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企业官网用户手册 

新⼿手向导 

第⼀一步：点击“控制台à云市场à已购买的服务à免登”，登录⽹网站后台。 

 

第⼆二步：进⼊入⽹网站后台，点击需求表，完善客户信息（公司名称/⾏行行业信息/

负责⼈人/联系⽅方式四个必填项），然后保存即可等待进⼊入项⽬目流程。 

 

第三步：等待建站顾问与您联系，建站顾问将为您梳理理需求、准备素材、策

划框架；资深设计师会按照您的需求进⾏行行视觉设计和美化。 

温馨提示：为了了确保您的⽹网站如期上线，请在购买完成后的第⼀一时间登录

https://beian.aliyun.com提交备案申请。通常从备案初审到备案成功预计时间为

15-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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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企业官⽹网简介 

1.1产品介绍 

云·企业官⽹网是基于云计算为中国中⼩小企业⽤用户量量身提供的展示型官⽅方⽹网站

建设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网站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价格混乱、服务周期⻓长、过程不不

透明，使⽤用体验差等问题。云·企业官⽹网标配阿⾥里里云计算空间及可视化全功能管

理理后台，甄选专属项⽬目经理理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服务，应⽤用标准化全⾃自动服务流程

体系，所有服务全部在线完成，真正做到标准价格体系，标准功能配置，标准服

务流程。 

云·企业官⽹网集成阿⾥里里云服务器器（ECS）、云数据库（RDS）、云存储（OSS）、

⽹网络加速（CDN）、负载均衡（SLB），云盾安全服务等，确保⽹网站快速、安全、

稳定，服务可⽤用性达到 99.9%。云·企业官⽹网将常⻅见⽹网⻚页样式、动态效果、⽹网站

功能等，全部封装成控件模块，集成到可视化⽹网站设计器器。真正实现⽹网站建设⽆无

需技术，只需要⼀一个设计师就可以制作出完全个性化功能和设计⻛风格的⽹网站，同

时也做到了了⽹网站交付后，维护⼈人员不不需技术能⼒力力就可以管理理和更更新⽹网站，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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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一样简单。云·企业官⽹网按不不同功能配置和设计需求提供了了三个版本（标准

版/尊贵版/旗舰版），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官⽅方⽹网站需求。 

 

（架构图） 

我们还彻底改变了了传统⽹网站建设服务流程，引⼊入系统软件开发思想：先做⽤用

户界⾯面“UE”，再做视觉设计“UI”。 

云·企业官⽹网为阿⾥里里云⾃自营⽹网站建设服务，销售及合同发票主体为阿⾥里里巴巴

全资⼦子公司“阿⾥里里巴巴华东有限公司”，由北北京云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产品技

术⽀支持及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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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裁缝量量体后会先制作样⾐衣，根据样⾐衣试穿效果调整细节，再真正开始

⽣生产，这样的过程确保了了⾐衣服的完美合身。我们依照⽹网站原始素材搭建的⽹网站原

型（UE）就好⽐比是样⾐衣，当我们把原型交给您的时候，⽹网站的内容已经完备，

这个“⽹网站”甚⾄至可以直接在线浏览，只是不不漂亮⽽而已。当您确认了了⽹网站原型之后，

设计师再依据原型美化，调整版式、处理理图⽚片、⽂文字编排等等，仅需⼏几个⼯工作⽇日，

⼀一个漂亮⽽而精美的⽹网站就会呈现到您⾯面前。得益于云计算和即时通讯⼯工具的引⼊入，

您在电话或聊天软件中要求设计师如何修改，他同步操作，您只需刷新就可以看

到效果，设计师修改调整直到您满意为⽌止。我们相信，⼀一个完美的企业官⽹网是我

们和客户共同的作品，为此阿⾥里里云郑重承诺：不不满意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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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版本规格 

