，后部分功能罗列的方式向您展示各版本包含功能，方便您选
购。

类别 基础版 标准版 企业版

杭州节点（需备案）
首年500元 首年998元 首年1998元

续费698元 续费998元 续费1998元

香港节点（无需备案） 无
首年1098元 首年2998元

续费1098元 续费2998元

千套网站模板 有 有 有

PC+手机站 有 有 有

多语言（中、英、日、
韩、德、西）

支持 支持 支持

页面数量 最多7个 最多20个 不限

文章数量 最多20个 最多200个 不限

产品数量 最多20个 最多200个 不限

图片数量 最多100张 最多1000张 不限

表单数量 最多1个 限10个 不限

页面管理功能 有 有 有

智能翻译功能 有 有 有

文章/产品添加、导入功能 有 有 有

留言表单功能 有 有 有

在线地图功能 有 有 有

在线客服功能 有 有 有

SEO设置功能 有 有 有

支付宝/微信/PayPal配置
功能

无 有 有

网站会员管理功能 无 有 有

4.产品定价4.产品定价
4.1. 规格与定价4.1. 规格与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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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功能 无 有 有

微信公众号绑定功能 有 有 有

备份恢复功能 有 有 有

友盟统计工具 有 有 有

HTTPS支持 有 有 有

可绑定域名数量 1个 2个 5个

网站空间 100G 200G 500G

文件下载空间 1G 5G 50G

带宽 共享 共享 共享

流量 不限 不限 不限

阿里云视频空间 500M 1G 1G

阿里云视频流量赠送 送50G 送100G 送1000G

阿里云短信 无 送500条 送1000条

支持IPv6/IPv4双终端访问 有 有 有

SLB负载均衡 有 有 有

CDN网络加速 有 有 有

OSS云存储 有 有 有

RDS云数据库 有 有 有

云盾安全服务 有 有 有

备案服务 有 有 有

在线支持 有 有 有

产品使用视频教程 有 有 有

系统持续升级迭代 有 有 有

类别 基础版 标准版 企业版

说明 说明 单击云·速成美站可进入购买本产品页面。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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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介绍云·速成美站的计费组成、计费方式及计费周期。

计费组成计费组成
首年费用=全年SaaS系统使用费（包括千套PC站+手机站模板）。

续费费用= 全年SaaS系统使用费（包括千套PC站+手机站模板）。

计费方式计费方式
云·速成美站采用预付费方式，首年购买即可开通业务，次年业务到期前按年续费。

说明 说明 如果次年到期前未及时续费，网站将自动关闭。

计费周期计费周期
云·速成美站以年为计费周期。

本文旨在帮您了解有关续费的问题，方便您了解规则，及时续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注意 注意 网站过期后将无法访问。

续费规则续费规则
云·速成美站续费规则如下：

续费的价格可通过规格与定价进行查看。

每次续费周期仅为一年，暂不支持多年续费。

自产品到期日起7天内务必完成续费，超出7天后业务将自动关闭且无法恢复。

说明 说明 本产品提供续费提醒服务：到期前一个月，会收到短信、邮件提醒，请关注您的短信及邮件
通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续费途径续费途径
1. 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单击云市场云市场 >  > 已购买的服务已购买的服务。

2. 找到产品订单，单击续费续费。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4.2. 计费规则4.2. 计费规则

4.3. 续费规则及途径4.3. 续费规则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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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对订单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去支付去支付，完成支付即可。

如您购买的版本规格不满足公司网站发展，需升级服务来满足当前需求，可通过本文的介绍来了解升级的规
则以及途径。

升级规则升级规则
只支持从低版本升级到高版本。

升级需支付升级前后两个版本的差价。

升级后的业务到期时间保持不变。

升级操作完成后，系统将自动完成版本升级。

升级计算规则升级计算规则
升级需补差价=（两个版本一天的差价）*剩余天数。以标准版升级为企业版举例，即【（企业版价
格/365）-（标准版价格/365）】*（365-已使用天数）。

升级途径升级途径
1. 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单击云市场 云市场 > > 已购买的服务已购买的服务。

2. 找到相关产品订单，单击升级升级。

3. 选择升级后的套餐版本套餐版本 >  > 去支付去支付，核对差价金额确认无误后，按照流程完成支付即可。

说明 说明 如无升级升级按钮，说明该产品不支持升级。

本文将为您介绍退款相关规则及退款的途径。

退款规则退款规则

4.4. 升级的规则及途径4.4. 升级的规则及途径

4.5. 退款的规则及途径4.5. 退款的规则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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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订单支付完成后 5 天内为交易担保期，在 5 天（担保期）内可申请无理由全额退款，超出 5 天不再支持
无理由全额退款申请。

超过5天（担保期），按照实际使用天数与365的比例扣除相应费用后退还余款。

退款时仅退还实付金额，已使用的代金券不退还。

已经开具完发票的，退款时需要您退回发票给相应的服务商。

退款途径退款途径
1. 如果已超过5天（担保期），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审核通过后将退还到用户账号余额里。

2. 如未超过5天（担保期），请按照以下指南操作退款：

i. 登录云市场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退款管理，页面跳转至费用中心。

ii. 选择云市场产品云市场产品页签，选择需要退款的产品订单，单击退订资源退订资源。

iii. 填写退款信息后，单击立即退订立即退订即可。审核预计需要3-5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款项将退还到您的
账号余额里。

说明 说明 在退订记录页面可查看退款状态、申请取消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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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介绍阿里云官网购买产品，如何进入网站后台。

1. 产品购买成功后，系统将自动进入产品开通环节，通常需要1-3分钟。开通成功后，阿里云会发送短信
和邮件通知。

2. 登录网站控制台首页：在阿里云官网，单击控制台控制台 >  > 云市场云市场。

3. 在云市场页面，单击已购买的服务，找到您购买产品的订单，单击免登免登即可进入网站后台。

说明 说明 如您需要登录视频指南请参见：如何登录网站后台？。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5.用户指南5.用户指南
5.1. 如何进入网站后台5.1. 如何进入网站后台
5.1.1. 阿里云官网购买5.1.1. 阿里云官网购买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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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介绍在天猫阿里云官方旗舰店购买产品后，如何进入网站后台。

1. 使用淘宝账号登录阿里云：单击账号密码登录账号密码登录 >  > 淘宝淘宝，填写您购买云·速成美站时使用的淘宝账号，授
权登录即可。

2. 实名认证：在阿里云首页单击右上角我的阿里云我的阿里云，在弹出的弹框中，单击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在实名认证实名认证页
面，请根据您购买本产品的淘宝账户是个人实名认证或企业/政府实名认证，选择在阿里云个人实名认
证或是企业/政府实名认证。

3. 使用提货券开通：实名认证成功后，单击阿里云官网顶部控制台控制台，在控制台页面单击费用费用，单击提货券
管理，找到您购买的产品，单击详情详情，在详情页中立即开通立即开通即可。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5.1.2. 天猫旗舰店购买5.1.2. 天猫旗舰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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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转移账户：开通完成后，本产品将不可再转移。如需将本产品转移到您的其他阿里云账户
下，需用另外的浏览器登录转入账号，同时在转出账号的详情页中单击转移提货券转移提货券，输入
转入账户ID，即可转移账户。

开通和转移操作只支持在PC端操作。

4. 免登进入网站后台：在阿里云控制台控制台首页，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市场云市场，在已购买的服务中找到您购
买的产品，单击免登免登，即可进入网站后台。

本文旨在概述网站后台如何使用，并串联如何使用网站后台分类下的所有帮助指南。

网站的构成网站的构成

5.2. 如何使用网站后台5.2. 如何使用网站后台
5.2.1. 网站后台使用指南（总）5.2.1. 网站后台使用指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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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以阿里云官网为例，如上图所示，域名为一部分，网站内容设计为一部分。

域名部分：您需要购买域名、实名认证域名、备案域名、解析域名、域名开启https。

i. 购买域名：制作网站的目的是希望在浏览器上能通过域名或关键词搜索到网站，域名就像网站的姓
名，浏览器需要根据域名准确的访问至您的网站。因此购买一个域名是必不可少的，建议在阿里云购
买：https://wanwang.aliyun.com/，更便于您使用一键解析等功能。

ii. 实名认证域名：实名认证域名，实际上是明确域名的所有权行为。请参照下表，根据您购买的域名所
属类型获取对应的实名认证指南。

域名类型 此类型指南

除.商标、.餐厅、.gov.cn域名外的域名，如.com、
.cn等通用域名

通用域名实名认证指南

.商标 “.商标”域名实名认证指南

.餐厅 “.餐厅”域名实名认证

.gov.cn “.gov.cn”域名实名认证

说明 说明 如域名实名认证失败请参见：实名认证失败原因及解决方案。需注意认证信息需要与
备案信息具有一致性。

iii. 备案：在我国，为了更健康的网络环境，需进行备案，备案行为实际上是存案个人信息/公司信息以
及域名信息，以备追查、考实，完成备案，才可在国内推广。备案审核时间约15天，建议您尽早备
案。备案操作指南请参见：备案域名。工信部要求在网站底部展示ICP备案信息，完成备案后可使
用添加ICP备案号便捷填写ICP备案信息；并需要您在三十天内进行公安备案，完成公安备案后可使
用添加公安备案号功能便捷填写公安备案信息，即可显示在网站上。

注意 注意 杭州站点需要备案，香港站点无需备案。

iv. 解析域名：解析域名实际上在连接域名与网站，解析域名操作指南请参见：解析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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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域名开启https：有时在进入网站时，搜索引擎会提示你该网站不安全，这是由于域名未开启https，
开启https指南请参见域名HTTPS。

网站内容设计部分：您需要选择模板、根据模板修改内容、使用控件设计模块、制作多个页面。

i. 选择模板：现网站后台有1155套模板，使用模板可帮您提升设计速度。选择模板帮助指南请参见选择
模板，其中智能模板可根据您已有文件内容填充至模板中，智能模板操作指南请参见智能模板。

ii. 使用控件搭建模块：可使用文本控件、图片控件（您在网站中上传的图片都可在图片管理中进行管
理）、图文组合控件、排版控件、布局控件、栏目导航控件、按钮控件、音乐控件、阿里云视频控件
（如超过您购买版本相应的基础配额，需配置阿里云视频）、地图控件、电商会员控件（此控件涉及
到网站电商配置、网站短信功能）、代码嵌入控件、留言评论控件、分享控件、分类搜索控件、结果
页相关控件、列表控件（列表控件是展示文章/产品/文件的最常用的控件之一，文章/产品/文件上传
及管理相关操作指南请参见文章管理、产品管理、文件管理）、详情页相关控件、弹出窗口控件、表
单相关控件（如您在网站上添加了表单，可在表单管理页面查看统计数据，同时可设置邮箱接收留言
表单，配置邮箱接收指南请参见常用邮箱配置邮件服务器功能）、联系浮窗控件自行搭建模块。使用
控件前建议您了解设计器结构说明。

iii. 制作多个页面：网站通常包含多个页面，需要切换至某一页面进行设计，切换页面相关操作指南请参
见多页面制作。

在开始网站制作之前，请先了解网站后台首页和设计器功能介绍，单击设计器结构说明，可帮助您更快的熟悉
本产品。如需设置禁止网站右键保存图片、设置浏览器上网站名称旁显示的icon等可参见如何设置站点信息。
如需观看完整云·速成美站产品指导视频请单击阿里云大学-云·速成美站。

网站发布网站发布
发布行为实际上是将您当前的网站样式发布到线上。因此，每次修改网站样式后，如需更新至网站最新状
态，需单击发布，发布相关操作指南请参见网站发布。如需查看网站访问情况您可在网站后台首页查看网站流
量统计。

网站推广网站推广
网站推广实际上是根据浏览器收录规则，采取的一些加快网站被浏览器收录速度的手段。在网站后台您可设
置页面SEO、网站地图、百度统计、站点验证、微信公众号推广等。

其他员工登录方式其他员工登录方式
如需设置多个员工管理网站，请参见员工管理。

想要快速掌握网站制作方法，参考帮助文档内容进行实践，需预先了解设计器的结构及功能。本文介绍设计
器的结构，各部分的名称及如何使用。
设计器包括顶部操作栏，左侧资源区，中间设计区，右侧快速设置面板四部分，具体位置如下图所示。

说明 说明 为避免设计器页面和管理后台顶部名称重复，将设计器内的顶部称作顶部操作栏。

5.2.2. 设计网站5.2.2. 设计网站
5.2.2.1. 设计器结构说明5.2.2.1. 设计器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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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操作栏顶部操作栏
为您从左至右介绍顶部操作栏功能。

返回功能：最左侧返回图标，单击可返回网站后台。

切换页面功能：单击当前页面名称，可切换页面进行设计。

中间可切换设计PC/手机端；旁边可切换语言进行设计。

单击……，可查看帮助中心、标尺、操作记录。

说明说明

标尺注重人性化，随页面风格变换颜色，使用不会影响您的设计灵感。

操作记录：可查看您在设计器中的操作记录，也可快捷键shift+H打开操作记录。

撤销恢复保存功能：除了在顶部有直接的按钮，还可使用快捷键：

Windows快捷键：撤销：Ctrl+Z；恢复：Ctrl+Y；保存：Ctrl+S。

Mac快捷键：撤销 ：⌘+Z：恢复：Shift+⌘+Z；保存：⌘+S。

预览功能：可预览效果后再发布网站。

层次功能：通过检查层次可以发现自己的设计漏洞。

发布：单击发布发布可发布网站。

备份功能：单击表状图标，开启自动备份后，可备份当前网站设计。

左侧资源区左侧资源区
内容：包括文字、图片、图文组合，以及文章、产品、文件等主要内容为文字、图片的控件。

功能：包括阿里云视频、地图、分类、搜索、留言板、评论、分享、音乐、会员电商等功能。

设计:

栏目导航：主要包括各种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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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布局：包括按钮、线条、各种布局控件（容器、标签）、弹窗。

高级：包括Html/Css/Js代码控件、配置爱番番所需代码控件、配置CNZZ所需代码控件、配置第三方视频
所需代码控件。

表单：可设置表单。

中间设计区中间设计区
PC端PC端
选择好模板后可对中间设计区进行设计，设计区分为页头页尾和页面内容两部分。

说明说明

页面内容的页头页尾可设置为空，多个页面内容可选择相同的页头页尾统一设计。

可制作多个页头页尾。

手机端手机端
网站切换到手机端，可在左侧设置网站在不同设备展示的网站

手机端访问开启：选择响应式按钮，手机端访问默认访问PC网站（应用响应式效果），自动适应用户所用
设备。

手机端访问开启：选择独立设计按钮,手机端访问默认访问手机端设计网站

手机端访问关闭：响应式按钮+独立设计按钮+下部文案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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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设置面板快速设置面板
1. 右键快捷设置：鼠标右键单击某一控件，将弹出下图所示弹框。单击属性属性会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单击对对

齐齐可设置对齐方式，选中多个组件时，单击分布分布，可设置分布方式，单击层级层级可调整层级。

说明 说明 按住键盘的Ctrl或command键，同时鼠标逐个单击选中，即可选中多个组件。

2. 快速设置面板：单击设置设置，可弹出快速设置面板，用于设置当前组件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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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一般是像PPT一样的调整阴影、格式等样式。

数据：可添加或更改数据、设置数据跳转链接及数据打开方式。

交互：可设计控件内部动效。

动效：可设置控件整体动效。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本文介绍选择更换模板的途径。
在网站后台首页，快速入口模块，单击网站网站 >  > 更换模板更换模板，即可选择模板。建议您先预览再选用。

本文介绍在设计器中修改控件的方法。

5.2.2.2. 选择模板5.2.2.2. 选择模板

5.2.2.3. 修改内容5.2.2.3. 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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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控件的方法修改控件的方法
修改内容会应用到多个控件，修改控件方法：选中控件，当控件显示为下图所示状时，即为选中态。此时可
单击设置状按钮，将弹出右侧设置面板；也可右键单击控件设置层级，对齐方式等。

说明说明

1. 右键快捷设置：鼠标右键单击某一控件，将弹出下图所示弹框。单击属性属性会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单
击对齐对齐可设置对齐方式，选中多个组件时，单击分布分布，可设置分布方式，单击层级层级可调整层级。

说明 说明 按住键盘的Ctrl或command键，同时鼠标逐个单击选中，即可选中多个组件。

2. 快速设置面板：单击设置设置，可弹出快速设置面板，用于设置当前组件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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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一般是像PPT一样的调整阴影、格式等样式。

数据：可添加或更改数据、设置数据跳转链接及数据打开方式。

交互：可设计控件内部动效。

动效：可设置控件整体动效。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控件指南表控件指南表
修改内容时，需要用到各个控件，下表为控件名称-作用-指南表，便于您快速了解并使用控件。

控件名称 控件作用 指南

文本
文本控件主要包括标题及段落，可用
文字描述内容。

文本

图片
图片控件主要包括圆形图片及方形图
片，可用图片描述内容。

图片

图文组合
图文组合控件由设计师设计，用图
片、文字组合而成，可用图文组合控
件快捷设计一个模块。

图文组合

排版类控件（线条、全屏排版）
排版类控件主要包括线条及全屏排版
控件，使用此类控件，可划分模块区
域，使页面结构更清晰。

排版

布局类控件（容器、自适应布局、标
签布局、多栏布局）

布局类控件主要包括容器、自适应布
局、标签布局、多栏布局，此类控件
可设置背景，可在控件内放置多种其
他控件，选中布局控件进行复制粘贴
移动等操作，可操作布局控件及布局
控件内的所有控件。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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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导航类控件（横向导航、竖向导
航、面包屑、语言切换、手机/PC切
换）

栏目导航类控件主要包括横向导航、
竖向导航、面包屑、语言切换、手
机/PC切换，可方便用户快捷到达某
个页面。

栏目导航

按钮
按钮控件可设置跳转链接，一般点击
按钮状控件，可跳转至目标位置或页
面。

按钮

音乐 音乐控件可作为网站的背景音乐。 音乐

阿里云视频 视频控件可描述内容。 阿里云视频

地图 地图控件可定位位置。 地图

电商会员类控件（登录、注册、登录
状态、购物车、收藏夹）

电商会员类控件包括与购物相关的控
件，如会员类：登录注册、我的（确
认用户唯一身份，提供相关会员服
务）；电商类：购物车、收藏。

电商会员

代码嵌入类控件（Html/Css/Js、爱
番番、CNZZ、第三方视频）

代码嵌入类控件主要包括
Html/Css/Js、爱番番、CNZZ、第
三方视频控件，将代码粘贴进数据一
栏的输入框即可生效。

代码嵌入

留言评论 留言、评论可收集用户信息。 留言评论

分享 可将网站分享到各个平台。 分享

分类控件 可分类展示文章/产品。 分类搜索

搜索控件 可搜索网站内的文章/产品。 分类搜索

结果页相关控件（文章分类结果列
表、文章分类面包屑、文章搜索结果
列表、产品分类结果列表、）

可展示分类/搜索的文章/产品标题结
果。

结果页相关控件

列表 可列表罗列文章/产品标题。 列表

详情页相关控件

包括设计文章/产品详情页的专属样
式包括文章/产品基本信息类控件、
文章/产品所在位置控件、文章/产品
创建时间控件、文章/产品浏览量控
件、收藏文章/产品控件、文章/产品
切换控件、产品参数控件、相关产品
控件。可展示产品具体内容。

详情页相关控件

弹出窗口

可在网站上弹出窗口，既可以展示信
息（在弹窗控件内添加文字等控
件），也可以收集信息（在弹窗控件
内添加留言/表单控件）。

弹出窗口

控件名称 控件作用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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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相关控件
可在网站内收集作品文件、用户信
息、问卷调查等。

表单相关控件

联系浮窗
可放置您的联系方式，便于用户联系
您。

联系浮窗

控件名称 控件作用 指南

在设计器顶部，单击当前页面页面即可弹出页面设置面板，可对页面、页头页尾进行管理，并且可以切换至某一
页面进行具体的内容替换。本文将页面弹框分为三部分，介绍各部分可实现的功能。

单击左上角的当前页面，将弹出下图所示弹框。从上到下分为以下三部分：切换页面管理/页头页尾、管理
页面、切换页面分类。

一、切换页面管理/页头页尾一、切换页面管理/页头页尾
产品页面与页头页尾是需要分别创作的，分别创作后可以自由组合。弹框的顶部可切换面板，并对页面或者
页头页尾分别进行设置管理。

说明 说明 如需更详细的了解页头页尾的使用请单击页头页尾的使用观看视频。

二、管理页面二、管理页面
弹框中部为管理页面功能，具体功能介绍如下：

新增页面功能：单击新增页面新增页面可新增页面。产品内置页面模板，可按行业及色系进行筛选。

5.2.2.4. 多页面制作5.2.2.4. 多页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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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设计手机版时，新增页面，将弹出手机页面模板库。

