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allels Panel

用户指南
Parallels Plesk Panel 11.5

版权声明
Parallels IP Holdings GmbH

Global Headquarters

Vordergasse 59

500 SW 39th Street, Suite 200

CH-Schaffhausen

Renton, WA 98057

Switzerland

USA

Phone:?+41 526320 411

Phone:+1 (425) 282 6400

Fax:+41 52672 2010

Fax:+1 (425) 282 6445

EMEA Sales Headquarters

APAC Sales Headquarters

Willy-Brandt-Platz 3

3 Anson Road, #36-01

81829 Munich, DE

Springleaf Tower, 079909

Phone:+49 (89) 450 80 86 0

Singapore

Fax:+49 (89) 450 80 86 0

Phone: +65 6645 32 90

版权 © 1999-2013 Parallels IP Holdings GmbH. 保留所有权利。
本产品受美国和国际版权法保护。了解本产品的主要技术、版权与商标，请访问
http://www.parallels.com/trademarks。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Server、Windows NT、Windows Vista与MS-DOS为Microsoft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
Linux是Linus Torvalds的注册商标。
Mac是Apple, Inc. 的注册商标。

在此提及的所有标志及名称可能为各个拥有者的商标。

目录
升级至 11.5 后的首要步骤

6

Plesk Panel 快速入门

8

设置您的第一个网站 ...................................................................................................................... 9
1. 创建您的网站 .................................................................................................................. 9
2. 预览您的网站 ................................................................................................................ 12
3. 将网站提交至搜索引擎 .................................................................................................. 13
设置邮件账户 ............................................................................................................................... 14
1. 创建邮件帐户 ................................................................................................................ 14
2. 访问您的邮箱 ................................................................................................................ 15
查看网站访问统计 ........................................................................................................................ 32

客户帐户管理

33

更改您的密码和联系人信息 ......................................................................................................... 36
查看订阅摘要 ............................................................................................................................... 37
分配与消耗的资源 ............................................................................................................. 39
您网站可使用的主机功能 ................................................................................................... 41
管理帐户余额和发票 .................................................................................................................... 44
计算使用费用 ..................................................................................................................... 46
通过促销提供商方案获利 ................................................................................................... 46
订阅更多资源 ............................................................................................................................... 47
查看统计信息 ............................................................................................................................... 49
日志文件 ............................................................................................................................ 51
（高级）管理辅助用户帐户 ......................................................................................................... 52
用户角色 ............................................................................................................................ 53
辅助用户账户 ..................................................................................................................... 55
自定义链接 ........................................................................................................................ 57

网站与域名

59

域名与 DNS ................................................................................................................................. 60
添加域名 ............................................................................................................................ 61
添加子域名 ........................................................................................................................ 63
添加域别名 ........................................................................................................................ 65
添加通配符子域名 (Linux) ................................................................................................. 66
添加域名转发 ..................................................................................................................... 67
（高级）为域名配置 DNS ................................................................................................. 68
主机设置 ...................................................................................................................................... 77
常规设置 ............................................................................................................................ 78
Web 脚本设置 .................................................................................................................... 83
Web 服务器设置 ................................................................................................................ 89
网站内容 ...................................................................................................................................... 94

升级至 11.5 后的首要步骤

4

设置文件和目录访问权限 ................................................................................................... 97
（高级）限制对内容的访问 ......................................................................................................... 99
预览网站 .................................................................................................................................... 101
Web 应用程序 ............................................................................................................................ 102
安装应用程序 ................................................................................................................... 104
管理应用程序 ................................................................................................................... 105
授权辅助用户访问应用程序 ............................................................................................. 105
链接应用程序和辅助用户帐户 ......................................................................................... 106
更新应用程序 ................................................................................................................... 107
管理商业应用程序许可证 ................................................................................................. 107
（高级）网站安全 ...................................................................................................................... 111
使用 SSL 证书保护连接 ................................................................................................... 112
防止站点盗链 (Windows) ................................................................................................ 117
（高级）扩展网站管理............................................................................................................... 118
使用临时网站 ................................................................................................................... 119
创建手机网站 ................................................................................................................... 121
创建自定义错误页面 ........................................................................................................ 122
使用 Google 服务 ............................................................................................................. 125
在您的域名下托管个人网页 ............................................................................................. 128
限制带宽和网站连接数量 ................................................................................................. 130
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网站 (Windows) ..................................................................... 131
使用虚拟目录（Windows 主机） ..................................................................................... 136
设置 IIS 应用程序池 (Windows) ...................................................................................... 148
通过 Web Deploy 发布 Web (Windows) .......................................................................... 150

使用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

152

熟悉 Presence Builder ............................................................................................................... 154
创建网站 .................................................................................................................................... 156
从 SiteBuilder 4.5 导入网站 ....................................................................................................... 157
编辑网站 .................................................................................................................................... 159
添加页面 .......................................................................................................................... 159
设计：设计模板、版面、样式、颜色方案与标头 ............................................................ 162
内容：文本、表格、图片、视频、表单和脚本 ................................................................ 170
面向网站管理员的设置与工具 ......................................................................................... 192
保存与加载网站副本 .................................................................................................................. 197
发布网站到 Internet ................................................................................................................... 199
在 Facebook 上发布网站副本 .................................................................................................... 200
在 Dashboard 上查看网站访问统计、评论和新订单 .................................................................. 202
删除网站 .................................................................................................................................... 204

通过 FTP 访问您的网站

205

更改 FTP 访问凭证 .................................................................................................................... 206
添加 FTP 帐户 ............................................................................................................................ 207
设置匿名 FTP 访问 .................................................................................................................... 209

邮件

211
添加邮件帐户 ............................................................................................................................. 212
更改邮件帐户密码 ...................................................................................................................... 213
设置邮件转发 ............................................................................................................................. 213

升级至 11.5 后的首要步骤

5

创建邮件别名 ............................................................................................................................. 214
创建自动回复 ............................................................................................................................. 215
防垃圾邮件 ................................................................................................................................. 215
保护不受病毒的入侵：............................................................................................................... 218
其它服务 .................................................................................................................................... 219
（高级）配置邮件弹出设置和选择 Webmail ............................................................................. 220
使用邮件列表 ............................................................................................................................. 221

计划任务

222

计划任务 (Linux) ........................................................................................................................ 223
计划任务 (Windows).................................................................................................................. 226

（高级）使用数据库

229

创建数据库 ................................................................................................................................. 230
访问数据库 ................................................................................................................................. 230
复制数据库 ................................................................................................................................. 231
导入和导出数据库 ...................................................................................................................... 231
管理数据库用户帐户 .................................................................................................................. 232
使用 ODBC 访问数据库 (Windows) .......................................................................................... 233

（高级）备份和恢复数据

234

备份数据 .................................................................................................................................... 235
备份账户和网站 ............................................................................................................... 237
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Windows) ......................................................................................... 239
计划备份 .......................................................................................................................... 240
管理备份文件 ............................................................................................................................. 241
上传和下载备份文件 ........................................................................................................ 241
上传和下载数据库备份文件 (Windows) .......................................................................... 242
恢复数据 .................................................................................................................................... 243
保存备份 .......................................................................................................................... 243
恢复数据库 (Windows) .................................................................................................... 244

第 1章

升级至 11.5 后的首要步骤
此章面向使用过 Parallels Plesk Panel version 9 或更早的版本的主机服务客户。此章描
述了 Panel 最重要的改进以及用户帐户与网站迁移至 Parallels Plesk Panel 11 可能会遇
到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方案。

您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概念


域名已被订阅所取代。
域名的概念已被订阅所取代 – 一个主机单元可运行多个已被分配资源与服务的网站
（域名与子域名）。一个订阅内的多个域名主机托管限制于一个 IP 地址上。建议需要
托管各个网站于不同的 IP 地址上的客户另外获取其他订阅。



一个客户端的资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订阅的资源。
现在的客户已不需要通过域名或订阅再分配他们的资源。每个订购根据一个托管方案
都被分配一定量的资源。



SSL 证书一般由一个订阅的所有域名共享。
一个订阅中的所有网站一般共享同一个 SSL 证书。想要保护一个订阅中的所有网站的
客户可考虑购买多个域名（一个通配符）SSL 证书。如果 Panel 支持 SNI，也可能每
个域名有一个证书。

SiteBuilder 升级的特殊性


Panel 11 提供 Presence Builder（以前称为 SiteBuilder），但是您仍可以使用
SiteBuilder 4.5。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是一个用于快速有效创建网站的 Panel 组件。当含有
SiteBuilder 的 Plesk 升级至 Parallels Plesk Panel 11 时，其中的 SiteBuilder 组件并不
会升级。新 Presence Builder 将安装于服务器上，而 SiteBuilder 4.5 仍可进行操作，
但是在 SiteBuilder 4.5 中创建的网站仅限于编辑与发布。



支持将网站从 SiteBuilder 4.5 传送至 Presence Builder，但是有一定限制。
Presence Builder 支持导入在 SiteBuilder 4.5 中创建的网站。但是该功能有一定限制
：一些元素可能会在导入到网站中丢失或损坏。我们建议与原网站进行对比并手动添
加丢失的内容。
请查看从 SiteBuilder 4.5 导入网站 ( P 157)部分以了解有关如何将 SiteBuilder 4.5 网站
导入至 Presence Builder 的更多详细信息。

存储安全内容的改进


httpdocs 是唯一允许通过安全 SSL 证书访问存储 Web 内容的目录。

升级至 11.5 后的首要步骤

7

已不再使用独立的目录存储通过安全 SSL 连接访问的网站内容。现在所有的网站内容
都存储于单个目录 - httpdocs 中。
升级至 Parallels Plesk Panel 11 后，httpsdocs 目录仍保留在网站空间中，但是，
建议您在通过 FTP 上传文件至网站空间时将所有内容放置在 httpdocs 目录中。
如果您一直使用 SSL 保护并保留所有其他内容于独立的目录中，在一个网站的
httpsdocs 目录中安装 APS 包装的应用程序，那在升级后，Panel 将打开与该网站
兼容的模式。此步骤将可使网络用户有权限访问之前安装在 httpsdocs 目录中的应
用程序，但是这些应用程序将无法通过 Panel 管理，您也无法安装新的应用程序至
httpsdocs 目录。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您有相关的技术，可进行下面操作：
1. 备份所有来自 httpsdocs 目录中的内容并保存到其他地址。暂时不要把文件移
至 httpdocs。
2. 备份安装于 httpsdocs 目录中的应用程序使用的数据库。您可以借助
mysqldump 工具进行此操作。
3. 从 httpsdocs 目录移除应用程序。
4. 通过 Panel 关闭兼容模式（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域名中）。
5. 重新安装所需的应用程序。
6. 上传您在第 1 步备份的数据至 httpdocs 目录。
7. 通过导入 MySQL 数据库服务器来恢复应用程序的数据库。
如果您经验不足，建议您不管之前安装的应用程序而上传 httpsdocs 目录中的内容
，然后在其他的网站托管新的应用程序。如果您需要以兼容模式在网站上安装应用程
序，您可以安装至该网站的 httpdocs (htt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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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调查，互联网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信息源，远抛如电视或报纸类的所有传统媒
体。今天，人们在尝试寻找服务时首先尝试的渠道是通过 Web 进行搜索。因此，更适合
的网络身份成为每项业务的关键因素。通过网络展示公司的方式多种多样。网络身份有可
能只是一个简单的联系人页面，也有可能是可访问 ERP 系统的大型公司网站。不管哪种
情况，您都应执行相同的步骤把您的业务投向网络。
继续操作之前，您需要进行以下两个关键步骤：


从主机服务提供商购买客户帐户。
您的客户帐户将提供对网站至关重要的服务（互联网连接、用于存储网站内容的磁盘
空间，等）的访问权限。如需了解更多有关 Panel 中的客户帐户的信息，请参阅章节
客户帐户管理 ( P 33)。



注册域名。
这是用户将用于从浏览器访问您的网站的名称。例如，www.example.com。

这两个元素（一个用于 Web 主机管理的帐户和一个域名）组成了您的网站。
在此章节中，我们将解释如何创建您的第一个网站，填写网站内容，为网站的用户创建邮
箱，以及查看站点访问统计数据。

高级主机功能
当您熟悉基本 Panel 功能之后，可尝试一些高级主机功能：通过安装 Web 应用程序 ( P
102)来扩展网站功能，使用 SSL 证书加密保证您网站的安全 ( P 112)，使用数据库 ( P
229)，等等。
注意：主机提供商可关闭一些高级功能，以使您的控制面板看起来更简单和对用户更友好。
我们已使用（高级）前缀指定关于可关闭的功能的部分。如果您需要一个高级选项，请联
系您的主机提供商。

本章内容:
设置您的第一个网站 .......................................................................................... 9
设置邮件账户..................................................................................................... 14
查看网站访问统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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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您的第一个网站
现在您已具有客户帐户和域名，接下来需创建网站。有关可用于完成该工作的方法的信息，请
查看 1. 创建您的网站 ( P 9)部分。
创建网站后，您可能需要在浏览器中浏览成果。您可通过 2. 预览您的网站 ( P 12)了解如何进
行此操作。

本节内容：
1. 创建您的网站 ................................................................................................ 9
2. 预览您的网站 ................................................................................................ 12
3. 将网站提交至搜索引擎 .................................................................................. 13

1. 创建您的网站
创建网站的常规方法有三种：


聘请网页设计工作室为您创建网站，然后您只负责维护其内容。



使用 Presence Builder 工具自行创建网站，该工具功能强大，允许您通过单击几次鼠标创建
具有专业外观的网站。可在 Presence Builder ( P 10) 部分中了解更多信息。



在第三方内容管理系统（一个允许您轻松创建和编辑页面、脚本、应用程序等网站内容的编
辑器）中创建网站。要了解有关如何在第三方内容管理系统中创建网站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内容管理系统 ( P 10)部分。

如果您已购买现成可用的网站，或者已自行创建网站，应将网站内容上传到您的帐户，以使网
站显示在网络上。可使用两种方法上传内容：


使用 FTP。可在使用 FTP 上传内容 ( P 12)部分中了解更多信息。



使用集成的文件管理器。可在使用文件管理器上传内容 ( P 12)部分中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本节内容：
Presence Builder............................................................................................... 10
内容管理系统 .................................................................................................... 10
上传内容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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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ce Builder
Presence Builder 是一款工具，支持用户在无任何 HTML 标记知识或图形设计技术的情况下创
建外观专业的网站。此工具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可视化编辑器，以及一套适用于不同网站的丰富
模板。编辑器允许您创建网页、添加不同类型的内容（文本、图片、视频、脚本），以及编辑
各种网站设置，如网站名称、关键字、图标等。
要在 Presence Builder 中创建网站，请确保您的托管订购包含此选项。如果不包含，则选择其
他方式，或升级您的订购。

 在 Presence Builder 中创建网站：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您的域名。
2. 单击启动Presence Builder链接。
3. 选择最适合您网站的主题。
4. 编辑网站：
a. 结构 ：添加更多页面、删除不需要的预定义页面。
b. 内容 ：将预定义内容更改为您自己的内容，添加文本、图像、视频、脚
本和其他所需元素。
c. 设计 ：更改版面和颜色方案。
5. 发布网站。
有关在 Presence Builder 中创建网站的更多信息，请查看使用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部分。

内容管理系统
内容管理系统（或 CMS）是可提供添加和编辑网站内容的图形用户界面的应用程序： 内容有
页面、脚本、多媒体等等。
在您使用第三方 CMS 创建网站之前，您应该在您的主机账户上安装 CMS。 注意只有在您的主
机订阅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安装 CMS。

 要使用 CMS 创建网站：
1. 转到应用程序选项卡。
2. 在可用应用程序中找到您需要的CMS，并如章节使用网站应用程序 ( P 102) 中所
描述的进行安装。

Plesk Panel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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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CMS中创建网站。 要了解有关使用CMS创建网站的信息，可参阅相关的文
档。

上传内容
如果已自行创建或者由网站设计工作室创建网站，只需将网站的文件和文件夹上传到提供商的
服务器。您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操作：


使用 FTP。当多人管理网站内容时，该方法较好，因为它不需要访问您的客户帐户。您可
以只为他们创建 FTP 用户。可参见使用 FTP 上传内容 ( P 12)部分，了解此方法的更多信息。



使用控制面板文件管理器。这种方法更加方便，因为它使用控制面板 GUI，提供了一组有用
的功能，例如可视化 HTML 编辑器和文件权限管理器。有关文件管理器功能的更多信息，
可参考使用文件管理器上传内容 ( P 12)部分。

本节内容：
使用 FTP 上传内容 ............................................................................................ 12
使用文件管理器上传内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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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TP 上传内容
 使用 FTP 发布网站：
1. 使用您的FTP帐户用户名与密码通过 FTP客户端程序连接到服务器上的网站
空间。
您可以在 Panel 的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Web 主机访问中更改用户名与密码。
FTP 地址应为 ftp://your-domain-name.com，其中，your-domain-name.com 是站点的
Internet 地址。
如果您启用防火墙，那么请将 FTP 设置为被动模式。

2. 上传您网站的文件与目录至httpdocs目录。如果您使用CGI脚本，可将这些
脚本放置在cgi-bin目录中。
3. 关闭FTP会话。
如果您与他人就网站内容共同合作，您可以创建其他的 FTP 帐户。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
添加 FTP 帐户 ( P 207)。

使用文件管理器上传内容
要使用文件管理器将网站从您的计算机上传到 Panel 服务器，请打开控制面板的文件选项卡，
并将网站文件夹拖动到该选项卡的中部区域。也可以将网站作为 ZIP 压缩文件上传，然后使用
文件管理器中集成的归档程序提取文件内容。
使用文件管理器，您还可进行以下操作：


在可视化编辑器中编辑 HTML 文件。



预览网页。



在文本编辑器中编辑文件。



管理文件的访问权限。

请查看管理网站内容 ( P 94)部分了解关于上传和编辑网站文件和文件夹的更多信息。

2. 预览您的网站
上传网站文件至网站空间后，可在网站浏览器中查看该文件，即使是已在域名系统中展开新网
站信息之前也是如此。

 预览网站：

Plesk Panel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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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托管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
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3. 单击要预览的网站的域名下的预览。
您的网站将在新浏览器窗口中打开。
注意：在预览模式下，可能无法访问受密码保护的目录的内容。
有时，您可能需要在未注册域名的情况下向某些人显示您的网站。您可通过多种方法实现此操
作，且无需向相关人员授予对您客户帐户的访问权限。可在预览网站 ( P 101)部分中了解更多
信息。

3. 将网站提交至搜索引擎
若要在 Internet 上发布网站后吸引更多访问者并获得更多流量，您需要提交至搜索引擎。在提
交网站之前，可通过以下内容优化方法提高网站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