标准版
首年 4980元

续费 980元 年

网站原型规划 √

首页量身设计 √

内页S性设计 E

b9nneB设计 1S

文章页编排设计 E

产品页编辑设计 E

会员页编排设计 E

双语设计服务 E

电商功能制作 E

页面制作数量 20S

手机网站单独制作 √

小程序单独制作 E

表单
G1C 手机站设计H

1S

交b周期G工作日H 10天

页面管理 √

文章G新闻H管理 √

产品管理 √

留言 表单管理 √

在线地图 √

在线客服 √

4E0设置 √

网站会员管理 E

支b宝 微信 19D19l E

电商功能 E

阿里云视频空间
√

送1G视频空间

阿里云视频流量
√

送100G视频
流量

阿里云短信 √

员工权限 √

微信公i号绑定 √

小程序功能 √

备份恢复 √

域名绑定数量 5S

4994化网站架构 √

文eN载空间 20G

独立I1 共享

带宽 共享

流量 O限

+5514支持 √

安全证书 E

4LB负载均衡 √

CD/网络加速 √

044云存储 √

3D4云数据库 √

云盾安全服务 √

Q属项目经理 √

备案服务 √

功能

云计算资源空
间P配置

服务

类别

设计

价格

尊贵版 旗舰版 说明
9980元 19980元 包含整站策划+G1C+手机H设计服务+云计算资源+首年系统r用费。

2980元 年 3980元 年 第X年起I包含系统r用费+云计算资源在内的全部费用。

√ √
根据网站资料、素材、参考网站先搭建出网站原型GUEHI客户基于原型的框架完善内容I设计师再根据原型统一制
定设计方案I确保网站内容和设计完美匹配。

√ √

E √

2S 3S

√ √

√ √

√ √

√ √ 系统根据浏览器语言设置自动切换语言I助力您开展全球R务。

√ √ U您打造官网电商I开展电子商务。

40S 50S 包括首页 新闻 产品在内的全部网页制作数量。

√ √ 手机界面的版式独立重新设计I确保手机网站更适合移动端用户访问

√ √ 基于现有产品功能I参考手机网站Ir用小程序模板制作IU您打造企R展示型小程序。

1S 1S
亦称U万能8控eI可以制作调查问卷、报名表、投票、招聘I无所O能。您可通过网站×台或推送em9il收集相关信
息。

15天 20天 5步建站I您的每次x改要求I设计师O超过2S工作日U您响应完毕。

√ √ x改、创建页面I自助管理和维护。

√ √ 在×台更新、编辑新闻I一键发布。

√ √ 在×台更新、编辑产品I便捷管理。

√ √ 查看访客、会员的留言及通过表单收集到的各种信息I支持ECcel导出I方便统计分析。

√ √ 集成高德地图控eI快速标准m置信息I让你的客户更容易找到你。

√ √ 支持22、百度商桥等在线客服I实时P网站访客自由沟通。

√ √ 支持设置4E0标题、关键词及页面描述I无需额外b费I百度排名更靠前。

√ √ 网站会员分类管理 注册信息配置 页面访问权限设置。

√ √ 支持支b宝、微信、19D19l支b。

√ √ 轻电商功能平台I订单轻松管理。
√

送3G视频空间
√

送5G视频空间
新增阿里云视频空间I可Ml 删除视频I以及视频控e调用和播放视频功能I播放无广告。

√
送300G视频

流量

√
送500G视频

流量
免费赠送视频播放流量I可供访客播放观看视频。

√送1000条 √送2000条 预置阿里云短信功能I支持验证码 N单 b款 发货 留言 评论 表单等短信发送。

√ √ 支持设置员工权限I让网站×台r用 管理更加合理；同时支持创建公司组织架构。

√ √ 绑定微信公i号I实现自定V菜单I自动回复I P网站页面文章产品联动

√ √ 可视化操作I无需c码即可完成小程序开发。支b宝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双端支持。

√ √ 支持系统备份 手工备份；同时支持a备份点恢复 导出、删除备份包 备注等操作I确保网站安全I万无一失。

5S 5S 英文域名、T文域名全支持。

√ √ 全面应用阿里云I将多台高配EC4组成集群I打造4994化网站架构I网站可用性高

100G 100G 可Ml公司介绍、产品r用说明书等供网站访客N载I支持权限管理I单S文e最大50M。

√ √ 高级版 尊贵版标配独立I1I支持+5514I百度收录快I排名更靠前。

独享20兆 独享100兆 网站访问更加流畅、稳定。

O限 O限 网站永O停机I随时访问。

√ √ 提高网站安全性I提高搜索引擎权重I排名更靠前。

E √ 旗舰版送价y4250元的EV证书。

√ √ 帮助客户网站轻松分发网络流量I消除单点故障I轻松应对高峰期的海量访问。 

√ √ 全球500+加速节点I帮助客户将网站内容分发至M述节点I遵循就近访问原则I实现全球极速访问。

√ √ 帮助客户将网站T高质量的图片、文字I脚本I视频等资源存储其TI并提供多层安全防护和自动多重冗o备份。

√ √ P淘宝天猫相同的数据库n系I用于存储网站产品I新闻等网站数据I高可靠性。

√ √ 抵御DDo4攻击I防御黑客入侵I全面保证客户网站及R务正常运转。

√ √ U您提供建站前的需求规划P整理 解决方案输出 域名绑定解析 备案指导等管家式服务。

√ √ U您提供阿里云Q用备案接口I客户经理全程指导服务。

设计师均aRL年以MI制作网站超过100SI熟练运用各种设计风格及交互n验I确保您的网站设计精美In验优
秀。

 

 

 