设计表单时，将弹出表单模板库。

设置首页功能：单击小房子图标可设置此页面为主页面。

设置页面信息功能：单击······ >  > 设置设置图标可设置页面信息。

说明 说明 设置页面时，需了解：

页面标题：填写的标题会被导航引用，如“首页”、“关于我们”。

页面地址：是网站的页面路径，路径应该规范、简单，便于搜索引擎抓取和用户记忆。系统将
根据页面标题为您自动生成页面地址，为避免操作错误，不建议普通用户修改。

删除页面功能：单击…… >  > 删除删除即可删除页面。

克隆页面功能：单击…… >  > 克隆克隆即可克隆页面。克隆即复制粘贴选中的页面。

三、切换页面分类三、切换页面分类
底部可切换页面分类，页面包括：系统页面、产品/文章分类结果页、文章/产品搜索结果页、文章/产品详
情页。

说明说明

文章详情页/产品详情页的主要功能：供用户调整文章/产品页的页面结构，如控件位置、控件搭
配等。

如需编辑产品/文章内容请在网站后台左侧导航栏，单击内容管理内容管理，在文章管理/产品管理中添
加文章。

5.2.2.5. 智能小助手5.2.2.5. 智能小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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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模板主要作用将模板中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个字段，通过内容解析与智能匹配字段，从而完成网站初始
化，如您已有PDF、PPT、WORD网站文件，或希望快捷编辑文案内容的用户，可使用智能模板初始化网站，
帮助您提高网站制作效率。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选择并使用智能模板。

如何选择智能模板？如何选择智能模板？
在网站后台首页，单击更换模板更换模板，排序方式选择最新，如下图，带AI标志的，即为智能模板，单击选用选用即
可。

如何使用智能模板？如何使用智能模板？
1. 选用后，确认前往设计页面。

2. 单击进入智能初始化进入智能初始化，如您拥有关于网站的PDF、PPT、WORD文档，可上传文件进行解析。如无可快
捷手动编辑。

5.2.2.5.1. 智能模板5.2.2.5.1. 智能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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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文件最大可上传100M。

3. 校验无误后，单击应用到模板应用到模板，即可完成模板初始化。

整站翻译功能结合阿里云机器翻译服务，支持将主语言内容一键翻译至其他语言，可翻译包括页面上的控件
数据、页面名称、SEO标题及后台产品/文章数据等，表单控件暂不支持翻译。本文旨在介绍如何使用智能整
站翻译功能。
智能整站翻译使用规则：

简体中文/英文为主语言时，可翻译到系统支持的其他语言；

日语/韩语/德语/西班牙语为主语言时，除了暂不支持翻译到繁体中文外，其他语言均支持翻译；

繁体中文为主语言时，可翻译到简体中文/英文，暂不支持翻译到其他语言。

操作指南操作指南

警告 警告 为避免内容丢失或错乱，请翻译前先将整站进行备份。

1. 当您在网站后台，网站语言网站语言页面开启多语言后，将自动弹出是否需要整站翻译的提示，如下图所示。

5.2.2.5.2. 智能整站翻译5.2.2.5.2. 智能整站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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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在设计器内切换语言时，单击译译亦可弹出翻译提示。具体如下图所示。

2. 进入翻译流程后，主语言的PC端和手机端的内容都将同步并翻译到目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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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翻译过程中可以关闭弹窗，去进行域名绑定解析等其他操作。并可在设计器内切换到目标语
言查看翻译进度。

若在翻译过程中进行页面设计或修改内容，翻译结果可能存在误差。

若当前正在翻译中，则无法操作翻译按钮，需完成当前翻译后才可进行其他语言的翻译。

本文为设计器内文本控件的使用指南。文本控件中包括文本、公司信息、公司介绍三种。

三种文本控件的区别三种文本控件的区别
文本：可选择标题及段落，由标题和段落可完成所有文案编辑。

公司信息：在网站后台编辑公司信息，选择此公司信息控件，无需二次编辑，只需调整样式、动效等即
可。

公司介绍：单击选择公司介绍模板选择公司介绍模板可使用常见的公司介绍模板进行编辑，或者直接在输入框中自行编
辑。

说明 说明 如需观看公司信息控件相关视频请单击公司信息控件的使用。

5.2.2.6. 设计器内操作指南5.2.2.6. 设计器内操作指南

5.2.2.6.1. 文本5.2.2.6.1.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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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本控件添加文本控件
在设计器内，单击左侧资源区中的内容内容 >  > 文本文本，在设计区适合的位置单击，即可添加文本控件。

设置文本控件设置文本控件
在设计区中，选中文本控件，单击文字文字或者设置设置，在弹出的快速设置面板中可设置文本控件的数据、动效、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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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设置文字格式、字体样式、文字大小，书写文字内容等。

动效：可设置图片的动画效果。

排列：可根据需要调整尺寸和位置。

锁定位置功能锁定位置功能
在设计区中，选中文字控件时，单击锁形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一键删除功能一键删除功能
在设计区选中文字控件时，单击废纸篓形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说明 说明 产品暂未支持撤回功能。请设计器内进行设计时开启右上角自动备份功能，一旦误操作可恢
复备份。（自动备份时效：24小时，自动备份数量上限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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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拓展：如何设置文字锚点应用拓展：如何设置文字锚点

说明 说明 锚点：锚点像是一个定位器，单击按钮/导航等控件可跳转至文字锚点的位置。如需观看设
置锚点的视频请单击如何设置锚点。

1. 设置文字锚点名称：单击数据数据中的旗帜形图标旗帜形图标，并任意编辑您的锚点名称。

2. 找到可设置链接处：图片、按钮、导航等组件，选中此类组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数据数据 >  > 链接链接，可设置链
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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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跳转链接：根据跳转的目标页面不同，分为同一页面跳转和跨页面跳转，具体设置格式如下。

同一页面内跳转至某一位置，链接格式：“#锚点名称”。

跨页面跳转至某一位置，链接格式：“/页面地址#锚点名称”。

本文为设计器内图片控件的使用指南。图片中包括单张图片控件、多图轮播（纯图）控件、多图轮播（可加
内容）控件、多图列表控件、logo图片控件、二维码控件。

各图片控件区别各图片控件区别
单张图片：仅添加一张图片。

多图轮播（纯图）：以轮播形式，展示多张图片。当您在此控件上放置一个按钮，实际上是将一个控件放
置在另一个控件上层，不论您切换到哪一张图都会显示上面有个按钮。

多图轮播（可加内容）：以轮播形式，展示多张图片。每一页内容可单独编辑，比如您在第一页中放置一
个按钮，实际上是将按钮放进了容器内，第二页不会自动显示这个按钮。

多图列表：多图轮播与多图列表主要为图片展示形式上的区别。多图轮播（纯图）多图轮播（纯图）一页展示一图，而多多
图列表图列表一页展示多图。

logo图片：单张图片的一种。您可使用此控件上传网站logo。

二维码控件：可生成文本、链接、电话的二维码图片。

5.2.2.6.2. 图片5.2.2.6.2.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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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图片控件添加图片控件
单击资源区的内容内容 >  > 图片图片，根据需要选择图片种类及样式，在设计区中单击，即可添加成功。

设置图片控件设置图片控件
在选中该图片组件后，单击设置设置或者图片图片，即可在快速设置面板中，设置图片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设置图片的填充方式、边框样式及阴影样式。

数据：可更换图片、美化图片、设置图片标题、设置图片链接。

说明 说明 设置图片标题作用：当鼠标停在该图片时，显示此标题名称。 设置图片链接作用：当鼠标
单击该图片时，可跳转到此链接地址。

动效：可设置图片的动画效果。

排列：可根据需要调整尺寸和位置。

快捷更换图片功能快捷更换图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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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图所示按钮可一键更换图片。

切换图片样式切换图片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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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图所示按钮可切换图片样式，可切换图片样式。

图片遮罩功能图片遮罩功能
作用：图片遮罩功能可实现遮挡部分图片区域，仅显示特定区域的图像内容。

使用说明：支持图片样式一（矩形图片控件）使用图片遮罩功能。

使用步骤：

i. 单击下图所示遮罩icon，可进入遮罩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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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编辑遮罩时：

在编辑区域单击，将图片做为编辑对象。在编辑区域内部拖拽，可移动图片位置；当选中编辑图编辑图
片片tab时，拖拽图片的边框可放大/缩小图片，比例关系继承自外层控件的填充方式；

在编辑区域双击，将遮罩做为编辑对象。当选中编辑遮罩编辑遮罩tab时，点击右上角的拖动标识，可拖动
遮罩位置；拖拽遮罩的边框可自由调整图片遮罩显示区域。

iii. 结束编辑遮罩：单击编辑区域以外任意区域或“完成”按钮即可退出编辑模式，完成遮罩编辑。

图片编辑图片编辑
作用：可裁剪、翻转、旋转、涂鸦笔、图标、文字、调整图片。

使用说明：支持编辑图片的控件有图片控件、Logo控件、多图轮播控件、多图轮播（可加内容）控件、
多图列表控件、导航容器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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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控件、Logo控件可在选中控件后，点击下图所示icon可编辑图片。

多图轮播控件、多图轮播（可加内容）控件、多图列表控件、导航容器控件可在更换图片时编辑图片，
如下图所示。

锁定位置功能锁定位置功能
选中图片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一键删除功能一键删除功能
选中图片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说明 说明 如需观看相关操作视频请单击图片控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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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图片的建议尺寸表各类图片的建议尺寸表

图片类型 建议尺寸

icon 32*32px

列表中的图片 400*400px

详情页中的图片 宽度1000px，高度通过固定宽高比生成

电脑端全屏背景图 1920*1080px

电脑端banner图 宽度1920px，高度通过固定宽高比生成

手机端全屏背景图 宽高比为9:16

手机端banner图 宽度640px或以上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图文组合控件包括通用样式、团队介绍、关于我们、服务介绍、新闻资讯、产品中心、案例展示、合作伙
伴、资质荣誉、联系我们、联系浮窗、底部。由设计师设计，组合图片、文字而成，可以使用图文组合控件
快捷设计模块。

添加图文组合类控件添加图文组合类控件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5.2.2.6.3. 图文组合5.2.2.6.3. 图文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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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器中，单击内容内容 >  > 图文组合图文组合，选择控件，在设计区适当位置单击，即可添加成功。

说明 说明 在图文组合控件多个样式中，部分使用了自适应布局控件，自适应布局控件由于其通栏的特
性，不支持添加在可随意改变尺寸的容器内。

设置图文组合类控件设置图文组合类控件
图文组合类控件中包含多个图片/文字控件，选中模块中的某一控件可进行图片/文字的替换，单击设置设置按
钮，在设置面板中，可设置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一键锁定位置一键锁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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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图集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删除图集控件删除图集控件
选中图集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本文介绍线条及全屏排版控件如何添加及使用。

线条及全屏排版具体应用场景线条及全屏排版具体应用场景
线条：使用线条可以让网站浏览者的模块结构更清晰，如下图所示。

全屏排版：可用于设计精美的首页。支持多页、全屏展示，每一页内容可单独编辑，比如您在第一页中放
置一个按钮，实际上是将按钮放进了容器内，第二页不会包含这个按钮。

添加线条控件添加线条控件
单击资源区中的设计设计 >  > 排版布局排版布局 >  > 线条线条，在设计区适当位置单击即可添加成功。

设置线条控件设置线条控件
在设计区中，选中当前线条控件，单击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样式、动效、排列。

样式：可设置线条样式及阴影。

动效：可设置图片的动画效果。

排列：可根据需要调整尺寸和位置。

添加全屏排版控件添加全屏排版控件
在设计器中，单击设计设计 >  > 排版布局排版布局 >  > 全屏排版全屏排版，在设计区内适当位置单击，即可添加成功。

5.2.2.6.4. 排版5.2.2.6.4.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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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全屏排版控件不支持设置页头页尾，如需使用该控件，建议将页头页尾中的内容设置在全屏
排版控件中。

设置全屏排版设置全屏排版
选中全屏控件，右键单击，选择属性属性，右侧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全屏控件的样式、数据、交互效果。

样式：可设置切换箭头、切换页面的圆点的样式。

数据：

可添加或删除新的全屏页面。

可调整其顺序。

可编辑其内容渐变色填充、颜色填充、图片填充等。

交互：可设置切换速度。

为方便您对网站的全面规划、布置，使各模块间更清晰，您可使用布局控件，布局控件内可放置多种其他控
件。本文介绍如何添加及设置布局控件。

布局类控件的作用布局类控件的作用
布局类控件的作用图示如下：

5.2.2.6.5. 布局5.2.2.6.5.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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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布局控件步骤添加布局控件步骤
1. 单击设计设计 >  > 排版布局排版布局。选择所需布局控件，可参考下表进行选择。

容器名称 显示效果 注意事项

容器 可调整宽、高 无

自适应布局 宽度自适应屏幕最大宽度
为避免出现显示问题，自适应布局
与自适应布局间请勿互相嵌套使用

标签布局 多栏，可调整宽高 无

多栏布局
多栏，可设置高度，宽度可选择通
栏/页面宽度可设置每一栏的比例

无

2. 选择后，在页面内合适位置单击即可添加成功。

说明说明

使用布局类控件时，应多查看层次，方便您缕清结构。

将容器控件放入标签布局控件中，再在容器中放置按钮、图片等，可设计出精美的导航。如需观
看标签布局的视频请单击标签控件的使用。

设置容器控件设置容器控件
选中容器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样式样式，可设置容器背景、容器边框、容器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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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效：选中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动效动效，可设置容器动画效果。

排列：选中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排列排列，可设置容器尺寸及位置。

设置自适应布局控件设置自适应布局控件
选中自适应布局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样式样式，可切换样式、设置通栏背景。

选中自适应布局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排列排列，可设置高度（自适应布局宽度自适应）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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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标签布局控件设置标签布局控件
选中标签布局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样式样式，可设置默认状态下的标签样式、区域内容样式、阴影；悬停、选
中状态下的标签样式。

选中标签布局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数据数据，可增加标签、删除标签、编辑标签名称、标签链接、标签链接的
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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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选中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交互交互，可设置标签切换方式。

排列：选中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排列排列，可设置标签尺寸及位置。

设置多栏布局控件设置多栏布局控件
选中多栏布局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样式样式，可设置宽度、比例、列间距、背景。

选中多栏布局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数据数据，可增加栏目、删除栏目、编辑栏目名称及栏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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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选中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排列排列，可设置多栏布局尺寸及位置。

锁定位置功能锁定位置功能
选中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删除控件功能删除控件功能
选中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多种栏目导航控件的作用，以便您判断应该选择哪个栏目导航；第二部分
介绍了如何添加栏目导航及如何设置栏目导航，以便您使用栏目导航类控件；第三部分介绍了如何设计二级
导航和三级导航，以便您应用导航控件。

1.1、各栏目导航作用1.1、各栏目导航作用
横向导航：横向展示的导航，可单击跳转至某一位置或其他页面。

竖向导航：纵向展示的导航，可单击跳转至某一位置或其他页面。

面包屑：添加此控件后，网站访问者访问路径将可视化，且可选择返回页面。

语言切换：使用多语言功能时，页面上需显示语言切换控件，方便网站浏览者切换浏览语言。如需观看相
关操作视频请单击如何实现中英文切换。

手机/PC切换：需在同时在PC端、手机端设计器中各添加一个此控件，网站浏览者可浏览两端效果。

2.1、添加栏目导航类控件2.1、添加栏目导航类控件
单击设计设计 >  > 栏目导航栏目导航，可选择横向导航、竖向导航、面包屑、语言切换控件或手机/PC切换控件，在设计区
适当位置单击，即可完成添加。

2.2、设置栏目导航类控件2.2、设置栏目导航类控件

说明 说明 如需观看导航讲解视频请单击导航控件的使用。

5.2.2.6.6. 栏目导航5.2.2.6.6. 栏目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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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图所示的设置按钮设置按钮或者导航按钮导航按钮，即可弹出用于设置导航的快速设置面板。

样式：可设置导航的常态下、悬停时、选中时的样式。

数据：可设置导航项的导航名称、上级导航、跳转目标、打开方式及导航图标。

动效：可设置导航的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2.3、横向导航-导航容器设置介绍2.3、横向导航-导航容器设置介绍
导航容器：横向导航中的第一个样式为导航容器，其可设计项较多，因此设置也较为复杂，故单独为您介绍
如何设置该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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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常态：可设置无互动时的样式。

切换：可设置鼠标下滑时的样式。

悬停：可设置鼠标停留时的样式。

选中：可设置鼠标单击选中后的样式。

数据：

图片设置：可设置在无互动下/下滑时的logo图片，还可设置鼠标放置在图片上时显示的文字，以及单
击图片时的跳转链接及打开方式。

导航设置：可添加导航栏目并设置其上级导航、导航链接、及打开方式、图标。

动效：可设置导航的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

说明 说明 由于此导航容器控件默认显示在页面顶部，因此不允许设置其位置。

2.4、一键锁定位置2.4、一键锁定位置
选中全屏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2.5、删除当前控件2.5、删除当前控件
选中全屏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3.1、应用拓展：如何设置二级导航？3.1、应用拓展：如何设置二级导航？
方法一：在添加导航时，选择上级导航可添加指定导航下的二级导航。并可设置当前添加的二级导航。

方法二：在添加完成后，可采用向指定导航的右下方右下方拖动的方式，将一级导航设置为二级导航。并可编辑
当前导航、删除当前导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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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应用拓展：如何设置三级导航3.2、应用拓展：如何设置三级导航
通过标签控件与导航控件的叠加，即可设置三级导航。

1. 添加指定标签控件：单击设计设计 >  > 排版布局排版布局，选择带有上下箭头的标签控件，在页面合适位置中添加。

2. 标签的实质为容器，即一级导航，将导航控件放置在标签容器中，即二级导航。

说明 说明 当显示移入标签的提示时，证明在移入标签中。

3. 导航控件编辑状态下，单击数据数据 >  > 添加导航添加导航，设置三级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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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是最常见的可单击跳转的控件，本文介绍如何添加并设置按钮。

添加按钮控件添加按钮控件
单击资源区中的设计设计 >  > 排版布局排版布局 >  > 按钮按钮，在设计区适当位置单击，即可添加成功。

5.2.2.6.7. 按钮5.2.2.6.7. 按钮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用户指南

> 文档版本：20220301 78



说明 说明 设计手机版页面时，可选择返回按钮，网站浏览者可使用返回按钮返回上一页面。

设置按钮控件设置按钮控件
在设置面板中，单击如图所示位置可设置按钮的样式、数据、交互、动效、排列。

样式：可设置按钮内默认状态下和悬停状态下的文字样式、背景样式、边框样式、阴影样式

数据：可设置按钮文字、设置按钮链接及链接打开方式。

说明 说明 设置按钮文字作用：当鼠标停在该按钮时，显示此文字。设置按钮链接作用：当鼠标单击
按钮时，可跳转到页面、文章、链接地址等。

交互：可设置按钮的内部动效。

动效：可设置按钮的整体动效。

排列：可根据需要调整尺寸和位置。

一键锁定位置功能一键锁定位置功能
选中按钮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一键删除功能一键删除功能
选中按钮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本文为设计器内音乐控件的使用指南。

添加音乐控件添加音乐控件
在左侧资源区单击功能功能 >  > 功能功能 >  > 音乐音乐，在设计区内合适位置单击添加。

设置音乐控件设置音乐控件
选中音乐控件，单击设置设置或音乐音乐按钮，在快速设置面板中，可设置视频控件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调整默认和悬停时的样式，如下图所示位置。

数据：可选择以选择音乐或者音乐链接的方式上传数据，以及是否自动播放。

5.2.2.6.8. 音乐5.2.2.6.8.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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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仅支持上传4M以内的MP3格式文件，选择数据后请保存。

动效：可设置视频控件的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视频控件的尺寸和位置。

一键锁定位置一键锁定位置
选中音乐控件或视频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删除当前控件删除当前控件
选中音乐控件或视频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阿里云视频可无广告播放，本文为设计器内阿里云视频控件的使用指南。

添加视频控件添加视频控件
在左侧资源区单击功能功能，选择阿里云视频阿里云视频控件，在页面合适位置单击添加。

5.2.2.6.9. 阿里云视频5.2.2.6.9. 阿里云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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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阿里云视频控件设置阿里云视频控件
选中阿里云视频控件，单击设置设置或阿里云视频阿里云视频按钮，在快速设置面板中，可设置视频控件的数据、动效、
排列。

数据：

上传视频/其他外链：如有免费视频余量，则可单击上传视频上传视频直接上传到免费视频中。如需了解详细的
配置步骤，请参见配置阿里云视频。

自动播放：可设置视频网站浏览者浏览到时自动播放或单击播放。

上传封面图：可选择图片作为视频封面。

动效：可设置视频控件的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视频控件的尺寸和位置。

一键锁定位置一键锁定位置
选中音乐控件或视频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删除当前控件删除当前控件
选中音乐控件或视频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地图控件，网站浏览者使用地图功能找到公司位置。

添加地图控件添加地图控件
在设计器中，单击功能功能 >  > 功能功能，选择高德地图高德地图控件或百度地图百度地图控件，并在设计区内合适位置单击即可添加
成功。

设置地图控件设置地图控件

5.2.2.6.10. 地图5.2.2.6.10. 地图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用户指南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81 > 文档版本：2022030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7212.html#concept-2342836


单击地图地图或者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控件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设置是否显示工具条、显示卫星混合地图、缩放比例、多种地图主题。