在您的网页所含的文本中，加入与您网站主题相关的频繁搜索关键词组。例如，在网页文本
中多次提及您的产品或您感兴趣的主题。



将相关关键词添加至 <title> 与 <meta> 标签。一些搜索引擎会寻找网页中以 meta 标
签形式出现的关键词与描述，并在搜索结果中显示这些关键词。

例如，如果您正出售主机自动化软件，那么您可在您的 HTML 网页中包含以下标签：
<HEAD>
<TITLE>Ordering hosting automation software
</TITLE>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order,hosting,software" >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Ordering Hosting Automation Software" >
</HEAD>

关键词用逗号隔开，不能空格。
优化网站并发布至您的客户帐户后，可将其提交至搜索引擎，例如 Google、Yahoo、Bing 及其
他常用搜索引擎。


要将网站提交至 Google，请按照https://support.google.com/webmasters/answer/1352276
中的说明操作。



要将网站提交至 Yahoo，请访问http://search.yahoo.com/info/submit.html。



要将网站提交至 Bing，请访问http://www.bing.com/toolbox/submit-site-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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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邮件账户
您的网站一准备好，就可开始创建邮件账户。 例如，您可选择为您组织内部的所有用户创建邮
件账户。 注意邮箱的数量和大小将受您的主机方案的限制。

本节内容：
1. 创建邮件帐户 ................................................................................................ 14
2. 访问您的邮箱 ................................................................................................ 15

1. 创建邮件帐户
 创建一个邮件地址：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单击邮件选项卡。
3. 单击创建邮件地址。
4. 在 @ sign之前输入邮箱地址的左侧部分，如果您帐户上有多个域名，可选择创
建邮件地址所在的域名。
5. 选择邮件复选框。
只有在您需要使用此地址作为邮件转发时清除此复选框才有意义，此转发将转发所有接受邮
件至其他的地址。

6. 指定邮箱大小或使用提供商政策或您服务方案定义的默认大小。
7. 指定最少五个拉丁字符组成的密码。
8. 单击确定。

Plesk Panel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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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访问您的邮箱
有两种方法可访问邮箱收发邮件：


在电脑上安装和使用邮件客户端程序。通常情况下，在这类方案中应指定以下设置：


用户名。在此字段中指定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例如，johndoe@example.com。



密码。最有可能是您的电子邮件帐户密码。



邮件服务器协议。此属性将定义您是否要在服务器上保留邮件副本。要在服务器上保留
副本，请选择 IMAP 选项。若不希望在服务器上保留副本，请选择 POP3。若服务器上启
用 SpamAssassin，选择 IMAP 即可帮助垃圾邮件过滤器了解如何检查收件。



来件服务器 (POP3/IMAP)。键入域名。例如，example.com。POP3 端口为 110。
IMAP 端口为 143。



发件服务器 (SMTP)。键入域名。例如，example.com。SMTP 端口为 25。此服务器要
求进行身份验证。

要了解如何配置各种流行电子邮件客户端以用于您的邮箱，请参见本节中的各部分。


使用 Web 浏览器连接至 webmail 界面。

注意：如果按照本节中的说明操作后无法访问您的邮箱，可能是由于邮件服务器设置引起的。
请联系您的托管提供商解决问题。

本节内容：
从 Webmail 访问 ................................................................................................ 16
从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访问 ........................................................................ 16
从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访问 .................................................................... 20
从 Mozilla Thunderbird 访问............................................................................... 24
从 Apple Mail 访问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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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Webmail 访问
 若要通过 webmail 访问您的邮箱，请执行下列操作：


在网络浏览器中，访问 URL webmail.example.com，其中 example.com 是网站
Internet 地址。 提醒时，指定完整的邮件地址作为用户名（如 mail@example.com）以及
密码来登录 Panel。



登录 Panel 时，单击“邮件”选项卡，并单击邮件地址列表中所需地址旁的图标

从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访问
 要设置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2010，请执行下列步骤：
1. 打开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2. 转到文件 > 信息 > 添加账户。
3. 选择复选框手动配置服务器设置或其他服务器类型。单击“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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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Internet邮件”选项，并单击“下一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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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下列内容：


姓名



电子邮件地址



帐户类型。 若希望在服务器上保留邮件，选择 IMAP 选项。若不希望在服务器上保留邮
件，选择 POP3 选项。若服务器上启用 SpamAssassin，选择 IMAP 即可培训垃圾邮件
过滤器检查收件。



来件服务器。键入域名。如 example.com。



发件服务器(SMTP)。键入域名。如 example.com。



用户名： 指定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示例： johndoe@example.com。



密码。大部分情况下，此密码与登录 Panel 的密码相同。



需要使用安全密码验证 (SPA) 登录。 保留该选项为空。

Plesk Panel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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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更多设置，打开发送服务器选项卡并选择我的发送服务器 (SMTP) 需要验证。

7. 单击“下一步”。
8. 单击“完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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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访问
本章内容适用于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6。可能不适用于其他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版本。

 要设置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请执行下列步骤：
1. 打开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2. 转入工具>账户。
3. 单击“添加 >”按钮，并选择“邮件”项目。
4. 输入您想在所发送的任何邮件中显示的姓名，并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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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键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并单击“下一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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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下列设置：


来件服务器协议。
若希望在服务器上保留邮件，选择 IMAP 选项。
若不希望在服务器上保留邮件，选
择 POP3 选项。若服务器上启用 SpamAssassin，选择 IMAP 即可培训垃圾邮件过滤器检
查收件。



来件服务器。指定网站 Internet 地址。



发件服务器。指定网站 Internet 地址。

Plesk Panel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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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下一步”。
8. 指定下列内容：


帐户名。请在“帐户名”框内键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密码。大部分情况下，此密码与登录 Panel 的密码相同。



记住密码复选框。如果您不想在电子邮件程序每次连接到邮件服务器检查是否有新邮件
时提示您输入密码，请选中“记住密码”框，并单击“下一步”。

9. 若要结束电子邮件程序设置，请单击“完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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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Mozilla Thunderbird 访问
本章内容适用于 Mozilla Thunderbird 12。可能不适用于其他 Mozilla Thunderbird 版本。

 要设置 Mozilla Thunderbird，请执行下列步骤：
1. 打开Mozilla Thunderbird。
2. 进入工具 > 账户设置 > 账户操作 > 添加邮件账户。
3. 指定下列内容：


输入您想在所发送的任何邮件中显示的姓名。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与密码。

Plesk Panel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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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继续。
5. 如果Thunderbird未自动找到设置，需指定以下内容：


帐户类型。若希望在服务器上保留邮件，选择 IMAP 选项。 若不希望在服务器上保留
邮件，选择 POP3 选项。若服务器上启用 SpamAssassin，选择 IMAP 即可培训垃圾邮件
过滤器检查收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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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创建帐户。

如果您手动设置一个邮件账户，请使用以下连接安全和验证方式设置的典型组合。 如果这些设
置不适合您，可向您的主机提供商询问正确的组合。
在 Linux 上：


连接安全： STARTTLS



验证方式： 加密密码。
在 Windows 上，IMAP：



连接安全：没有



验证方式： 加密密码。
在 Windows 上， POP3：



连接安全：没有



验证方式： 密码，传输不安全

在手动配置账户时您可能需要的其它参数：


POP3 端口： 110



IMAP 端口： 143



SMTP 端口： 25



用户名： 您的完整邮件地址。例如： johndoe@example.com.



接收服务器地址 (POP3/IMAP)。指定网站 Internet 地址。示例： example.com.



发送服务器地址。指定网站 Internet 地址。示例： example.com

Plesk Panel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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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Apple Mail 访问
本章阐述如何使用 Apple Mail 3.6 (Leopard)。可能不适用于其他 Apple Mail 版本。

 设置 Apple Mail：
1. 运行Apple Mail。
若是首次运行，且未配置任何邮件帐户，则跳过下一步：Apple Mail 会引导您直接创建帐户。

2. 打开添加邮件帐户向导：
a. 单击邮件 > 首选项...
b. 选择帐户选项卡。
c. 单击左下角的 + 按钮。
3. 输入帐户信息：


姓名



电子邮件地址



登录 Panel 所用的密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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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继续。
5. 填写下列来件服务器信息：


帐户类型：选择 IMAP 或 POP 协议。
若使用 SpamAssassin 垃圾邮件过滤解决方案，建议使用 IMAP：SpamAssassin 需借助
IMAP 帐户了解如何判断邮件是否是垃圾邮件。



来件服务器：键入邮件域名（邮件地址 @ 符号后的内容）。



用户名：输入完整的邮件地址。



密码：选择自动完成（Apple Mail 从上一步中获取）。

Plesk Panel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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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继续。
7. （可选）指定来件安全选项：
a. 选择使用安全套接字层 (SSL) 复选框。
b. 选择验证方式。
若不知如何选择，请保留默认方式。
仅当邮件服务器与 Panel 支持 SSL 的所选帐户类型（POP 或 IMAP）绑定时，Apple Mail
显示此设置屏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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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继续。
9. 填写下列发件服务器信息：


发件服务器：键入邮件域名（邮件地址 @ 符号后的内容）。



仅使用此服务器：已选择。



用户验证：已选择。



用户名：输入完整的邮件地址。



密码：选择自动完成（Apple Mail 从上一步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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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继续。
Apple Mail 显示要创建的邮件帐户描述。

11. 选中设置帐户在线复选框并单击创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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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网站访问统计
最后，当网站运行正常并且搜索引擎会在搜索结果中返回网站时，即可通过查看访问统计数据
来评估您网站的效率。

 了解网站的访客数、这些访客来自哪些国家，以及他们所浏览的站点页

面：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查看其统计数据的域名。
3. 单击Web统计。
站点访问统计显示在新窗口中。

4. 要查看来自网站SSL安全区域的Web统计，可在菜单中选择SSL Web统计。
5. 要查看通过文件传送协议 (FTP) 下载的文件统计，可在菜单中选择FTP统计。
或者，您可以通过使用下面 URL 查看网站的访问统计：
https://your-domain.com/plesk-stat/webstat。当提示使用用户名与密码时，指定您的 FTP
帐户用户名与密码。
您已成功完成本指南的快速入门部分。您可随意阅读关于您控制面板中可用的其他功能的信息。

第 3章

客户帐户管理
如 Plesk Panel 快速入门 ( P 8)部分所述，在创建公司网站时，首先需签订合同以购买主机
公司（主机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在订阅主机方案后，Panel 中将创建一个客户帐户，以
允许您登录到 Panel，并使用托管服务和各种资源，例如邮箱、磁盘空间和带宽。

客户帐户与多个订阅
Panel 允许您订阅所需数量的主机方案。例如，如果您不希望主网站与公司分支网站共享
托管资源，则可以在同一个客户帐户下订阅另一个主机方案。也就是说，客户帐户是对您
所有订阅进行访问的个性化权限（查看下面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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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个订阅的另一个原因是，订阅仅限于一个 IPv4 与一个 IPv6 地址。因此一个订阅内
的所有域名都共享同一个 IP 地址（v4 或 v6）。如果需要在不同的 IP 地址上托管网站，
应根据需要另外订阅相同的方案（有多少个 IP 地址就订阅多少次）。例如，如果您要分
别使用独立的 SSL 证书来保护每个网站连接的安全，则此方式很有帮助。要了解如何购
买额外订阅的信息，请参阅订购更多资源 ( P 47)。
如果您在一个客户帐户下有多个订阅，您可很容易地从帐户选项卡中切换各个订阅。更具
体地说，帐户选项卡提供了对适用于您所有订阅的操作的访问。相对应地，所有其他选项
卡（例如邮件、用户或网站与域名）均为订阅级别。这意味着，要更改关于特定订阅的邮
件设置，您需要首先切换到该订阅，然后单击邮件。

系统用户
对于每个主机订阅，Panel 将创建一个系统用户 - Panel 服务器操作系统中的用户帐户。
客户从其服务提供商处获取系统用户的访问凭证，并使用这些凭证通过 FTP、SSH 等连
接到服务器。此外，针对 Panel 中文件和目录的所有操作都以系统用户的名义执行。例如，
当客户在文件管理器中添加新文件时，订阅的系统用户将成为该文件的所有者。

添加资源到一个订阅
不是所有时候都需要购买新订阅才能扩展主机资源。您可只提升自己的一个订阅即可。例
如，添加额外的磁盘空间或 SSL 支持。这可以通过切换到其他主机方案或购买主机方案
附加方案来实现。更多详情可参见订购更多资源 ( P 47)。

管理客户帐户
在 Panel 中，您可以对您的客户帐户执行多项管理操作：


更改帐户密码与个人信息。在更改您的密码与联系信息 ( P 36)部分中了解更多。



在帐户选项卡中查看订购可提供的服务与资源列表。如需了解所有订购功能的详情，
可参阅查看订购摘要 ( P 37)部分。



进行付款以续订您的订阅。更多详情可参见管理帐户余额与发票 ( P 44)。



查看您帐户上的统计信息：例如，磁盘空间或流量使用。更多详情可参见查看统计信
息 ( P 49)。

允许其他用户访问您的帐户

客户帐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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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主机维护操作数量太大，导致一个人无法完全处理，可将一些操作分配给其他人。那
么您就需要创建以用户角色分组的辅助用户帐户。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只允许上传内容
到网站的群组。此群组中的用户无法执行除网站内容管理以外的任何操作。如需了解有关
辅助用户的更多信息，可参阅（高级）管理辅助用户帐户 ( P 52)部分。

本章内容:
更改您的密码和联系人信息 ............................................................................... 36
查看订阅摘要..................................................................................................... 37
管理帐户余额和发票 .......................................................................................... 44
订购更多资源..................................................................................................... 47
查看统计信息..................................................................................................... 49
（高级）管理辅助用户帐户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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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您的密码和联系人信息
 更改访问控制面板的密码：
1. 在屏幕顶部单击有您名字的链接。
2. 键入新的密码并单击确定。

 更改用于通过 FTP 或 SSH 连接到您的订购的用户名与密码：
1. 单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2. 单击Web主机访问。
3. 输入新的用户名或密码，然后单击确定。

 更改您的联系人信息：
1. 在屏幕顶部单击有您名字的链接。
2. 单击联系详情选项卡。
3. 更新您的联系信息并单击确定。

客户帐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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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订阅摘要
当您订阅主机服务时，将创建一个用户帐户，允许您管理您自己的网站与邮箱。
您可查看您帐户的以下信息：


目前订阅的服务方案。
您可一次订阅大量服务方案，因此，可拥有多个与您帐户相关联的订阅。如果付费系统与
Panel 相连接，您也可购买其他订阅，升级或降级，并支付您的发票。



分配与消耗的资源。



您网站可使用的主机功能。



您可在 Panel 中执行的操作。



帐户余额、未付发票以及您的托管包每月的费用。

 查看您帐户与目前订阅的相关信息：
1. 单击帐户选项卡。
显示您目前的订阅列表。

2. 如果付费系统与Panel集成，将显示下面的信息：


帐户信用余额。显示您帐户的可用余额。



应付发票余额。这是您应付给提供商的金额。在此，您可一次支付所有的发票 - 通过单
击支付所有未付发票，或支付其中一张发票 - 通过单击现在支付链接（位于最新未付发
票列表中）。您还可通过单击链接显示所有发票查看所有发票，或通过单击发票号然后
单击打印来打印一张发票。



最新任务项目。此项目显示系统关于您所需操作的提醒。



您所有订阅的列表。您可以使用该列表中的链接来执行以下操作：


通过单击订阅名称的链接，查看订阅属性。



通过单击相应的链接切换到订阅，选择您想要通过控制面板进行管理的订阅。



通过单击请求 SSL 证书为网站订购 SSL 证书。此操作在订购 SSL 证书部分进行了描
述。



通过单击显示证书信息，查看已订购的 SSL 证书。



通过单击显示域信息，查看或更改注册商站点的域信息、联系信息和 DNS 设置。此
操作在 Panel 中注册商的 DNS 设置 ( P 74)部分进行了描述。

3. 要查看资源分配、可用主机选项与操作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单击订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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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下列操作：


要查看分配与消耗的资源列表，可单击资源选项卡。



要查看您帐户可使用的主机功能，可单击主机选项选项卡。



要查看您可在托管面板中执行的操作的列表，可单击权限选项卡。

本节内容：
分配与消耗的资源.............................................................................................. 39
您网站可使用的主机功能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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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与消耗的资源
如果您一次订阅了大量服务方案，您将可以拥有多个订阅。对于每个订阅，Panel 中的帐户选
项卡 > 订阅名称 > 资源选项卡上列出了下列类型的分配资源：


磁盘空间。这是指通过订购分配给您的帐户的所有磁盘空间。这包括所有与您网站、邮件帐
户、应用程序、备份文件与日志文件相关的数据。



流量。这是指每个月从您所有网站上传送的数据总量（以 MB 为单位）。
域名。表示可以有独立的二级域名的网站（例如 example.com）数量。 要了解创建网站的
相关信息，可参阅设置您的第一个网站 ( P 9)和添加域名 ( P 61)。
子域名。表示可以有三级域名的其他网站（例如 news.example.com）数量。 关于创建子
域名的信息，可参阅添加子域名 ( P 63)。



域别名。这是指可创建指向一个网站的其他域名的数量。例如，example.fr 与 example.de
都可指向 example.com。
有关设置域别名的信息，可参阅添加域别名 ( P 65)部分。



邮箱。这是指可在您所有网站下创建的邮箱数量。
要了解创建邮箱的相关信息，可参阅邮件 ( P 211)一章。



邮箱大小。这是指一个邮箱所占的磁盘空间大小。



邮箱总配额。这是指您所有域下所有邮箱可使用的磁盘空间大小。此选项只能对基于
Windows 的客户帐户使用。



邮件列表。这是指可在您所有网站下创建的邮件列表总数。注意：邮件列表与邮件组服务于
同一目的，但在功能上略有不同。邮件列表支持信息存档与预审核，而邮件组只能用于一次
发送一个信息至多个接收者。
要了解创建和使用邮件列表的相关信息，可参阅使用邮件列表 ( P 221)部分。



其他 FTP 帐户。这是指除了在激活订购时创建的主 FTP 帐户，还可创建的用于访问网站空
间的 FTP 帐户数量。
要了解创建 FTP 帐户的相关信息，可参阅更改 FTP 访问凭证 ( P 206)和添加 FTP 帐户 ( P
207)。



数据库 (Linux)。这是指可为您的所有网站托管的数据库数量。数据库是组织数据存储的一
个标准方式，可允许动态网站、Web 应用程序及其用户存储、搜索和检索信息。
要了解使用数据库的相关信息，可参阅（高级）使用数据库 ( P 229)一章。



MySQL 数据库与 Microsoft SQL 服务器数据库 (Windows)。这是指在 Panel 数据库服务器上
可创建的并被订购网站使用的 MySQL 与 Microsoft SQL 服务器数据库各自的数量。



MySQL 数据库配额与 Microsoft SQL 数据库配额 (Windows)。这是指订购的 MySQL 与
Microsoft SQL 服务器数据库分别可占的磁盘空间最大值（以 MB 为单位）。