特别提示：云·企业官⽹网的云计算资源集群在阿⾥里里云华东 1节点（杭州）、⾹香港

节点均有部署。按相关法律律法规国内⽹网站必须备案成功后才可以使⽤用，请杭州节

点⽤用户在业务开通后⽴立刻提交⽹网站备案（参⻅见业务开通流程中的备案说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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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影响⽹网站上线使⽤用。⾹香港节点位于海海外⽆无需备案，适合全球访问，但国内⽤用户

可能会因国际⽹网络链路路或政策因素造成⽹网站打开缓慢甚⾄至阶段性⽆无法访问。 

2 业务开通 

2.1购买与开通 

2.1.1购买 

https://www.aliyun.com/jianzhan/webdesign  

请打开阿⾥里里云官⽹网购买链接地址，使⽤用阿⾥里里云 ID登录。 

2.1.2⽀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分为在线⽀支付和充值⽀支付两种。 

l 在线⽀支付： 

1）⽀支付宝；2）个⼈人⽹网银；3）企业⽹网银。 

注：以上付款方式是在购买页面直接点击“立即购买”后，您可以选择以上

三种支付方式其中一个进行支付。 

l 充值⽀支付： 

1）⽀支付宝充值；2）⽹网银充值（⽬目前仅⽀支持企业⽹网银充值）；3）线下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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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汇款直接向阿里的专属账户汇款，系统会将汇款直接匹配到您的阿里云

账户。各种方式的到账时间一般为：招行 1-2 天，跨行 3-5 天（以银行实际到账

时间为准）。充值成功后，您再进入商品购买链接进行购买，支付时将直接从您

的阿里云账户余额中扣减。 

2.1.3开通 

产品购买成功后，按顺序进⼊入“控制台à云市场à已购买的服务”，等待产品

开通，通常需要 1-3分钟。开通成功后，阿⾥里里云会发送短信和邮件通知。 

    

特别提示：如果您还未购买域名，请在阿里云（http://wanwang.aliyun.com）购买域

名。域名注册完毕要及时完成实名认证并提交网站备案，以免影响使用。 

2.2登录⽹网站后台 

⽹网站后台有两种登录⽅方式。 

第⼀一种：阿⾥里里云控制台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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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阿⾥里里云官⽹网（http://www.aliyun.com），访问“控制台à云市场à已购买

的服务”，点击“免登”进⼊入⽹网站后台。    

 

第⼆二种：⽹网站后台账号登录。 

采⽤用第⼀一种⽅方式免登进⼊入后台后，点击后台右上⻆角“账户管理理”绑定⼿手机号并

设置密码。设置成功后您可以使⽤用⼿手机号和密码直接登录⽹网站后台

http://ac.wezhan.cn进⾏行行管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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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网站备案 

备案是中国⼤大陆的⼀一项法规。使⽤用中国⼤大陆节点服务器器开办⽹网站的⽤用户，需

要在服务器器提供商处提交备案申请。云·企业官⽹网全系列列采⽤用阿⾥里里云服务器器，应

在阿⾥里里云备案系统提交备案。如您的⽹网站主体域名之前已经在阿⾥里里云或万⽹网提交

过备案并取得备案号，则⽆无需再次备案，⽹网站可直接绑定域名后使⽤用。 

2.3.1资料料准备 

备案前需准备的资料料： 

l 个⼈人备案：个⼈人证件扫描件或照⽚片，如身份证、护照等。 

l 企业（组织）备案：企业（组织）证件及负责⼈人证件扫描件或照⽚片，例例

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l 拍照专⽤用幕布：可事先向客户经理理索取或在后续备案流程中在线购买。 

1） 备案服务号：在阿⾥里里云备案系统提交备案需验证备案服务号，如在购买产品

的账号下进⾏行行备案可直接在备案验证时关联购买产品；如不不在购买产品的账号备

案，需先获取产品的备案服务号，获取⽅方式如下：使⽤用购买云·企业官⽹网的阿⾥里里

云账号登录阿⾥里里云管理理控制台，点击“备案à 备案服务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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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建站市场”，点击产品后的“申请”按钮。 

 

3） 点击“确定”按钮。 

 

4） 申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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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备案服务号管理理”即可查看并复制备案服务号。 

 

2.3.2备案步骤 

备案流程：进⼊入阿⾥里里云备案系统à填写备案信息提交初审 à上传备案资料料

à通信管理理局审核à备案成功。通常从备案初审到备案成功预计时间为 15-20个

⼯工作⽇日（各地通信管理理局审核时间不不同）。 

1) 使⽤用阿⾥里里云账号登录阿⾥里里云备案系统（http://beian.aliyun.com），点击“开始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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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备案信息提交阿⾥里里云初审。 

 

产品验证： 

建议您直接选择当前账号下的产品进行备案，备案时系统会自动生成和关联备案服务号，您不必手动申请

备案服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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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主体信息： 