数据：可编辑设置地址。

说明 说明 如担心输入有误可选择标记地址，由地图标记自动获取您的地址。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一键锁定位置一键锁定位置
选中全屏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删除当前控件删除当前控件
选中全屏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本文介绍使用电商会员功能时，可能会用到的一些组件。

添加电商会员组件添加电商会员组件
在设计器中，单击功能功能 >  > 电商会员电商会员，选择登录控件、注册控件、登录状态控件、购物车控件、收藏夹控
件，及手机端特有的我的我的控件。

说明 说明 此控件常与网站后台的电商会员功能配合使用，如需了解更多请参见网站电商配置。

设置登录控件设置登录控件

5.2.2.6.11. 电商会员5.2.2.6.11. 电商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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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当前登录控件，单击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调整默认和悬停时的样式。

数据：可编辑文字、设置登录跳转页面、注册页面的链接、打开方式。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设置注册控件设置注册控件
选中当前登录控件，单击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调整默认和悬停时的样式。

数据：可编辑文字、设置注册项、登录页面的链接、打开方式。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设置登录状态控件设置登录状态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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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登录控件一般放置在网站顶部，适用于网站会员，可设置会员页面访问权限，会员可使用商
城功能等。需拥有登录、注册页面，登录页面中应有一个登录控件，注册页面中应有一个注册控件。

选中当前登录控件，单击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调整默认和悬停时的登录按钮、注册按钮、用户名文字、退出按钮的样式。

数据：可编辑文字、设置登录页面与注册页面的链接、打开方式。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手机端-设置我的控件手机端-设置我的控件

说明 说明 网站会员登录后，可单击此控件进入会员中心。

在设计手机端时，选中我的我的控件，单击我的我的或者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样式、数据、动效、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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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可设置图标样式及文字颜色、大小。

数据：可编辑文字内容。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图标尺寸及位置。

设置购物车控件设置购物车控件
选中当前登录控件，单击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调整默认和悬停时的样式。

数据：可编辑文字、设置打开方式。

说明 说明 在产品详情页中编辑购物车页面，用户单击网站购物车控件，即可添加商品、收藏商品、
进行结算。如需了解产品详情页请参见三、切换页面分类。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设置收藏夹控件设置收藏夹控件

说明 说明 会员登录状态下单击收藏夹控件可查看已收藏的文章及产品。需设计人员在编辑文章详情页
和产品详情页时添加收藏文章控件、收藏产品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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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当前控件，单击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调整默认和悬停时的样式。

数据：可编辑文字、设置打开方式。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代码嵌入包括代码控件（Html/Css/Js）、爱番番、CNZZ、第三方视频控件。由于设置操作简单，本文主要
介绍代码相关控件的使用。

添加高级控件添加高级控件
在设计器中，单击高级高级，选择代码控件（Html/Css/Js）、爱番番、CNZZ、第三方视频控件。

代码控件的使用代码控件的使用
使用条件：需要您用HTML、CSS、JavaScript语言编辑代码，且为避免冲突，不能使用外部js库。

作用：可用于实现现有控件不能满足的需求，例如天气预报功能。

设置爱番番控件设置爱番番控件

5.2.2.6.12. 代码嵌入5.2.2.6.12. 代码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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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设置设置，右侧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搜索控件的数据、排列。

数据：将获取的爱番番代码粘贴到数据中即可生效。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说明 说明 自2020年起，个人用户将无法使用百度商桥，企业用户需进行百度推广或使用爱番番crm 可
使用百度商桥功能。获取代码请参见百度统计帮助文档。

CNZZCNZZ
使用友盟统计，需获取友盟网站统计代码，单击设置设置 >  > 数据数据，将代码粘贴至数据中。

设置第三方视频控件设置第三方视频控件
选中视频控件，单击设置设置，在快速设置面板中，可设置视频控件的数据、动效、排列

数据：可输入优酷、腾讯、爱奇艺、Youtube等视频的通用代码。如需观看获取通用代码的操作讲解视频
请单击视频控件的使用。

说明 说明 可在视频点播控制台上传视频，并单击管理管理 >  > 视频地址视频地址，复制链接并以下图所示格式填
写到数据数据中。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用户指南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87 > 文档版本：20220301

https://tongji.baidu.com/web/help/article?id=175&type=0&castk=LTE%253D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2022.html#concept-2400071


动效：可设置视频控件的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视频控件的尺寸和位置。

留言控件、评论控件作为网站浏览者反馈、建议的重要通路，本文介绍如何添加并设置留言评论控件。

添加留言/评论控件添加留言/评论控件
在设计器中，单击功能功能 >  > 功能功能，选择留言板留言板或评论区评论区。

设置留言控件设置留言控件
选中当前留言控件，单击设置设置，右侧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搜索控件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调整默认和悬停时的样式。

数据：可选择搜索的类别、搜索按钮上的文字及搜索框中的提示。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5.2.2.6.13. 留言评论5.2.2.6.13. 留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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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有网站客户留言，请登录网站后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留言管理留言管理，即可查看
客户的留言。

设置评论控件设置评论控件
选中当前评论单击评论评论或者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搜索控件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调整默认和悬停时的样式。

数据：可编辑此文本框用于输入的内容。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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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有网站客户评论，请登录网站后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评论管理评论管理，即可查看
评论控件收集的评论。

分享控件主要用于分享网站。本文介绍分享控件如何添加及使用。

添加分享控件添加分享控件
在设计器中，单击功能功能 >  > 功能功能，选择分享分享控件，并在设计区内合适位置单击即可添加成功。

设置分享控件设置分享控件
单击分享分享或者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搜索控件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样式：可选择图标风格、图标大小、是否显示分享次数、设置分享文字。

数据：可选择分享的媒体。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本文介绍分类控件及搜索控件的添加和使用。指南以文章为例，产品类似。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5.2.2.6.14. 分享5.2.2.6.14. 分享

5.2.2.6.15. 分类搜索5.2.2.6.15. 分类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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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设计文章/产品的全流程，使用分类/搜索控件展示文章一共需四步。

1. 新增/导入文章：请参见文章管理。

2. 添加并设置分类/搜索控件：本篇文章有讲解。

3. 设计结果页：请参见结果页相关控件。

4. 设计详情页：请参见详情页相关控件。

列表控件、分类控件、搜索控件区别列表控件、分类控件、搜索控件区别
分类控件、搜索控件、列表控件都是用于展示文章产品的，其具体区别如下：

列表控件：仅以列表形式罗列文章/产品，样式美观多样。适合展示几篇最新或最热的文章/产品。

分类控件：根据您在后台的分类，显示产品/文章。适合需展示文章/产品较多的网站，使用此控件可以帮
助网站浏览者快速找到目标分类。添加分类控件后，需在结果页中添加一结果页列表控件，由结果页列表
控件链接详情页。

搜索控件：需在后台设置关键词。适合文章/产品较多，使用此控件可以帮助网站浏览者快速搜索相关文
章。添加搜索控件后，需在结果页中添加一结果页列表控件，由结果页列表控件链接详情页。

说明 说明 如需观看如何在后台添加分类的视频，请单击如何在后台添加分类，如需观看如何使用分类
控件的视频请单击分类控件的使用。

添加分类/搜索控件添加分类/搜索控件
在设计器中，单击功能功能 >  > 功能功能，选择分类控件分类控件或者搜索控件搜索控件，在设计器中适当位置单击，即可添加成功。

说明 说明 文章分类对应的是文章分类结果页，产品分类对应产品分类结果页。产品结果页及分类结果
页都属于页面，切换页面即可进行查看设计，如需了解相关请参见三、切换页面分类。

设置分类控件设置分类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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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分为文章分类和产品分类，需预先完成分类，才能使用分类控件放置 。选中分类控件，单击设置设置或分分
类类，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分类控件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说明 说明 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编辑分类。

1. 可在内容管理中添加分类，如需了解添加文章分类请参见文章分类管理，如需了解添加产品分类请
参见产品分类管理。

2. 数据上传时编辑分类。

3. 在文章管理页面或是产品管理页面编辑分类。

样式：可调整默认状态下、悬停状态下、选中状态下的样式。

数据：可选择编辑好的分类。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设置搜索控件设置搜索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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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搜索控件，单击搜索搜索或者设置设置，将弹出快速设置面板，可设置搜索控件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说明说明

搜索控件是对标题、简介和关键词进行的模糊搜索。

目前搜索功能只支持站内产品和文章的搜索，文章对应文章搜索结果页，产品对应产品搜索结果
页。

多语言网站进行搜索时，仅搜索当前语言中的数据。

样式：可调整默认和悬停时的样式。

数据：可选择搜索的类别、搜索按钮上的文字及搜索框中的提示。

动效：可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可设置尺寸和位置。

一键锁定位置一键锁定位置
选中分类控件或搜索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删除当前控件删除当前控件
选中分类控件或搜索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结果页除了可以使用基础控件外，还提供一些与搜索、分类相关的控件。本文为您解释设计详情页路径及详
情页内控件介绍，因产品控件包含文章控件，本文以产品详情页指南为主，文章详情页指南类似。

设计结果页路径设计结果页路径
1. 单击左上角当前页面名称当前页面名称，如下图所示。

5.2.2.6.16. 结果页相关控件5.2.2.6.16. 结果页相关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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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出的设置框中单击系统页面管理系统页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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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详情页即可编辑对应的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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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搜索结果页列表控件分类/搜索结果页列表控件
添加控件途径：单击系统系统 >  > 分类/搜索结果页列表控件分类/搜索结果页列表控件。

说明 说明 此控件功能设置与列表控件一致。此控件作用：分类/搜索专用，以列表形式展示结果。即
经分类/搜索操作后，需以列表形式罗列分类/搜索的结果，列表控件再链接至详情页。

分类/搜索结果页面包屑控件分类/搜索结果页面包屑控件
此控件属于面包屑控件类。使网站访问路径可视化，且可选择返回至某一位置。

分类/搜索结果页筛选控件分类/搜索结果页筛选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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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控件可用于筛选结果，帮助网站浏览者快速获取所需的结果集。使用此控件前需在网站后台，单击内容管内容管
理理 >  > 产品管理产品管理 >  > 新增产品新增产品 >  > 产品参数产品参数，并为产品设置参数。

列表主要作用为展示后台上传的文章、产品、文件。列表分为文章列表、产品列表和文件列表，本文介绍如
何添加列表控件、如何设置列表控件。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上图为设计文章/产品的全流程，使用列表控件展示文章一共需三步。

1. 新增/导入文章：请参见文章管理。

2. 添加并设置列表控件：本篇文章有讲解。

3. 设计详情页：请参见详情页相关控件。

添加列表控件添加列表控件
单击资源区中的内容内容 >  > 文章列表/产品列表/文件列表文章列表/产品列表/文件列表，选择展示样式，即可添加成功。

设置文章列表设置文章列表

5.2.2.6.17. 列表5.2.2.6.17.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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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图所示的设置设置按钮，可弹出快速设置面板，用于设置文章列表的样式、数据、动效、排列。

说明 说明 如需了解新增/上传文章操作请参见文章管理，产品类似，不再赘述。

样式：设置默认样式和悬停样式。

数据：单击选择选择可设置列表中的文章、设计文章详情页、选择页面打开方式。

动效：设置动画效果。

排列：设置文章列表的尺寸和位置。

一键锁定位置一键锁定位置
选中列表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删除当前控件删除当前控件
选中列表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详情页除了可以使用基础控件外，还额外可使用一些与文章、产品相关的控件。本文为您解释设计详情页路
径及详情页内控件介绍，因产品控件覆盖了文章控件，本文以产品详情页指南为主，文章详情页指南类似。

一、在哪里设计详情页？一、在哪里设计详情页？
1. 在设计器内，单击左上角当前页面名称当前页面名称，如下图所示。

5.2.2.6.18. 详情页相关控件5.2.2.6.18. 详情页相关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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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出的设置框中单击底部系统页面管理系统页面管理。

3. 选择进入文章详情页/产品详情页即可。

二、为什么需要设计详情页？二、为什么需要设计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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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多数时候，文章在页面中展示的框架结构都是一致的，为了防止多次调整多篇文章位置，提高编辑
效率，提供这项功能，在文章详情页设计文章展示的框架结构，在后台文章管理页面上传编辑的文章为真实
的文章。下图为在网站上显示文章的全部步骤，设计详情页为最后一步，详情页是最终展示您文章/产品的
页面框架设计。

上图步骤讲解：

1. 以列表控件展示文章举例。在后台文章/产品管理页面新增或导入文章。

2. 在设计器内任一页面上放置一列表控件，勾选您需要在网页展示的文章，同时需设置列表控件对应的文
章详情页。

说明 说明 可通过单击…… >  > 克隆克隆，制作多个不同的文章详情页。在列表控件的设置面板中重新选择
具体文章详情页即可。

3. 最后，切换至文章详情页，添加文章详情相关控件，设计文章展示的框架结构。

详情页专有控件介绍—文章/产品基本信息控件详情页专有控件介绍—文章/产品基本信息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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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章/产品基本信息控件：单击系统系统 >  > 产品基本信息产品基本信息，可选择添加产品幻灯控件、标题控件、简介控
件、详情控件。

产品幻灯控件的作用：可展示产品样式，当鼠标放置在图片上时，可查看产品细节。具体样式如下图。

标题控件的作用：使用此控件，当在列表等控件中选择了产品/文章，可自动获取标题。

简介控件的作用：使用此控件，当在列表等控件中选择了产品/文章，可自动获取简介。

详情控件的作用：使用此控件，当在列表等控件中选择了产品/文章，可自动获取详情。

详情页专有控件介绍—产品所在位置控件详情页专有控件介绍—产品所在位置控件
添加文章/产品基本信息控件：单击系统系统 >  > 产品所在位置产品所在位置，可选择添加产品幻灯控件、标题控件、简介控
件、详情控件。

控件说明：此控件属于面包屑控件类。作用是可以使网站访问路径可视化。可设置返回至某一位置以及是
否显示文章/产品分类等。

详情页专有控件介绍—产品创建时间控件详情页专有控件介绍—产品创建时间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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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产品基本信息控件：单击系统系统 >  > 产品创建时间产品创建时间。

产品创建时间控件的作用：可显示产品创建时间。

详情页专有控件介绍—产品浏览量控件详情页专有控件介绍—产品浏览量控件
添加产品浏览量控件：单击系统系统 >  > 产品浏览量产品浏览量，即可添加此控件。

产品浏览量控件的作用：可显示产品浏览量。

详情页专有控件介绍—收藏文章/产品控件详情页专有控件介绍—收藏文章/产品控件
添加收藏控件：单击系统系统 >  > 收藏收藏，即可添加控件，使用此控件可切换至上一篇或下一篇产品。

作用：网站浏览者可收藏文章/产品。

文章/产品切换文章/产品切换
添加切换控件：单击系统系统 >  > 产品切换产品切换，即可添加控件，使用此控件可切换至上一篇或下一篇产品。

产品参数产品参数
如果在后台设置了产品参数，可使用此控件，展示后台设置的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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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相关产品
如果您在网站后台的电商设置页面中添加了相关产品，您可以使用相关产品控件展示相关产品。

电商电商
如果您在网站后台的电商设置页面中添加了现价、原价、规格，可使用相关控件展示内容。单击系统系统 > >
电商电商 >  > 产品现价控件/产品原价/产品规格产品现价控件/产品原价/产品规格，在页面中合适位置单击即可添加。

如果您的产品使用了电商功能，需要购物车、购买数量按钮。单击系统系统 >  > 电商电商 >  > 购买数量/购买按钮购买数量/购买按钮，
在页面中合适位置单击即可添加。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弹出窗口控件。

添加弹出窗口控件添加弹出窗口控件
在设计器中单击设计设计 >  > 排版布局排版布局 >  > 弹出窗口弹出窗口，可选择弹出窗口的样式。选择后在页面内合适位置单击，即
可开始编辑弹窗页面。

5.2.2.6.19. 弹出窗口5.2.2.6.19. 弹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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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弹出窗口控件相当于一个附加页面，因此可以对这个附加页面随意添加控件、设计控件、删除控
件。

添加一个弹窗后，弹窗将显示在左侧资源区的下方，您可以继续新建其他弹窗或继续设计。

如何退出弹出窗口页面如何退出弹出窗口页面
单击退出弹窗编辑退出弹窗编辑，即可完成退出操作。

设置打开弹框方式设置打开弹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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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以设置默认打开弹窗外，还可使用按钮、图片、导航等控件设置单击打开弹窗，如下图所示图标，即
可链接弹窗，网站浏览者单击即可打开弹窗。

表单可用于收集用户信息，本文介绍表单相关组件。

如何进入表单设计如何进入表单设计
单击控制台首页顶部的进入设计进入设计 >  > 表单表单，即可进入表单设计页面。

如何管理表单页面如何管理表单页面

5.2.2.6.20. 表单相关控件5.2.2.6.20. 表单相关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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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表单设计器顶部的页面名称按钮，可新增表单页面、设置表单页面、切换模板、复制当前表单页面等操
作。

输入框输入框
输入框为单行控件，适合收集姓名、性别等内容。

文本框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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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为多行控件，适合收集客户意见、叙述等内容。

下拉框下拉框
下拉框为单选，单击后出现多个选项，可选择属于某一类。

说明 说明 使用本组件的必要操作：设置下拉框选项。

单选单选
单选框功能：网站用户只能选择一个选项，可用于性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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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使用本组件的必要操作：需编辑选项。

图片单选图片单选
图片单选，拥有图片描述，只能选择一个选项的控件。

说明 说明 使用本组件的必要操作：网站创作者需编辑图片及文字。

多选多选
功能：网站用户可同时选择多个选项，适合收集网站用户喜好等。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用户指南

> 文档版本：20220301 108



说明 说明 使用本组件的必要操作：需编辑选项。

图片多选图片多选
拥有图片描述，使描述更清晰。可选择多个选项。

说明 说明 使用本组件的必要操作：网站创作者需编辑图片及文字。

数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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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可用于收集网站用户手机号码。限用户只能输入数字。

评分评分
评分可用于收集网站用户满意度。

日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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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用于收集日期。

上传上传
上传用于收集客户上传文件。

地址介绍地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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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用于收集客户地址。

联系浮窗控件浮在页面固定位置，可放置常见的联系方式，便于网站浏览者快捷联系到您。

添加联系浮窗控件添加联系浮窗控件
在左侧资源区单击功能功能 >  > 功能功能 >  > 联系浮窗联系浮窗，选择样式，在页面合适位置单击添加。

设置联系浮窗控件设置联系浮窗控件
选中联系浮窗控件，单击设置设置或联系浮窗联系浮窗按钮，在快速设置面板中，可设置联系浮窗控件显示的样式、数
据、排列。

样式：可选择显示项，以及默认状态下和鼠标悬停状态下的图标、背景、边框、阴影。

数据：可设置显示文案及填写或上传您的具体联系方式。

排列：可设置此控件的尺寸和位置。

一键锁定位置一键锁定位置
选中联系浮窗控件时，单击像锁一样的图标按钮，可锁定当前位置。

删除当前控件删除当前控件
选中联系浮窗控件时，单击像废纸篓一样的图标按钮，可删除此控件。

表单属于数据收集性质，可收集来自网站用户的数据，方便企业了解用户诉求。本文旨在介绍如何进入设计
表单页面及查看表单数据。

进入设计表单页面：单击进入设计进入设计 >  > 表单表单即可进入设计表单页面。

查看表单数据：在设计器页面，完成设计后，需要收集数据时单击开始收集开始收集。在单击表单管理表单管理 >  > 收到数收到数
据据后，即可查看详细数据。

5.2.2.6.21. 联系浮窗5.2.2.6.21. 联系浮窗

5.2.2.7. 表单管理5.2.2.7. 表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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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如何使用文章管理功能。

进入文章管理页面途径进入文章管理页面途径
在控制台首页，单击内容管理内容管理 >  > 文章管理文章管理，即可进入文章管理页面。

编辑文章内容编辑文章内容
编辑文章内容的两种方式：上传文件、在线编辑。

5.2.3. 设计网站-配置5.2.3. 设计网站-配置
5.2.3.1. 文章管理5.2.3.1. 文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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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文件：单击导入文章导入文章，可选择批量导入微信文章或导入本地文件，选择导入分类及文章状态，单
击导入至该分类导入至该分类，等待导入成功即可。

说明 说明 导入本地文件：

支持导入Word文档，单个文件大小上限为50MB。

特殊符号说明：特殊符号上传后，可能会导致文章无法显示或者无法编辑，尽量少用特殊符
号。

批量导入规则：按住Ctrl（Mac为command）键多选，可批量上传，一次最多上传100个Word
文档。

导入微信文章：

导入方式：在输入框内输入文章链接。

文章中的图片将自动保存至图片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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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导入规则：最多一次可批量上传10篇文章，如需上传多篇微信文章，请用”回车键“分
割。

在线编辑：单击新增文章新增文章，即可在线编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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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管理文章分类管理
可添加分类，选择上级分类，更改分类名称等。

说明 说明 如果有较多个文件需要在页面显示，可以直接将这些文件放置在同一个分类中，在设计器中
设计时直接选择分类即可。

文章列表管理文章列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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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一篇或者多篇文章进行管理，可移动文章位置、设置文章状态、删除文章等。