Java 应用程序。这是指可在您的网站上安装的 WAR 格式的 Java 应用程序包的数量。



Presence Builder 发布的网站。如果 Presence Builder 包括在您的托管包中，这是指您可使
用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的网站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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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网站。这是指使用 UNITY 手机在线服务（可优化网站，更方便在手机设备上查看）可
托管的网站总数。



Web 用户。这是指可为您域下其他用户托管网页而创建的用户帐户的数量。



FrontPage 帐户。这是指您可为通过 FrontPage 实现网站内容合作而创建的 Microsoft
FrontPage 用户帐户的数量。此选项只能对基于 Windows 的客户帐户使用。



共享 SSL 链接。这是指可使用由提供商共享的 SSL 证书提供安全保证的网站数量。此选项
只能对基于 Windows 的客户帐户使用。



ODBC DSN 连接。这是您可以为在您的客户帐户上运行的 Web 应用程序创建的外部数据库连
接的数量。此选项只能对基于 Windows 的客户帐户使用。



ColdFusion DSN 连接。这是您可以为在 Adobe ColdFusion 中写入的 Web 应用程序（在您的
客户帐户上运行）创建的外部数据库连接的数量。此选项只能对基于 Windows 的客户帐户
使用。

客户帐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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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网站可使用的主机功能
取决于您的服务计划，您的网站可使用以下主机功能（列于帐户选项卡 > 订购名称 > 主机选
项选项卡中）：


SSL 支持。它可允许您使用 SSL 加密保证网站的连接安全。
要了解关于使用 SSL 保护网站安全的信息，可参阅使用 SSL 证书保护连接 ( P 112)部分。
Web 统计。它可允许您查看图形和表格形式的网站访问统计信息。 要了解查看网站访问统
计的相关信息，可参阅查看统计信息 ( P 49)部分。



自定义错误文档。它允许您创建自定义 HTML 页面和配置 Web 服务器以显示这些自定义页
面而不是常规错误信息，例如 404 未找到。
有关如何设置自定义错误文档的信息，可参阅设置自定义错误页面 ( P 122)部分。



程序与脚本语言支持，例如 PHP、CGI、Perl、Python、Microsoft ASP、ASP.NET、
Adobe ColdFusion、SSI。



Microsoft FrontPage 支持与通过 SSL 连接的 Microsoft FrontPage 支持。这些允许您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创建与编辑网站内容。这些选项只能在基于 Windows 的客户帐户上使
用。



远程 Microsoft FrontPage创作 (Windows)。此选项允许您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创建与编
辑网站内容。此选项只能对基于 Windows 的客户帐户使用。



专用 IIS 应用程序池 (Windows)。此选项可为网站中运行的 Web 应用程序提供隔离功能，
并提高稳定性。



其他写入/修改权限 (Windows)。此选项允许 Web 应用程序使用位于 httpdocs 或
httpsdocs 文件夹根目录的文件数据库（如 Jet）。



允许 Web 用户使用脚本。此选项允许在网页（如
http://example.com/~<username>/<webpage> ，其中 <username> 指 Web 用户）中使用
脚本。Web 用户是不需要自有域名的个体。此项服务适用于需要托管学生和员工非商业个
人页面的教育院校。

以下是您可在您的 Panel 中执行的操作权限列表（位于帐户选项卡 > 订购名称 > 权限选项卡）
：


DNS 区域管理。管理网站 DNS 区域中的资源记录。DNS 代表 Domain Name System（域名
系统）。这是一项使 Web 浏览器能够通过域名找到网站的服务。
要了解关于如何配置您网站的 DNS 设置的信息，可参阅（高级）为域配置 DNS ( P 68) 部
分。



主机设置管理。管理 Web 主机设置，例如自定义 web 服务器设置或脚本语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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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安全模式管理。此选项只能在 Linux 客户帐户上使用。此选项允许您打开或关闭网站的
PHP 安全模式。安全模式是一个安全限制，不允许以 PHP 编写的脚本在服务器上执行存在
安全隐患的操作。如果您使用一些以 PHP 编写的 Web 应用程序并且这些应用程序无法正常
运行，则您需要关闭 PHP 的安全模式。



管理通过 SSH 访问服务器与管理通过远程桌面访问服务器。通过 Secure Shell (Linux) 或远
程桌面连接 (Windows) 安全上传 Web 内容至服务器。



匿名 FTP 管理。在服务器上创建 Internet 用户可通过 FTP 协议访问的文件夹。此文件夹的
地址类似于 ftp://downloads.example.com。这个功能称为匿名 FTP，因为用户无需指定用
户名与密码就可浏览、下载或上传文件。
有关如何设置无访问限制的 FTP 文件夹的信息，请参阅设置匿名 FTP 访问 ( P 209)部分。
计划程序管理。安排在服务器操作系统中执行程序或脚本的计划。 要了解任务计划的相关
信息，可参阅计划任务 ( P 222)一章。
垃圾邮件过滤器管理。对垃圾邮件（未经许可的广告电子邮件）进行自定义防护设置。 如
需了解创建垃圾邮件过滤的相关信息，可参阅“保护邮箱免受垃圾邮件侵扰”。
防病毒管理。对病毒与其他通过邮件散播的恶意软件进行自定义防护设置。 如需了解创建
病毒防护的相关信息，可参阅“保护邮箱免受病毒侵扰”。



使用服务器库进行数据备份与恢复。使用 Panel 的备份与恢复功能备份并恢复网站、邮件帐
户、设置，并保存备份文件于服务器上。
要了解备份与恢复数据的相关信息，可参阅（高级）备份和恢复数据 ( P 234)一章。



使用个人 FTP 库进行数据备份与恢复。使用 Panel 的备份与恢复功能备份并恢复网站、邮件
帐户、设置，并保存备份文件于其他服务器上的 FTP 文件夹。
要了解备份与恢复数据的相关信息，可参阅（高级）备份和恢复数据 ( P 234)一章。



Web 统计管理。设置访问者统计报告自定义首选项。
要了解关于如何配置和查看网站访问者统计数据的信息，可参阅查看统计信息 ( P 49)部分。



日志循环管理。设置 Web 服务器日志循环的自定义首选项。Web 服务器记录与您的网站连
接和在尝试索取丢失文件时发生的错误相关的信息。您可使用网站的这些日志文件进行调
试。
要了解使用 Web 服务器访问日志的相关信息，可参阅日志文件 ( P 51)部分。



访问应用程序目录。在网站上查看并安装应用程序。有关应用程序的信息，可参阅部署网站
应用程序 ( P 102)部分。



覆盖提供商政策的存在安全隐患的 Web 脚本选项的设置。如果提供商允许使用，此选项可
允许您覆盖托管安全政策。



创建域名。创建并管理新网站。
要了解创建网站的相关信息，可参阅设置您的第一个网站 ( P 9)和添加域 ( P 61)。
子域名管理。创建并管理包含 forum.example.com 一类地址的新网站。 关于创建子域的信
息，可参阅添加子域名 ( P 63)。



域别名管理。创建并管理网站的其他域名。
有关设置域别名的信息，可参阅添加域别名 ( P 65)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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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FTP 帐户管理。创建并管理其他 FTP 帐户。若要启用在网站内容上的合作，您可为其
他用户创建 FTP 帐户并指定这些用户可访问哪些目录。
有关如何设置 FTP 帐户的信息，可参阅添加 FTP 帐户 ( P 207)部分。



Java 应用程序管理。安装和管理以 WAR 存档分发且通过第三方提供商或应用程序开发人员
单独获取的 Java 应用程序。
要了解安装 Java 应用程序的相关信息，可参阅“安装 Java 应用程序”部分。



邮件列表管理。创建和管理邮件列表。
要了解创建和使用邮件列表的相关信息，可参阅使用邮件列表 ( P 221)部分。



主机性能设置管理。限制带宽使用与网站连接数量。
要了解限制网站带宽使用的相关信息，可参阅限制带宽和网站连接数量 ( P 130)部分。



IIS 应用程序池管理。设置 IIS 应用程序池自定义首选项（仅限于 Windows 客户帐户）。
要了解创建 IIS 应用程序池的相关信息，可参阅设置 IIS 应用程序池 (Windows) ( P 148) 部分。



附加写入/修改权限管理。设置使用文件数据库的网站的其他写入/修改权限（仅限于
Windows 客户帐户）。
共享 SSL 管理。使用由提供商共享的 SSL 证书保护您的网站连接。 有关更多信息，可参阅
使用共享 SSL 证书 (Windows) ( P 116) 部分。



硬盘配额分配。如果您的客户帐户支持，您可调整磁盘空间的硬盘配额。



数据库服务器选择。如果有多个可用的数据库服务器，可选择创建数据库的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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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帐户余额和发票
如果您的控制面板与 Customer & Business Manager 集成，可使用下述操作。

 查看您的帐户余额并为主机服务付费：
1. 单击帐户选项卡。
2. 显示下面的信息：


帐户信用余额。显示您帐户中可用的余额。



（可选）使用费用。如果您的订阅允许使用超过方案限额的主机资源，此数值表明除您
的订购价格外，您还应为这些资源支付的金额。要查看关于已使用的超出限额的资源数
量的详细信息，请单击位于收取款项下的查看详情链接。要了解系统对使用费用的计算
方式，请查看计算使用费用 ( P 46)部分。



应付发票余额。这是您应付给提供商的金额。在此，您可一次支付所有的发票 - 通过单
击支付所有未付发票，或支付其中一张发票 - 通过单击现在支付链接（位于最新未付发
票列表中）。



最新任务项目。此项目显示系统关于您所需操作的提醒。



（可选）分销联盟计划。您的提供商可能允许您通过帮助推销他们的计划而获利。要开
始获利，您应加入提供商的分销联盟计划。您可在此找到用于加入分销联盟计划的链接，
或关于您已赚取资金的信息（如果您已加入计划）。要了解如何通过分销联盟计划获利，
请查看通过推销提供商产品计划获利 ( P 46)。



您所有订阅的列表。您可以使用该列表中的链接来执行以下操作：


要查看订阅属性，可单击订阅名称的链接。



要选择您想要通过控制面板进行管理的订阅，可单击相应的链接切换到订阅。



要为网站订购 SSL 证书，可单击订购证书。关于此操作的更多信息，可查看订购 SSL
证书部分。



要查看已订购的 SSL 证书，可单击显示证书信息。



要查看或更改注册商网站的域信息、联系信息和 DNS 设置，可单击显示域信息。有
关这些操作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Panel 中注册商的 DNS 设置 ( P 74)部分。

 选择您要使用的服务付费方式：

客户帐户管理

45

1. 转到帐户选项卡 > 付费帐户。
将显示您第一次购买服务时付费方式的记录。

2. 执行下列操作：


要查看或更改付费帐户的设置，可在付费帐户名称栏中单击相应的链接，指定您银行卡
或帐户的信息，并选择您需用此方式付费的订购。单击确定。



要添加新的付费帐户，请单击添加新的付费帐户，选择付款方式，然后单击下一步。然
后选择帐户所有者（您自己或者将能够使用此帐户的辅助用户），指定所需的银行卡或
帐户信息，并选择要使用这些帐户进行支付的订购。单击确定。



要移除一个付费帐户，可单击相应的移除链接。

本节内容：
计算使用费用..................................................................................................... 46
通过促销提供商方案获利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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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使用费用
如果允许 Web 托管使用预付费模式，Business Manager 将计算订户的使用费用（超额使用托
管资源的总成本），该计算将基于 Business Manager 每天从连接的 Panel 收集的资源使用统
计信息。不管您使用什么计费方式和计费周期，将在每月的第一天执行此操作：系统将查找各
资源的日均超额使用量（除流量外），并将其乘以月长度和该资源的每月使用价格。

流量
流量使用费用按照如下方法计算：Business Manager 计算一个月的总超额流量，并将其与每月
流量使用价格相乘。例如，如果订户在一个月中下载 10 GB 的文件，而方案的限制是 5 GB，
则超额使用流量为 5 GB。假设流量使用价格是 1 美元 1 GB，则此用户将支付 (10 GB - 5 GB) *
1 = 5 美元的流量使用费用。

其他资源
对于其他资源的使用费用计算，Business Manager 将使用每日使用平均值。例如，如果一个客
户在 15 天中使用超出订购限额 500 MB 磁盘空间，然后在另 15 天中使用超出订购限额 700 MB
磁盘空间，则平均超额使用量将是 (500 * 15 + 700 * 15)/30 = 600 MB。如果磁盘空间使用价格
是 1 美元 1 GB，则客户将为本月超额使用的磁盘空间支付 0.6 美元。

计算存在追加资源的使用
如果客户在月中时购买更多的资源，则系统会从每日的日资源使用量中减去追加购买的量（从
追加购买日起开始）。
例如，如果客户在一个月中使用了超过方案限额 500 MB 磁盘空间，并在当月第 7 天追加购买
了 1 GB 资源，则使用费用将仅包括 7 天的 500 MB 磁盘空间超额使用费支付。

通过促销提供商方案获利
Panel 允许您通过促销提供商方案而获利。具体而言，对于通过您的推荐链接登录而在提供商
在线商店中进行的每个订购，您可以获得一定的佣金。
分销联盟计划参与者（会员）将分发指向其提供商在线商店的链接。每一个链接都是唯一的，
因此系统可定义是谁带来了新客户，并向链接所有者的会员余额中增加佣金。此佣金由分销联
盟计划的条款规定，可随在线商店而有所不同。佣金由两个不同元素组成：


初始费率 - 会员从每个通过会员链接所下订单的价格获得的百分比。



重复费率 - 会员从每个通过会员链接进行的订购而开具的发票中获得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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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提供商付款后，会员才能使用其赚取的金额。根据分销联盟计划的条件，提供商可以向
会员贷方余额支付佣金，或者在系统外部转移资金（例如以支票或现金形式）。通常，当会员
佣金超过分销联盟计划的付款阈值时，提供商将向会员支付佣金。当超过该阈值时，会员可以
通过控制面板中的按钮请求提供商支付佣金。此外，会员也可以延迟付款以赚取更多佣金。

加入分销联盟
要开始赚取佣金，请单击帐户选项卡上的加入分销联盟链接。在成为会员之后，您将能够访问
提供商的分销联盟计划清单，以及您的分销联盟链接。要查看计划清单和您的链接，请单击帐
户选项卡上的分销联盟计划列表。

跟踪您的收入
要查看您当前的会员余额，请转到帐户选项卡，在分销联盟计划组中查看余额。如果要查看详
细收入信息，请单击通过推荐的收入链接。
要在超出支付阈值后请求付款，请转到分销联盟计划页面，选择计划，并单击请求支付。
注意：如果您的会员余额未超过相应的阈值，则不会显示请求支付按钮。

示例
例如，提供商为您提供佣金率为 10%、支付阈值为 20 美元的分销联盟计划。您向朋友分享分
销联盟链接，并且其中三名朋友订购了价值 50 美元的 Web 主机方案。则您在会员余额中赚取
的佣金总额为 50 * 3 * 10% = 15 美元。此数额低于计划支付门槛，因此要获得佣金款项，您应
通过分销联盟链接将更多客户带到在线商店。当您完成此任务，并且帐户余额超过 20 美元的支
付阈值时，提供商将向您的账户增加金额。当收到款项之后，您可以用它们来支付您的订购，
或在提供商在线商店中订购新服务。

参与多个计划
您的主机服务提供商可能有多个使用不同货币的在线商店。如果提供商提供了针对使用不同货
币的分销联盟计划，您将获得相应货币的不同佣金。例如，如果您分发指向使用 USD 和 EUR
货币的商店的链接，您的会员余额将包含两个独立的会员余额，一个余额对应于一种货币。您
的提供商也将相应地分别支付佣金。例如，您的会员余额为 50 美元和 40 欧元，相应计划的支
付阈值是 40 美元和 45 欧元，则提供商将给您的可取款项支付 50 美元，您的会员余额将为 0
美元和 40 欧元。

订阅更多资源
如果您的控制面板与付费系统集成，可进行下面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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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更多资源到您的订阅或升级至其他服务方案：
1. 点击帐号选项卡。
2. 在订阅列表里，找到您要升级至其他服务方案的订阅，然后点击现在使用的方
案名称的链接。
3. 单击升级。
如果没有升级链接，也就是您无法升级至控制面板里的其他主机方案，这时您可联系您的供
应商。

4. 执行下列操作：


无需升级至其他方案而添加资源到您的订阅，可选择您需添加的选项并点击调整附加方
案。



升级至其他服务方案，可点击预订升级。

 减少资源量或降级至其他服务方案：
1. 点击帐号选项卡。
2. 在订阅列表里，找到您要降级至其他服务方案的订阅，然后点击现在使用的方
案名称的链接。
3. 单击降级。
如果没有降级链接，也就是您无法降级至控制面板里的其他主机方案，这时您可联系您的供
应商。

4. 执行下列操作：


无需降级至其他计划而减少分配的资源量，可选择您需减少的选项并点击调整附加项。



降级至其他服务方案，可点击订购降级。

 要订阅除了主方案以外的主机方案：
1. 进入账户选项卡并点击添加订阅链接。
2. 选择您需订阅的主机方案，然后点击现在购买。根据屏幕上的说明完成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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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统计信息
 查看有关您帐户使用的磁盘空间与流量的报告：
1. 如果您有多个与您帐户相关联的订购，可在屏幕顶部的 订购菜单中，选择所需
订购。
2. 单击统计数据选项卡。
图表中显示下面信息：




由订购中下列文件和目录所使用的磁盘空间：


网站



邮件帐户



数据库



日志



备份



Chroot 目录



配置文件



匿名 FTP 目录

本月 FTP、Web 与邮件服务使用的流量。
FTP 字段显示通过文件传送协议从网站空间传送或传送至网站空间的文件大小的相关信
息。
HTTP 字段显示通过 HTTP 协议从所有网站传送的数据总量的相关信息，也就是网站浏览
器获取的数据总量。
POP3/IMAP 字段显示在您域下的所有邮件帐户收到的数据总量。
SMTP 字段显示在您域下的所有邮件帐户发送的数据总量。

3. 执行下列操作：


要查看有关通过 FTP 从网站传送或传送至网站的数据量的报告，可单击 FTP 统计。



要查看有关从未经认证访问的 FTP 目录传送或传送至 FTP 目录的数据量的报告，可单
击匿名 FTP 统计。



要查看有关某个月服务使用流量的报告，可单击数据传送统计，并从菜单选择所查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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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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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
所有到 Web 服务器的连接与未在服务器上找到的文件请求都在日志文件中注册。这些日志文件
由在服务器上运行的统计程序分析，然后根据需要呈现图形报告。您可能需要下载这些日志文
件到您的电脑上以使用第三方统计程序进行处理，或查看内容以进行 Web 服务器调试。

 为防止这些日志文件过大，您应启用日志文件的自动清理和循环功能：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日志 > 日志循环。
3. 单击启用。如果您只看到关闭按钮，也就是说您已经启用了日志循环。
4. 指定循环日志文件的时间与存储在服务器上的每个日志文件的副本数量。同时，
指定是否在处理后将其压缩并发送至邮箱。
5. 单击确定。