在填写主体信息页面，根据实际情况以及页面提示填写所需信息，然后单击下一步，填写网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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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阿里云备案中心预计在 1 个工作日完成初审。结果将以短信和邮件形式通知，建议 1

个工作日后登录备案后台查看审核结果。 

3) 上传备案资料料（拍照）：初审通过后，将拍好的幕布背景照⽚片上传⾄至备

案后台。拍照要求：拍照⼈人必须与⽹网站负责⼈人为同⼀一⼈人。负责⼈人需站在背景幕布

中间位置，身着当季服装拍摄上半身即可。 整个画⾯面背景必须都是阿⾥里里云幕布，

且为蓝⾊色，幕布字迹清晰显示。请您避免身着红⾊色或者蓝⾊色上⾐衣进⾏行行拍照。如没

有幕布，点击“填写邮寄地址”，即可通过阿⾥里里云购买幕布（拍照后幕布⽆无需寄回，

后续再⽤用于阿⾥里里云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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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备案完成，等待管局审核。审核通过后，您将正式获得⽹网站备案号，备

案流程结束。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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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审核结果当地通信管理局会直接以短信和邮件通知用户，请注意查收。 

l 备案成功后，请妥善保管备案号和备案系统专用密码，以便以后办理其它网

站备案相关业务时使用。 

l 如备案失败，请根据退回原因修改备案信息，修改后再重新提交备案信息后

等待审核即可。 

l 如备案过程中遇到审核未通过、需要了解各地区审核规则等，可直接拨打阿

里云备案专线 95187 转 3 具体咨询，以确保获取最专业的信息。更多备案相

关介绍请参见阿里云帮助中心备案专题

https://help.aliyun.com/knowledge_detail/36895.html 

l 【阿里云】【备案】【规则变更】 

根据工信部《关于调整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编号规则的通知》（工

信管函[2019]633 号）要求，为进一步落实网络实名管理要求，加强非经营

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域名管理工作，现定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起对现有

ICP 备案编号规则进行调整，调整后规则为“一个域名对应一个备案编号（即：

网站备案号）”，新申请 ICP 备案编号按照新规则发放，已备案 ICP 的编号

逐步进行调整。 

即：自 2019 年 4 月 22 日起，若您操作的备案类型为“首次备案”或“新增

网站”时，一个网站只允许填写一个域名。若您操作的备案类型为“变更备

案”时，若变更的网站下仅有一个域名，则禁止对该域名进行变更；若变更

的网站下存在多个域名时，则只允许在原有域名列表基础上保持域名不变或

减少域名。 

 

3 ⽹网站制作流程 

在阿⾥里里云建站，只需五步。整个过程由项⽬目经理理为您提供全程⼀一对⼀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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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按照系统流程和提示逐步操作，只需要⼏几天，⽹网站即可上线。 

 

每个环节的制作时间均为 2个⼯工作⽇日，同时每⼀一步确认或修改意⻅见需要您在

接到通知后的 1个⼯工作⽇日内反馈。⽹网站制作的每⼀一步完成后，系统都会发送短信、

邮件推送消息通知，您可以在⽹网站后台预览效果，进⾏行行确认或回复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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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确认需求 

1）准备⽹网站资料料：公司 LOGO、公司介绍、产品及新闻介绍、图⽚片、参考⽹网站

等。 

2）登录⽹网站后台：从阿⾥里里云控制台登录，或在 ac控制台登录。 

l 阿⾥里里云登录：使⽤用阿⾥里里云账号登录阿⾥里里云官⽹网 http://www.aliyun.com，控制

台à云市场à已购买的服务à免登 

 

l ac控制台登录：地址 http://ac.wezhan.cn，输⼊入⼿手机号和密码，登录后点击“管

理理站点”进⼊入管理理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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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需求 

进⼊入⽹网站后台，在“项⽬目进度”区域点击“等待需求提交”，进⼊入项⽬目详情⻚页，点击

“需求表”填写详细需求。 

 

 

 

点击“管理站点”进入管理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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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表填写公司名称/⾏行行业信息/负责⼈人/联系⽅方式四个必填项即可进⼊入⽹网站制作

环节。您也可以联系客户经理理协助提交。 

温馨提示：请确保您提供的⽹网站素材（特别是图⽚片）内容您拥有版权或为⽆无版权

资料料，避免后期⽹网站因版权问题发⽣生法律律⻛风险。 

3.2原型制作 

需求确认后进⼊入原型制作环节，完成时间为 2个⼯工作⽇日内。原型制作完成后

您会收到短信、邮件通知，您可以通过邮件查看⽹网站制作情况。您的修改意⻅见请

在 1个⼯工作⽇日内提交，项⽬目经理理将继续修改，直⾄至您确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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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修改操作如下图：http://ac.wezhan.cn”进⼊入后台，点击“管理理站点”，在⽹网站⾸首