如何将文章放置在网页上？如何将文章放置在网页上？
操作步骤如下：

1. 在文章管理文章管理页面，上传/编辑文章。

2. 在设计器内，在任一页面（如首页），添加文章文章/列表列表控件或图片、文字等可设置链接的控件。

3. 具体样式请切换至文章详情页进行调整：单击系统页面管理系统页面管理，即可切换至文章详情页。

如何巧妙的应用文章排序功能如何巧妙的应用文章排序功能
1. 在分类内可自定义排序文章，默认按创建时间倒序排序，如需要将第5篇文章放置在第2位上，只需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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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分类内可自定义排序文章，默认按创建时间倒序排序，如需要将第5篇文章放置在第2位上，只需在该
篇文章的排序输入框内输入2，按回车键即可。

说明 说明 如您将文章状态更新为未上线，则该篇文章不会在设计器内显示。设计器内可选择显示
待发布及已上线的文章。待发布状态旨在提示您当前内容前台未全部更新为最新状态。

2. 当您希望用文章列表形式展示文章时，可选择按排序顺序展示：单击内容内容 >  > 文章列表文章列表，选择任一文章
列表控件，在页面合适位置单击即可添加成功。在选择数据时，选择按排序顺序排序顺序升序/降序排列即可按
照您排序的顺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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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由于大部分用户数据较多，越分类排序易混淆数字，且产品支持批量移动文章所属分
类，故产品仅支持分类内进行排序。

3. 当您选择分类展示文章时，各个分类下都按照文章管理页面的自定义排序顺序展示。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产品管理功能。

进入产品管理页面进入产品管理页面

5.2.3.2. 产品管理5.2.3.2. 产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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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台首页，单击内容管理内容管理 >  > 产品管理产品管理，即可进入产品管理页面。

产品分类管理产品分类管理
单击新增分类新增分类可添加分类，新增时可选择上级分类，新增成功后可对分类名称、上级分类等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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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产品分类不仅有利于产品的查找管理，并且在使用分类控件分类控件时，选择产品分类，产品即可按
分类显示。

产品列表管理产品列表管理
可选择一款产品或者多款产品进行管理，可移动产品位置、设置产品状态、删除产品等。

说明 说明 如需观看上传产品的操作视频请单击如何上传产品。

编辑产品内容编辑产品内容
编辑产品内容有两种方式可选择，可上传文件或者在线编辑。

上传文件：单击导入产品导入产品 >  > 添加文件添加文件，即可上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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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文件格式要求：Word文档。且尽量少用特殊符号，特殊符号上传后可能会导致产品不显示或
者无法编辑。特殊符号一般指键盘上不包含的符号，需要用输入法或其他方式才能输出的符
号。

批量上传：按住Ctrl键多选，可批量上传，一次最多上传50个。

在线编辑：单击新增产品新增产品，即可在线编辑产品。 编辑产品分为编辑基本信息、编辑产品参数、编辑电商
相关。

编辑基本信息：可编辑产品图片、产品名称、产品简介、产品详情、产品搜索关键词、SEO关键词、产
品描述、权限控制。

编辑产品参数：可编辑产品参数。

编辑电商相关：可编辑配送方式、产品规格、相关产品。

如何将产品放置在网页上？如何将产品放置在网页上？
操作步骤如下：

1. 在产品管理产品管理页面，上传/编辑产品。

2. 在设计器内，在任一页面（如首页），添加产品列表产品列表控件或图片、按钮等可设置链接的控件，选择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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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控件来展示产品。

3. 单击当前页面名称，在弹出的弹框中单击系统页面管理系统页面管理，然后选择切换至产品详情页产品详情页。可在产品详情
页调整具体展示样式，在产品详情页内设计指南请参见详情页相关控件。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图片管理功能。

进入图片管理页面进入图片管理页面
在控制台首页，单击内容管理内容管理 >  > 图片管理图片管理，即可进入图片管理页面。

图片分类管理图片分类管理

5.2.3.3. 图片管理5.2.3.3. 图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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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添加分类，选择上级分类，更改分类名称等。图片分类有利于图片查找管理。

图片列表管理图片列表管理
上传图片：单击上传图片上传图片 >  > 选择上传位置选择上传位置，单击选择文件夹选择文件夹或者选择图片选择图片，选择上传即可。

管理图片：可选择一张或者多张图片进行管理，可移动图片位置、删除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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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件设置时，可选择上传文件数据，文件数据与产品、文章等数据的本质区别是：网站浏览者可下载文
件，而产品、文章等数据无法下载。本文介绍如何使用文件管理功能。

进入文件管理页面进入文件管理页面
在控制台首页，单击内容管理内容管理 >  > 文件管理文件管理，即可进入文件管理页面。

使用文件管理使用文件管理
上传文件：单击上传文件上传文件 >  > 添加文件添加文件，即可上传文件。

文件分类：可添加分类，选择上级分类，更改分类名称等。可以直接在设计器内选择文件列表按分类展
示。

文件列表管理：可选择一篇或者多篇文章进行管理，可移动文章位置、设置文章状态、删除文章等。

如您拥有旧版产品，可将旧版产品中的数据迁入至当前新购的产品，可迁入文章、产品、图片、文件等数
据。

开始迁移：在控制台首页，单击内容管理内容管理 >  > 站点迁移站点迁移，输入您旧版产品的二级域名，单击开始迁移开始迁移，即
可开始迁移。

说明 说明 迁移规则：

只支持旧版产品（老设计器）数据迁入；

同一旧版产品数据只能迁移到本站点一次；

如您当前网站版本有数量限制，（旧版产品+当前产品）中的文章、产品、图片、文件的数量
和大小超过本站点的数量和大小上限时，不可迁移，请升级/购买更高版本。

查看迁入记录：在站点迁移页面站点迁移页面，单击迁入记录迁入记录，即可查看迁移时间、迁移站点、迁移进度。

5.2.3.4. 文件管理5.2.3.4. 文件管理

5.2.3.5. 站点迁移5.2.3.5. 站点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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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在开始迁移开始迁移后，长时间无响应，可联系客服人员处理。

站点信息中可设置icon、底部显示信息等内容，本文为大家介绍如何设置站点信息。

进入站点信息设置页面的途径进入站点信息设置页面的途径
在导航栏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站点信息站点信息，即可进入站点信息设置页面。

在站点信息页面可设置的内容在站点信息页面可设置的内容
常用设置：可以上传icon、开关启用Powered by、显示阿里云服务信息、显示IPv6支持、禁止右键保存图
片、文章/产品审核。

底部样式：可设置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等底部显示的文字样式、背景颜色及透明度、排列样式、整个
模块的放置位置。需单击保存保存来保存设置。

根据《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方法》规定，如果未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被相关部门核查出来
将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本文介绍需要在国内推广的杭州节点网站如何添加ICP备案号。

添加ICP备案号步骤添加ICP备案号步骤

注意注意

香港节点不需要添加ICP备案号，因此无备案信息页面。

如您的备案地为广东省，请在网站底部悬挂主体备案号主体备案号。其他省请在网站底部悬挂网站备案网站备案
号号。

1. 进入域名管理页面：登录网站后台，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域名管理域名管理，即可进入域名管理页

5.2.3.6. 如何设置站点信息5.2.3.6. 如何设置站点信息

5.2.3.7. 添加ICP备案号5.2.3.7. 添加ICP备案号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用户指南

> 文档版本：20220301 126



面。

2. 填入备案信息：在域名管理页面单击备案信息备案信息，输入您获取的备案号，单击保存保存即可。

3. 发布：单击云·速成美站右上角发布发布发布网站，即可在页面上显示ICP备案号，并已自动为您设置了工信
部链接，具体如图所示。

说明 说明 如需了解更多请参见ICP备案后处理。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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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各网站在工信部备案成功后，需在网站开
通之日起30日内提交公安联网备案申请，阿里云会邮箱提醒需添加公安备案号的网站。本文介绍如何添加公
安备案号。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登录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管理服务平台可提交联网备案申请。更多详细的信息填写类问题请参见公安
联网备案信息。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现已新增功能可直接添加公安备案号至网站底部，帮您简化操作：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域名管理域名管理 >  > 公安备公安备
案案，直接输入您的公安备案号即可。

因上述操作有样式限制，如需自己设计显示样式展示公安备案号，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 下载内容：登录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管理服务平台，在已备案网站已备案网站详情中，复制网站公安机关备
案号和备案编号HTML代码，下载备案编号图标。并编辑您的网页源代码将公安联网备案信息放置在网
页底部。

2. 上传备案编号图标到网站后台：登录云·速成美站网站后台，单击内容管理内容管理 >  > 图片管理图片管理 >  > 上传图片上传图片，
上传您的备案编号图标。

3. 获取图片src：将鼠标放置在刚上传的备案编号图片上，单击预览预览，右键单击图片，出现下图所示弹
窗，单击复制图片地址复制图片地址即已成功复制图片地址。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5.2.3.8. 添加公安备案号5.2.3.8. 添加公安备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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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代码控件显示公安备案号：进入设计器，单击组件组件 >  > 高级高级 >  > 代码代码，在合适位置单击，完成添加代
码控件，并选中控件，单击设置设置或代码代码并将复制好备案编号HTML代码粘贴到代码控件中，将第三步复
制的图片地址粘贴到引号中间，即可完成通过代码控件显示公安备案号。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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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电商配置主要由订单列表、销售配置、支付配置三部分组成。本文旨在介绍如何使用这三部分功能。

1.1、订单列表1.1、订单列表
应用场景：用于用户已在网站下单，可查看用户订单信息。

功能说明：可通过订单状态、下单时间、用户名、订单编号筛选查看订单信息。

2.1、销售配置2.1、销售配置
应用场景：用于在网站下单时的售卖、配送计价规则配置。

功能说明：可设置计价币种（人民币/美元）、订单有效期、默认运费、配送商（如顺丰）。

3.1.1、支付配置-支付宝MD5配置3.1.1、支付配置-支付宝MD5配置

说明 说明 支付配置功能主要用于配置网站用户下单时的支付方式，可配置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及
PayPal支付。

支付宝MD5密钥配置仅适用于支付宝2021年6月前注册的企业用户，操作指南如下。

1. 请注册支付宝商户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具体操作指南请参见支付宝认证。

2. 登录支付宝商家中心，在产品中心页面分别签约手机网站支付和电脑网站支付。

3. 签约成功后，在账户中心获取PID，并单击MD5密钥右侧的查看查看，手机验证后获取MD5密钥。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5.2.3.9. 网站电商配置5.2.3.9. 网站电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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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支付宝账号输入框中填写您注册的支付宝商户账号时使用的账号（可能为邮箱或手机号），并将第3
步获取的PID及MD5密钥分别粘贴在下图所示的PID及商户密钥KEY输入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完成配置。

3.1.2、支付配置-支付宝RSA配置3.1.2、支付配置-支付宝RSA配置
支付宝RSA密钥配置适用于全部用户。

1. 注册支付宝商户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具体操作指南请参见支付宝认证。

2. 登录支付宝商家中心，在产品中心页面分别签约手机网站支付和电脑网站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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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签约成功后，在应用密钥生成平台，单击RSA2RSA2 >  > PKCS1(非JAVA适用)PKCS1(非JAVA适用) >  > 生成密钥生成密钥，即可生成应用私
钥及应用公钥。应用私钥即为商户私钥。

4. 在支付宝开放平台单击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  > 网页&移动应用网页&移动应用 >  > 支付接入支付接入创建网站支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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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在创建应用时，只需输入应用名称并上传应用图标即可。请勿胡乱填写应用名称，应用
名称需与网站支付相关，同时请勿在应用名称中出现测试、test等词，以免评审不通过。

5. 在创建应用成功后，单击应用信息应用信息 >  > 接口加签方式右侧的设置/查看接口加签方式右侧的设置/查看，将第3步获取的应用公钥粘贴
在框中，生成支付宝公钥支付宝公钥。

6. 在创建应用成功后，应用概览页面可获取APP ID，如下图所示。并在概览页面概览页面为应用添加能力：单击添添
加能力加能力，分别添加电脑网站支付能力、手机网站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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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第3步获取的应用私钥、第5步获取的支付宝公钥、第6步获取的APP ID，分别填写在商户私钥、支付
宝公钥、APP ID输入框中即可。您可在支付宝商家交易订单页面查看交易订单。

3.2、支付配置-微信配置3.2、支付配置-微信配置
1. 使用微信商户账号登录微信支付商户平台，单击顶部的产品中心产品中心，在产品大全中分别单击H5支H5支

付付和Nat ive支付Nat ive支付，按提示输入个人信息以完成申请。

2. 支付配置：申请成功后，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开发配置开发配置，下拉至支付配置支付配置一栏，您可选择配置H5支H5支
付付、Nat ive支付Nat ive支付、公众号支付公众号支付。

配置H5支付：需将您的网站顶级域名添加到H5支付域名H5支付域名；

配置Native支付：需将您的网站顶级域名添加到Nat ive支付回调链接Nat ive支付回调链接；

配置公众号支付：需将您网站的顶级域名添加到支付授权目录支付授权目录中，格式为：网站顶级域
名/Wexin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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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配置后，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单击右上角的头像，在下拉选项中选择功能设置功能设置，单击JS接口安全域
名右侧的设置设置，下载弹框中提供的文件，并上传该文件至网站后台的站点验证页面，上传成功后将网页网页
授权域名授权域名设置为网站的顶级域名即可，具体如下两图所示。

4. 在微信公众平台左侧菜单栏单击设置与开发设置与开发 >  > 开发开发 >  > 基本配置基本配置，在基本配置页面可获取APPID及
AppSecret。

5. 在微信公众平台左侧菜单栏单击微信支付微信支付 >  > 商户信息商户信息，在商户信息页面获取商户号。

说明 说明 如未开通微信支付，请开通后查看。

6. 在微信支付商户平台中，安装操作证书操作证书，可自定义设置API密钥。

7. 回到网站后台，单击电商会员电商会员 >  > 支付配置支付配置，单击微信支付右侧的启用启用，在弹框中将4、5、6步获取的
APPID、APPSecret、商户号、商户API密钥填写在配置框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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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支付配置-PayPal配置3.3、支付配置-PayPal配置
1. 请使用企业账号，登录PayPal，将鼠标放置在右上角的设置状图标上，单击账户设置账户设置，在账户设置账户设置页

面，单击网站习惯设定右侧的更新更新，进入网站习惯设定页面。

2. 开启自动返回，并在输入框中输入：http://网站顶级域名/Payment/PaypalReturnUrl，保存后即可
在付款数据传输一栏付款数据传输一栏获取身份标记，具体如下两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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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获取身份标记后，将身份标记填写在下图所示处即可。

会员管理中包括三部分，在产品后台左侧的工具栏中，单击分别是会员列表、会员中心配置、设置页面访问
权限。

5.2.3.10. 网站会员管理5.2.3.10. 网站会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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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中心配置会员中心配置
可新增会员角色、管理会员角色、管理会员注册时填写项、配置默认页。

会员列表会员列表
可查看已注册会员的信息，可根据注册时间筛选查找，并可导出扩展名为.xls.xls的会员注册信息表格。

页面权限页面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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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编辑状图标，设置可访问该页面的角色。

本文旨在介绍网站短信功能的使用场景和短信功能指南。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Access Key：阿里云访问密钥，访问密钥由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组成，用于视频、短信服务
API请求的身份认证。

使用场景使用场景
验证码：会员注册、绑定手机、找回密码时发送的短信验证码。

下单、付款通知：会员下单、付款时，发送短信通知到管理员手机。

发货通知：订单发货时，发送短信通知到会员手机。

留言、评论通知：网站有新的评论时，发送短信通知到管理员手机。

表单通知：网站接收到新的表单数据时，发送短信通知到管理员手机。

免费短信条数：该站点当前的免费短信数量，续费后会增加。

短信设置功能操作指南短信设置功能操作指南
如果仍有免费短信条数：

i. 进入短信服务管理控制台：单击立即配置立即配置 >  > 开通短信服务开通短信服务。

ii. 申请短信签名和申请短信模板：单击短信服务管理，单击国内信息国内信息，可添加签名或者模板。

5.2.3.11. 网站短信5.2.3.11. 网站短信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用户指南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139 > 文档版本：20220301

https://dysms.console.aliyun.com/dysms.htm?spm=5176.8195934.1283918..5fd76a7dNo6vn2#/overview
https://dysms.console.aliyun.com/dysms.htm?spm


说明 说明 添加短信模板时，建议在常用模板库常用模板库选择模版，可更改文字或删除变量，不能修改{}
中的变量名称，否则短信可能发送失败。

iii. 设置管理员手机后，在模板管理页面获取CODE，并将CODE填入微站短信设置后台，单击开启即可。

说明 说明 由于选购的版本不同，能够启用的短信类型也不同。

如已无免费短信条数，建议进行阿里云短信配置，具体操作如下：

i. 在网站后台，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短信设置短信设置 >  > 立即配置立即配置 >  > 开通短信服务开通短信服务 >  > 立即购买立即购买，购买您所需的
短信数量即可。

ii. 将鼠标停留在您的右上角头像处，单击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 >  > 开始使用子账号AccessKey开始使用子账号Acces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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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创建用户，注意保存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

iv. 单击授权，并为子账号配置SMS权限。

v. 回到网站后台，输入Access Key ID及Access Key Secret即可。

若免费视频流量已达上限，建议配置阿里云视频。本文旨在介绍阿里云视频的使用规则及操作指南。

视频相关概念介绍视频相关概念介绍
视频空间：该站点的免费视频空间，不受续费影响。

总流量：该站点当前的免费可使用流量的总和，续费后会增加。

配置阿里云视频指南配置阿里云视频指南
1. 单击开通视频点播服务，在视频点播页面购买适合自己的包。

说明说明

流量包：如果您网站使用阿里云视频控件，视频空间够用，但版本配额的视频流量已用完，
网站上的视频无法播放，建议您购买流量包。

转码包和存储包：如果您使用阿里云视频控件，上传的视频已达版本上传空间上限，仍需再
增加视频，您可以选择上传到阿里云，需要购买转码包和存储包。

5.2.3.12. 配置阿里云视频5.2.3.12. 配置阿里云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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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域名：在视频点播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分发加速配置分发加速配置 >  > 域名管理域名管理 >  > 添加域名添加域名，填写信
息并提交。

说明 说明 添加域名的信息提示如下：

v.+网站后台绑定的域名。（如：v.kkk.xyz）

类型：OSS域名。

端口：80端口。

加速区域：请按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3. 在网站后台域名管理域名管理页面，复制您网站域名的CNAME记录值（将鼠标放在已配置右边的图标处，并单
击弹框最右面图标即可复制）。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用户指南

> 文档版本：20220301 142



4. 回到阿里云控制台页面，在左侧工具栏产品与服务产品与服务中搜索域名域名，并单击进入域名管理控制台域名管理控制台，在域名域名
列表列表中，找到您的网站域名，并单击其右侧的解析解析按钮，进入到解析设置页面。在解析设置页面解析设置页面单
击添加记录添加记录。

说明 说明 添加解析记录的信息提示如下：

记录类型：CNAME。

主机记录：v。

记录值：将之前复制的CNAME记录值粘贴在此行。

其他项默认即可。

5. 配置阿里云API：将鼠标放置在阿里云控制台右上角的头像上，单击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 >  > 开始使用子用开始使用子用
户AccessKey户AccessKey，进入用户用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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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为确保账号安全，建议用户使用子账号授权，并仅对子账号授权视频权限。

新建用户时，请选择访问方式为：控制台密码登录。

6. 为子账号授权：在用户用户页面创建子账号用户，创建完成后，单击添加权限添加权限，搜索管理视频点播服务的管理视频点播服务的
权限权限，选中该权限，确认后即可授权成功。

7. 获取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单击您设置的用户登录名称用户登录名称，单击认证管理认证管理 >  > 创建新的创建新的
AccessKeyAccessKey，即可获取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

8. 回到网站后台阿里云视频配置页面，将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填入即可。

说明 说明 如需观看配置视频操作请单击如何开通阿里云视频点播。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邮件服务器接收网站用户的留言、表单，以及常用邮箱包括阿里云企业邮箱、QQ邮箱、
腾讯企业邮箱、163邮箱、谷歌邮箱的邮件服务器配置步骤。

5.2.3.13. 常用邮箱配置邮件服务器功能5.2.3.13. 常用邮箱配置邮件服务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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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邮件服务器配置时，为保证邮件的正常收发，建议国内节点使用国内邮箱，国外节点使用国外邮
箱。

邮箱解析成功解析成功后才能配置邮件服务器功能。

如何使用邮件服务器如何使用邮件服务器
授权邮箱接收用户留言、表单通知，并使用邮箱回复网站留言。下图为设计表单时，设置为邮件接收表单
（需先配置成功邮件服务器，才能设置邮件提醒）。

您的会员通过邮箱找回密码时，该邮箱为重置密码的发送邮箱（未配置时，重置密码邮件将由系统邮箱代
发）。

说明 说明 未配置时，系统默认notice@clouddream.net作为回复邮箱。

配置阿里云邮箱配置阿里云邮箱
配置阿里云企业邮箱作为接收通知并回复留言的步骤如下：

1. 阿里云企业邮箱管理员在员工账号管理员工账号管理页面，新建账户，并开启POP3/SMTP和IMAP/SMTP服务。

2. 进入网站后台，单击左侧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邮件服务器邮件服务器 >  > 立即配置立即配置，填入配置信息，配置信息参考如下：