 查看日志文件的内容或将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日志。即会打开日志文件列表。
3. 执行下列操作：


要查看日志文件中的所有项目，可单击日志文件名称。如果您只需查看日志文件的最后
几行，可在设置组下的输入框中键入行数，然后单击日志文件名。



要下载一个文件，可单击相应的图标



要从服务器移除一个已处理的日志文件，可选择相应的复选框，并单击移除。确认删除

。

操作并单击确定。

 通过 FTP 将日志文件下载到计算机：
1. 通过FTP连接到Panel服务器。
2. 转到 /var/www/vhosts/<domain_name>/logs目录并将日志文件复制到
您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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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辅助用户帐户
如果您需允许其他用户访问 Panel 以管理网站及已安装的应用程序，或使用您域下的邮件服务，
您需要为他们创建用户帐户。

辅助用户与用户角色
辅助用户帐户的创建基于用户角色。此类角色包括访问 Panel 区域与执行 Panel 操作的权限。
有多种预定义的用户角色，即：会计、应用程序用户、所有者和网站站长。您可根据需要查看
并修改注册商、应用程序用户与网站站长角色，或者您可创建您自己的自定义角色。如需了解
更多有关创建用户角色与用户帐户的信息，请分别参阅用户角色 ( P 53)和辅助用户帐户 ( P 55)
部分。
在创建辅助用户帐户后，用户将可登录自己在 Panel 中的帐户，并使用 Panel 中的快捷键访问
他们的邮箱且使用应用程序。除此之外，您还可使用您的自定义链接扩展您辅助用户可访问的
链接列表。这些链接可以是指向公司资源、网络站点等的链接。更多详情可参见自定义链接 ( P
57)。

辅助用户与多个订购
自 Panel 10.4 起，如果您的客户帐户包括不止一个订购，您可允许辅助用户仅访问指定的订购。
如果一个用户帐户的访问订购属性设置为某一个订购，用户将总是登录该订购而无法切换到其
他订购。

本节内容：
用户角色 ............................................................................................................ 53
辅助用户账户..................................................................................................... 55
自定义链接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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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角色
 若要创建用户角色：
1. 转入用户选项卡 > 用户角色选项卡 > 创建用户角色。
2. 指定下列内容：


用户角色名称：



访问 Panel 服务。授予用户必要的权限：


管理用户与角色。添加、修改并移除用户帐号与角色。注意，即使用户未有权限，也
可在登录面板后浏览其他用户的联系信息。



创建并管理网站。创建、修改、移除域名与子域、托管网站，并更改 web 主机设置。



配置日志循环。管理 web 服务器访问的设置与错误日志文件。查看、下载与移除日
志文件。



配置匿名 FTP 服务。创建所有 Internet 用户无需认证就可通过 FTP 访问的目录。



创建并管理计划任务。 安排执行您客户帐号上的程序与脚本。



配置垃圾邮件过滤器。为邮箱创建垃圾邮件防护。



配置防毒软件。为邮箱创建病毒防护。



创建并管理数据库。 添加、修改并移除存储于您客户帐号上的数据库。



配置并执行数据备份与恢复。 备份并恢复与您域下的客户帐号、网站与邮箱相关的
数据。



查看统计。查看您网站使用的磁盘空间与流量与网站访问量。



安装与管理应用程序。在网站上安装应用程序并进行管理。



在 Presence Builder 里设计站点。使用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



上传并管理文件。使用面板文件管理器管理位于网站空间的文件与目录。



创建并管理其他 FTP 帐号。为其他用户创建其他 FTP 帐号。



管理 DNS 设置。管理网站的 DNS 设置。



安装与管理 Java 应用程序。在网站上安装第三方 Java 应用程序。



创建并管理邮件帐号。创建、修改并移除邮件帐号。



创建并管理邮件列表。创建、修改并移除邮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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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应用程序。选择用户可访问并使用的应用程序。所有安装于服务器上的 web 应用程
序都在区域列举。
有关安装应用程序以及向用户分配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小节授权辅助用户访问应用
程序 ( P 105)。



访问计费操作。 如果您允许此类角色的用户查看订阅和支付订阅发票，可授权这些权限。

3. 单击“确定”。

 若要更改用户角色属性：
1. 转到用户选项卡 > 用户角色。
2. 点击您需更改的角色名称对应的链接。
3. 根据需要更改角色属性，并单击“确定”。

 若要移除用户角色：
1. 转到用户选项卡 > 用户角色。
2. 选择您需移除的角色对应的复选框并点击移除。注意无法移除所有者角色以及已
经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用户的其他角色。
3. 单击“是”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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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用户账户
 若要创建用户帐户：
1. 转到用户选项卡 > 创建用户账户。
2. 指定下列内容：


姓名。



电子邮件地址。 此邮件地址将被用作用户名来登录 Panel，除非您在用户名框内指定其
它名称。


为用户创建一个新的邮件地址，可选择选项在您的帐号下创建邮件地址。
输入在 @ 标志之前的地址的左边部分，如果您帐号下有多个域，可选择需创建邮件
地址的域名。



若要把此用户帐号与外部邮件地址建立关联，可选择选项使用外部邮件地址，并指定
一个现存的外部邮件地址。



用户角色：从菜单里选择所需的用户角色。



访问订阅。允许用户仅访问指定的一个订阅。 所有值能够允许用户访问您客户账户的所
有订阅。



用户名： 访问 Panel 的用户名。



密码。 访问 Panel 的密码。

3. 选择用户处于活跃状态复选框。 否则，用户将无法访问面板与使用您客户帐号
下的应用程序。
4. 单击“确定”。
5. 现在，如果您需为此用户添加联系信息，可点击此用户名的链接，然后点击联
系详情选项卡，并指定此用户的联系信息。
6. 单击“确定”。
现在您可通知用户其帐号的创建信息及访问 Panel 的权限。用户可获得打开其浏览器的地址、
用户名（用户的邮件地址）与您在帐号设置里指定的密码。

 若要更改用户帐户属性：
1. 单击“用户”选项卡。
2. 点击此用户名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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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行所需更改，然后单击“确定”。

 暂停或激活一个用户帐号：
1. 单击“用户”选项卡。
2. 点击此用户名的链接。
3. 执行下列操作：


若要暂停一个用户帐号，可清除用户处于活跃状态复选框。此用户无法再登录 Panel，
访问应用程序。



若要激活一个用户帐号，可选择用户处于活跃状态复选框。

4. 单击“确定”。

 要删除用户帐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用户”选项卡。
2. 选择您需移除的用户帐号对应的复选框并点击移除。注意您无法移除您自己的
帐号。
3. 单击“是”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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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链接
您可添加自定义超链接至 Panel 并设置用户可见。此链接可引至 Web 资源，例如您的合作网站，
或引至可处理在线请求并可接受单击这些网站的用户其他信息的 Web 应用程序。
您可指定可传送用户的哪些信息：


订购 ID。



与一个订购相关联的主域名。



FTP 帐户用户名与密码。



客户的帐户 ID、名称、邮箱与公司名称。

您可在控制面板的下面位置放置链接，并决定能够看到这些链接的用户：


在控制面板的网站 & 域页面上，只有您能够看到。通过选择链接属性中的客户的首页进行
此操作。



在控制面板的网站 & 域页面上，只有您及允许登录至控制面板的用户可看到。通过选择链
接属性中的常用访问进行此操作。



在控制面板的网站 & 域选项卡上，只有您及允许登录至控制面板的用户可看到。通过选择
链接属性中的订购的网站 & 域页面选项进行此操作。

 添加一个自定义超链接至控制面板：
1. 转到帐户选项卡 > 其他服务，并单击添加服务链接。
2. 指定下列设置：


在按钮标签框中键入将要在您的按钮上显示的文本。



选择按钮所处的位置。



指定按钮的优先级。您的自定义按钮将根据您定义的优先级在 Panel 中进行处理：数字
越小，优先级越高。按钮按照从左至右的顺序排列。



要为按钮背景使用图像，请键入其位置路径或单击浏览选择所需文件。如果按钮图片放
置在导航窗格中，建议您使用 16x16 像素的 GIF 或 JPEG 图像；如果放置在主框架或桌
面中，则建议您使用 32x32 像素的 GIF 或 JPEG 图像。



在 URL 框中键入您选择的附加于该按钮的超链接。



使用此类复选框，指定您需在 URL 中传送的客户信息与其他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是外部
Web 应用程序进行处理所必需的。



在工具提示文本输入字段中，输入将显示的帮助提示，当用户把鼠标放置按钮上就可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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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在 Panel 的主框架中打开目标 URL，可选择在 Parallels Panel 中打开 URL 复
选框，否则清除此复选框在另外一个窗口或选项卡打开此 URL。



如果您需设置只有您能看到此按钮，可选择只向我显示复选框。

3. 单击完成完成创建。

 从 Panel 中移除一个超链接按钮：
1. 转到帐户选项卡 > 其他服务。
2. 选择您需移除的链接对应的复选框并单击移除。

第 4

章

网站与域名
如章节 Parallels Panel 快速入门 ( P 8)所阐述的一样，您的网络标签是从购买一个域名开始
启用。 域名（或简单地说，域）是用户用于从浏览器访问您网站的名称，例如，
www.example.com。在授权机构 - 域名注册商处进行域名注册。 通常是主机提供商来
执行。 欲了解有关如何在 Panel 中管理域名的详细信息，可参阅域名与 DNS ( P 60)。
但是一个域名还不是一个网站。 若要使其可以从 Web 上进行访问并为其填充内容，您应
注册 web 主机服务（获取一个客户账户）。也就是为您的域名添加互联网连接、存储您
内容的磁盘空间、邮件服务、等等。因此，一个网站是带有各种主机服务的域名。
Panel 提供了一整套可在域名与网站上执行的操作：


添加与移除域名、子域名与域别名。



管理您网站上的内容。



安装各种 web 应用程序。



保证您网站连接及其它的安全。

本章提供了有关在 Panel 中网站与域名上的所有可执行的操作。 注意：有些操作在您的
主机方案中可能无法执行。

本章内容:
域名与 DNS ....................................................................................................... 60
主机设置............................................................................................................ 77
网站内容............................................................................................................ 94
（高级）限制对内容的访问 ............................................................................... 99
预览网站............................................................................................................ 101
Web 应用程序.................................................................................................... 102
（高级）网站安全.............................................................................................. 111
（高级）扩展网站管理 ...................................................................................... 118

60

网站与域名

域名与 DNS
如上所述，域名就是用户在浏览器中输入以访问您的网站的名称。
域名具有等级，可包含多个标签：


最右端的标签称为顶级域名。例如，com 是 www.example.com 的顶级域名。顶级
域名的数量是有限的，由独立的国际机构进行管理。



二级域名是我们用于指示网站用途的主要标签。在 www.example.com 中，二级域
名是 example。二级域名与顶级域名的组合指定了您网站的确切地址。



左侧的每个标签是右侧域的子域。例如，www 是 example.com 的子域。如果您要将
一些内容与主站点隔离开，可以使用子域方便地完成该操作，如可以在
myblog.example.com 上组织您的个人博客。如需了解如何在 Panel 中添加子域，
可参阅添加子域名 ( P 63)。

如果要在您的订购下托管不止一个网站，您可注册多个域并将其添加到您的订购中。您可
以在控制面板中注册新域（如果托管提供商允许此操作的话）。如需了解如何在 Panel
中购买和添加域，可参阅添加域名 ( P 61)。
事实上，域名仅用于为用户提供方便；浏览器与 Web 服务器之前的通信将使用 IP 地址 数值形式的主机标识符。
例如，www.example.com 的实际地址可能是 192.0.2.12 (IPv4)
。若要解析域名到 IP 地址，Web 托管会使用 DNS 技术。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在 Panel 中
如何实施域名解析 (DNS) 的信息，请参阅（高级）为域名配置 DNS ( P 68)。
DNS 允许将多个域解析到一个 IP 地址。此类附加域名也称为站点别名。如果您已购买指
向同一个网站的多个域名，这会非常方便。如需了解如何在 Panel 中添加域别名到现有域
的信息，可参阅添加域别名 ( P 65)。

本节内容：
添加域名............................................................................................................ 61
添加子域名 ........................................................................................................ 63
添加域别名 ........................................................................................................ 65
添加通配符子域名 (Linux) ................................................................................. 66
添加域名转发..................................................................................................... 67
（高级）为域名配置 DNS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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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域名
如果您的主机软件包中包括一个以上的域名（网站），您可以轻松添加新域至您的服务器。
在开始添加将使用二级域名 (example.com) 的新域之前，务必要注册该域名。如果您的
托管服务提供商提供域名注册服务，可按照如下所述从控制面板完成此操作。否则，您需
通过其他域名注册管理机构注册域名。
您可通过 Panel 创建下列不同类型的网站配置：


使用二级域名地址的网站。网站可用下面的服务：


唯一的 Internet 地址（域名），如 example.com。



其他域名（域的别名）。



子域名 - 添加至主网站并有一个易记网址的网站分支，如 mail.example.com。



用于网站内容合作的独立的 FTP 帐户。针对每个 FTP 帐户，您可指定访问的目录。



使用 Presence Builder 创建内容。



应用程序的简化部署，例如添加内容管理系统、相册、购物车、博客平台、论坛等
等。



通过 SSL 协议保护的安全数据交换。这需要网站托管于一个不与其他用户与网站
共享的专用的 IP 地址上。





邮箱与邮件列表。



查看有关站点访问量的统计信息。

网站与三级域名的网站分支（子域）。这往往是现有网站的分支。三级域名的网络地
址由点号隔开的三个部分组成。子域可用下面的服务：


区分文档根与主网站。文档根是存储网页的服务器上的一个目录。



通过 FTP 访问内容管理。



使用 Presence Builder 创建内容。



应用程序的简化部署。



通过 SSL 协议保护的安全数据交换。



查看有关站点访问量的统计信息。

添加更多域名
 托管一个新的二级域名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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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单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单击添加新域名，然后根据屏幕说明操作。
注意：如果您选择推荐选项，应该把相关的 DNS 设置以及您的域名与注册商的域名相
连接。如要实现此操作，需输入 Panel 名称服务器 IP 地址到注册商相应的 NS 记录中。
有关如何获得 IP 的说明如下：转到网站与域名 > <domain name> > DNS 设置，找到 NS
记录，然后找到与 NS 记录值相应的 A 记录。
例如，如果 NS 记录是
example.com.
NS
ns.example.com，
则找到带有 ns.example.com 的 A 记录，如
ns.example.com. A
192.0.2.12
结果值 192.0.2.12 就是您需要的 Panel 名称服务器 IP。

3. 单击确定。
现在在屏幕底部显示新的域名。

4. 如果您的帐户可更改主机设置，则可单击新网站的域名查看或更改主机设
置，如更改主机设置 ( P 77)部分中所述。
现在，您可开始使用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或将网站内容上传至新网站空间，如管理
网站内容 ( P 94)部分中所述。

注册域名
如果您的服务提供商提供域名注册服务以及 Web 托管服务，您可直接从 Panel 中开始注
册域名。要注册域名，请按如上所述添加域名，然后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上单击新域名旁
的现在注册链接。此时会将您重定向到提供商在线商店，您可在此完成注册。
注册域名后，域名将出现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上的已注册域名列表中。要获取关于域名注
册的信息（例如注册价格和下一次续订日期），请在此列表中单击相应域名。

删除域名
当您从 Panel 删除域时，与对应站点相关的所有数据将从服务器上删除。为您帐户创建的
第一个域名（默认域）无法被删除，但可以重命名。

 删除域名：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单击您要删除的域或子域的名称。

网站与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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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移除网站或移除子域名。
4. 确认删除操作并单击确定。
注意：从控制面板中删除域名不会取消这些域名的注册。如果您已注册这些域名，则仍可
将它们用于您的网站。

添加子域名
如果您的托管套装包括三级域名的子域，您可进行此操作：


合理组织您的站点结构。



在同一台服务器上托管其他网站或一个网站的一部分，不需要额外支付其他域名的注
册费用。

一个使用子域的示例：
您拥有一个网站 your-product.com 用来推广和出售您的产品。为发布与客户服务及网购
追踪相关的信息，您可组织子域“orders”，从而使您的用户能够直接通过访问网络地址
“orders.your-product.com”获取该信息。
由于子域与其他域具有相同的状态，因此您可以使用相同的一组工具和服务来处理子域。
例如，SSL 保护、Presence Builder、Web 统计……

 为网站的一个部分或独立站点创建子域名：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单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3. 单击添加新子域名。
4. 指定下列内容：
a. 在子域名框中，输入将要添加至您主网站域名中的地址部分。
b. 在文档根框中，输入保存网站所有文件与子目录的目录地址。您可
以使用称为httpdocs的默认的主网站目录或指定其他目录。
5. 单击确定。
现在在屏幕底部显示新的子域名。
您现在可将网站内容上传至子域网站空间（服务器上的目录），如通过 FTP 上传内容部分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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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符子域
如果输入星号 (*) 作为子域名，Panel 将创建所谓的通配符子域。当站点访问者输入未在
Panel 中注册的任何子域名时，他们将被重定向到此通配符子域。您可以创建任何域名级
别的通配符子域。例如，可以创建 *.mystore.example.com 子域。可在添加通配符子域名
(Linux) ( P 66)部分中了解关于通配符子域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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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域别名
通过域别名，您可以将多个域名指向同一个网站。这可能会很有用，例如用于品牌推广时。

 在 Panel 中设置域别名：
1. 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中运行添加新域别名向导。
2. 指定要为其创建别名的域（ 主域 ）及该别名的域名（例如alias.tld），
并设置以下内容：


同步 DNS 区域与主域名
如果启用此选项，域别名的 DNS 区域将与主域的区域同步。在主域的 DNS 区域中执
行的任何更改将自动应用到别名的 DNS 区域。例如，如果您创建类似
blog.primary_domain.tld 的 CNAME 记录，则对应的 blog.alias.tld 记录
将添加到别名的区域中。
注意：如果域别名的 DNS 区域已与主域同步，则您不能修改别名的 DNS 区域中的资
源记录。



邮件服务
Panel 不允许在域别名下创建邮箱，而会使用主域的邮箱。如果您选择邮件服务选项，
在主域下创建的邮箱也将在别名下可用。为了使用户能够阅读被发送到别名下的邮箱
的邮件，Panel 会将其重定向到主域下的对应邮箱。
例如：
您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mail@domain.tld。然后，您为 domain.tld 设置一个别
名，例如 alias.tld。如果您选择邮件服务选项，则发送到 mail@alias.tld 的
所有邮件将同样存在于 mail@domain.tld 中。否则，邮箱 mail@domain.tld 不
会接收发送到 mail@alias.tld 的邮件。