⻚页设计处点击“在线提交”，提交您的修改意⻅见。 

 

3.3⾸首⻚页设计 

原型确认后，设计师开始进⼊入⾸首⻚页设计环节，时间为 2个⼯工作⽇日。⾸首⻚页搭建

完成后您会收到短信、邮件通知，您可以通过邮件查看并确认⽹网站制作情况。如

有修改意⻅见请在 1个⼯工作⽇日内提交，设计师将继续修改，直⾄至您确认为⽌止。 

提交修改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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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内⻚页美化 

⾸首⻚页设计确认后将进⼊入⽹网站内⻚页设计环节，时间为 2个⼯工作⽇日。内⻚页设计完

成后您将收到邮件通知，您可以通过邮件查看⽹网站制作情况。如有修改意⻅见请在

1个⼯工作⽇日内提交，我们将继续修改⾄至您满意为⽌止。 

3.5⽹网站上线 

当您整站完⼯工确认后，⽹网站后台的功能将全部开启，您即刻拥有⽹网站的全部

管理理权限。相关操作说明请参考“⽹网站运营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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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站确认之后，请您向此次为您提供服务的项⽬目经理理进⾏行行评价，您可以选择

在⽹网站确认后的操作后台或阿⾥里里云市场进⾏行行评价。 

如果在以上任何步骤中，因特殊原因⽹网站制作⽆无法正常进⾏行行，需要暂停⽹网站

制作，可点击【暂停项⽬目】，填写暂停项⽬目原因，点击【确认】提交暂停申请。

当您需要继续进⾏行行时，点击【继续项⽬目】即可。  

 

 

有关“不不满意全额退款”承诺的说明： 

为保障⽤用户权益，我们承诺：在⽹网站制作过程中，如果您对⽹网站制作成果不不满意，

我们将全额退还您已经向阿⾥里里云⽀支付的款项。 

但如出现过下列列情形，我们将酌情收取全额或部分制作服务费： 

² 您在服务开始后变更更执⾏行行本项⽬目的负责⼈人或联系⼈人； 

² 阿⾥里里云曾应您或贵公司的要求更更换过设计师； 

² 您在合同签订后 30⽇日内仍未向云梦⽹网络提供⽹网站制作所需资料料、素材； 

² 您在服务过程中的任⼀一确认环节超过 5个⼯工作⽇日仍未做出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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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您要求对您已经确认的阶段性⼯工作成果进⾏行行重新制作； 

² 您已对⽹网站制作整站进⾏行行完⼯工确认； 

² 您在⽹网站制作整站完⼯工确认后，因⾃自身原因⽹网站备案仍未通过。 

4 ⽹网站上线操作 

4.1域名绑定与解析 

1) 登录后台，进⼊入“我的站点à域名管理理”⻚页⾯面，点击“新增域名”，输⼊入域名，

点击确定即可。 

 

域名绑定成功 2分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解析记录值】，拿到【解析记录值】

后登录阿⾥里里云官⽹网做域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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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网站后台支持同时绑定多个域名，请重复操作即可。 

2) 登录阿⾥里里云官⽹网（http://www.aliyun.com），进⼊入控制台。 

 

3) 点击左侧“域名à域名列表”，在需要解析的域名后⾯面点击“解析”。 

（注意：操作解析前，请先完成“实名认证”，否则会有解析不通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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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添加解析”，为提升⽹网站稳定性，请您做两条 CNAME记录到后台提

供的解析地址。两条 CNAME记录： 

"主机记录"=WWW，记录值=“解析 CNAME” 

"主机记录"=@，记录值=“解析 CNAME” 

 

提示：CNAME记录在后台“域名管理理”---“解析与备案”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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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解析时提示有冲突，建议修改为：⼀一条 CNAME和⼀一条 A记录： 

主机记录=WWW，记录值=“解析 CNAME” 

主机记录=@，记录值=“解析 IP” 

解析帮助：

https://help-ccs.aliyun.com/helpDetail.htm?tntInstId=_0RUWTe4&helpCode=S
CE_00003971&helpId=389309 

 

4.2⽹网站发布 

进⼊入设计⻚页⾯面，点击“发布”（或在后台管理理界⾯面直接点击“发布”）。⽹网站发

布成功后，您可以直接⽤用域名访问到您的⽹网站。 

注意：若发布失败，请检查域名解析是否正确，网站备案是否通过或向项目

经理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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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网站运营与维护 

5.1⽹网站推⼴广（SEO设置） 

1) 登录后台，进⼊入“SEO推⼴广à⻚页⾯面 SEO”⻚页⾯面，点击“批量量添加 SEO信息”。 

 