如为阿里云企业邮箱，填写信息填写参考如下：

邮件服务器：smtp.qiye.aliyun.com或smtp.您的域名。

SSL：关闭。

邮箱账号：需要配置的邮箱账户。

邮箱密码：邮箱密码。

端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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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阿里云个人邮箱，填写信息填写参考如下：

邮件服务器：smtp.aliyun.com或smtp.您的域名。

SSL：关闭。

邮箱账号：需要配置的邮箱账户。

邮箱密码：邮箱密码。

端口：25。

3. 填写完成后，单击保存并验证即可。

配置QQ邮箱配置QQ邮箱
配置QQ邮箱作为接收通知并回复留言的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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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启邮箱pop3/smtp服务并生成授权码：登录QQ邮箱账号，单击设置设置 >  > 帐户帐户 >  > 开启POP3/SMT P服开启POP3/SMT P服
务务 >  > 按弹窗要求发送短信到指定号码按弹窗要求发送短信到指定号码。

2. 登录网站后台，单击左侧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邮件服务器邮件服务器 >  > 立即配置立即配置，并填入配置信息，配置信息参考如下：

邮件服务器：smtp.qq.com。

SSL：开启。

邮箱账号：需要配置的邮箱账户。

邮箱密码：填入授权码即可。

端口：587。

3. 填入配置信息后，单击保存并验证保存并验证即可。

说明 说明 QQ邮箱配置注意需开启ssl按钮，开启邮箱pop3/smtp服务开启并生成授权码，邮件服务器
配置界面邮箱密码处填写授权码。

配置腾讯企业邮箱配置腾讯企业邮箱
配置腾讯企业邮箱作为接收通知并回复留言的步骤如下：

1. 登录腾讯企业邮箱，单击设置设置 >  > 客户端设置客户端设置 >  > 开启IMAP/SMT P服务开启IMAP/SMT P服务。

2. 登录网站后台，单击左侧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邮件服务器邮件服务器 >  > 立即配置立即配置，并填入配置信息，配置信息参考如下：

邮件服务器：smtp.exmail.qq.com。

SSL：开启或关闭均可。

邮箱账号：需要配置的邮箱账户。

邮箱密码：邮箱密码。

端口：25。

3. 填入配置信息后，单击保存并验证保存并验证即可。

配置163邮箱配置163邮箱
配置163邮箱作为接收通知并回复留言的步骤如下：

1. 登录163邮箱，单击设置设置 >  > POP3/SMT P/IMAPPOP3/SMT P/IMAP >  > 开启POP3/SMT P服务和IMAP/SMT P服务开启POP3/SMT P服务和IMAP/SMT P服务，并保
存即可。

2. 单击客户端授权密码客户端授权密码，获取授权码（如果有正在使用的授权码，则无法重置）。

3. 登录网站后台，单击左侧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邮件服务器邮件服务器 >  > 立即配置立即配置，填入配置信息，配置信息参考如下：
如您为个人邮箱，填写信息提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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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服务器：smtp.163.com。

SSL：关闭。

邮箱账号：需要配置的邮箱账户。

密码：授权码。

端口：25。

如您为企业邮箱，填写信息提示如下：

邮件服务器：smtp.qiye.163.com。

SSL：关闭。

邮箱账号：需要配置的邮箱账户。

密码：授权码。

端口：25。

4. 填入配置信息后，单击保存并验证保存并验证即可。

配置谷歌邮箱配置谷歌邮箱
配置谷歌邮箱作为接收通知并回复留言的步骤如下：

1. 登录谷歌邮箱，打开地址https://myaccount.google.com/lesssecureapps，启用安全性较低的应用的
访问权限。

2. 登录网站后台，单击左侧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邮件服务器邮件服务器 >  > 立即配置立即配置，填入配置信息，配置信息参考如下：

邮件服务器：smtp.gmail.com。

SSL：开启。

邮箱账号：需要配置的邮箱账户。

密码：客户端授权码。

端口：587。

3. 填入配置信息后，单击保存并验证保存并验证即可。

本文旨在介绍如何进行ICP备案及公安备案。

说明说明

根据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以及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国家对非
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未取得许可或者
未履行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购买杭州节点的产品的用户，为避免影响您的网站上线进度，请您尽快进行备案（香港节点请勿
进行备案）。

ICP备案ICP备案
1、规则差异。

个别行业需要前置审批手续：如果涉及相关行业的前置审批，则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否则会导致备案
审核失败，单击前置审批查看并了解您是否需要办理前置审批。

各地区规则：各地区通信管理局的备案规则并不一致，单击各地区的备案准则进行查看。

5.2.4. 备案域名5.2.4. 备案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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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实际情况获取备案指南。

域名从未备案：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备案帮助文档中的首次备案。

备案主体已在阿里云备案成功，需将当前新购买的云·速成美站网站信息进行备案：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备案帮助文档中的新增网站（原备案在阿里云）。

备案主体已在其他服务商备案成功，需将当前新购买的云·速成美站网站信息进行备案：具体操作步骤请
参见备案帮助文档中的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

备案主体和域名都已在其他服务商备案成功，则需在阿里云接入备案：：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接入备案。

说明 说明 云·速成美站属于建站类产品，因此在产品验证环节选择产品类型时，请选择建站市场。如需
了解更多备案问题请参见备案相关问题。

公安备案公安备案
如需了解公安联网备案的操作流程，请进入全国互联网安全管理服务平台，根据公安联网备案信息填写指
南进行备案，如果您的网站涉及经营性业务，在网站完成ICP备案后，您还需要为网站办理经营性ICP许可
证，请参见指南经营性备案。

说明说明

将ICP备案号添加至网站底部的操作指南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

将公安备案添加至网站底部的操作指南请参见添加公安备案号。

如需了解更多备案问题请单击备案相关问题。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本文旨在介绍解析域名的全流程及指南。

解析域名会经过以下三步，新增域名，域名新增成功后，后台将自动为您开启CDN全球加速，待5~10分钟
后，CDN开启成功，再进行域名解析即可。

一、网站绑定域名一、网站绑定域名
1. 在网站后台首页，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域名管理 域名管理 进入域名管理页面。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5.2.5. 解析域名5.2.5. 解析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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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新增域名新增域名，输入您的域名即可。

说明说明

一个网站可以有多个域名，如希望多个域名可全部跳转到同一网站，将域名全部绑定并解析
即可。

如您添加的域名为中文域名，则不支持开启CDN以及https。

二、域名开启CDN全球加速二、域名开启CDN全球加速
新增域名后，系统将自动为您开启CDN，但由于阿里云CDN产品为了更好的服务，存在一些使用限制，会导
致CDN自动开启失败，所有CDN状态一栏可能出现的提示及解决方案指南如下。

CDN状态一栏出现的提示 解决方案

该域名没有备案
请备案域名且备案通过7~24h后，单击操作一栏中的重新重新
提交提交 按钮，重新开启CDN即可。

中文域名暂不支持CDN加速
您所绑定的中文类域名，暂不支持CDN加速。（不影响您
解析域名）

该域名已经添加
建议您调取智能流程，输入CDN相关产品域名被占用CDN相关产品域名被占用 ，
跟随流程处理后，单击操作一栏中的重新提交重新提交 按钮，重
新开启CDN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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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超时,请重试
CDN开启超时，请单击操作一栏中的重新提交重新提交 按钮，重
新开启CDN即可。

超过域名个数限制,请联系客服
每个阿里云账号最多可以添加50个加速域名，代表您的
阿里云账号下已有50个加速域名，请您在CDN管理控制
台停用或删除部分无用的加速域名。

域名不存在或不属于当前用户 请您登录购买域名的账号授权。

您没有权限操作该域名
如该域名特殊限制了指定账户才能操作，可能会出现此提
示，建议您使用购买域名的管理员账号授权。

域名在阿里云黑名单
域名如有盗版软件等无版权下载网站、违规医院和药品类
网站、涉黄、涉毒、涉赌等经历，一般会在阿里云黑名
单，建议您提交工单处理。

该域名正在配置中，请您稍后再试 请您稍等片刻即可。

该域名正在添加，不用重复提交 域名正在添加，请勿重复提交。

系统正在升级中，请您稍后再试 请您稍等片刻即可。

没有权限执行当前操作
如您为子账号授权，未允许子账号有管理此项授权，可能
会出现这种情况。

CDN添加失败，请验证域名

请单击验证域名，获取记录类型、主机记录和记录值。并
登录云解析DNS控制台。在域名解析页面，找到该域名，
在域名右侧单击解析解析 ，进入解析设置页面，在解析设置
页面单击添加记录添加记录 ，填写页面中查看的记录类型、主机
记录和记录值即可。

CDN状态一栏出现的提示 解决方案

说明 说明 杭州节点的CDN加速是全球范围内的CDN加速；中国香港节点由于未备案，且中国香港节点
备案后易被取消备案，因此仅可以在除我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进行CDN加速。

三、解析域名三、解析域名

说明 说明 香港节点可以直接解析域名，杭州节点需要在成功备案域名后才能解析域名。

一键解析：

i. 新增域名成功后，请等待系统自动生成解析记录值（时间约2~3分钟），如状态未更新需手动刷新页
面。

ii. 单击一键解析一键解析 >  > 授权并一键解析授权并一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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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域名无法进行一键解析时，请确认您的域名是否在阿里云购买（阿里云购买通道：购买域
名），若您的域名在其他注册商购买请确认是否已转入阿里云DNS（域名转入步骤请参
见域名转入文档）。

请分别在后台绑定带前缀与不带前缀的域名，如“www.aliyun.com”、“aliyun.com”，
以便在浏览器上通过这两种方式都能访问到您的网站。

iii. 如为首次授权，需要登录购买域名的账号购买域名的账号进行授权，并勾选下图所示全部解析所需权限，否则将导
致解析不成功。（如已在阿里云授权过请忽略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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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如您未登录购买域名的账号购买域名的账号进行的授权，您可以再次单击一键解析一键解析 >  > 重新授权并解重新授权并解
析析即可。

如您未在阿里云授权过，且未弹出任何弹框，请检查是否右上角有拦截窗口状图标（一般
为一个窗口图标上有个叉状图标），如下图所示操作关闭弹出式窗口拦截后，再次单击一一
键解析键解析按钮即可。

如一键解析未成功，或在其他服务商平台购买的域名，无法使用一键解析，请手动解析，手动解析具体操
作指南如下。

i. 新增域名成功后，需等待2~3分钟生成解析记录值，待生成解析记录值后，在下图所示处，解析记录
值一栏中复制该域名的解析记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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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复制解析记录值后，需登录购买该域名的服务商平台，添加解析记录。以阿里云购买域名为例，单
击域名管理控制台进入域名管理控制台页面，在域名右侧单击解析解析，并在解析设置页面单击添加记添加记
录录，具体如下两图所示。

iii. 共需添加两条两条解析记录，填写提示如下，成功保存后即可。
记录一：记录一：

主机记录：wwwwww。

记录类型：CNAMECNAME。

解析线路：默认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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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值：粘贴在网站后台复制的解析记录值。

TTL：10分钟10分钟。

记录二：记录二：

主机记录：腾讯、百度、华为云、阿里云输入@@，新网、三五互联输入一个空格。

记录类型：CNAMECNAME。

解析线路：默认默认。

记录值：粘贴在网站后台复制的解析记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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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L：10分钟10分钟。

说明 说明 解析常见问题：

1、域名和建站产品不在同一个阿里云账号，如何进行域名解析？（手动解析步骤）

2、授权分为哪几个状态？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3、解析异常时，系统提示都代表什么？应该怎么做？

4、有多个域名需要解析时，如何处理？是否需要进行多次授权？

5、CNAME解析记录与邮箱mx解析记录冲突时，如何配置显性URL记录解决？

IPv4/IPv6状态显示模块IPv4/IPv6状态显示模块
此模块用于展示域名的IPv4/IPv6支持状态及HTTP/HTTPS支持状态，具体场景与显示状态如下。

域名未绑定：显示不支持IPv6/IPv4以及HTTP/HTTPS。

域名已绑定，未解析：显示不支持IPv6/IPv4以及HTTP/HTTPS。

域名已绑定，解析中及解析成功：显示IPv6/IPv4以及HTTP/HTTPS状态。

说明 说明 此模块于2020年3月9日上线，仅2020年3月9日之后购买本产品的用户可见。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本文介绍开启网站HTTPS的途径。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HTTPS比HTTP多了安全验证，通过传输加密和身份认证保证了传输过程的安全性。拥有HTTPS的网站将不
会提示用户此网站不安全。

阿里云免费HTTPS阿里云免费HTTPS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5.2.6. 域名HTTPS5.2.6. 域名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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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因CA证书策略调整，开启根域名根域名HTTPS证书时，需已绑定并成功解析www.根域名www.根域名。请在网站
后台绑定www.根域名www.根域名并解析成功后再申请HTTPS证书。在网站后台绑定并解析域名的流程请参
见解析域名。

CDN开启成功且解析生效后才能配置https，否则将无开启HT T PS开启HT T PS按钮，无法配置https。

操作步骤：

1. 购买免费HTTPS证书：单击购买链接跳转至购买免费证书页面，0元支付成功后，单击页面中部的管理管理
控制台控制台按钮，跳转至管理控制台页面。

说明 说明 如您的域名已有安全证书，请直接获取其Nginx类型文件并跳至第5步。

2. 申请证书：在管理控制台页面，单击新购的SSL免费证书订单右侧的详情详情按钮，在应用信息一栏中，单
击管理地址链接，进入证书申请页面，具体如下两图所示。

3. 在SSL证书概览页面，找到新购买的证书订单并单击该证书右侧的证书申请证书申请按钮，按提示填写证书绑定证书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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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域名及其他个人信息。在填写完申请后，单击下一步。

如果域名在阿里云购买，且属于当前账户。直接单击验证验证，等待5~10分钟审核信息通过后，刷新页
面即可。

如果域名在其他服务商购买，或不属于当前阿里云账户，需在服务商处的域名管理控制台为该域名添
加一条解析记录，解析记录中的信息填写请参考验证信息中提供的信息。添加解析记录后，再单击验验
证证。

4. 获取zip文件：验证成功后刷新页面，该证书状态显示为已签发，并显示下载按钮，单击下载下载按钮，下
载Nginx类型文件，具体如下两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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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开启HTTPS：登录网站后台，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域名管理域名管理，单击开启HT T PS开启HT T PS，在弹出的弹框中选择
已有证书配置中的方式一：导入zip文件方式一：导入zip文件，即可完成开启网站HTTPS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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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如需更高级证书，可单击购买证书购买。

完成配置安全证书后，一键发布网站，网站即可生效。

开启HTTPS后，访问网站时，浏览器依然提示不安全？开启HTTPS后，访问网站时，浏览器依然提示不安全？
有可能由以下情形导致。

情形1：证书已过期。

情形2：网页上有非https的外部引用，比如.js .css 获取图片地址。

情形3：证书与访问域名不一致。

情形4：使用了不受信任的根证书。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5.2.7. 网站发布5.2.7. 网站发布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用户指南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161 > 文档版本：20220301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cas?spm=5176.12825654.eofdhaal5.139.53812c4amb6wcl&aly_as=VmLsbdHu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7269.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7270.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7267.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3493.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5461.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7268.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7589.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7590.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7591.html


设计完网站并确认无误后就可以发布网站了，本文介绍发布网站的途径。
在网站后台右上角，单击发布发布 >  > 一键发布一键发布即可，如下图所示。

说明 说明 若发布不成功，请检查备案是否通过，域名解析是否出错。

每个页面都像新生儿需要一个名字、几个词概括特点、一句话描述性格，页面也是一样。介绍新颖独特希望
使人印象深刻，那么如何能让网站更容易被搜索引擎接受呢？本文将为您介绍页面SEO设置的进入途径和设
置技巧。

说明 说明 如需查看更多SEO相关问题请单击SEO相关问题。

一：在产品哪里可以设置SEO？

1. 第一处：在网站后台首页，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页面SEO页面SEO，单击蓝色编辑图标即可设置页
面SEO。

2. 第二处：在设计器内，单击左上角当前页面标题按钮，可切换页面，将鼠标放置在某页面上，单击…… > >
设置设置，即可设置SEO标题、SEO关键词及页面描述。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5.2.8. 网站推广5.2.8. 网站推广
5.2.8.1. 页面SEO5.2.8.1. 页面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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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技巧。可从设置SEO标题、设置SEO关键词、设置页面描述三个方面优化，具体如下。

1. 设置SEO标题：

设置SEO标题的作用：在搜索时，SEO标题将显示为搜索引擎收录词条的标题，对搜索用户来说，标
题是认知一个网页最直观的方式，SEO标题能够帮助用户快速洞察网页的内容以及该网页与搜索需求
的相关性。SEO标题在SEO设置的权重中很高，请重视SEO标题的设置。

设置SEO标题的原则：

标题尽量准确且简明扼要的描述网页内容，避免使用模糊和不相关的描述，避免关键词堆砌。

应确定站点下的每个页面都需要有指定的标题，且不宜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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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SEO标题包含关键词，且匹配关键词、核心关键词出现1-3次，长度一般建议56个字节内（28
个汉字），通过‘空格符’‘-’分割。详细请参见下表。

页面类型 页面类型说明 建议标题格式 标题格式说明 举例

首页
首页是整个网站
的入口

站点名/品牌名 -
首页/官
网/slogan

此类页面的核心
词为品牌词/网站
名称，修饰词包
括官网、官方网
站、首页、主
页、Home、网站
的slogan、站点
父品牌词等

优酷首页
淘宝网 - 淘!我喜
欢
京东 - 正品低
价、品质保障、
配送及时、轻松
购物！

列表页
列表页是指多列
表数据类页面

列表/频道名 - 上
级频道(可省) - 站
点名

此类页面的核心
词为列表/频道方
向内容，修饰词
可以是站点名和
上级频道内容，
站点名为修饰词
时必须放在最末
尾

男士频道 - 唯品
会
优酷财经 - 优酷

主题聚合页

主体聚合页是指
围绕某一主题各
方面属性聚合而
成的内容集合。

主题 - 属性1 - 属
性2 - 站点名

此类页面的核心
词是围绕的主
题，修饰词可以
是主题的属性、
上级频道内容、
站点名，站点名
为修饰词时必须
放在最末尾

成都旅游攻略 -
玩法路线 - 自由
行攻略 - 携程旅
行

内容页

内容页是指具体
的内容页，比如
文章详情页、产
品详情页、具体
视频的播放页等

内容标题 - 列表/
频道名(可省) - 站
点名

此类页面的核心
词是内容的主体
说明，比如文章
的标题、视频的
名称、商品/店铺
的名称等，修饰
词可以是上级频
道内容、站点
名，站点名为修
饰词时必须放在
最末尾

红烧肉的做法 -
菜谱 - 香哈网
18号台风“泰
利”生成,或成今
年“风王”! - 中
国新闻网

不允许标题内容虚假、标题重复堆砌，否则易被搜索引擎平台搜索结果限制。

页面标题的符号需使用正确，请使用--作为间隔符，使用「」或[ ]作为括号，且双标点需要成对，
句号请使用一个空格替代。如页面标题使用中文，请使用中文符号；如页面标题使用英文，请使用
英文符号。禁止出现emoji，禁止标点附近存在空格。

2. 设置SEO关键词：

设置SEO关键词的作用：为保证页面的完整性，增加代码中关键词密度。

设置SEO标题的原则：每个页面建议设置1~3个关键词即可，不宜过多，关键词尽量选择元词，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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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不宜表述内容过多。核心关键词应较前放置，多个关键词请用英文,,分隔。

注意 注意 SEO关键词将成为词条简介中的关键词，多页面重复的关键字会降低搜索引擎权重，因
此建议针对每个页面的内容单独修改，以确保收录效果。

3. 设置页面描述。
建议页面描述60~70字左右，重要信息写在前面，同时多次提及关键词（建议1~5次），将关键词自然
的穿插在文章内，并切实说明页面内容即可。

说明 说明 为保持搜索结果显示的完整性，建议字数控制在78字内，但不宜过少，认真填写有助于
网站收录。

应用-站点logo应用-站点logo
什么是站点logo：站点Logo是在百度搜索网站名称时，显示在搜索结果页网站标题下方的Logo标识，有
利于增强站点曝光，更好地吸引搜索用户。展示样式如下图所示。

怎么拥有站点logo：一般站点logo由搜索引擎自动捕获，只能等待网站有一定的收录权重之后，才可以在
百度搜索资源平台自定义站点logo。一般图片大小及尺寸与符合搜索引擎规范，且较为清晰的图片更容易
被捕获为站点logo。