Web 服务
如果打开此选项，网站将以别名的 URL 在浏览器中打开。如果清除 Web 服务复选框，
则仅在已选择邮件服务时，才会将别名用于邮件。



使用 HTTP 301 代码进行重定向
默认情况下，Panel 将对别名使用 Web 服务器内部重定向。此时，对于访问者和 Web
搜索引擎而言，别名将成为单独的网站。这会导致问题，因为搜索引擎将为别名的内
容单独编制索引，从而使您的主域丢失搜索引擎排名。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您可以使用 HTTP 301 代码进行重定向（永久移动），方法是选
择使用 HTTP 301 代码进行重定向。此时，只有主域才会在搜索引擎中获得排名。更多
详情请参见
http://support.google.com/webmasters/bin/answer.py?hl=en&answer=93633。



Java Web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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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正在使用基于 Linux 平台的托管服务，并且在站点上安装了要通过域别名供用
户访问的 Java 应用程序，可选择 Java Web 应用程序选项。

添加通配符子域名 (Linux)
使用通配符子域名可将访客从不存在的子域重定向至您的一个网站，通常是到您的主要网
站。使用此功能的典型案例：


提高网站组织性并开展营销活动。
例如，您没有 vps-limited-offer 子域，但想把用户从 limited-vps-offer.example.com 转
到 example.com。



帮助用户到达您的网站，即使其输入了错误的域名。
如果网站名称包含 www 前缀，很容易出现域名输入错误的情况（例如，键入
ww.example.com）。



因此，一些网站应用程序 (WordPress) 使用通配符子域创建动态子域，方便了用户，
也提升了使用体验。

注意：如果您添加通配符子域名，将不会影响传输到现有子域的流量。

如何添加通配符子域名
您可为订购下的每个域名添加一个通配符子域名。为此，请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将一
个名为“*”的新子域添加到您的一个域名。示例：*.example.com。如果您希望该子域有一
组自定义脚本或网站内容，可为该子域指定自定义文档根。

通配符子域名的局限性
除以下情况外，通配符子域名的操作与一般子域名相同：


仅限于 Linux 的功能。目前，仅 Panel for Linux 支持通配符子域名。



不能重命名。无法对此类子域进行重命名。



无 DNS 区域。此类子域在 Panel DNS 服务器中没有自己的区域记录。但是，它们有
指向与相应域名相关联的 IP 地址的记录。



不允许安装 APS 应用程序。Panel 用户无法安装 APS 应用程序到通配符子域名。



无 Presence Builder 站点。Panel 用户无法编辑和发布网站到此类子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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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域名转发
 在 Panel 中创建域名转发：
在网站与域名 > 添加新域名中开始创建新域，并指定以下内容：


在域名框中，键入您已向服务提供商或域名注册公司注册的域名，以及要重定向访问
者的原域名。



在 DNS 服务器配置下，选择使用我们的 DNS 设置选项。



在主机类型下，选择转发选项。



在目标地址框中，输入您要将访问者重定向到的 URL 地址。



在转发类型下，选择标准转发或帧转发。要了解关于转发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转
发 ( P 81)。

 使用现有域作为域转发器：
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中，单击要作为转发器的域名旁边的主机设置，然后单击主机类型字
段旁边的更改链接，并指定以下内容：


在主机类型下，选择转发选项。



在目标地址框中，输入您要将访问者重定向到的 URL 地址。



在转发类型下，选择标准转发或帧转发。要了解关于转发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转
发 ( 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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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为域名配置 DNS
域名系统 (DNS) 是一个分级命名系统，能够将可以理解的域名转换为与 Web 托管相关
联的数值标识符（IP 地址）。此类转换称为解析。当您添加域名（使用网站与域名 > 添
加新域名）时，您应选择 Panel 在解析资源中的角色：它可以直接处理所有转换请求、用
作备份服务器，或将转换请求传送到远程服务器。可以为现有域名更改此角色（网站与域
名 > 域名 > DNS 设置）。本节后面将讨论关于每个角色的详细信息，并说明如何分配它
们。
注意：如果您的 Panel 不使用其自有 DNS 服务，并且不允许在远程 DNS 服务器上配置
DNS 设置，则您只能查看关于已注册域名的信息。网站与域名中的 DNS 设置链接将被替
换为 Whois 信息。

DNS 域名解析
DNS 基于称为域命名空间的树形等级结构。此全局命名空间包含所有可能的域名并分为
多个逻辑部分 - 域区域（查看下图）。域区域是命名空间的一个部分，其中包含一些特
定域的地址。地址保存在具有该区域授权的独立名称服务器上的文件中。例如，当浏览器
尝试访问 www.example.com 时，它会获取具有 example.com 区域授权的服务器上的
网站 IP 地址。如需了解更多有关 DNS 工作方式的信息，可参阅相应的文档。您可以通过
多种网络资源（例如 Microsoft TechNet）找到这些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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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购买域时，注册商会为您提供负责您的域和子域的 DNS 区域设置的访问权限。您可
允许注册商管理该区域或分配该区域到 Panel。后一个选项允许您直接从客户帐户中管理
区域。如需了解关于如何将区域分配给 Panel 的信息，可参阅 Panel 用作主 DNS 服务器 ( P
70)。
如果您是高级用户并且拥有要为其授予区域权限的 DNS 服务器，您可将 Panel 设置为从
（也称为从属）DNS 服务器。在这样的情况下，Panel 只会存储您区域的副本，您无法从
控制面板对其进行管理。只有在您的主要名称服务器处于不可访问或无法操作的状态时，
才可使用 Panel DNS 服务器。如需了解有关如何将 Panel 用作从属 DNS 服务器的信息，
可参阅 Panel 用作从 DNS 服务器 ( P 74)。
如果您决定不使用 Panel 作为 DNS 服务器，则应在域注册商的网站上执行所有的区域管
理。一些注册商会提供对远程 DNS 区域管理的支持。如果您的托管提供商使用此功能，
则不管您的权威名称服务器位于何处，您都可从控制面板修改 DNS 区域。要了解如何关
闭 Panel 的 DNS 服务器以及如何远程管理区域，可参阅 Panel 中注册商的 DNS 设置 ( P
74)。

本节内容：
Panel 用作主 DNS 服务器 .................................................................................. 70
Panel 用作从 DNS 服务器 .................................................................................. 74
Panel 中注册商的 DNS 设置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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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用作主 DNS 服务器
对于每个新域名，Panel 可根据您的服务提供商配置的设置自动创建 DNS 区域。域名使
用自动配置应该正常运行，如果您需要在域名区执行自定义修改，您可通过 Panel 进行设
置。

 查看域的 DNS 区域中的资源记录：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查看其 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向 DNS 区域添加新资源记录：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 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3. 单击添加记录。
4. 选择一种资源类型，并指定适当的数据：


对于指定名称服务器（负责某个域的 DNS 区域）域名的 NS 记录，您需指定域名
（或子域名），然后指定相应的名称服务器的域名。如果您正为您的主域定义 NS
记录，您应该保持域名字段为空。若正定义子域的名称服务器，请在域名字段键入
子域。之后，在名称服务器字段键入相应名称服务器的域名。例如：
ns1.mynameserver.com。



对于将 IP 地址与域名关联的 A 与 AAAA 记录，需指定域名和 IP 地址。如果正在
为主站点定义 A 记录，则应将域名字段保留为空。如果您正为一个名称服务器指
定一个 A 记录，需输入 ns1 或 ns2 至域名字段。然后指定与域名关联的 IP 地址。



对于 CNAME 记录（可指定在域名系统中与主域地址相关联的子域（或看起来像
子域的域的别名，例如，www）），您需输入子域名或 www 别名，然后再输入主
域名。



对于为给定域指定首选邮件服务器主机名的 MX 记录，需指定邮件域（或子域）、
负责接收邮件的邮件交换服务器域名和服务器优先级。对于主域，只需将可用字段
保留为空。然后输入邮件服务器域名。如果您正在运行一个名为
“mail.myhostname.com”的远程邮件服务器，则只需将 'mail.myhostname.com' 输
入邮件交换服务器字段即可。然后，指定其优先级：0 表示优先级最高，50 表示
优先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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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向 DNS 查找（IP 地址转换为域名）所需的 PTR 记录，需输入 IP 地址/掩码，
然后输入此 IP 地址将要转换成的域名。



对于用于指定任意人工可读文本的 TXT 记录，可键入任意文本字符串或 SPF 记录。



对于用来指定其他服务（除邮件外）位置的 SRV 记录，需输入服务名称、协议名
称、端口号和目标主机。您也可以在相应字段中指定目标主机的优先级以及相应重
要性（仅适用于同一优先级的记录）。

4. 单击确定，然后单击更新。

 修改资源记录的属性：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 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3. 单击与您要修改的资源记录相应的主机列中的超链接。
4. 按要求修改记录，单击确定，然后单击更新。
除上述资源记录外，还有授权开始记录。该记录表示该 DNS 名称服务器负责域的 DNS
区域。它包含一些对域名系统中 DNS 区域相关信息的传播产生影响的设置。

 修改域的授权开始 (SOA) 记录中的项目：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 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3. 单击SOA记录。
4. 指定所需值：


刷新间隔。这是从属名称服务器与主名称服务器检查的频率，以查看是否对域的区
域文件做了任何更改。Panel 设置的默认值为三小时。



重试间隔。这是从属服务器在重试失败的区域传送之前的等待时间。该时间通常小
于刷新间隔。Panel 设置的默认值为一小时。



过期间隔。这是从属服务器在区域未成功刷新或更新的情况下，停止查询响应之前
的等待时间。Panel 设置的默认值为一周。



最小 TTL。这是从属服务器缓存负响应的时间。Panel 设置的默认值为三小时。



默认 TTL。这是其他 DNS 服务器在缓存中存储记录的时间。Panel 设置的默认值
为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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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然后单击更新。
在高级 DNS 区域中注册的一些站点强制使用 IETF 和 RIPE 推荐的序列号格式，大多是欧
洲格式。如果您的域在这些区域的其中一个进行了注册，且注册商拒绝您的 SOA 序列号，
使用 IETF 和 RIPE 推荐的序列号格式可解决此问题。
Panel 管理服务器使用 UNIX 时间戳语法配置 DNS 区域。UNIX 时间戳是自 1970 年 1 月
1 日起的秒数 (Unix Epoch)。32 位时间戳会在 2038 年 7 月 8 日走到尽头。
RIPE 建议使用 YYYYMMDDNN 格式，YYYY 指年份（四位数），MM 指月份（两位数），
DD 指日期（两位数），nn 指每日的版本（两位数）。YYYYMMDDNN 格式直到 4294
年才会走到尽头。

 将域名的授权开始 (SOA) 序列号格式更改为 YYYYMMDDNN：
1. 转到网站与 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3. 单击SOA记录。
4. 选择使用IETF与RIPE推荐的序列号格式复选框。
注意：查看使用所选格式生成的 SOA 序列号样本。如果最终号码少于当前区域号码，
则修改可能会导致此域的 DNS 出现暂时故障。网络用户有时会无法看到区域的更新。

5. 单击确定，然后单击更新。

 从区域删除资源记录：
1. 转到网站 & 域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3. 选择与您需要移除的记录相对应的复选框。
4. 单击移除。
5. 确认删除，单击确定，然后再单击更新。

 恢复与服务器上所用的默认 DNS 模板设置对应的原始区域配置：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 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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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恢复默认。
4. 在IP地址菜单中，选择用于恢复区域的IP地址。
5. 指定该域是否需使用www别名。
6. 选择确认DNS区域恢复复选框，然后单击确定。

 恢复域名的授权开始 (SOA) 序列号格式（UNIX 时间戳）：
1. 转到网站 & 域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3. 单击SOA记录。
4. 清除“使用IETF与RIPE推荐的序列号格式”复选框。
注意：查看使用所选格式生成的 SOA 序列号样本。如果最终号码少于当前区域号码，
则修改可能会导致此域的 DNS 出现暂时故障。网络用户有时会无法看到区域的更新。

5. 单击确定，然后单击更新。
在默认情况下，只有每个区域所含 NS 记录指定的名称服务器才允许传送 DNS 区域。如
果使用的是基于 Windows 的帐户，您可更改区域传送设置。

 如果您的站点名称注册商需要您允许您服务的所有区域进行传送，

请：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 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3. 单击区域传送。此时，屏幕将显示允许所有区域传送DNS区域的所有主机。
4. 指定注册商的IP地址或网络地址，并单击添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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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用作从 DNS 服务器
如果您在自己的帐户上托管网站并有一个作为主要（主）名称服务器的独立 DNS 服务器，
则可设置 Panel 的 DNS 服务器作为从属（从）名称服务器。

 设置 Panel 的 DNS 服务器作为从属名称服务器：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 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3. 单击切换DNS服务模式。
4. 单击添加记录。
5. 指定主要（主）DNS服务器的IP地址。
6. 单击确定，然后单击更新。
7. 对需要在您的服务器上开通从属名称服务器的每个站点重复执行2到6步。

 设置 Panel 的 DNS 服务器作为主要服务器的后备：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 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3. 单击切换DNS服务模式。
该区域的原始资源记录将会被存储。

Panel 中注册商的 DNS 设置
如果您的一些网站有授权的外部主要名称服务器与从属名称服务器，可关闭这些网站的
Panel DNS 服务。

 关闭外部名称服务器所服务站点的 Panel DNS 服务：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管理其 DNS设置的域名。
2. 单击DNS设置。
3. 单击关闭DNS服务。
关闭该区域的 DNS 服务将刷新该页面，从而只保留名称服务器列表。注意：列举的名
称服务器记录对系统无影响。它们只作为可单击的链接出现在屏幕上，以便于您验证
在外部权威名称服务器上维护的区域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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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您需要验证在权威名称服务器上维护的区域的配置，可进行下面的操
作：
a. 将指向对于区域具有权威性的相应名称服务器的项添加至列表：单
击添加记录，指定名称服务器，并单击确定，然后单击更新。
b. 为您希望测试的每个名称服务器重复步骤a。记录将显示在列表中
。
c. 单击您刚刚创建的记录。
Panel 将从远程名称服务器上获取区域文件，并查看资源记录以保证域的资源得到合理的
解决。结果会在屏幕上进行解释及演示。
如果控制面板与计费系统集成，则可通过 Panel 对域进行下面的操作：


设置访问注册商网站的域管理面板的密码。



为传送至其他提供商锁定与解锁域名。



更改域注册者与其他联系信息。



更改域注册商所服务域区域的 DNS 设置。



配置域帐户的自动更新。

 设置用于访问注册商网站的域管理面板的新密码：
1. 转到帐户选项卡。
2. 找到您需更改设置的域名，并单击靠近该域名的链接显示域信息。
3. 单击更改域密码。
4. 键入新的密码并单击确定。

 为传送至其他提供商锁定与解锁域名：
1. 转到帐户选项卡。
2. 找到您需更改设置的域名，并单击靠近该域名的链接显示域信息。
3. 单击更改注册商锁定设置。
4. 要允许域名传送，可清除锁定复选框并单击确定。

 更改域拥有者的联系、技术、管理或付费信息：
1. 转到帐户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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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到您需更改设置的域名，并单击靠近该域名的链接显示域信息。
3. 单击编辑联系信息。
4. 进行所需更改，然后单击确定。

 更改域的 DNS 设置：
1. 转到帐户选项卡。
2. 找到您需更改设置的域名，并单击靠近该域名的链接显示域信息。
3. 单击编辑DNS设置。
4. 指定服务于网站的DNS区域的域名服务器与托管网站的服务器IP地址。
5. 如果您网站的DNS区域由您的域名注册商服务，您也可指定影响网站服务
的访问方式的其他资源记录。
6. 若要保存更改，请单击确定。

 配置域名的自动更新：
1. 转到帐户选项卡。
2. 找到您需更改设置的域名，并单击靠近该域名的链接显示域信息。
3. 单击自动域更新。
4. 若要允许域名注册的自动更新，可选择打开自动更新复选框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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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设置
可以在控制面板的网站与域名选项卡上配置网站主机设置。所有网站级主机设置可划入以
下分组：


常规。
托管类型、安全、脚本和统计信息设置。请查看常规设置 ( P 78)。



PHP。
PHP 脚本语言设置。请查看 PHP 设置 ( P 84)。



Web 服务器。
Web 服务器设置（Apache（具有 nginx）或 IIS）。Web 服务器类型取决于 Panel 版
本：Apache（具有 nginx）适用于 Panel for Linux，IIS 适用于 Panel for Windows。
请查看相应的 Apache Web 服务器设置 ( P 89)和 IIS Web 服务器设置 ( P 91)。
请注意，在 IIS Web 服务器设置中，您可以配置基本的网站安全设置，如匿名访问、
SSL 使用和目录浏览。

在 Windows 上，您还可以在网站与域名 > 选择域 > ASP.NET 设置中自定义 ASP.NET 设
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SP.NET 设置 (Windows) ( P 87)。

本节内容：
常规设置............................................................................................................ 78
Web 脚本设置.................................................................................................... 83
Web 服务器设置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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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设置
要查看某个网站的常规主机设置，请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上单击其名称旁边的主机设置。
常规网站主机设置分为以下分组：

基本设置


域名。您向域名注册商注册的将用于此网站的域名。
注意：根据托管提供商的政策，您可能无法修改您订购的主域的域名。默认情况下，
主域名称与订购名称一致。



主机类型。托管类型（网站主机、转发和无主机）定义了网站的行为。默认情况下，
所有网站属于网站托管类型，因为它们物理地托管在服务器上。
要更改托管类型，请使用更改链接。要了解关于托管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机类
型 ( P 79)。
要挂起其所有邮箱和邮件列表托管于网站域名下的网站，请使用挂起选项。
注意：其他基本设置取决于所选的托管类型。请参阅主机类型 ( P 79)。



网站状态。网站状态定义了站点在浏览器中的可访问性，以及可用的托管服务。除正
常工作外，还可挂起网站以使其不在浏览器中打开，甚至可以禁用网站的托管功能（如
邮件服务和 DNS 服务）。如果您希望自己的网站暂时处于不可用状态（例如出于维护
目的），则应更改状态。请参阅网站状态 ( P 82)。



文档根。为网站主机类型的域显示。请参阅网站主机 ( P 80)。



首选域。为网站主机类型的域显示。请参阅网站主机 ( P 80)。

安全性设置


启用 SSL 支持。安全套接子层加密通常用于（在专用 IP 地址上运行的）电子商务
网站在线交易期间保护敏感数据的传输。参与加密流程的 SSL 证书通常应用于单
一 IP 地址的单一域名，因此，每个需要 SSL 保护的站点必须托管于专用 IP 地址。
子域例外，您可通过通配符证书为其提供保护。在 Web 服务器（在单个 IP 地址上
托管不同域名的多个网站）上安装 SSL 证书的操作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不建议
执行该操作：系统将会提供加密，但是用户若尝试连接至安全站点则会收到警告消
息。允许网站 SSL 加密，可选择启用 SSL 支持复选框。