2) 输⼊入关键词及⻚页⾯面描述，确定即可。 

 

3) 对⻚页⾯面进⾏行行单独的设置，点击⻚页⾯面后的“编辑”。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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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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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对应信息，点击保存即可。 

 

l 检查收录的方法： 

打开百度 http://www.baidu.com，在搜索框输入“site:www.网址.com”，后搜

索结果可以看到收录页面数量，比如云梦官网“site:www.clouddream.net”,

显示有 127 个页面已被百度收录。 

l 如何设置 SEO？ 

有效的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搜索引擎优化）设置，将有助于网

站更快被百度等搜索引擎收录，并能提升页面排名，建议您在网站上线后尽快进

行 SEO 设置。通常完成相关设置后 30 天左右网站即可被百度收录，云·企业官

网标准版的首页会被收录，尊贵版及旗舰版（均含独立 IP）的首页及大部分内

页都会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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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云梦官网为例进行简要介绍，同时也提醒用户 SEO 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

云·企业官网仅是提供了设置功能，需要您不断尝试来验证实际优化效果，必要

的话也建议您向 SEO 专家求助。 

² 页面标题：填写网站的各个页面标题，用于导航等控件引用，如“首页”、

“关于我们”。 

 
² 页面地址：是网站的页面路径，如下图红框中的“hyjjfa”，一般由数字或

字母组成，路径应该规范、简单，便于搜索引擎抓取和用户记忆。云·企业

官网系统默认根据“页面标题”自动生成“页面地址”，为避免操作错误，

不建议普通用户修改。 

 

² SEO 标题：显示为搜索引擎收录词条的标题，也是浏览器标签栏显示的名称，

如下图云梦 LOGO 上部的“云梦网络官网”。应写为多个关键词或者一段话，

也可以是官网名称。标题要求简单明了，避免词语多次重复，如“云梦小程

序_云梦官网_云梦建站”（“云梦”反复出现）。建议使用“小程序_智能建

站_云梦网络官网”这样的形式，同时注意核心或重点关键字放在前面，字

数控制在 30 个以内。网站所有页面都应有独自的标题，允许部分重叠，但

不可以完全一致。SEO 标题在 SEO 中权重最高，标题一旦确定尽量不要再去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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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SEO 关键字：关键字请使用元词，比如云梦网络、云梦建站、云梦小程序等，

不要使用“云梦网络建站小程序”这样的长尾。每个页面建议写 1-3 个，关

键字之间按回车键分隔。 

² 页面描述：用关键词再加入企业营销内容和品牌信息很自然地写一段话，比

如公司或产品简要介绍。为了保持搜索结果显示的完整性，字数建议控制在

70 字内。 

5.2修改或添加⻚页⾯面 

1) 打开 http://ac.wezhan.cn，使⽤用账号登录。 

2) 点击“进⼊入设计”，即可进⼊入⽹网站设计⻚页⾯面（分为 PC端及⼿手机端，需要分别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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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设计⻚页⾯面左侧有各种常⽤用控件（点击需要的控件，在⻚页⾯面内画框，控件就

添加到⻚页⾯面上） 

 

4) 设计界⾯面还包括⻚页⾯面及模板⻚页的设置，PC及⼿手机端的切换，预览，发布，

保存等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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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把相关内容修改完毕，请保存后点击“发布”即可完成⽹网站修改内容的上

线。 

如需要增加⻚页⾯面，可参⻅见视频教程。

https://edu.aliyun.com/lesson_1590_12762?spm=5176.8764728.0.0.7459463daApdOi 

- _12762 

5.3添加产品/⽂文章 

5.3.1添加产品 

1) 点击“内容管理理à产品管理理à新增分类”（如不不需要分类，可直接进⾏行行第 3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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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产品分类的名称，保存。产品分类即添加完成。 

 

3) 选中具体的分类，点击“新增产品”，即可将产品添加到此分类中。  

 

4) 添加产品的名称、简介、详情、图⽚片、分类等，点击保存。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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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入到设计⻚页⾯面，点击“组件à列列表”，在产品列列表控件区选择“产品列列表控

件”，在⻚页⾯面上单击，即可添加⼀一个产品列列表。 

 

6) 点击“产品列列表”或者“设置”，在右侧的属性栏，点击“数据”，选择要调⽤用

的产品即可。 



                                                     云·企业官网用户手册 

 42 

 

7) 在属性栏“样式”⾥里里可设置每⻚页显示数量量、间距、图⽚片⼤大⼩小、标题设置、简介

⽂文字和价格等。 

 

 

5.3.2添加⽂文章 

1) 点击“内容管理理à⽂文章管理理à新增分类”即可（如不不需要分类，可直接进⾏行行第

3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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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文章分类的名称，点击保存即可。⽂文章分类即添加完成。 

 

 