说明 说明 百度搜索引擎规范：图片大小在200KB。PC端为121*75，移动端为200*133，更多站点
logo审核规范请参见：百度站点Logo审核原则

Robots.txt主要针对爬虫技术，用简单直接的txt格式文本方式告诉对应的爬虫被允许的权限。本文旨在介绍
添加Robots.txt的途径。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当一个搜索蜘蛛访问一个站点时，它会首先检查该站点的根目录下是否存在Robots.txt，如果存在，搜索蜘
蛛就会按照该文件中的内容来确定访问的范围，如果该文件不存在，搜索蜘蛛能访问网站上所有没有被口令
保护的页面。如果用户需要让爬虫访问所有页面，请勿配置此文件。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进入Robots.txt页面：在网站后台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Robot s.t xtRobot s.t xt 。

5.2.8.2. Robots.txt5.2.8.2. Robots.txt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用户指南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165 > 文档版本：20220301

https://ziyuan.baidu.com/college/articleinfo?id=369


2. 添加Robots.txt文件：通过选择上传文件即可完成添加Robot.txt操作。Robots.txt的写法请参见通过
robots屏蔽搜索引擎抓取网站内容。

网站的连接层次一般较深，爬虫很难抓取到，使用站点地图功能，通过抓取网站页面，可清晰的了解网站架
构。本文旨在介绍如何使用站点地图设置，帮您自动生成站点地图文件。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站点地图就是根据网站的结构、框架、内容，生成的导航网页文件，一般存放在根目录下并命名sitemap，
为爬虫指路，增加网站重要内容页面的收录。本产品可自动生成网站地图，同时支持使用网站地图生成工具
获取xml格式的文件手动上传。

设置网站地图设置网站地图
1. 进入站点地图页面：在网站后台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网站地图网站地图。

2. 设置网站地图：可选择页面或者文章或者产品进行设置，可设置四项，分别是添加操作、删除操作、设
置权重、设置更新频率，确认无误后可单击保存并更新保存并更新，即可更新到目前发布的网站上。

说明说明

权重：即priority，相对于其他页面的优先权，权重值范围为0.1-0.9，数值越大，权重越高。搜
索引擎蜘蛛会率先爬取权重高的页面。一般首页权重要高于其他页面。

更新频率：即changefreq，指页面内容的更新频率。网站地图中填写的更新频率需大致符合您
网站实际的更新频率，更新频率有多个值，不建议将更新频率设置为monthly/yearly，这样会导
致网站收录较慢。

若您已拥有sitemap文件，可单击手动上传手动上传，完成上传站点地图文件操作。

查看sitemap文件方法：可通过域名/sitemap.txt查看网站地图。

如何在百度站长工具内提交sitemap？如何在百度站长工具内提交sitemap？
百度站长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网站收录速度，操作指南如下：

5.2.8.3. 网站地图5.2.8.3. 网站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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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认已完成站点验证。如需了解站点验证的步骤请参见1、如何获取百度站点验证的代码或文件。

2. 登录百度站长平台，单击链接提交链接提交 >  > 自动提交自动提交 >  > sit emapsit emap，在输入框输入数据文件地址后保存即可。

说明说明

系统自动生成的地图文件地址填写形式：域名/sitemap.txt。

手动上传的地图文件地址填写形式：域名/sitemap.xml。

如您的网站需要统计分析的工具，可使用百度统计功能，本文介绍百度统计的使用方法。

1. 获取百度统计代码：获取步骤请参见百度统计。

2. 使用百度统计：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百度统计百度统计，将已获取的代码粘贴，发布网站即可生效。

说明 说明 除了百度统计外，还可使用友盟统计、谷歌统计等，具体流程如下。

添加友盟统计添加友盟统计
1. 添加站点：登录友盟+，单击网站统计网站统计 >  > 添加站点添加站点，完成填写您的网站基本信息后，单击确认添加站确认添加站

点点即可。

2. 获取友盟统计代码：添加成功后，单击统计代码统计代码，选择图片形式，并复制。

3. 使用友盟统计：在设计器内单击组件组件 >  > 高级高级 >  > 代码控件代码控件 >  > CNZZCNZZ，在页面合适位置单击完成添加，并
单击设置设置，将已获取的统计代码统计代码粘贴，保存并发布网站即可生效。

说明 说明 在2020.2.7之后购买本产品的用户，您的后台已配置友盟统计数据，详情请参见网站流量统
计。

如何添加Google Analytics？如何添加Google Analytics？
1. 获取Google Analyt ics（分析）跟踪代码：登录Google Analyt ics，注册（注册时的网址请填写需被统

计的网站域名）并登录，单击获取跟踪ID获取跟踪ID，复制全局网站代码。

2. 使用Google Analyt ics：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站点验证站点验证，将已获取的代码粘贴在HTML标签验证中，保存并
发布网站即可生效。

5.2.8.4. 百度统计5.2.8.4. 百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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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需浏览网站数据请登录各平台浏览。

本文旨在介绍获取各个平台站点验证代码的方法以及在网站后台完成站点验证的方法。

站点验证需要先在各个平台获取验证代码，将获取的代码粘贴在网站后台站点验证站点验证页面，保存并发布网站
后，回到各个平台单击完成站点验证按钮即可。

获取百度搜索平台站点验证的代码或文件的操作指南：1、如何获取百度站点验证的代码或文件。

获取360搜索平台站点验证的代码的操作指南：2、如何获取360站点验证的代码。

获取搜狗搜索平台站长验证的代码的操作指南：3、如何获取搜狗站长验证的代码。

谷歌html元标记认证操作指南：4、如何进行谷歌html元标记认证。

回到网站后台设置的操作指南：回到产品后台上传文件或粘贴代码。

1、如何获取百度站点验证的代码或文件1、如何获取百度站点验证的代码或文件
1. 添加网站：登录百度搜索资源平台，单击用户中心用户中心 >  > 站点管理站点管理 >  > 添加网站添加网站。

2. 按页面提示填写网站域名及站点属性。

注意注意

填写网站域名时，请根据网站是否有配置成功安全证书，选择HTTP协议还是HTTPS协议，
选择错误会导致验证失败。

填写站点属性时，请按照网站实际经营领域谨慎如实填写，如填写错误，需等30天后才能进
行一次修改。

3. 验证网站：在第三步，验证网站验证网站时，选择文件验证方式或HTML标签验证方式。（后台两种方式都支
持，建议选择HTML标签验证方式）

如您选择文件验证方式：单击下载验证文件下载验证文件，获取验证文件，如下图所示。

5.2.8.5. 站点验证5.2.8.5. 站点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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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选择HTML标签验证方式：请复制代码，如下图所示。

注意 注意 请勿点击完成验证，您需要在产品后台站点验证页面上传文件或粘贴代码后，才能完
成站点验证，后续步骤请参见：回到产品后台上传文件或粘贴代码。

2、如何获取360站点验证的代码2、如何获取360站点验证的代码
1. 进入站点管理页面添加网站：登录360站长平台，单击站长工具站长工具 >  > 站点管理站点管理 >  > 添加网站添加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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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证网站：输入网站名称，单击请验证请验证，选择HTML代码验证或文件验证。

如您选择获取HTML代码：请单击复制代码复制代码，获取验证代码，具体如下图所示。

如您选择获取文件：请单击文件验证文件验证 >  > 验证文件验证文件，下载验证文件，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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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请勿点击完成验证，您需要在产品后台站点验证页面上传文件或粘贴代码后，才能完成
站点验证，后续步骤请参见：回到产品后台上传文件或粘贴代码。

3、如何获取搜狗站长验证的代码3、如何获取搜狗站长验证的代码
1. 添加网站：登录搜狗站长平台，单击用户中心用户中心 >  > 添加网站添加网站，按提示填入网站信息。

说明 说明 输入域名时，请输入协议头+域名，如https://www.aliyun.com。

2. 验证网站：添加网站成功后，单击验证网站验证网站，选择HT ML标签验证HT ML标签验证，请复制代码，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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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请勿点击完成验证，您需要在产品后台站点验证页面粘贴代码后，才能完成站点验证，
后续步骤请参见：回到产品后台上传文件或粘贴代码。

4、如何进行谷歌html元标记认证4、如何进行谷歌html元标记认证
1. 添加网站：登录谷歌搜索控制台，在左侧网域网域中输入您的域名，单击继续继续。

2. 通过DNS记录验证域名所有权：在新弹窗中单击复制复制TXT记录。登录拥有您网站域名的阿里云账号，单
击进入域名控制台页面，单击解析解析 >  > 添加记录添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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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填写记录指南：

记录类型：TXT。

主机记录：@。

记录值：粘贴复制的TXT记录。

其他项选择默认的即可。

3. 完成添加记录值后，需等待一到两个小时记录生效。生效后再次登录谷歌搜索控制台单击验证验证即可。

回到产品后台上传文件或粘贴代码回到产品后台上传文件或粘贴代码
如您在进行百度、360、搜狗平台的站点验证，需获取到文件或代码后，在产品后台上传文件或粘贴代码，
再回到相应平台单击完成验证完成验证。

1. 进入站点验证页面：在网站后台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站点验证站点验证。

2. 完成验证：将代码输入到验证框中，单击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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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需要写入多个平台的站点验证HTML代码，请另起一行进行粘贴即可，具体如下图所
示。

本文旨在介绍使用微信公众号功能的推广准备工作、推广工作以及查看推广数据。

推广准备工作推广准备工作
1. 进入账号设置：单击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  > 账号设置账号设置。

2. 授权公众号：您的订阅号或者服务号需要通过认证，且未绑定其他站点。如需查看微信认证指南请单
击微信认证流程。

5.2.8.6. 微信公众号推广5.2.8.6. 微信公众号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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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JS接口安全域名：选择在域名管理中解析过的域名。

推广工作推广工作
推广工作包括页面推广、文章推广、产品推广三部分。

页面推广：进入手机端，选择需分享的页面，单击微信推广微信推广，弹框中自定义设置分享到微信的封面、标
题、描述样式，单击保存，扫描保存后生成的二维码分享即可。

文章推广：在工作台单击内容管理内容管理 >  > 文章管理文章管理 >  > 编辑文章编辑文章 >  > 更多更多 >  > 微信推广微信推广，即可完成文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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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广：产品推广类似于文章推广，这里不再赘述。

查看推广数据查看推广数据
在工作台单击微信公众号下单击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  > 微信推广微信推广，可查看已推广的页面、文章、产品数据。

本产品提供了流量统计功能，方便您查看网站浏览情况。具体的操作如下。

1. 在产品控制台首页，单击网站网站模块，可进入站点信息页面。

5.2.9. 网站流量统计5.2.9. 网站流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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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站点信息页面可看到近七日流量统计情况。单击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可进入友盟U-Web网站流量统计分析系
统，用于查看更详细的流量统计分析。

3. 首次进入需注册友盟账号（二次进入可直接登录使用），查看网站详细的实时流量情况，及定位流量异
常原因，细分流量来源，直击网站内容热点等丰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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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管理可用于团队协作使用本产品。

员工角色管理：可以分角色来使用本产品，如专门设计的人、专门管理查看数据的人、专门更新文章、产
品内容的人。

员工管理：可编辑组织结构，添加员工、设置员工的属性、删除员工等。下图为编辑员工图示。

5.2.10. 员工管理5.2.10. 员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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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新增员工后，员工可通过会员中心登录网站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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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产品FAQ。

1、云速成美站各版本间差异

2、购买了云·速成美站还需要购买什么吗？

3、支持IPv6有什么作用？

4、SEO指什么？对网站有什么作用？

5、独立IP有什么作用？

6、赠送SSL证书，实现网站HTTPS有什么作用？

7、关于阿里云视频及阿里云短信

8、文件上传空间和网站空间有什么不同？

9、国内节点产品和中国香港节点产品有什么区别？

10、模板库

11、云·速成美站和云·企业官网有什么不同？

00

1、云速成美站各版本间差异1、云速成美站各版本间差异
1. 【基础版】原价：698/年，首年特惠 500元。适用于工作室，至多支持制作7个页面，至多制作1个表

单。

网站空间100G、文件上传空间1G。

赠送50G视频流量。

文章/产品、图片数量限制：文章至多20篇、产品至多20篇、图片至多100张。未开放会员管理、电
子商务、在线支付功能。

2. 【标准版】价格：998/年。适用于公司形象展示，至多制作20个页面，至多制作10个表单。

网站空间200G、文件上传空间5G。

送ssl证书，赠送100G阿里云视频流量，赠送500条阿里云短信。

文章/产品、图片数量限制：文章至多200篇、产品至多200个、图片至多200张。开放全部功能。

3. 【企业版】价格：1998/年。适用于品牌宣传、网站推广。

网站空间500G、文件上传空间50G。

赠送ssl证书，赠送1000G阿里云视频流量，赠送1000条阿里云短信。

页面、文章/产品、图片数量不受限制。开放全部功能。

2、购买了云·速成美站还需要购买什么吗？2、购买了云·速成美站还需要购买什么吗？
云·速成美站已集成了服务器，无需自己购买服务器，建设过程中也无需任何额外费用。网站如需上线，需拥
有一个域名，域名的购买注册网址：https://wanwang.aliyun.com/。

3、支持IPv6有什么作用？3、支持IPv6有什么作用？

6.售前常见问题6.售前常见问题
6.1. 产品相关疑问解答6.1. 产品相关疑问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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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即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IPv6优势众多，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终端转化为IPv6终端。因此，增加
了支持IPv6功能后，网站可支持IPV4终端和IPv6终端两种当前全球使用最多的终端访问，有效消除因不支持
IPv6终端访问而造成的网站受众流失、页面显示异常等问题。

4、SEO指什么？对网站有什么作用？4、SEO指什么？对网站有什么作用？
SEO指搜索引擎优化，对搜索引擎的收录、 排名有提升作用。产品中包含了seo功能，网站上线后，可使用
后台自行操作设置。产品中的seo功能无需额外付费，采用的是搜索引擎优化的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案。单独
进行seo，甚至百度竞价，对网站排名会更有效，但费用昂贵。如需了解更多相关问题可参见SEO相关问题。

5、独立IP有什么作用？5、独立IP有什么作用？
提升网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极大程度的避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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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提升了网站排名及收录页面的数量。

6、赠送SSL证书，实现网站HTTPS有什么作用？6、赠送SSL证书，实现网站HTTPS有什么作用？
HTTPS比HTTP多了安全验证，通过传输加密和身份认证保证了传输过程的安全性。谷歌Chrome、微软IE、
百度等浏览器会把非HTTPS网站标注为不安全，HTTPS对提升搜索引擎排名也有积极作用。

7、关于阿里云视频及阿里云短信7、关于阿里云视频及阿里云短信
阿里云视频与普通视频的区别：阿里云视频无广告，外链普通视频就是直接把HTTP或者HTTPS的视频链
接粘贴在产品的视频控件中，如果视频本身是有广告的话，在网站上播放时会先播放广告。

赠送的视频空间及视频流量：阿里云视频使用的是视频存储空间和视频流量，各个版本赠送的视频空间大
小和视频流量多少不同，超出部分需自行开通视频点播服务购买。

阿里云短信：阿里云短信可以用于短信提醒，各个版本赠送的短信数量多少不同，超出部分需在短信服务
管理控制台自行购买。

8、文件上传空间和网站空间有什么不同？8、文件上传空间和网站空间有什么不同？
文件上传空间：上传到网站后，可供网站客户下载的文件空间大小。

网站空间：存储图片、网页等数据所占用的空间。

9、国内节点产品和中国香港节点产品有什么区别？9、国内节点产品和中国香港节点产品有什么区别？
境内境外访问都会通过网络防火墙，所以交给您多一些的选择，方便您进行挑选。区别及建议如下：

如果网站主要面向境内客户群体，建议您选择国内节点，境内客户访问快，需要进行网站备案。

如果网站主要面向境外客户群体，建议您选择中国香港节点。中国香港节点是指网站服务器部署于阿里云
中国香港节点机房，适合客户群体以海外访问为主的企业网站，不需要进行网站备案。

10、模板库10、模板库
网站模板：模版是可以自由更换的，不会额外收取费用。如需预览网站模板库请单击网站模板进行查看。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已经创作完成网站之后，不建议您更换，因为页面上布局和结构的不同，更换模版
后，之前的创作会被新的模板覆盖，网站的内容需要重新编辑。如果想对比创作效果，可使用网站备份
功能，备份您的旧设计后，再切换模板开始新设计。

11、云·速成美站和云·企业官网有什么不同？11、云·速成美站和云·企业官网有什么不同？
云速成美站：预置了千套模版供您挑选，通过模板内容替换以及各种功能控件，自己动手建设网站。

云企业官网：由专业设计师按照您的设计需求完成网站制作及搭建，全程标准化在线交付验收，建站顾问
一对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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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款产品皆以年为计费单位，且不会额外收取任何的费用。

本文为售前业务相关FAQ。

1、产品可以试用吗？

2、是否支持申请合同和发票？

3、合同申请有哪些要求吗？

1、产品可以试用吗？1、产品可以试用吗？
产品不支持试用，支持5天内无理由退款。具体五天无理由退款流程：请您登录阿里云的控制台，单击云市云市
场场 >  > 退款管理退款管理 >  > 可五天无理由退订可五天无理由退订，找到您购买的产品订单，操作退款，审核周期约3-5个工作日，即可
退款到您的账户余额中。

2、是否支持申请合同和发票？2、是否支持申请合同和发票？
产品支持申请合同及发票的，如需了解申请合同的步骤请参见合同，如需了解申请发票的步骤请参见发票。

3、合同申请有哪些要求吗？3、合同申请有哪些要求吗？
1. 合同甲方由申请账户实名认证的名字自动生成，因此，申请以公司名称为抬头的合同需先实名认证为企

业账户。

2. 合同一旦申请成功无法更改。

3. 不支持重复申请。

6.2. 业务相关疑问解答6.2. 业务相关疑问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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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发票相关问题。

一、如何申请发票？

二、申请发票后，什么时间可以开出？

三、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应吗？

四、增值税专用发票支持电子发票吗？

五、如何查看我的发票快件到哪了？

六、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问题

七、增值税专用发票丢失问题

八、如何修改发票抬头？

九、如何退换发票？

一、如何申请发票？一、如何申请发票？
1. 填写发票信息：详细请参见如何申请发票中的填写开票信息填写开票信息部分。

2. 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单击费用费用，可进入阿里云用户中心阿里云用户中心页面，单击发票管理发票管理，单击阿里云一方的去开去开
票票，或者单击三方云市场的去开票去开票。

3. 选择按订单明细开票，设置筛选开票主体、月份等，选择需开具发票的订单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7.售后常见问题7.售后常见问题
7.1. 业务问题7.1. 业务问题
7.1.1. 发票7.1.1. 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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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电子或纸质发票后单击索取发票索取发票。

5. 等待5s后，在发票管理页面发票管理页面，单击导出明细导出明细即可完成申请。

二、申请发票后，什么时间可以开出？二、申请发票后，什么时间可以开出？
电子发票是支持即时开出的，建议您申请电子发票。如果您申请的纸质发票，需要三个工作日邮寄发出，您
可以在发票详情中查看邮寄进度。

三、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应吗？三、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应吗？
电子发票的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务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同。可用于报销或消
费维权、受票企业的正式会计凭证入账等。

四、增值税专用发票支持电子发票吗？四、增值税专用发票支持电子发票吗？
目前不支持。如需增值税专用发票请申请纸质。

五、如何查看我的发票快件到哪了？五、如何查看我的发票快件到哪了？
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单击费用费用 >  > 发票管理发票管理，可看到已申请发票的订单，单击详情详情，根据发票详情中的快递
编号，在EMS官网上即可查询。

说明 说明 若快递跟踪显示已签收，本人却未收到快件，您可以直接联系快递公司询问情况（EMS 电
话：0571-86238015）。

六、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问题六、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问题
利用提交工单可解决发票丢失问题，详细步骤如下。

1. 进入提交工单页面：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单击工单工单 >  > 提交工单提交工单。

2. 选择问题所属产品：财物类。选择问题类型：发票管理，单击创建工单创建工单。

3. 工单中注明：开票时间、发票号码、发票金额。

4. 如需发票底联复印件，需编辑您的收件地址、联系人姓名及手机号。收到工单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为您处理问题。

七、增值税专用发票丢失问题七、增值税专用发票丢失问题
根据抵扣时限是否超过180天，分为以下两种处理方式。

已超过180天：为您提供发票复印件或扫描件，仅供您入账操作。需提交工单，如有不清楚请参见问题四
的详细步骤。

未超过180天：

i. 邮寄（邮寄地址参见下方注意中的地址）加盖公司公章的发票遗失证明。单击下载遗失证明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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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发票邮寄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小邮局。联系人：刘云，电话：
95187，更多详情请参见：退换发票。

遗失证明中的发票编码即为发票左上角二维码旁的10位代码。如发票遗失无法提供，此行
为空即可，切勿随意填写。

发票号码在 发票列表 中查看，对应发票详情中的 8 位数发票编号。

填写好后加盖发票抬头公司公章。

ii. 登录阿里云账号，提交工单。

八、如何修改发票抬头？八、如何修改发票抬头？
1. 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单击费用费用 >  > 发票管理发票管理 >  > 发票信息及地址管理-编辑发票信息及地址管理-编辑 >  > 发票信息管理-修改发票发票信息管理-修改发票