Web 脚本和统计信息


脚本语言。指定您需要网站支持的编程和脚本语言。对于 PHP，您也可以选择自
定义的 PHP 版本和处理程序类型。PHP 选项卡中提供有更多 PHP 设置。要了解关
于 PHP 处理程序和 PHP 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HP 设置 (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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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FrontPage 设置。Microsoft FrontPage 是一款很受欢迎的网站创作工具。
要通过 Microsoft FrontPage 启用内容创建与发布，可选择 Microsoft FrontPage 支持
、通过 SSL 连接的 Microsoft FrontPage 支持和允许的远程 FrontPage 创作。



Web 统计。选择您用于查看关于网站访问者的图形报告与图表的网站统计软件。同
时，如果您想要通过访问密码保护的目录
http://your-website/plesk-stat/webstat 查看统计报告，可选择相应
的复选框。



自定义错误文档。当 Web 服务器无法找到访问者所要求的站点页面时，Web 服务
器会生成并使用标准的 HTML 页面显示错误消息。如果您需要创建自己的错误页
面并在 Web 服务器上使用，可选择自定义错误文档复选框。



其他编写与修改权限（仅限于 Windows 主机）。如果网站的 Web 应用程序将使用
位于 httpdocs 或 httpsdocs 目录根的基于文件的数据库（如 Jet），则需要此
选项。请注意，使用该选项将给网站带来安全隐患。

本节内容：
主机类型............................................................................................................ 79
网站状态............................................................................................................ 82

主机类型
主机类型定义了网站的行为。Panel 支持三种类型的托管：网站主机、转发和无主机。

本节内容：
网站主机............................................................................................................ 80
转发 ................................................................................................................... 81
无 Web 主机的域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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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主机
网站主机是指网站物理机位于服务器上。
对于网站主机类型，您可以指定：


文档根。保存网站所有文件与子目录的目录的位置。您可以使用默认目录 httpdocs
或指定其他目录。



首选域名。通常，任何网站都具有两个 URL：带 www 前缀（如 www.example.com
）和不带 www 前缀（如 example.com）。建议您始终将访问者重定向到这些 URL
中的一个（通常为非 www 版本）。例如，当您将首选域设置为非 www 版本
(example.com) 之后，网站访问者将被重定向到此 URL，即使他们在浏览器中指定
www.example.com 也是如此。
Panel 使用搜索引擎友好的 HTTP 301 代码执行此类重定向。这将允许保持您站点（首
选域）的搜索引擎排名。如果通过选择无关闭重定向，搜索引擎会将两个版本的网址
（ www 版本和非 www 版本）视为不同网站的 URL。其结果是，排名将被这些 URL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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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
您可以通过域名转发将一个或多个已注册域名指向同一个物理网站。这样可以将访问者从
其在浏览器中指定的 URL 自动重定向到具有不同 URL 的网站。例如，网站
www.example.com 的访问者可被重定向到www.somedomain.tld。Panel中有两种类
型的转发：标准转发和帧转发。

标准转发
通过标准转发，已重定向到另一个 URL 的用户可在浏览器地址栏中看到目标 URL。
根据您要使用重定向功能的时间长度，您可以选择重定向类型 - 永久移动（代码 301）或
临时移动（代码 302）。这些是由 Panel 发送到浏览器以进行重定向的 HTTP 响应代码。
从访问者的角度看，响应代码没有意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将访问者简单地重定向到
目标 URL。对于搜索引擎，该代码定义它们应如何处理重定向的网站，以及如何影响搜
索引擎排名。


永久移动（代码 301）。
如果您要在将网站永久移动到另一个地址后保持网站的搜索引擎排名，请使用该重定
向类型。
例如，如果 example1.com 已经永久移动到域 example2.com，排名不会在
example1.com 和 example2.com 之间分割 - 搜索引擎爬网程序会将它们视为单个
网站。



暂时移动（代码 302）。
如果要暂时使用目标域（例如，要在保持旧版本的同时通过实际访问者测试新网站版
本），请使用此类型的重定向。如果为新创建的目标域设置此重定向，搜索引擎将不
会为该域编制索引。

帧转发
通过帧转发，在将访问者重定向到另一个站点时，访问者浏览器地址栏中将继续显示源
URL。因此，访问者将不知道发生了重定向。这就是所谓的帧转发，因为源站点的索引页
面中包含目标网站的帧。

无 Web 主机的域名
您可以关闭 Web 服务，并仅使用该域名下的电子邮件服务（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域名 >
更改链接 > 无 Web 主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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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状态
网站状态定义了网站是否可在 Internet 上可用，以及为其提供的主机服务。如果客户端没
有为服务支付费用，托管服务提供商可能需要更改网站状态。如果网站所有者要使网站暂
时不可用，则他们可以更改其网站的状态。
Panel 支持三种网站状态：挂起、禁用和活动。

挂起网站
如果您想关闭网站以进行维护，并让访问者知道网站暂时无法使用，则可以挂起网站，使
其不在浏览器中打开（网站与域名 > 域名 > 挂起链接）。访问者将通过搜索引擎友好的
HTTP 503 代码（服务不可用）重定向至“503 服务不可用”错误页面。站点的搜索引擎排
名将不会受到影响，而托管服务（如邮件）仍然可用，并且可由 Panel 管理。
您可以使用控制面板 > 网站与域名 > 域名中的 编辑维护错误页面链接自定义错误页
面。
注意：
只有在您的托管计划提供了用于自定义 Web 服务器错误文档的选项
（“网站与域名 >
域名 > 编辑”中的自定义错误文档为开启）时，才会显示编辑维护错误页面链接。

禁用网站
如果停止维护网站，可以使用网站与域名 > 域名 > 禁用链接来禁用网站。访问者将看到
由托管服务提供商设置的 Web 服务器的默认页，并且网站的搜索引擎排名会下降。
服务器上将停止托管已禁用的网站：它们将从 Web 服务器配置中排除。但是，可通过 FTP
客户端和文件管理器访问已禁用的网站的物理目录和文件。邮件等托管服务将不可用。
注意：在 11.5 之前的 Panel 版本中，此状态称为挂起。

活动网站
要恢复网站的联机状态，请使用网站与域名 > 域名 > 激活链接。网站将开始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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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脚本设置
对于您订购中的每个网站，可指定 Web 服务器应支持的程序与脚本语言。Active Server
Pages (ASP)、Microsoft ASP.NET、Server Side Includes (SSI)、PHP 超文本预处理器
(PHP)、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CGI)、Fast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FastCGI)、Perl 和 Python。自 Panel 10.4 起，您就可为您订购中每个网站（或子域）单
个配置 PHP 设置。您的订购必须具有相应的权限才能进行相应的配置。要了解有关自定
义 PHP 配置的信息，可参阅 PHP 设置部分。

本节内容：
PHP 设置 ........................................................................................................... 84
ASP.NET 设置 (Windows).................................................................................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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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设置
PHP 是创建动态 Web 页面的最常用的脚本语言之一。如今的大部分网站与 Web 应用程
序都基于 PHP 脚本。因此，站点管理员应清楚如何控制 PHP 脚本的执行。
为特定网站执行 PHP 脚本的方式由两个方面确定：站点的 PHP 处理程序和 PHP 设置。
可以按照如下所述在控制面板中为特定网站设置这些参数。

PHP 处理程序
当访问者访问基于 PHP 脚本的站点时，Web 服务器将解释站点脚本以生成向访问者显示
的页面。PHP 处理程序调用所需的 PHP 库以进行此解释。您可以从多个 PHP 处理程序
中进行选择：
ISAPI (Windows)、Apache 模块 (Linux)、
FastCGI、
CGI 或 PHP-FPM (Linux)。
关于要选择哪个 PHP 处理程序的决定将取决于多个因素，如安全性考虑、脚本执行速度
和内存消耗。

 为您的网站选择 PHP 处理程序：
1. 转到网站与域名。
2. 单击您要为其选择PHP处理程序的网站的域名旁边的主机设置。
3. 选择以下PHP处理程序中的一个作为运行PHP为参数（位于PHP支持选项的
旁边）的值：

运行 PHP 为

性能

内存使
用

安全性

Apache 模块
（仅适用于
Linux）

高。

低

此处理程序（也称为 mod_php）是最不
安全的选项，因为所有 PHP 脚本由
apache 用户代表执行。这意味着，通
过任何方案订户的 PHP 脚本创建的所有
文件都具有相同的所有者 (apache) 和
权限集。因此，用户可能能够影响其他
用户的文件或某些关键系统文件。

作为 Apache Web 服
务器的一部分运行。

注意：您可以通过打开 PHP
safe_mode 选项来缓解一些安全问
题。它将禁用一些会导致潜在安全风
险的 PHP 功能。请注意，这可能会
导致一些网络应用程序无法运行。
safe_mode 选项已过时，已在 PHP
5.3 中弃用。

网站与域名
低
ISAPI 扩展（仅 高。
适用于
作为 IIS Web 服务器
Windows，
的一部分运行。
从 PHP 5.3 起
不再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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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订购打开了专用的 IIS 应用程序
池，ISAPI 扩展可提供站点隔离。网站隔
离意味着不同客户的站点将独立运行自
己的脚本。因此，在一个 PHP 脚本中发
生的错误不会影响其他脚本的工作。此
外，PHP 脚本将代表与托管帐户关联的
系统用户运行。

注意：ISAPI 扩展处理程序从 PHP
5.3 开始不受支持。
CGI 应用程序 低。

低

为每个请求创建一个
新进程，并在处理请
求后关闭它。

CGI 处理程序代表与托管帐户关联的系
统用户提供 PHP 脚本执行。在 Linux 上，
只有当 Apache Web 服务器的 suEXEC
模块已打开（默认选项）时，才可能发
生此行为。否则，所有 PHP 脚本都将以
apache 用户的名义执行。
建议您仅将 CGI 处理程序用作后备处理
程序。

FastCGI 应用
程序

高（接近于 Apache 高
模块和 ISAPI 扩展）。

FastCGI 处理程序代表与托管帐户关联
的系统用户运行 PHP 脚本。

保持进程运行以处理
其他传入请求。

PHP-FPM 应用 高
程序（仅适用
于 Linux）

低

PHP-FPM 是 FastCGI 的一个高级版本，
它可显著提升高负载 Web 应用程序的效
率。
仅在托管服务提供商已安装 PHP-FPM
处理程序，并且网站设置中的通过 nginx
处理 PHP 选项已打开（网站与域名 > 选
择域 > Web 服务器选项卡）时，才可使
用该处理程序。

注意：如果将 PHP 从 Apache 模块切换到 FastCGI 应用程序，可能会破坏现有 PHP 脚本的
运行。通过在网站 Web 服务器设置中选择通过 nginx 处理 PHP 切换到 PHP-FPM，也可以
完成此操作。

PHP 版本
Panel 支持不同版本的 PHP。对于每个处理程序，可使用一种或多种 PHP 版本。可用版
本的列表由您的托管服务提供商确定，与您选择的 PHP 处理程序位于相同的位置：网站
与域名选项卡 > <domain_name> > 编辑。
注意：除需使用 PHP 4.x 托管一些旧 PHP 应用程序的情况外，应始终使用 PHP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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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设置
PHP 脚本的处理过程取决于多个配置设置。这些设置指定了多个脚本执行方面，如性能
（例如，脚本可使用内存容量）、安全（例如，访问文件系统与服务），等等。您可能需
要出于各种原因调整这些设置：


阻止因不规范写入脚本而导致的内存泄漏与服务器挂起。



保护数据以免受到恶意脚本的攻击。



符合某个 Web 应用程序的要求。



测试自己的脚本与其他脚本。

PHP 设置位于控制面板中的网站与域名 > 选择网站 > PHP 设置。为了方便，所有 PHP
设置被分为两组：


性能设置。
这些设置定义了脚本如何使用系统资源。例如：可使用 memory_limit 参数限制脚
本内存量，以防止内存泄漏。此外，可通过 max_execution_time 限制允许的脚本
运行最大时间，以防止脚本绑定服务器。



通用设置。
这组包含了其他通用的 PHP 设置。通常有：安全设置（例如，PHP 安全模式切换或
注册全局变量的权限）、错误报告设置（例如，日志错误的指令），等。

您可在 PHP 设置中设置每个参数值，可从预设中选择一个值，输入一个自定义值，或者保
留默认值。在后一种情况下，Panel 使用由服务器范围的 php.ini 文件所定义的值。如需
了解更多有关特定 PHP 设置的信息，可参阅相应的文档。例如，
http://php.net/manual/en/ini.list.php。
可以在参数值中使用三个占位符：


{DOCROOT} - 针对用于获取自定义 PHP 配置的域的文档根目录。



{WEBSPACEROOT} - 针对订购（网站空间）根目录（网站空间）。



{TMP} - 针对用于存储临时文件的目录。

注意：Panel 中的 PHP 设置的默认值与 PHP 正式文档（位于
http://php.net/manual/en/ini.list.php）中建议的默认值不同。
注意：网站的自定义 PHP 配置用作此站点的所有子域的预设置。可以通过与用于网站的
相同方式进一步执行针对每个子域的 PH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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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NET 设置 (Windows)
 配置网站的 ASP.NET 设置：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您网站的域名。
单击ASP.NET设置。

3.

4. 创建决定使用数据库的ASP.NET应用程序的数据库连接数据的字符串。该
选项仅在ASP.NET 2.0.x上可用。
当您第一次打开 ASP.NET 配置，将显示一般结构的样本连接参数。您可删除这些
参数并指定自己的字符串。


要添加字符串，请将必需的数据填入名称和连接参数输入字段，并单击这两个字段
旁的
。



要删除字符串，请单击该字符串旁的

。

5. 在自定义错误设置字段中，设置将由ASP.NET应用程序返回的自定义错误
消息：


要设置自定义错误消息模式，请从自定义错误模式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选项：


开启 － 自定义错误信息已启用。



关闭 －自定义错误信息已禁用，同时显示出详细的错误信息。



仅限于远程 - 自定义错误信息仅向远程客户端显示，而 ASP.NET 错误则向本
地主机客户显示。



要添加自定义错误消息（该消息应用于关闭模式外的所有情况），请在状态代码和
重定向 URL 中输入值，并单击
。


状态代码参数对导致重定向到错误页面的 HTTP 状态代码进行定义。



重定向 URL 参数对错误页面的 Web 地址进行定义，该错误页面将错误信息呈
现给客户端。

由于可能出现的冲突，您无法使用已存在的错误代码添加新的自定义错误消息，但
是您可以为现有代码重新定义 URL。


要从列表中删除自定义错误消息，请单击该消息旁的

。

6. 在编译和调试字段中配置编译设置：


设置用于动态编译文件的默认编程语言，可从默认网页语言列表中选择项目。



要启用“编译二进制发行代码”，请将启用调试复选框保留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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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编译二进制调试代码”，请选中启用调试复选框。这种情况下，包含错误的
源代码片断将显示在诊断页面消息中。

注意：在调试模式下运行应用程序会消耗内存和/或降低性能。建议在测试应用程序时
使用调试模式；在部署应用程序到产品方案之前则禁用此模式。

7. 在全球化设置部分配置ASP.NET应用程序的编码设置：


要设置所有传入请求采用的编码，请在请求编码字段中输入一个编码值（默认为
UTF-8）。



要设置所有响应采用的编码，请在响应编码字段中输入一个编码值（默认为
UTF-8）。



要设置用于解析 .aspx、.asmx 和 .asax 文件的默认编码，请在文件编码字段
中输入一个编码值（默认为 Windows-1252）。



要设置处理传入 Web 请求时所需的默认区域性，请在区域性列表中选择相应项。



要设置在处理区域性资源的搜索时所需的默认区域值，请在 UI 区域性列表中选择
相应项。

8. 在代码访问安全性字段为ASP.NET应用程序设置代码访问安全信任级别。
“CAS 信任等级”是一个为应用程序运行所指定的安全区，用来定义应用程序可以访问
的服务器资源。
重要说明：如果一个程序集被分配的信任级别过低，则该程序集将不能正常运行。有
关权限级别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en-us/dnnetsec/html/THCMCh09.asp?frame=true
#c09618429_010。

9. 在脚本库设置字段启用辅助脚本的使用。如果您在网站上使用验证Web控
件，则需要指定脚本库设置。该选项仅在ASP.NET 1.1.x上可用。


如果您需要使用辅助脚本（特别是为验证输入数据而实施对象的脚本），请为 .NET
framework 脚本库提供设置。要执行此操作，请在至 Microsoft 脚本库的路径字段输
入以前面带有斜线的域根目录开头的路径，或者单击位于至 Microsoft 脚本库的路
径字段旁的文件夹图标并浏览至所需位置。



要启动在指定位置自动安装包含脚本的文件，请选中安装复选框。如果指定位置已
存在这些文件，则它们将被重写。

10. 在会话设置字段中设置客户端会话参数：


要设置应用程序的默认验证模式，请从验证模式列表中选择合适的选项。请注意，
只要使用了 IIS 验证，就必须选择 Windows 验证模式。



要创建会话可闲置的时间，可在会话超时框中输入分钟数。

11. 单击确定以应用所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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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服务器设置
Web 服务器类型取决于 Panel 版本：Apache（具有 nginx）适用于 Panel for Linux，IIS
适用于 Panel for Windows。根据您的 Panel 版本，请参阅 Apache Web 服务器设置 ( P
89)或 IIS Web 服务器设置 ( P 91)。

本节内容：
Apache Web 服务器设置 ................................................................................... 89
IIS Web 服务器设置 ........................................................................................... 91

Apache Web 服务器设置
Panel 使用 Apache Web 服务器 (http://en.wikipedia.org/wiki/Apache_HTTP_Server) 向
客户端（如访问者用于访问网站的浏览器）提供网页。默认情况下，为实现更好的性能，
将在实现 Apache 时辅以另一个 Web 服务器 - nginx。有关 Apache 如何在 Panel 中与
nginx 集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员指南中的 Apache（具有 nginx）。

默认 Web 服务器设置由服务器管理员（托管服务提供商）指定。例如，这些设置可以确
定 Web 服务器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文件、如何使用 SSL、在何处存储日志文件，等。
但是，您（网站拥有者）可以为您的网站设置自定义 Web 服务器设置。例如，添加新索
引文件类型、限制网站访问，等。
注意：只有在您的托管订购提供相应权限时，您才能为网站调整 Web 服务器设置。

本节内容：
调整 Apache Web 服务器设置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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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Apache Web 服务器设置
所有自定义 Web 服务器设置位于网站与域名 > <domain_name> > Web 服务器设置页中。
自定义设置只应用于选定网站。这些设置分为两组：


通用 Apache 设置。
这些设置通常由可能需要添加新索引文件类型（索引文件）或具有特定扩展名的 MIME
类型（MIME 类型）的网站所有者进行更改，以限制对网站的访问（拒绝访问网站），
或指定针对特定文件类型的 Apache 处理程序（处理程序）。



nginx 设置。
这些设置定义了如何在 Apache 和 Nginx 网络服务器之间分配 Web 请求处理工作，以
提高特定站点的性能。
重要说明：nginx 设置只适用于高级用户。要了解关于 nginx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管理员指南中的调整虚拟主机的 nginx 设置。