3) 分类添加好后，点击“新增⽂文章”即可添加⽂文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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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文章的标题、简介、内容、图⽚片、分类等，点击保存。 

 

5) 进⼊入到设计⻚页⾯面，点击“组件à列列表”，在⽂文章列列表控件区选择“⽂文章列列表控件”,

在⻚页⾯面上单击，即可添加⼀一个⽂文章列列表。 

 

6) 点击“⽂文章列列表”或者“设置”，在右侧的属性栏，点击“数据”，选择要调⽤用的

⽂文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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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属性栏“样式”⾥里里可设置每⻚页显示数量量、间距、图⽚片⼤大⼩小、标题设置、简介

⽂文字和价格等。 

 

5.4实现⽹网站 HTTPS 

注意：实现网站 HTTPS 操作前请确保网站域名绑定及解析正常，并成功发布过一

次。 

1) 登录⽹网站后台，点击“我的站点à域名管理理”，点击“开启 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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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 CDN成功后，点击“开启 HTTPS”配置证书，在“证书配置”弹出框选择

“⽅方式⼀一：导⼊入 zip⽂文件”，导⼊入证书即可。 

 

 

注意事项：  

1.这个 https 是通过 CDN 实现，网站将更加快速，同时也将更加稳定；   

2.此操作，重复进行即可添加多个域名，实现每个域名的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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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阿⾥里里云短信功能 

5.5.1 功能概述 

网站后台新增阿里云短信功能，可使用系统提供的免费短信，或者在阿里云市场

开通短信服务，通过 AK/SK授权到微站平台，可实现会员使用手机号注册下发验

证码功能，以及下单/付款/发货/留言/评论/表单通知的短信发送功能。 

各版本免费配置短信条数如下： 

基础版：无免费短信； 

标准版：提供 500条免费短信； 

企业版：提供 1000条免费短信。  

5.5.2 基本概念定义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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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验证码：会员注册、绑定手机、找回密码时发送的短信验证码。 

Ø 下单通知：会员下单时，发送短信通知到管理员手机。 

Ø 付款通知：订单付款时，发送短信通知到管理员手机。 

Ø 发货通知：订单发货时，发送短信通知到会员手机。 

Ø 留言通知：网站有新的留言时，发送短信通知到管理员手机。 

Ø 评论通知：网站有新的评论时，发送短信通知到管理员手机。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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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免费短信条数：该站点当前的免费短信数量，续费后会增加。 

5.5.3 操作说明 

5.5.3.1 免费短信 

点击“网站管理”— “我的站点”—“短信设置”菜单，若站点提供免费短信，进入

免费短信配置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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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启用按钮，可启用免费短信。启用下单、付款、留言、评论、表单通知时，

需要先填写并验证管理员手机。 

 

启用短信后，当条件触发时，对应的短信类型将会发送到用户或管理员手机上。 

注意，若该站点的免费短信数量发送达到上限，不能继续使用免费短信。建议用

户自定义配置阿里云短信。 

 

5.5.3.2 阿里云短信 

如果免费短信的签名不满足用户需求，或者免费数量已经使用完，点击提示中的

“立即配置”按钮，进行阿里云短信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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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开通阿里云短信服务。 

 

第二步，配置阿里云 API。为确保账号安全，强烈建议用户使用子账号授权，并

仅对子账号授权短信、视频权限。 

登录阿里云控制台，点击“accesskeys”，进入安全信息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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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弹出的安全提示，点击“开始使用子用户 AccessKey”，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快速创建一个子用户 AccessKey。 

 

填写用户名，选择管理短信服务(SMS)的权限——AliyunDysmsFullAccess，点击

下一步，创建用户及 Access Key ID、Access Key Secret，创建好的用户已拥

有短信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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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有子账号，关闭快速创建子用户 AccessKey弹窗。在用户详情页面，点击“创

建 AccessKey”可新建 Access Key ID、Access Key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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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图点击“授权”按钮，在弹窗中授权管理短信服务(SMS)的权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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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已经授权短信权限的 Access Key 信息，进入自定义短信页面。用户需要先

在阿里云申请短信签名和申请短信模版。 

 

申请短信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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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短信模版 

短信模版建议直接复制对应的模版内容参考文字来申请短信模版。若要修改，可

以更改文字或删除变量，但不能修改{}中的变量名称，否则短信可能发送失败。 

点击“模版变量名对照表”，可查看对应短信类型的变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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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短信签名和模版通过阿里云审核后，将签名和模版 CODE填入微站短信设

置后台，设置好管理员手机，启用短信。 

 

启用短信后，当条件触发时，对应的自定义短信类型将会发送到用户或管理员手

机上。 

 