信息信息。

2. 选择发票抬头修改-公司名称工商变更发票抬头修改-公司名称工商变更，并提供企业名称工商变更证明。

3. 在发票信息管理发票信息管理页面重新申请发票抬头即可。

九、如何退换发票？九、如何退换发票？
1. 邮寄完整联次的纸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需包括：发票联和抵扣联。增值税普通发票需包括：发票

联。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2号楼小邮局，联系人：彭焱蕾/沈佳燕，电话：0571-85022088。

2. 提交线上退票申请：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单击费用费用 >  > 发票管理发票管理 >  > 发票列表发票列表，选择已邮寄的发票并单
击退票退票，填写退票原因及运单号等信息后单击提交提交。

说明说明

如您需要退换未经认证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请您确保发票仍在 360 天（自开票之日算起）抵扣
期内，且发票冲红处理需向税务局申请，故需要您在距到期日前 7 个工作日内退回，否则阿里云
将视同为无效发票，不予受理。

如您需要退换已经认证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请提供主管税务局开具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表。

发票退回邮寄须支付邮资，阿里云不支持到付。

本文旨在解答合同相关内容。

一、阿里云官网购买，如何申请电子合同？

二、天猫旗舰店购买，如何申请电子合同？

三、电子合同下载后为什么没有合同章？

四、申请电子合同为什么没有申请按钮？

五、如何申请纸质合同？

一、阿里云官网购买，如何申请电子合同？一、阿里云官网购买，如何申请电子合同？
1. 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单击云市场云市场 >  > 订单列表订单列表 >  > 申请合同申请合同 >  > 申请线上合同申请线上合同。

7.1.2. 合同7.1.2.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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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甲方信息，并完成签署，即可以前往云市场云市场进行合同的查看和下载。

说明 说明 甲方信息来源于实名认证信息，如果是个人的账户需修改合同甲方名称为企业的，必须将账
号认证为企业账号才可以。一旦合同申请成功，合同信息不可修改。

二、天猫旗舰店购买，如何申请电子合同？二、天猫旗舰店购买，如何申请电子合同？
用购买本产品的淘宝账户登录阿里云，提货后可申请电子合同。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单击云市场云市场 >  > 合同管合同管
理理 >  > 申请合同申请合同，即可完成合同申请。

说明 说明 合同不可变更：生成合同的账号信息与实名认证信息一致。

三、电子合同下载后为什么没有合同章？三、电子合同下载后为什么没有合同章？
请确认电子合同的状态是否为已签署状态，在已签署状态下，下载电子合同才会有合同章。如当前状态非已
签署，请耐心等待。

四、申请电子合同为什么没有申请按钮？四、申请电子合同为什么没有申请按钮？
在申请合同位置正确的情况下，没有电子合同，原因可能如下。

阿里云账号未进行实名认证。

服务商电子合同份数余额为0。

如无账号问题，则尽快反馈客服。

五、如何申请纸质合同？五、如何申请纸质合同？
1. 按照合同模板内容填写甲方信息及订单信息（为保证合同能正常申请，合同填写的甲方信息必须与购买

账号的实名认证名称一致）。

2. 提交工单到阿里云申请纸质合同，附上合同内容，等待阿里云出具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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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合同模板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获取。

纸质合同的申请周期不确定，建议申请电子合同，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等同于纸质合同。

不能同时申请电子合同和纸质合同，如您已申请了电子合同，需下载电子合同后，盖章完成后注
明作废，与合同模板一同寄回。

本文将为您介绍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难以理解的名词。

网站发布类名词解释网站发布类名词解释
CNAME记录：即别名记录，这种记录允许您将多个名字映射到同一台计算机。 通常用于同时提供WWW和
MAIL服务的计算机。

TTL值：全称“生存时间（Time To Live）”，表示DNS记录在DNS服务器上缓存时间。

DNS：全称“Domain Name System”，即域名解析系统，作用是可将域名转换成为网络可以识别的IP地
址。

CDN：全称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即内容分发网络，CDN是构建在网络之上的内容分发网络，依
靠部署在各地的边缘服务器，通过中心平台的负载均衡、内容分发、调度等功能模块，使用户就近获取所
需内容，降低网络拥塞，提高用户访问响应速度和命中率。

IPv4：IPv4即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是第四版互联网通信协议，是当前使用最广泛的网际协议版
本。

IPv6：IPv6即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是第六版互联网通信协议，也是下一代互联网开始的标志。
IPv6不仅使上传下载数据的速度更快，而且数据传输加密，网站更安全，通过波分复用，网站打开的延迟
也更小。 目前IPv6已进入快速发展期，因此网站支持IPv6+IPv4双端访问已成为大势所趋。

HTTP：HTTP即超文本传输协议，是一种协议规范，这种规范记录在文档上，为通过HTTP协议的服务器
进行通信。

HTTPS：HTTPS比HTTP多了安全验证，通过传输加密和身份认证保证了传输过程的安全性。拥有HTTPS
的网站将不会提示用户此网站不安全。

搜索引擎优化类名词解释搜索引擎优化类名词解释
百度快照：百度搜索页面列表有竞价排名和自然排名两种展现形式。竞价排名是指付费越高，排名越靠
前；而自然排名也就是百度快照，指通过熟悉百度搜索引擎的算法规则，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被搜索引
擎蜘蛛抓取，从而收录认可某网站。

sitemap：即站点地图，一般存放在根目录下，为爬虫指路。是指根据网站的结构、框架、内容，生成的
导航网页文件，可用于增加网站重要内容页面的收录。

友情链接：友情链接，也称为网站交换链接、互惠链接、联盟链接等，是具有一定资源互补优势的网站之
间的简单合作形式，即分别在自己的网站上放置对方网站的logo图片或文字的网站名称，并附上对方网站
的超链接，从而达到互相推广的目的。

其他名词解释其他名词解释
视频空间：该站点的免费视频空间，不受续费影响。

总流量：该站点当前的免费可使用流量的总和，续费后会增加。

导入文章/产品时上线状态：默认状态为上线状态，如果在导入时选择上线状态，可以在设计器内使用列
表控件时选择该文章/产品。

导入文章/产品时下线状态：类似隐藏作用，如果在导入时选择下线状态，在设计器内使用列表控件时将

7.2. 名词解释7.2.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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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选择该文章/产品。

本文介绍电商相关问题。

PayPal支付报错“抱歉，系统暂时无响应，请稍后重试”PayPal支付报错“抱歉，系统暂时无响应，请稍后重试”
请您登录PayPal，单击账户设置账户设置，单击网站习惯设定网站习惯设定一栏中的更新更新，关闭阻止未加密付款阻止未加密付款即可。

支付宝报错，报错代码为ILLEGAL_PARTNER_EXTERFACE支付宝报错，报错代码为ILLEGAL_PARTNER_EXTERFACE
可登录支付宝官方网站，签约管理签约管理 >  > 我的签约产品我的签约产品一栏中检查是否签约。

支付包报错，报错代码为ILLEGAL_SIGN支付包报错，报错代码为ILLEGAL_SIGN
一般为未在后台启用支付宝或者启用信息填写错误所致，请核实您后台是否启用支付宝或者启用信息填写错
误（配置信息不正确或者输入了多余的空格）。

本文介绍备案相关问题。

备案了解阶段常见问题备案了解阶段常见问题
1、购买域名之后如何确认是否需要备案？

2、一个网站可以有多少个域名？

3、域名已经在工信部备案，使用你们的云·速成美站，是否还需要重新备案呢？

4、百度域名可以绑定在你们的建站产品吗？

5、公安备案是必须要进行的吗？

备案进行中常见问题备案进行中常见问题
6、备案账号和购买建站产品的阿里云账号不是同一个账号，如何备案？

7、如何找回工信部备案密码？

8、个人身份进行备案，网站可以展示企业信息吗？

9、如何获取备案服务号？

10、用建站产品备案时，云服务选择哪一项？

11、网络接入服务商信息

12、药监局备案，需要服务器物理地址，从哪里获取？

完成备案后常见问题完成备案后常见问题
13、ICP备案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审核通过？

14、已经完成备案，但是CDN状态依然显示未备案。

添加ICP备案号。

添加公安备案号.

1、购买域名之后如何确认是否需要备案？1、购买域名之后如何确认是否需要备案？
如果网站服务器节点为杭州节点杭州节点，需备案。在PC端或移动端的阿里云ICP代备案系统中提交ICP备案申请，
审核通过后便可以开通网站访问服务。登录您的账号，单击去备案完成备案。

如果网站服务器节点为香港节点香港节点，则不需要进行ICP备案。

7.3. 电商相关问题7.3. 电商相关问题

7.4. 备案相关问题7.4. 备案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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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如果您将已备案通过的域名绑定在香港节点或者其他海外节点，您的备案可能会被注销，
请谨慎操作。

2、一个网站可以有多少个域名？2、一个网站可以有多少个域名？
自2019年4月22日起，备案时，一个网站信息只允许填写一个域名。

3、域名已经在工信部备案，使用你们的云·速成美站，是否还需要重新备案3、域名已经在工信部备案，使用你们的云·速成美站，是否还需要重新备案
呢？呢？

如果域名已在阿里云备案通过，且备案未被注销，无需重新备案。

如果您的域名非阿里云备案，您需要将备案信息接入到阿里云。详细请参见接入备案。

4、百度域名可以绑定在你们的建站产品吗？4、百度域名可以绑定在你们的建站产品吗？
可以的。

说明说明
此种情景下，域名备案解析步骤如下：

1. 如果已经在百度完成备案，则需在阿里云接入备案，接入备案详情请参见接入备案。

2. 在云·速成美站后台绑定域名。

3. 获取解析记录值。

4. 利用解析记录值在百度完成解析。

5、公安备案是必须要进行的吗？5、公安备案是必须要进行的吗？
各地区管局规定不同，建议您咨询当地相关部门了解规定。具体操作详情请参见添加公安备案号。

6、备案账号和购买建站产品的阿里云账号不是同一个账号，如何备案？6、备案账号和购买建站产品的阿里云账号不是同一个账号，如何备案？
您可以登录购买建站产品的阿里云账号获取备案服务号，通过获取备案服务号进行备案，获取流程请参见申
请备案服务号。

7、如何找回工信部备案密码？7、如何找回工信部备案密码？
请参见如何找回工信部备案密码。

8、个人身份进行备案，网站可以展示企业信息吗？8、个人身份进行备案，网站可以展示企业信息吗？
不支持，个人备案网站内容是不能涉及到企业的信息的，一旦涉及到企业信息，将无法通过备案审核。

9、如何获取备案服务号？9、如何获取备案服务号？
1. 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后，将鼠标放置在备案上，将弹出下拉框，单击备案服务号申请备案服务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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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建站市场，找到云·速成美站产品，在右侧操作一列，单击申请申请即可。

10、用建站产品备案时，云服务选择哪一项？10、用建站产品备案时，云服务选择哪一项？
请选择建站市场。

11、网络接入服务商信息11、网络接入服务商信息
名称：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接入方式：租赁虚拟空间/专网。

.cn域名的NS记录： 打开cmd，通过nslookup命令进行查询

.cn域名的A记录：
登录阿里云，单击控制台控制台  >   >  云市场云市场  >   >  已购买的服务已购买的服务  > >
详情详情  >   >  主机IP主机IP获取

主要协议/端口： 80，443

操作系统版本： Windows server

接入运营商及联系方式：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联系方式：95187

物理接入位置： 在阿里云提交工单获取物理地址

接入带宽： 100Mbps

CDN 服务提供商：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CDN 联系人姓名： 阿里云不提供CDN联系人姓名，您可填写您公司人员姓名

12、药监局备案，需要服务器物理地址，从哪里获取？12、药监局备案，需要服务器物理地址，从哪里获取？
目前建站产品服务器物理地址在杭州，如需获取具体地址，请单击提交订单（工单类型选择备案）。

13、ICP备案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审核通过？13、ICP备案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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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管局审核时间不同，一般为3~20个工作日。

14、已经完成备案，但是CDN状态依然显示未备案。14、已经完成备案，但是CDN状态依然显示未备案。
1. 一般阿里云会在7-24小时才能收到通知并更新备案状态开放域名访问，如您收到工信部通知备案已通过

审核，请耐心等待阿里云更新状态。

2. 需检查是否在阿里云的其他产品下开启过CDN，如在其他产品下开启过CDN，则会发生冲突，无法在本
产品显示开启CDN。

本文将为您解答域名相关的解析相关疑问。

1、域名和建站产品不在同一个阿里云账号，如何进行域名解析？（手动解析步骤）

2、授权分为哪几个状态？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3、解析异常时，系统提示都代表什么？应该怎么做？

4、有多个域名需要解析时，如何处理？是否需要进行多次授权？

5、CNAME解析记录与邮箱mx解析记录冲突时，如何配置显性URL记录解决？

1、域名和建站产品不在同一个阿里云账号，如何进行域名解析？（手动解析1、域名和建站产品不在同一个阿里云账号，如何进行域名解析？（手动解析
步骤）步骤）
此场景无法使用一键解析功能，需手动解析域名。

1. 登录云·速成美站后台，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域名管理域名管理，新增域名后，等待一分钟获取解析记录值。

2. 登录购买域名的账号，单击云解析，找到您购买的域名并单击此域名右侧的解析设置解析设置。

3. 单击添加记录添加记录，记录类型为CNAME，CNAME解析详情请参见添加解析记录中的CNAME记录部分CNAME记录部分。

4. 添加成功后，十分钟即可解析成功。

说明 说明 备案成功后才能进行解析。

2、授权分为哪几个状态？分别代表什么意思？2、授权分为哪几个状态？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授权分为三个状态：暂未设置解析暂未设置解析、添加成功，请等待解析生效添加成功，请等待解析生效、A记录解析成功/CNAME解析成功A记录解析成功/CNAME解析成功。

暂未设置解析：指添加域名后，域名暂未进行一键解析的状态。

添加成功，请等待解析生效：已进行了一键授权，但解析暂未生效的状态。

A记录解析成功/CNAME解析成功：解析已经生效的域名的状态。

3、解析异常时，系统提示都代表什么？应该怎么做？3、解析异常时，系统提示都代表什么？应该怎么做？
解析记录已存在：当提示您解析记录已存在时，表示该域名已进行解析操作，无需重复操作。如果需要覆

7.5. 解析相关问题7.5. 解析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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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原有的解析记录，请再次单击一键解析一键解析并确认覆盖原解析。

账户下域名不存在：当提示您账户下域名不存在时，表示待解析域名不在当前阿里云账号下，请登录拥有
域名管理权限的阿里云账号后并进行授权。

解析暂未生效：当提示您解析暂未生效时，可能为以下三种操作：

没有进行一键解析一键解析操作。

已进行一键解析一键解析操作，CDN暂未返回CNAME值，在获取CNAME值后，并且授权状态在有效期，将自动
进行域名解析。

已进行一键解析一键解析操作，CDN返回CNAME值之前授权状态已失效，需要重新操作“一键解析”。

解析记录冲突：当提示您解析记录冲突时，您需要在域名控制台删除与CNAME记录冲突的记录，删除后，
重新返回云·速成美站网站后台，重新进行一键解析。

4、有多个域名需要解析时，如何处理？是否需要进行多次授权？4、有多个域名需要解析时，如何处理？是否需要进行多次授权？
存在多个域名需要进行一键解析时，需要针对每一个域名分别进行授权。如属于不同阿里云账号，需切换至
待解析域名所属阿里云账号后再进行一键解析，以避免系统自动读取当前阿里云账号的授权。

5、CNAME解析记录与邮箱mx解析记录冲突时，如何配置显性URL记录解5、CNAME解析记录与邮箱mx解析记录冲突时，如何配置显性URL记录解
决？决？
场景：需要解析www.aliy.com及aliy.com，已经解析成功了www.aliy.com（一般不会出现解析冲突），解
析另一个域名aliy.com时，出现了与邮箱解析冲突问题，此时需要配置显性URL，可以域名重定向，配置好
后，如用户输入aliy.com，可重定向至已解析的www.aliy.com。

配置显性URL步骤指南：

1. 添加记录登录域名管理账号：进入云解析DNS页面，单击添加域名添加域名（请添加不带www的域名），添加
成功后单击该域名右侧的解析设置解析设置。

2. 添加记录：在解析设置页面，单击添加记录添加记录，具体如下图所示。

3. 填写记录项指南：

记录类型：显性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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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记录：@；

解析线路：默认；

记录值：填写带www的域名；

TTL：10分钟。

注意 注意 请勿误填协议头，如果您的域名配置了证书，则填写https://www.*.*；如果您未配置
域名安全证书，则填写http://www.*.*。

4. 单击确认确认保存成功后，等待15分钟生效即可。

热门推荐热门推荐

搭建网站场景搭建网站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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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有关发布上线时出现的问题，由于产品在浏览器上使用，个别浏览器会出现卡顿、限制功能等不同
问题，建议您使用兼容性较佳的谷歌浏览器或火狐浏览器，并经常清理缓存刷新，我们无法干涉外部使用环
境因素，敬请理解。

1、我已经购买域名，怎么解析上线？

2、访问域名时，显示网站未发布如何处理？

3、网站解析上线之后，就可以通过搜索公司名称搜索到网站吗？

4、网站发布之后为什么在百度搜索公司名称搜索不到？

5、网站发布之后多长时间生效？

6、网站发布之后，访问域名显示：对不起！您访问的站点不存在！

7、网站发布时需要每一个页面都发布一次吗？

8、发布了PC端，移动端是不是也要单独发布？

9、每更新一次网站内容都需要发布网站吗？

10、网站发布之后，页面内容显示乱码

11、网站发布之后，还能修改网站内容吗？

12、如何查看网站是否被搜索引擎收录？

13、站点验证功能只支持百度站点验证吗？

1、我已经购买域名，怎么解析上线？1、我已经购买域名，怎么解析上线？
如果您购买的杭州节点产品，需要ICP备案通过后，需解析域名，域名解析成功，单击发布发布网站方可上
线。

如果您购买的香港节点产品，可直接解析域名，解析成功后，单击发布发布发布网站即可上线。

2、访问域名时，显示网站未发布如何处理？2、访问域名时，显示网站未发布如何处理？
需要登录云·速成美站后台，单击右上角发布，网站发布成功之后，重新访问域名，网站即可正常访问。

说明 说明 如果发布不成功请检查域名是否解析成功。

3、网站解析上线之后，就可以通过搜索公司名称搜索到网站吗？3、网站解析上线之后，就可以通过搜索公司名称搜索到网站吗？
搜索引擎排名与页面SEO、Robots.txt、网站地图、百度统计、站点验证等设置相关，百度收录时间一般为四到八
周，请耐心等待百度收录。

4、网站发布之后为什么在百度搜索公司名称搜索不到？4、网站发布之后为什么在百度搜索公司名称搜索不到？

搭建企业官网流程

搭建在线交易网站流程

搭建互联网文化产品网站流程

搭建电商平台网站流程

搭建短视频录播网站流程

搭建会员制度收费网站流程

开发App场景开发App场景

开发电商平台App流程

开发短视频录播App流程

开发教育类App流程

开发旅游类App流程

开发网约车类App流程

开发小说类App流程

开发直播类App流程

7.6. 发布上线相关问题7.6. 发布上线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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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认是否已完成seo设置，如已完成，百度将会在四到八周收录您的网站。如未完成设置，请单击页面
SEO、Robots.txt、网站地图、百度统计、站点验证进行网站推广设置。

5、网站发布之后多长时间生效？5、网站发布之后多长时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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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网站发布之后，访问域名显示：对不起！您访问的站点不存在！6、网站发布之后，访问域名显示：对不起！您访问的站点不存在！
域名解析需要一定的时间，请检查域名是否已解析成功。

7、网站发布时需要每一个页面都发布一次吗？7、网站发布时需要每一个页面都发布一次吗？
不需要。单击发布发布后，所有页面同时发布，无需每一个页面都单独发布一次。

8、发布了PC端，移动端是不是也要单独发布？8、发布了PC端，移动端是不是也要单独发布？
无需单独发布。单击发布发布后，pc端和移动端同时发布。

9、每更新一次网站内容都需要发布网站吗？9、每更新一次网站内容都需要发布网站吗？
是的，您需要在更新网站内容之后单击发布发布，清除浏览器缓存后，利用域名访问网站，即可查看网站最新动
态。

10、网站发布之后，页面内容显示乱码10、网站发布之后，页面内容显示乱码
如果访问域名时发现网站显示蓝色乱码，内容错乱。可清除缓存后，重新访问域名即可恢复正常。

11、网站发布之后，还能修改网站内容吗？11、网站发布之后，还能修改网站内容吗？
可以自由修改。修改网站内容之后，如需更新您的修改，请单击云·速成美站后台右上角发布发布。

12、如何查看网站是否被搜索引擎收录？12、如何查看网站是否被搜索引擎收录？
通过在搜索引擎输入框中输入sit e：顶级域名sit e：顶级域名来查看您网站的收录量。