智能静态文件处理。
警示：仅在解决nginx相关问题时才关闭此选项。
关闭此选项将限制 nginx 的角色：它只会传送请求和响应而不进行修改。除对 nginx
相关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时，建议您打开此选项。



nginx 直接处理静态文件。
对于具有大量静态内容（如图片或视频文件）和高负载的网站，可以通过将静态文
件处理工作委托给 nginx 来提高性能。Apache 将不会参与处理针对具有指定扩展
名的文件的请求。
例如，要从 JPG 和 GIF 文件提交任务中排除 Apache，您应打开 nginx 直接处理静
态文件选项，并指定诸如以下所示的文件扩展名：

gif jpg
或
gif|jpg
警示：因为对静态文件的请求不会到达Apache，所以它们不会通过Apache处理程
序传递。例如，这意味着将不会应用重写规则或 .htaccess指令。


通过 nginx 处理 PHP。
当打开通过 nginx 处理 PHP 选项时，Apache 不会以任何方式参与处理 PHP 文件请
求。所有 PHP 文件请求将由 nginx 使用 PHP-FPM 处理程序进行处理。Apache
所使用的处理程序在 nginx 上不可用。PHP-FPM 是 FastCGI 的一个高级版本，它
可显著提升高负载 Web 应用程序的效率。要了解关于 PHP-FPM 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http://php-fpm.org/about/。
警示：因为对PHP文件的请求不会到达Apache，所以它们不会通过Apache处理程
序（CGI、FastCGI或Apache模块）传递，从而使一些Web应用程序可能无法
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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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子域具有自己的 Web 服务器设置，因此，当您更改具有子域的网站的 Web 服务
器设置时，这些子域将不会收到这些更改。
如果未找到所需的设置，请联系您的服务器管理员（托管服务提供商），他们可以为网站
设置更多自定义设置。

服务器设置默认值
您可以通过输入自定义值来设置每个参数的值，也可以保留使用默认值。在后一种情况下，
Panel 将使用服务器管理员（托管服务提供商）所定义的默认 Web 服务器配置中的值。
您的值将覆盖默认值。唯一的例外情况是拒绝访问站点设置 - 默认配置中的 IP 地址以及
您指定的 IP 地址将应用到网站。在发生冲突时（例如，当您允许使用在默认配置中被拒
绝的 IP 地址时），Apache 将使用您的设置。

IIS Web 服务器设置
Panel 使用 IIS Web 服务器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et_Information_Services)
向客户端（如访问者用于访问网站的浏览器）提供网页。IIS 的行为由多种设置定义。

默认 Web 服务器设置由服务器管理员（托管服务提供商）指定。例如，这些设置可确定
IIS 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文件、如何使用 SSL，等。
但是，您（网站拥有者）可以为您的网站设置自定义 Web 服务器设置。例如，添加新索
引文件类型、限制网站访问，等。
注意：只有在您的托管订购提供相应权限时，您才能为网站调整 Web 服务器设置。

本节内容：
调整 IIS Web 服务器设置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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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IIS Web 服务器设置
所有可自定义的 Web 服务器设置位于网站与域名 > 选择网站 > Web 服务器设置中。自
定义设置只应用于选定网站。这些设置分为以下组：

自定义设置
这些设置通常由希望执行以下操作的网站所有者更改：


允许网站访问者在其浏览器中查看网站目录的文件和子目录的列表（目录浏览）。如
果网站根目录中没有默认索引页的匹配项，将显示目录列表。



添加新的默认索引页类型（默认文档）。



为具有特定扩展名的文件添加新 MIME 类型（MIME 类型）。

目录安全性设置
这些设置允许站点所有者：


通过用户名和密码限制对网站的访问 - 仅系统用户能够访问站点（匿名访问）。如果
您的站点不可由任何访问者访问（例如，网站是供内部使用的 Web 应用程序），则“拒
绝匿名访问”可能很有用。请注意，在 Panel 中创建的 FTP 用户和其他 FTP 用户将可
以访问这类网站（如果他们被授权访问该站点的目录）。



强制所有客户端（如浏览器或 FTP 客户端）使用安全的 HTTPS 协议类访问他们的站
点（需要 SSL）。例如，如果站点包含和传输个人信息，将需要此选项。

访问限制设置
这些设置允许站点所有者通过访问者 IP 地址来限制访问站点（拒绝访问站点），这是通
过拒绝和允许特定 IP 地址访问来实现的。
注意：子域具有自己的 Web 服务器设置，因此，当您更改具有子域的网站的 Web 服务器
设置时，这些子域将不会收到这些更改。
如果未找到所需的设置，请联系您的服务器管理员（托管服务提供商），他们可以为网站
设置更多自定义设置。

服务器设置默认值
您可以通过输入自定义值来设置每个参数的值，也可以保留使用默认值。在后一种情况下，
Panel 将使用服务器管理员（托管服务提供商）所定义的默认 Web 服务器配置中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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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值将覆盖默认值。唯一的例外情况是拒绝访问站点设置 - 默认配置中的 IP 地址以及
您指定的 IP 地址将应用到网站。在发生冲突时（例如，当您允许使用在默认配置中被拒
绝的 IP 地址时），IIS 将使用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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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内容
要创建自己的网站，并使用您需要的内容（文本、图片、视频等）填充网站，可使用 Panel
提供的下列方法之一：




使用网站创建和管理工具。如果您还没有网站，可考虑使用用于创建、编辑和发布网
站的工具自行设置一个网站。即使您不具备必要的网络编程和设计技能，也可以完成
此过程。这类工具的最佳示例如下：


Presence Builder - 与控制面板集成的网站编辑器。



第三方内容管理系统 (CMS) - 用于创建和编辑网站的 Web 应用程序。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将现有网站上传到您的托管帐户：


FTP 客户端程序。您可以从 Internet 获取免费的 FTP 客户端，或者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这使您能够访问托管服务器上的目录
和管理文件。如果您与其他人（如程序员或设计师）合作管理网站，您可以使用
FTP 向他们授予您目录的访问权限，以允许他们自行编辑网站。



文件管理器。一个用于通过 Panel Web 界面上传和管理网站文件和目录的工具。

注意：如果您已在 Microsoft FrontPage 编辑器中创建网站，请参阅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网站 (Windows) ( P 131)了解关于如何在 Panel 中管理此站点的详细信息。
下面将详细说明用于管理内容的方法。

Presence Builder
Presence Builder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工具，支持用户在无任何 HTML 标记知识或图形设
计技术的情况下创建外观专业的网站。您只需选择合适的页面设计与内容模板，添加网
页内容，然后发布该网站即可。
如果您的托管订购提供了相应选项，您可以使用 Presence Builder 创建和发布网站。如
果没有，或者如果您已经创建并发布了允许数量的站点，您依然可以使用 Presence
Builder 创建新网站并进行编辑。但是，要发布该网站，您需要升级托管计划。
要使用 Presence Builder 开始创建网站，或编辑现有 Presence Builder 站点，请转到网
站与域名选项卡，单击您的域名，然后单击启动 Presence Builder。有关如何在 Presence
Builder 中创建和编辑网站的更多信息，请查看使用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构建网站一
章。

第三方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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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和维护网站，您可以使用第三方内容管理系统 (CMS) - 使用图形用户界面轻松编
辑网站结构和内容的 Web 应用程序。Drupal 和 Joomla 就是这类系统的示例。
CMS 通常是服务器应用程序，因此，要开始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您应在托管帐户中安装
它们。因此，如果您要使用 CMS，请确保您的托管订购允许安装此类应用程序。

 使用 CMS 创建网站：
1. 转到应用程序选项卡。
2. 在可用应用程序的列表中找到您需要的CMS，并按照部署网站应用程序 ( P
102)部分所述安装应用程序。
3. 在CMS中创建并编辑网站。有关如何在您的CMS中创建网站的信息，请参
阅相关文档。

使用 FTP 上传
如果您已具有所有网站文件和目录，可考虑使用 FTP 将它们上传到您的托管帐户。当您
不需要在服务器上编辑或管理文件时，这是用于上传文件的最快捷方式。

 使用 FTP 上传文件：
1. 使用您的FTP访问凭证通过FTP客户端程序连接您站点的域名。添加FTP
帐户 ( P 207)部分说明了如何配置这些凭证。
2. 将网站的文件和目录复制到您在服务器上的目录。

文件管理器
另一种用于发布在 Panel 外部创建的网站的方式是文件管理器，这是一种通过 Web 界面
提供文件管理功能集的工具。文件管理器位于控制面板的文件选项卡中。
要使用文件管理器将网站从您的计算机上传到 Panel 服务器，请打开控制面板的文件选项
卡，并将网站文件夹拖动到该选项卡的中部区域。如果网站被压缩为 ZIP 文件，可以将此
文件上传到服务器，然后单击更多菜单中的提取文件以解压文件。
如果要编辑网站的页面，可以在文件管理器执行此操作。文件管理器提供了一个 HTML
编辑器，允许以可视方式编辑 HTML 页面（无需手动输入 HTML 标记）。要在 HTML 编
辑器中编辑文件，请将鼠标指针放在该文件上，单击链接
选择在 HTML 编辑器中编辑。

打开文件的上下文菜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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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愿意，您也可以在文件管理器的文本编辑器中编辑文件。要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文件，
请打开文件的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在文本编辑器中编辑。
如果您具有无法在 Internet 上访问的文件或网页，请在文件管理器中更改这些文件的访问
权限。要编辑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请在权限列中单击相应链接。要了解如何查看和编
辑这些权限，请参阅设置文件和目录访问权限 ( P 97)部分。

本节内容：
设置文件和目录访问权限 ...................................................................................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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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文件和目录访问权限
 查看或更改为 Linux 系统上的文件和目录设置的权限：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文件选项卡。
在权限栏中显示文件与目录的权限组。权限显示为三组符号，例如“rwx rwx r--”。第一
组显示文件与目录拥有者可对文件与目录进行什么操作；第二组显示文件与目录隶属
的用户组可以操作什么；而第三组则显示其他用户（剩下的其他全球用户，也就是访
问该网站的 Internet 用户）可用文件与目录做什么。R 表示对文件或目录的读取权限，
W 表明对文件或目录的写入权限，X 则表明对文件的执行权限和深层访问目录的权限。

3. 找到您要修改权限的文件与目录并在权限栏中单击一个超链接。
4. 根据需要修改权限，并单击确定。

 要设置 Windows 系统上的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文件选项卡。
3. 找到您需要设置访问权限的文件与目录，并单击相应的图标

。

4. 执行下列操作：


要设置文件或文件夹继承父文件夹的权限（如果原来没有），可选择复选框允许从
父文件夹继承的权限传递给此对象与所有子对象，包括那些在此明确定义的项目。



要使包含在此文件夹中的文件和文件夹继承您定义的文件夹权限，请选中此复选框
用此处适用于子对象的项目代替所有子对象的权限项目。



要更改或移除一组或一个用户的权限，可在组或用户名称列表中单击所需名称。如
果该组或用户不在组或用户名称列表中，可从位于列表上面的菜单中选择所需用户
或组，并单击

：用户/组出现在列表中。将其选中。

要允许或拒绝所选组/用户的权限，可选中与 <user/group name> 权限下所列权限相
对应的允许或拒绝复选框。如果允许或拒绝栏中的复选框显示为灰色，表示相应的
权限从父文件夹继承。


若要拒绝从父文件夹继承的权限，可在拒绝下选择所需复选框。这将替代该文件/
文件夹所继承的权限。

98

网站与域名



若要允许从拒绝的父文件夹继承的权限，可清除允许从父文件夹继承的权限传递给
此对象与所有子对象，包括那些在此明确定义的项目复选框：这样将删除继承的权
限。然后在允许与拒绝下选择所需复选框。



要移除一个组或用户的访问权限，可在组或用户名称列表中选择所需名称并单击名
称旁的图标

。

5. 如果您需要对权限进行高级调整，可单击高级按钮，然后进行下面操作：


要为组或用户创建权限项，请选择组或用户名下拉列表中的相应名称，然后单击
。



若要设置或更改一个组或用户的文件/文件夹权限，可在组或用户名称列表中选择
所需名称，并选中与 <user/group name> 权限下所列权限相对应的允许与拒绝复选
框。



要为组或用户删除权限项，请选择组或用户名称下拉列表中的相应名称，然后单击
。



若要设置文件夹子对象继承 <user/group name> 权限下所定义的权限，可选择用此
处适用于子对象的项目代替所有子对象的权限项目复选框，然后在适用于列表中选
择与必须继承权限的对象相对应的复选框。

6.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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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限制对内容的访问
如果站点中有一些仅供授权用户查看的目录，则应用密码保护限制对这些目录的访问。

 使用密码保护您网站上的一个目录并指定授权用户：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站点的域名。
3. 单击受密码保护的目录。
4. 单击添加受保护目录。
5. 在目录名称框中，指定您需用密码保护的目录的路径。
该目录可以是站点中现有的任意目录，例如：/private。如果您还未创建需要保护
的目录，可指定路径与目录名称 – Panel 可为您创建。

6. 如果您使用的是基于Linux的帐户，您也可保护存储于cgi-bin目录中的
CGI脚本。要实现此操作，可保留 '/' 于目录名称框中，并选择cgi-bin复选
框。
7. 在受保护区域的标题框中，输入资源描述或访问受保护区域的用户能够看到
的欢迎信息。
8. 单击确定。您指定的目录将会受到保护。
9. 要添加授权用户，请单击添加用户。
10. 指定将用于访问受保护区域的用户名和密码。密码长度应为5到14个字符。
单击确定。

 添加允许访问受保护目录的授权用户：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站点的域名。
3. 单击受密码保护的目录。
4. 单击您所需的目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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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添加用户图标。
6. 指定将用于访问受保护区域的用户名和密码。密码长度应为5到14个字符。
7. 单击确定。

 为授权用户更改访问受保护目录所需的密码：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站点的域名。
3. 单击受密码保护的目录。
4. 单击您所需的目录名。打开一个授权用户列表。
5. 单击用户名。
6. 指定新密码，并重新键入新密码进行确认。
7. 单击确定。

 删除用户访问受保护目录的权限：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站点的域名。
3. 单击受密码保护的目录。
4. 单击您所需的目录名。打开一个授权用户列表。
5. 选择用户名称对应的复选框。
6. 单击移除。确认操作并单击确定。

 删除密码保护并将资源公开：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
可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站点的域名。
3. 单击受密码保护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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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您需移除保护的目录的名称对应的复选框。
5. 单击移除保护。密码保护将被删除，而目录内容也将公开，再无任何限制。

预览网站
您购买域名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可进行注册。推迟的原因是名称服务器会定期更新其
区域信息。因此，直到所有名称服务器已接收到有关您区域的信息，您才可通过其域名访
问您的网站。不过，您始终可以在域名传播的过程中使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上的预览按钮
访问您的网站。
在域名传播过程中，其他人也可访问您的网站。为了实现此功能，Panel 会将您的网站注
册为一个提供商网站的子域。例如，如果您的网站是 my-domain.tld 且提供商已经在
provider-domain.tld 上配置了预览服务，您就可在
my-domain.tld.192-0-2-12.provider-domain.tld 上访问您的网站。此处的 192-0-2-12 是点
号由破折号替代的网站 IP 地址。
注意：
在预览模式下，可能无法访问受密码保护的目录的内容。
如果网站与域名页面上没有网站预览按钮，可联系您的托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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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程序
您可通过使用不同的 Web 应用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您的网站功能。安装在网站上的应
用程序可执行各种任务。例如，如果您是个人用户，您可以通过博客或在线存储您的媒体
文件来实现。公司则可通过电子商务或 CRM Web 应用将其业务转移到网络上。可以从控
制面板的应用程序选项卡中安装所有这些应用程序。
可用应用程序的列表由您的托管方案进行管理。例如，可仅包括免费应用程序或者根本不
包括任何应用程序。要了解可用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与您的托管提供商联系。

应用程序类型
有两种类型的 Web 应用程序：


直接安装在您网站上的应用程序（如，WordPress 博客平台或 Joomla! 内容管理系
统）。



安装在外部服务器上、由第三方提供的应用程序。

无论是哪种安装类型，应用程序都可分类为免费应用程序或商业应用程序。商业应用程序
要求您获得许可证密钥，才能开始使用它们。您可通过应用程序选项卡上的现在购买按钮
（而非针对免费应用程序的安装按钮）识别目录中的商业应用程序。如果您决定使用商业
应用程序，请阅读管理商业应用程序许可证 ( P 107)部分以了解有关获取和管理应用程序
许可证的更多信息。

应用程序安装与维护
安装过程完全自动执行，不需要任何特殊技术。要了解如何从控制面板上安装 Web 应用
程序，请参阅安装应用程序 ( P 104)部分。
您可以直接在 Panel 中更新或移除应用程序，因此进一步的应用程序管理也很简单。而且，
您能够访问应用程序向控制面板提供的一些功能（而无需登录到相应应用程序）。例如，
您可从控制面板添加 SugarCRM 用户帐户权限。此类应用程序功能是由应用程序提供的

服务。
安装应用程序后，如果您需要其他辅助用户帐户使用该应用程序，可向他们授予访问该应
用程序的权限。要开始管理应用程序，请查看管理应用程序 ( P 105)部分。

应用程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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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用程序需要数据库，Panel 会在安装应用程序的过程中自动创建数据库。为了创建
数据库，Panel 将使用应用程序数据库设置。您可以在安装应用程序期间在主要配置部分
（显示所有设置链接）更改这些设置：


数据库名称以及应用程序将用于存储数据库的数据库服务器。



数据库用户凭证，Panel 将使用它来访问应用程序数据库。一种方便的做法是使用单
个有权访问所有数据库的数据库用户。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创建一个通用的用户帐
户，并在安装应用程序时指定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数据库用户帐户 ( P 232)
部分。

请注意，如果超出您的订购允许的最大数据库数，新应用程序将不创建新的数据库，而会
将表添加到现有数据库中，并向表名称添加前缀。通过前缀，可以更容易地区分来自不同
应用程序的表。例如，WordPress 应用程序将向其表名称添加“wpress_”前缀。

访问应用程序
默认情况下，应用程序在安装后只可由具有所有者角色的用户访问。可通过调整应用程序
权限，以使某些辅助用户可访问您的应用程序。有关如何为辅助用户设置应用程序访问权
限的详情，可参阅授权辅助用户访问应用程序 ( P 105)部分。

应用程序和辅助用户帐户
一些应用程序可让您直接在 Panel 中创建并管理用户帐户。例如，SugarCRM 应用程序
能够让您在不登录应用程序的情况下添加 SugarCRM 用户。所有带有此类“帐户服务”的应
用程序都可把它们的帐户与 Panel 订购的用户（辅助用户）建立关联。如要执行此类关联，
您需要授权辅助用户访问帐户服务（以与您授予应用程序访问权限相同的方式）。有关帐
户关联的详情，请参阅链接应用程序和辅助 ( P 106)用户帐户部分。