5.5.4 其他注意事项 

在短信设置页面启用验证码短信时，若系统检测站点未开启手机号注册，将会自

动开启。 

如果用户需要修改或者删除 AK/SK 信息，进入后台“我的站点”——“阿里云 API

配置”页面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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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阿⾥里里云视频功能 

5.6.1功能概述 

设计器新增阿里云视频控件，可使用系统提供的免费视频空间/流量，或者在阿

里云市场开通视频点播服务，通过 AK/SK授权到微站平台，可实现上传/删除视

频、以及视频控件调用和播放视频功能。 

基础版：免费提供 200M视频空间 20G视频流量； 

标准版：免费提供 500M视频空间 50G视频流量； 

企业版：免费提供 1G视频空间 100G 视频流量。 

 

5.6.2基本概念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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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空间：该站点的免费视频空间，不受续费影响。 

总流量：该站点当前的免费总流量，续费后会增加。 

 

5.6.3操作说明 

5.6.3.1 添加阿里云视频控件 

在组件——“音乐视频”控件面板中点击选择阿里云视频控件添加到设计页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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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图标，打开阿里云视频控件的属性面板。视频链接分为上传视频和外链

两种。 

 

选择视频或输入视频外链后，可根据站点需求开启自动播放功能。 

 

5.6.3.2 免费视频 

在阿里云视频控件的数据面板点击“上传视频”——“选择视频”按钮，若站点提供

了免费视频空间和流量，默认进入免费视频标签页。 

点击“上传视频”按钮，可上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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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一个上传好的视频，点击确定按钮，视频控件选中该视频。点击保存、

预览，可正常播放视频。 

 

    注意，若该站点的免费视频空间或者总流量达到上限，免费视频无法继续使

用和播放，建议配置阿里云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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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3阿里云视频 

若站点不提供免费视频空间和流量，可点击阿里云视频标签，需要进行阿里云视

频配置。 

 

第一步，开通阿里云视频点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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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视频点播产品后，进入控制台，点击“域名管理”——“添加域名”，添加域

名并进行 CNAME解析。（此处一定要配置，否则上传的视频无法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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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域名后，复制列表中提供的 CNAME地址，并到域名控制台中添加一条 CNAME

解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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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配置阿里云 API。为确保账号安全，强烈建议用户使用子账号授权，并

仅对子账号授权短信、视频权限。 

1.登录阿里云控制台，点击“accesskeys”，进入安全信息管理页面。 

 

2.根据弹出的安全提示，点击“开始使用子用户 AccessKey”，进入用户管理页

面，快速创建一个子用户 Acces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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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写用户名，选择管理视频点播服务(VOD)的权限——AliyunVODFullAccess，

点击下一步，创建用户及 Access Key ID、Access Key Secret，创建好的用户

已拥有视频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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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已有子账号，关闭快速创建子用户 AccessKey弹窗。在用户详情页面，点击

“创建 AccessKey”可新建 Access Key ID、Access Key Secret。 

 

 

按照下图点击“授权”按钮，在弹窗中授权管理视频点播服务(VOD)的权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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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已经授权视频权限的 Access Key 信息，可以获取该账号下的所有视频，并

且可以上传新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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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上传好的视频，点击保存、预览，可正常播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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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4 其他外链 

切换到外链标签，输入在第三方获取的 http/https视频链接即可。 

 

5.6.4其他注意事项 

当需要修改或者删除 AK/SK信息时，进入后台“我的站点”——“阿里云 API配置”

页面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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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它 

6.1售后服务⽅方式 

1）帮助中⼼心：

https://help-ccs.aliyun.com/help.htm?tntInstId=_0RQzu8W&helpCode=SCE_0

0000174 

2）在线客服：⽹网站后台在线客服（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1:00） 

后台升级：每周四夜间会例例⾏行行对⽹网站后台进⾏行行系统维护、bug修复及功能优

化，系统更更新过程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不不会影响⽹网站访问，⽹网站后台操作可能会有

闪断，相关更更新说明及注意事项请您留留意。 

6.2合同与发票 

1）合同 

在您在线购买过程中，已经完成了了电⼦子合同的在线签约，电⼦子合同与纸质合

同具有同等法律律效⼒力力。 

2）发票 

您购买成功后可在阿⾥里里云申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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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办法：进⼊入阿⾥里里云控制台，点击“费⽤用à发票à发票索取”，“选择发票”

处请点击“阿⾥里里巴巴华东”，选择对应产品填写发票信息即可。 

6.3续费 

云·企业官⽹网按年年收取费⽤用，建议您在到期前 1-3个⽉月提前续费，避免影响

⽹网站正常使⽤用。 

登录阿⾥里里云官⽹网（http://www.aliyun.com），进⼊入阿⾥里里云控制台，点击“云市

场à已购买的服务à续费”，在线操作续费。 

温馨提示：请您在对网站进行续费的同时，注意查看域名是否也需要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