说明 说明 注意site后面的冒号应为半角，这里由于一些输入要求原因无法输入半角符号。

13、站点验证功能只支持百度站点验证吗？13、站点验证功能只支持百度站点验证吗？
支持多种验证。如需添加多种搜索引擎的代码，则另起一行添加即可。

本文介绍视频相关问题。

1、添加视频通用代码之后为什么不显示视频？1、添加视频通用代码之后为什么不显示视频？
请排查是否由以下两种情境造成：

由于视频链接本身不可用。验证方法：需将视频通用代码中，src单引号中间的网址复制到浏览器打开，如
打开失败，则证明视频链接本身不可用。

由于网站后台配置了https，而通用代码中的视频链接为http，导致视频无法播放。解决方案：直接在视
频通用代码中，将src单引号中间的网址由http更改为https，保存并发布网站即可。

2、阿里云视频点播上传报错：The TemplateGroupld does not exist该怎2、阿里云视频点播上传报错：The TemplateGroupld does not exist该怎
么办？么办？
登录相关阿里云账号控制台，单击视频点播视频点播 >  > 全局设置全局设置 >  > 转码设置转码设置，将转码模板组设置成默认即可。

3、阿里云视频播放失败的原因3、阿里云视频播放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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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通阿里云视频点播。

若已开通，请检查免费空间和流量是否已经使用完毕，使用情况可以在上传视频时看到，若已使用完毕，
请参见配置阿里云视频进行开通阿里云视频点播操作。

若已开通阿里云视频点播，请检查以下项。

阿里云账户内是否有充足的余额，如果账户欠费会导致视频无法播放。

是否在视频点播控制台绑定视频加速域名并解析，如果没有绑定域名并解析会导致视频播放失败。

请您确认子账户授权，权限是否选择：管理视频点播服务（VOD）的权限，如选择错误将导致视频播放
失败。

如果您的站点进行过站点迁移，站点迁移并不会将阿里云视频迁移到新的站点，您需要重新上传视频。

SEO与很多因素有关，如网站访问量，运营更新频率、是否有友情链接、是否进行百度站长验证、是否设置
网站地图等。本文解答SEO相关问题。

一、什么是seo？seo的作用是什么？一、什么是seo？seo的作用是什么？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汉译为搜索引擎优化。是一种利用搜索引擎的规则提高网站的自然排名
的方法，可使其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获得品牌收益。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网站经营者的商业行为。

二、SEO指南二、SEO指南
1. 设置SEO标题、关键词、页面描述：请参见页面SEO。

注意 注意 seo标题、关键词、页面描述设置完后，不宜频繁修改，否则会降低网站权重。

2. 设置图片Alt标题：由于搜索引擎无法识别网站上的图像，通过设置Alt标题，搜索引擎可识别图片表达
的内容。设置图片Alt标题指南如下：

i. 添加图片控件：单击内容内容 >  > 图片图片，在页面内任意位置单击，即可添加一个图片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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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设置该图片Alt标题：选中图片，单击设置设置 >  > 数据数据，在图片标题输入框中填写图片标题即可，具体
如下图所示。

说明 说明 图片标题里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关键词，它们跟当前栏目主题、跟图片本身都要尽量
匹配，便于流量转化，否则只会徒劳的增加网站流失率。

3. 添加友情链接：友情链接需要双方分别在自己的网站上放置对方网站的LOGO图片或网站名称，并设置
该图片或文字链接到对方网站。以文字为例，添加友情链接步骤如下：

i. 添加文字控件：单击内容内容 >  > 文字文字，在页面内任意位置单击，即可添加一个文字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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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设置超链接：选中文字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数据数据，选中需要添加超链接的文字，单击超链接超链接图标，
选择协议并将对方网站的链接填写在超链接信息超链接信息 >  > URLURL中。具体如下两图所示。

说明 说明 请根据对方网站是HTTP协议还是HTTPS协议进行填写，否则将访问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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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选择超链接的打开方式：超链接打开方式可在下图所示处进行设置。

说明说明

在添加友情链接时，需查看网站的实际页面数量，以及该网站在百度的被收录页面数
量，如果收录页面数量极少的话，建议不要添加此类网站。

友情链接不宜添加过多，质量很重要。如果对方网站的PR值很高，但是导出链接很多
（例如超过50个），那么它能为你的网站做出的贡献就微乎其微了。

不要和作弊网站交换链接，特别是被百度、Google处罚过的网站，这些网站网页收录
数目和页面数量对比相差很大。

请关注友情链接网站首页在百度的快照日期，如果快照日期超过很长时间的话，那么这
个网站有可能被百度降权。如果您添加的友情链接网站被百度降权，那么您的网站可能
会受到牵连。

4. 设置网站地图：具体设置指南请参见网站地图。

5. 站点验证：站点验证可证明您是该域名的所有者，加快网站收录。具体操作指南请参见站点验证。

6. 提交网站地图文件：站点验证完成后，您可以登录站长平台提交sitemap文件，加快网站收录。具体提
交指南请参见如何在百度站长工具内提交sitemap？

说明 说明 百度收录一般需要四到八周的时间，还请您耐心等待，您可以在百度搜索框中输入sit e:顶sit e:顶
级域名级域名，查看已收录的页面数量。

三、修改seo标题之后为什么在预览状态下不生效？三、修改seo标题之后为什么在预览状态下不生效？
页面seo设置仅在顶级域名访问下生效，请您修改之后单击发布发布，在顶级域名访问状态下查看。

四、什么样的网站容易不被百度收录？四、什么样的网站容易不被百度收录？
重复性网页：互联网上已有的内容，百度不会再收录。

主体内容空短的网页。

内容中使用了百度抓取工具无法解析的技术：如JS、AJAX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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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只能抓取文本，如果仅有图片或者视频，不便于抓取。

部分作弊网页：让多个子域名跳转到同一个网站，如被发现，将会影响到网站在百度的收录及排名。

五、影响百度排名的四大特性五、影响百度排名的四大特性
1. 相关性：即网页内容与用户检索需求的匹配程度，例如网页包含的用户搜索关键词的个数，以及这些关

键词出现的位置，外部网页指向该页面所编辑的锚文本等。为网页添加了关键词后，记得尽量在网站内
容里也使用到这些关键词。

2. 权威性：用户喜欢有一定权威度网站提供的内容，百度搜索引擎也更信任优质、权威的站点提供的内
容。

3. 时效性：网站内容越新、越有趣，越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增加网站浏览量。

4. 重要性：与用户检查需求匹配后的受欢迎程度，即各终端搜索相似的关键词后，点开您的网站次数越
高，则排名越靠前。

六、友情链接可以提高收录效率及排名吗？六、友情链接可以提高收录效率及排名吗？
友情链接也称为网站交换链接、互惠链接、互换链接、联盟链接等，是具有一定资源互补优势的网站之间的
简单合作形式，即分别在自己的网站上放置对方网站的LOGO图片或文字的网站名称，并设置对方网站的超
链接（点击后，切换或弹出另一个新的页面），使得用户可以从合作网站中发现自己的网站，达到互相推广
的目的，因此常作为一种网站推广基本手段。目前友情链接是可以提高收录效率及排名的。百度搜索引擎虽
然降低了对超链的依赖，制定出更加严格的优质链接、正常链接、垃圾链接和作弊链接标准，但对超链的识
别力度从未下降。对于作弊链接，除了对链接进行过滤清理外，也对链接的受益站进行一定程度的惩罚。相
应的，对优质链接，百度依然持欢迎的态度。目前，超链仍是发现收录链接的最重要入口。

七、提升搜索引擎排名的三大助手七、提升搜索引擎排名的三大助手
1. 独立IP：如果网站使用独立IP，搜索引擎会认为是独立的网站，对其收录及权重的提高都有所帮助，搜

索引擎排名更靠前。

2. 设置友情链接，并经常分享您的网站。百度或谷歌的搜索排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外部链接和流量，
这表示如果有越多质量高的网站链接到您的网站，那么网站的排名就会越高。快到各大博客、论坛或社
交网站上分享您的网站吧！还可以在一些导航网站提交您的网址。还可以在您的社交账号的签名档添加
您的网站链接。

3. 设置SEO标题和页面描述。详情请参见页面SEO。

八、如何查看网站是否被收录？八、如何查看网站是否被收录？
以百度收录为例，其他搜索引擎方法类似：打开百度，在搜索框中输入：site:域名，然后单击百度一下百度一下，即
可查看网站是否被收录及收录数据。

九、什么是百度快照？九、什么是百度快照？
百度快照，是指熟悉百度搜索引擎的算法规则后，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被搜索引擎蜘蛛抓取收录，来提高
自然排名。百度排名分为竞价排名和自然排名两种，竞价排名是百度自身的产品，价高者得，付费越高排名
越靠前，而自然排名即百度快照。

说明 说明 网站快照的更新频率与网站权重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

由Baiduspider新抓取或者新检查过的网页，会依据其重要程度以及其时效性价值等特性按优先
级去创建索引，通常所说的快照更新时间是指索引时间，一些经常有重要内容更新的网页，会更
快创建索引。

如果只是一般的文案更改或者内容没有时效性的价值，并不一定会被搜索引擎认为有快速更新索
引的价值，即便百度蜘蛛重新抓取了该网页内容，其快照也不一定会快速更新。

云梦产品文档空间 速美阿里云官网文档合集··售后常见问
题

> 文档版本：20220301 20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7231.html#concept-2345121


十、快照时间为什么会倒退？十、快照时间为什么会倒退？
一个重要网页的快照往往会在搜索引擎数据库中保存有多份网页快照，这些快照的抓取时间并不相同。在一
些极特殊情况下，搜索引擎系统可能会选择不同于当前搜索结果中的快照版本，导致出现快照时间倒退的情
况。这对网站在搜索引擎中的表现无任何影响，也并不代表搜索引擎对该网站做了降权处理。

说明 说明 快照的更新与页面中是否出现重要新增内容有直接关联，而与网站本身的“权重”、是
否“被搜索引擎封杀”并无直接关联。建议：提高网站的内容价值和检索体验，方可受到用户和搜索引
擎的信赖。

本文将对一些用户常见问题进行解答。

1、SSL证书过期了，如何续费？

2、购买网站赠送的ssl证书可以绑定多少个域名？

3、访问网站，浏览器为何提示不安全？

4、https已配置成功，访问域名提示：您的链接非私密链接，怎么办？

5、robots文件的作用是什么？我的网站需要上传robots文件吗？

6、如何给图片添加水印？

7、如何设置手机上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8、如何上传网站icon？

9、网站支持自动备份吗？

10、如何进行手动备份？

11、邮件服务器的作用是什么？

1、SSL证书过期了，如何续费？1、SSL证书过期了，如何续费？
ssl证书无需续费，重新购买一个免费的SSL证书，进行配置即可。具体配置流程请参见域名HTTPS。

2、购买网站赠送的ssl证书可以绑定多少个域名？2、购买网站赠送的ssl证书可以绑定多少个域名？
目前仅Symantec提供免费型数字证书，该证书仅支持绑定一个域名。

3、访问网站，浏览器为何提示不安全？3、访问网站，浏览器为何提示不安全？
需配置HTTPS，HTTPS配置成功后，即可显示为安全网站。具体配置流程请参见域名HTTPS。

4、https已配置成功，访问域名提示：您的链接非私密链接，怎么办？4、https已配置成功，访问域名提示：您的链接非私密链接，怎么办？
请核实SSL证书是否过期，如您SSL证书未过期，则是因为申请证书时填写的域名和您网站绑定域名不一致所
致。

5、robots文件的作用是什么？我的网站需要上传robots文件吗？5、robots文件的作用是什么？我的网站需要上传robots文件吗？
robots是网站跟爬虫间的协议，用简单直接的txt格式文本形式告诉对应的爬虫被允许的权限。当一个搜索
蜘蛛访问一个站点时，它会首先检查该站点根目录下是否存在robots.txt，如果存在，搜索机器人就会按照
该文件中的内容来确定访问的范围，如果该文件不存在，所有的搜索蜘蛛将能够访问网站上所有没有被口令
保护的页面。（如果网站不需要限制爬虫抓取，则您无需上传robots文件）。

6、如何给图片添加水印？6、如何给图片添加水印？
1. 准备好水印。

7.9. 其他问题7.9.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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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图片管理页面：单击内容管理内容管理 >  > 图片管理图片管理。

3. 通过带自定义水印自定义水印方式上传图片：单击上传图片上传图片 >  > 自定义水印自定义水印，即可将水印加在图片中，并可选择水
印位置，即可生成带有水印的图片。

7、如何设置手机上可以直接拨打电话？7、如何设置手机上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可通过按钮控件实现。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在设计器中，单击组件组件 >  > 按钮按钮在页面合适位置单击即可完成添
加，选中按钮控件，单击设置设置 >  > 数据数据 >  > 按钮链接按钮链接，选择电话，填写好手机号码即可。

8、如何上传网站icon？8、如何上传网站icon？
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站点信息站点信息，在常用设置一栏中上传网站icon。建议您上传png格式的图片文件，图片尺寸
应为32*32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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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网站支持自动备份吗？9、网站支持自动备份吗？
网站支持自动备份。操作步骤：进入设计页面，单击右上角表状按钮，即可开启自动备份。

注意 注意 每5分钟备份一次，且自动备份只能保留当前操作页面的备份记录且时效为24小时。

10、如何进行手动备份？10、如何进行手动备份？
登录网站后台，单击网站管理网站管理 >  > 备份恢复备份恢复 >  > 备份当前版本备份当前版本。

说明 说明 手动备份分为系统备份和非系统备份。切换模板时，会触发系统备份，系统备份最多支持保
留10个备份包，非系统备份最多支持保留5个备份包。

11、邮件服务器的作用是什么？11、邮件服务器的作用是什么？
邮件服务器可以用于接收来自表单控件的数据。配置邮件服务器之后，当有人在网站提交了表单数据时，您
的邮箱会收到相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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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择云·速成美站，我们提供以下四种售后服务方式，以帮助您更好地使用产品。

说明 说明 橘黄色醒目字体为可跳转至直播培训页面直播培训页面或视频教程页面视频教程页面。

在线咨询在线咨询
每天9:00-21:00，在云市场控制台找到云·速成美站产品，在该产品一栏右侧，单击免登免登进入网站后台。在
网站后台，单击左下角的在线客服在线客服，即可与专业售后服务人员实时在线沟通。

直播讲解直播讲解

8.售后服务方式8.售后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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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14:00-16:00，单击网站后台左下角的直播培训直播培训或单击直播培训，可在线观看后台操作演示及使用技
巧直播课，具体如下图所示。

视频教程视频教程
我们在视频教程中为您准备了近40个详细的产品操作视频讲解，帮助您快速掌握产品使用方法。

帮助中心帮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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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产品帮助文档您可以单击网站后台右上角的帮助帮助按钮查看，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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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介绍如何通过免登按钮登录网站后台。

本文主要介绍云速成美站后台使用方法。

本文主要介绍云速成美站后台使用方法。

本文旨在介绍设计器使用方法。

本文旨在介绍设计器使用方法。

本文旨在介绍如何在一小时之内使用云速成美站快速搭建网站。

本文旨在介绍云速成美站如何快速更换模板。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开启多语言并快速搭建多语言页面。

本文主要讲解手机端网站的制作方法。

本文旨在介绍发票申请具体流程。

9.视频教程9.视频教程
9.1. 如何登录网站后台？9.1. 如何登录网站后台？

9.2. 网站后台及设计器介绍9.2. 网站后台及设计器介绍
9.2.1. 网站后台基础介绍（上）9.2.1. 网站后台基础介绍（上）

9.2.2. 网站后台基础介绍（下）9.2.2. 网站后台基础介绍（下）

9.2.3. 设计器基础介绍（上）9.2.3. 设计器基础介绍（上）

9.2.4. 设计器基础介绍（下）9.2.4. 设计器基础介绍（下）

9.3. 网站快速搭建9.3. 网站快速搭建
9.3.1. 一小时快速搭建网站9.3.1. 一小时快速搭建网站

9.3.2. 如何更换模板？9.3.2. 如何更换模板？

9.3.3. 如何快速搭建多语言页面？9.3.3. 如何快速搭建多语言页面？

9.3.4. 移动端搭建指南9.3.4. 移动端搭建指南

9.4. 发票申请9.4. 发票申请
9.4.1. 发票申请指南9.4.1. 发票申请指南

9.5. 域名相关9.5. 域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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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绍域名的基本概念。

本文主要介绍域名注册的注意事项。

本文主要介绍域名注册的实操流程。

本文主要介绍ICP备案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本文主要介绍ICP备案流程及相关知识。

本文主要介绍备案驳回的主要原因及处理办法。

本文主要介绍备案域名核验相关问题。

本视频介绍如何在网站后台添加ICP备案号。

本文详细介绍域名的一键解析与手动解析流程。

本文主要介绍域名的一键解析方法。

本文主要介绍HTTPS的基本配置方法。

9.5.1. 域名概念9.5.1. 域名概念

9.5.2. 域名注册的注意事项9.5.2. 域名注册的注意事项

9.5.3. 域名注册的实操流程9.5.3. 域名注册的实操流程

9.6. 备案相关9.6. 备案相关
9.6.1. 备案前的准备9.6.1. 备案前的准备

9.6.2. 备案详解9.6.2. 备案详解

9.6.3. 备案驳回的主要原因及处理方式9.6.3. 备案驳回的主要原因及处理方式

9.6.4. 备案域名核验问题9.6.4. 备案域名核验问题

9.6.5. 如何添加备案号9.6.5. 如何添加备案号

9.7. 网站发布9.7. 网站发布
9.7.1. 域名解析指南（全）9.7.1. 域名解析指南（全）

9.7.2. 域名一键解析指南9.7.2. 域名一键解析指南

9.7.3. https配置9.7.3. https配置

9.8. 页头页尾9.8. 页头页尾
9.8.1. 页头页尾的使用9.8.1. 页头页尾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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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视频介绍页头页尾的设计与应用。

本文介绍文字控件的添加与修改。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图片控件。

本视频介绍如何使用幻灯片及图集。

本视频介绍如何使用视频控件。

本视频介绍如何使用导航控件。

本视频介绍如何使用标签控件。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公司信息控件。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使用地图控件。

本视频介绍网站如何实现中英文切换效果。

本文主要介绍qq客服控件的使用。

本文主要介绍留言控件的添加和使用。

本文主要介绍全屏控件的使用方法。

9.9. 控件使用9.9. 控件使用
9.9.1. 文字控件的使用9.9.1. 文字控件的使用

9.9.2. 图片控件的使用9.9.2. 图片控件的使用

9.9.3. 幻灯片及图集的使用9.9.3. 幻灯片及图集的使用

9.9.4. 视频控件的使用9.9.4. 视频控件的使用

9.9.5. 导航控件的使用9.9.5. 导航控件的使用

9.9.6. 标签控件的使用9.9.6. 标签控件的使用

9.9.7. 公司信息控件的使用9.9.7. 公司信息控件的使用

9.9.8. 地图控件9.9.8. 地图控件

9.9.9. 如何实现中英文切换9.9.9. 如何实现中英文切换

9.9.10. qq控件9.9.10. qq控件

9.9.11. 留言控件9.9.11. 留言控件

9.9.12. 全屏控件9.9.12. 全屏控件

9.9.13. 标签控件9.9.13. 标签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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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绍标签控件的使用方法。

本文如何介绍如何在网站添加第三方视频。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分类控件。

本文介绍如何在后台添加分类。

本文主要介绍分类控件的使用方法。

本视频介绍如何在网站后台上传文章。

本视频介绍如何在网站后台上传产品。

本文主要介绍表单的使用方法。

本文主要介绍会员功能的使用方法。

本文主要介绍电商功能的具体使用。

9.9.14. 视频控件9.9.14. 视频控件

9.10. 添加文章/产品分类9.10. 添加文章/产品分类
9.10.1. 分类控件的使用9.10.1. 分类控件的使用

9.10.2. 如何在后台添加分类9.10.2. 如何在后台添加分类

9.10.3. 如何在设计界面展示分类？9.10.3. 如何在设计界面展示分类？

9.11. 上传文章/产品9.11. 上传文章/产品
9.11.1. 如何上传文章9.11.1. 如何上传文章

9.11.2. 如何上传产品9.11.2. 如何上传产品

9.12. 表单功能9.12. 表单功能
9.12.1. 如何在设计页面添加表单？9.12.1. 如何在设计页面添加表单？

9.13. 会员及电商功能9.13. 会员及电商功能
9.13.1. 会员功能9.13.1. 会员功能

9.13.2. 电商功能9.13.2. 电商功能

9.14. 阿里云视频及短信配置流程9.14. 阿里云视频及短信配置流程
9.14.1. 阿里云视频配置流程9.14.1. 阿里云视频配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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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绍阿里云视频的上传及配置。

本文主要介绍阿里云短信具体配置流程。

使用阿里云视频控件可无广告播放，本视频介绍如何开通阿里云视频点播服务。

本视频介绍如何在设计界面添加锚点。

本文主要介绍在页面中如何导入文件。

本文主要介绍文章/产品详情的排版设计。

9.14.2. 阿里云短信配置流程9.14.2. 阿里云短信配置流程

9.14.3. 如何开通阿里云视频点播9.14.3. 如何开通阿里云视频点播

9.15. 拓展应用9.15. 拓展应用
9.15.1. 如何设置锚点9.15.1. 如何设置锚点

9.15.2. 页面中如何导入文件展示9.15.2. 页面中如何导入文件展示

9.15.3. 文章/产品详情页自定义设计9.15.3. 文章/产品详情页自定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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