本节内容：
安装应用程序..................................................................................................... 104
管理应用程序..................................................................................................... 105
授权辅助用户访问应用程序 ............................................................................... 105
链接应用程序和辅助用户帐户 ............................................................................ 106
更新应用程序..................................................................................................... 107
管理商业应用程序许可证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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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应用程序
根据您的需要和专业知识水平，可以选择以下方式之一来安装应用程序：


快速。这是用于安装应用程序的最简单方法。如果选择此方法，Panel 将对所选应用
程序的最新版本执行典型安装，Panel 将使用应用程序默认设置值。例如，您的 Panel
访问凭证将用作应用程序管理员的凭证。
注意：某些应用程序会要求您填写特定的设置，即使您选择快速安装方式也是如此。



自定义。此方法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的安装设置，如系统管理员凭证和位置、安装
路径等。特别地，如果要关闭应用程序自动升级，您应使用自定义安装。

 安装应用程序：
1. 转到应用程序选项卡，并找到您需要的应用程序。
2. 单击安装按钮执行快速安装，或单击安装（自定义）执行自定义安装。
3. （可选） 关闭应用程序的自动升级。
如果您不希望应用程序自动更新，请在安装设置页面中取消选择当更新可用时自动更
新此应用程序选项。

4. （可选） 选择应用程序版本。
有时，您可能需要安装应用程序的特定版本。例如，如果您要使用与最新应用程序版
本不兼容的应用程序扩展时。此时，请单击应用程序名称 > 选择另一个版本以选择您
需要的版本。然后，安装应用程序。
注意：对于商业应用程序，您应该通过单击现在购买获取许可证密钥，然后开始安装。要
了解有关如何使用商业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管理商业应用程序许可证 (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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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应用程序
所有应用程序一般都会允许在控制面板中直接进行主要参数的配置。您可通过在应用程
序 > 管理我的应用程序的列表中选择应用程序来访问应用程序设置。选择应用程序后，
可配置以下设置：


常规设置。
这些是基础设置（如应用程序管理员密码），可在更改设置中进行更改。



服务设置。
如果一个应用程序通过服务的方式向 Panel 提供了部分功能，那么您可对这些功能进
行配置。例如，SugarCRM 能够让您创建用户帐户并在控制面板中提供该功能作为一
项服务。在可提供的服务中选择了该服务后，您可查看所有的应用程序用户帐户并创
建新的用户帐户。
对于一些应用程序，您可把应用程序帐户与辅助用户帐户建立关联。了解帐户关联的
详情，可参阅链接应用程序和辅助用户帐户 ( P 106)部分。

授权辅助用户访问应用程序
一个应用程序安装后，默认只有所有者角色的用户才能访问该应用程序。要允许其他订购
用户访问该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用户 > 用户角色中授权某个用户群组访问该应用程序。



必须把您选择的用户添加到该群组中。

当您允许用户访问应用程序之后，将在网站与域名页面中对应网站的名称下显示一个指向
该应用程序的链接。请注意，您可将对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仅限于用户群组，因此您还应
该修改现存群组的权限，或创建新的群组，然后分配用户给该群组。
应用程序管理员默认是一个拥有所有者角色的订购用户。除从网站与域名页面访问应用程
序之外，用户还可安装和管理订购中的应用程序。因此，他们的界面还有其他的应用程序
选项卡。您可以向其他订购用户提供同样的管理权限，方法是在用户 > 用户角色中向这
些用户的角色授予安装与管理应用程序权限。这将向用户授予对订购中的所有应用程序的
完整管理访问权限。和管理员一样，拥有该权限的用户可通过控制面板中的应用程序选项
卡安装、配置、更新与移除应用程序。

106

网站与域名

链接应用程序和辅助用户帐户
一些应用程序可让您创建并管理用户帐户而无需登录该应用程序。如果一个应用程序可提
供此类帐户服务，您可链接 Panel 订购的用户与应用程序中的帐户。执行此类关联：
1. 将用户划入特定群组（用户 > 用户角色）。
2. 为一个群组授予权限：


公共访问。
如被授权，该群组的所有用户都可通过网站与域名页上的链接访问该应用程序。



个人访问。
如被授权，该应用程序将自动为该组中的所有用户创建帐户。之后，用户的网站与
域名页将包含一个允许登录应用程序中个人帐户的链接。注意：如果您拒绝个人访
问权限，该应用程序将自动移除与该群组建立关联的所有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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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应用程序
自动更新
默认情况下，Panel 将会即时安装可用的最新应用程序版本和更新应用程序。但是，更新
应用程序可显著改变应用程序的功能：例如，为特定应用程序版本开发的插件或扩展可能
与新版本不兼容。因此，您可能需要为特定应用程序关闭自动更新功能。

 打开或关闭自动更新：
1. 转到应用程序 > 管理我的应用程序，并单击应用程序的名称。
2. 单击更改设置。
3. 选择或取消选择当更新可用时自动更新此应用程序选项。

手动更新
如果禁止了应用程序的自动更新，Panel 会通过在应用程序 > 管理我的应用程序中应用
程序名称下面添加可用更新链接，来向您通知新版本的可用性。单击此链接可查看新版本
中的变化，并确定是更新应用程序还是继续使用当前版本。

管理商业应用程序许可证
如果您决定在控制面板中购买应用程序许可证，并在应用程序选项卡中单击相应按钮，将
转到 Storefront（可在其中完成订单的在线商店）。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商店，它还包括
自己的 Web 界面来帮助您对拥有的许可证执行各种操作。例如，从此 Web 界面中，您可
以续订、取消许可证，更改支付方式等。本部分将说明如何进行这些操作。

Storefront 基础
当您在 Storefront 中订购第 1 个许可证时，Storefront 将为您创建一个帐户。此帐户包含
您的个人信息和财务信息。如果您使用该帐户登录到 Storefront，您将可以对许可证执行
各种操作。
每次您成功签出 Storefront 时，将生成一个购买订单。此订单是一个文档，其中将列出您
已订购的购物车项目。Storefront 将向订单分配不同的状态。这些状态指明了您的订购的
当前状态 - 未支付、取消或已成功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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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front 和 Panel 共享服务方案商业模式。在 Storefront 中，将为每个应用提供一个单
独的服务方案。当您订购应用程序许可证时，您将订购一个服务方案。即，您购买的每个
许可证将在 Web 界面中显示为一个订购。例如，如果您要查看许可证的价格、条款或失
效日期，您应打开相应的订购。

如何获取许可证文件或密钥
在订购许可证并支付后，Storefront 将向您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您的许可证文件
或密钥。建议您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安全的位置，因为您将无法再次从 Web 界面请求或查
看这些信息。如果未收到包含许可证文件或密钥的电子邮件，请通过
https://support.parallels.com/ 联系我们。

可用操作
可在 Storefront 中执行的操作分为三组：


对您的用户帐户的操作。这些操作包括：查看和修改您的个人信息和首选项、更改您
用户帐户的密码。



对支付和支付方式的操作。此组中包括与您的信用卡、付款和订单相关的操作。



对订购的操作。使用它们获取新许可证、关于现有许可证的信息，以及检查特定订购
的续订方法。

可本节内容的各个部分中了解关于这些操作的更多信息。

本节内容：
用户帐户............................................................................................................ 109
支付和支付方式 ................................................................................................. 110
订阅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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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帐户
您可以对用户帐户执行如下操作。

查看和更改您的帐户信息
系统将使用您的帐户信息来向发票中添加您的个人和财务详细信息。如果您发现需要更新详细
信息，请在“导航”菜单中打开我的联系信息子菜单，并选择帐户信息。

查看和更改您的个人信息
您的大部分个人信息与帐户信息重复。个人信息不会出现在财务文档中，但一些服务将使用此
信息作为技术联系详细信息。例如，可以通过 Storefront 订购域名。如果这样做，Storefront 将
向域名注册商发送您的个人信息（如技术联系信息）。
要查看用户的个人信息，请在左侧面板打开我的联系信息 > 个人信息菜单。您也可以在此处编
辑个人信息和 Storefront 帐户密码。

配置电子邮件通知
将向您的帐户联系电子邮件地址发送有关不同事件的电子邮件通知。它们分为几个类别。例如，
订购续订和到期、信用卡到期，等。您可以选择每组消息的消息格式，并确定是否发送特定的
消息。要配置将接收的消息类型，请打开我的联系信息 > 通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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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和支付方式
本节描述您可以在 Storefront 中对支付方式和信用卡执行的操作。

注册信用卡
必须首先在 Storefront 中注册信用卡，然后才能使用信用卡进行在线支付。要注册信用卡，请
打开计费管理器 > 我的财务信息 > 支付方式，然后单击相应的按钮。

配置自动支付
您可以指定已注册的信用卡之一用于自动支付订单。在这种情况下，您不需要手动支付每个订
单。如果您指定用于自动付款的支付方式，将自动取消以前的默认设置。因此，只能将一种支
付方式用于自动支付。
要打开卡的自动支付功能，请转到计费管理器 > 我的财务信息 > 支付方式，通过单击卡的 ID
或类型将其选中，最后在卡属性屏幕上启用自动支付。

进行支付
要添加新的支付，请打开功能面板上的计费管理器 > 新支付链接。将启动新支付添加向导。将
在屏幕上显示待处理的文档的列表。如果没有待处理的文件，请单击取消以完成向导。否则，
请提供支付设置以执行向导中的步骤。

查看未结订单
未结订单将显示在计费管理器 > 我的财务信息 > 未结订单子菜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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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
Storefront 为您提供了强大且全面的订阅（许可证）管理机制，支持您执行下列操作。

购买订阅
如果要再购买一个应用程序许可证，或购买 Storefront 提供的另一项服务，您无需进入控制面
板。Storefront 的 Web 界面提供了用于完成购买操作的所有工具。要启动订购购买向导，请打
开计费管理器 > 订阅管理，然后单击购买新订阅。

手动续订订阅
如果未配置自动续订功能，您的订阅将过期，除非您手动续订订阅。本节后面给出了关于自动
续订设置的说明。要手动续订订阅，请打开计费管理器 > 订阅管理 > 续订订阅，然后执行向
导中的步骤。

自动续订订阅
为订购设置自动续订有助于及时续订您的订购。要允许自动续订，请打开计费管理器 > 订阅管
理 > 续订订阅，单击要打开该选项的定订阅，然后单击启用自动续订选项。清除该选项将取消
自动续订。

取消订阅
取消订购将导致终止订购服务和资金退款。要取消订购，请打开计费管理器 > 订阅管理 > 续
订订阅，单击要取消的订阅，并通过单击取消订阅启动取消向导。

（高级）网站安全
本节内容：
使用 SSL 证书保护连接 ..................................................................................... 112
防止站点盗链 (Windows)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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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SL 证书保护连接
如果网站将传送私有数据（例如访问者的信用卡号码），建议您使用 SSL 保护此网站通道的安
全。要设置此通道，应为您的网站购买 SSL 证书。
SSL 证书不仅用于在 Internet 上建立安全通信通道，还可用于验证网站身份。当用户访问您的
安全线上商店时，他们会注意到您的网站恪守承诺，保护所有个人信息（如信用卡号码）通过
安全渠道进行传送。
SSL 证书由特定组织（SSL 证书提供商）颁发。但是，某些托管提供商允许客户直接从 Panel
购买 SSL 证书。

购买 SSL 证书
根据您的托管提供商，可通过以下方式购买 SSL 证书：


从 Panel 订购 SSL 证书。如果提供商配置相应的 Panel 设置，则可使用这种方式。用于购
买 SSL 证书的链接允许您从提供商在线商店购买证书，或从 Parallels 的 MyPlesk 商店购买
证书。有关如何通过 Panel 订购 SSL 证书的信息，请参阅通过 Panel 购买 SSL 证书 ( P 113)
部分。



从偏好的 SSL 证书提供商处订购 SSL 证书。在这种情况下，您应在 Panel 中为自己的网站
创建一个证书签名请求 (CSR)，并将其提交给 SSL 证书提供商。要了解如何创建此请求及
使用它购买证书，请参阅生成证书签名请求 ( P 114)部分。

保护网站安全
在为网站获得证书后，应使用证书确保网站连接的安全。保护网站安全 ( P 115)部分解释如何
实现该操作。

使用共享 SSL 证书保护网站
在 Windows 系统中，您可能能够在无需购买 SSL 证书的情况下保护网站安全。如果您的托管
提供商提供共享 SSL 证书，则可使用此功能。使用共享 SSL 证书 (Windows) ( P 116) 部分解释
如何使用共享 SSL 证书保护网站。

本节内容：
通过 Panel 购买 SSL 证书 .................................................................................. 113
生成证书签名请求.............................................................................................. 114
保护网站安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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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共享 SSL 证书 (Windows) .......................................................................... 116

通过 Panel 购买 SSL 证书
通过 Panel 中用于购买 SSL 证书的链接，您可以从提供商处购买证书（如果他们提供了自己的
证书），也可通过 MyPlesk 商店从 Parallels 购买证书。您也可能无法使用这些链接（如果您的
提供商这样决定）。

 通过 Panel 购买 SSL 证书：
1.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相应的订购
2. 转到网站与域名，并选择您要使用SSL证书保护的网站。
3. 单击保护您的网站安全。
4. 单击添加SSL证书。
5. 指定下列证书参数：


证书名称。这将有助您确认库中的证书。



加密级别。选择您 SSL 证书的加密级别。我们推荐您选择大于 1024 位的值。



您的地址与机构名称。您输入的值的长度不应大于 64 个符号。



您需要购买一个 SSL 证书的域名。这是完全限定的域名。示例：your-domain.com。



网站管理员的邮箱地址。

6. 请确保提供的所有信息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因为这些信息将用于生成私钥。
7. 单击购买SSL证书。
8. 通过在线商店完成SSL证书购买的所有步骤，您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SSL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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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证书签名请求
如果主机提供商不允许通过 Panel 购买 SSL 证书，您可以创建证书签名请求，并将其提交到
SSL 证书提供商。提供商会根据此请求为您的网站生成 SSL 证书。

 生成证书签名请求：
1.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相应的订阅
2. 转到网站与域名并选择要使用SSL证书保护的网站。
3. 单击保护您的网站安全。
4. 单击添加SSL证书。
5. 指定下列证书参数：


证书名称。这将有助您确认库中的证书。



加密级别。选择您 SSL 证书的加密级别。我们推荐您选择大于 1024 位的值。



您的地址与机构名称。您输入的值的长度不应大于 64 个符号。



您需要购买一个 SSL 证书的域名。这是完全限定的域名。示例：your-domain.com。



网站管理员的邮箱地址。

6. 请确保提供的所有信息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因为这些信息将用于生成私钥。
7. 单击请求。Panel将生成您的私钥和证书签名请求，并将它们添加到您的证书库
（网站与域名 > 保护您的网站安全）。
8. 在证书列表中，单击您所需的证书名称。
9. 找到页面上的CSR区域，复制以-----BEGIN CERTIFICATE REQUEST-----开头并以
-----END CERTIFICATE REQUEST-----结束的文本到剪贴板中
10. 访问您购买SSL证书的证书颁发网站，并单击网站上的链接开始订购证书。当
系统提示您指定CSR文本时，请将该剪贴板上的数据粘贴到在线表单中，并单
击继续。证书颁发机构将会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创建SSL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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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网站安全
当收到您网站的 SSL 证书之后，可使用该证书保护网站。

 使用 SSL 证书保护网站：
1. 登录到控制面板，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包含要保护的网站的订购。
2. 转到网站与域名，并选择您要使用SSL证书保护的网站。
3. 单击保护您的网站安全。
上传 SSL 证书：单击页面中间的浏览按钮，导航至保存证书的位置。选择证书，并单击发送文
件。
系统将使用相应私钥上传和安装证书。

1. 要在网站上安装证书，请返回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保护的网站的域名。
2. 若要启用SSL保护，可选择启用SSL支持复选框。
3. 从SSL证书菜单中，选择您的SSL证书，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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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共享 SSL 证书 (Windows)
如果您的主机服务提供商为安全访问网站提供共享 SSL，您可无需购买自己的 SSL 证书而打开
SSL 加密。

 使用由您的提供商共享的 SSL 证书来保证站点连接的安全性：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并选择您要使用SSL证书保护的网站。
3. 单击共享SSL。
4. 选择您要提供安全保护的网站的域名。
5. 选中启用共享SSL复选框。
6. 在相应的输入字段中指定虚拟目录名称。系统将在共享了SSL证书的域下（称
为主SSL域）创建使用所提供名称的虚拟目录。您可以使用它通过SSL访问您的
站点。
例如，假设您有一个名为 mydomain.com 的域，主 SSL 域定义为 master_ssl_domain.com
，您提供的虚拟目录名称为 my_virtual_dir。在这种情况下，若要通过 SSL 访问您的站
点，您需要使用下列地址：https://master_ssl_domain.com/my_virtual_dir。
注意：如果您正使用共享 SSL，您将无法使用域名（示例：mydomain.com）通过 SSL 访
问站点。

7. 选择受保护内容在您网站下的目录。只能通过SSL访问指定目录内的文档。
8. 若要设置只能通过SSL访问您的域，可选择复选框设置只能通过安全连接访问该
网站。
9.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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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站点盗链 (Windows)
盗链（也称为文件榨取、远程链接、直接链接、带宽盗窃或带宽欺骗）是一个用于描述下列情
况的术语：一个域所有者的网页直接链接至另一个域所有者的网页上的图像（或其他多媒体文
件），通常使用 <IMG> 标记。如果您的域被盗链，您就有可能面临超出带宽使用限制的问题。

 防止网站被盗链：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盗链防护。
4. 单击启用来启用盗链防护功能。
5. 在受保护的文件扩展名字段中指定您需盗链防护的文件扩展名（例如jpg、bmp
等）。当列出多个文件扩展名时，请使用空格将它们隔开。
6. 如果您希望允许特定站点直接链接至您的文件，可在友好网站地址字段输入网站
地址，然后单击添加。
7.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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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扩展网站管理
Panel 为高级的用户提供了一系列在网站与域名上的操作：使用第三方应用程序与服务，调整
一些系统服务，等等。此部分包含了所有操作的详细说明。

本节内容：
使用临时网站..................................................................................................... 119
创建手机网站..................................................................................................... 121
创建自定义错误页面 .......................................................................................... 122
使用 Google 服务 ............................................................................................... 124
在您的域下托管个人网页 ................................................................................... 128
限制带宽和网站连接数量 ................................................................................... 130
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网站 (Windows) ........................................................ 131
使用虚拟目录 (Windows 主机)........................................................................... 136
设置 IIS 应用程序池 (Windows) ......................................................................... 148
通过 Web Deploy 发布 Web (Windows) .............................................................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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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临时网站
如果您有一个正式网站并打算对网站进行主要的更改，可考虑创建一个临时网站 — 您方便更
新并在网站成为正式网站之前利于测试的服务器上的独立的地址。
建议您以下面的方式运行临时站点：
1. 决定您托管开发网站并准备开发环境的地址。您可以选择在同一个网站空间及同一个服务器
上的不同网站空间托管该网站，或者上传该网站至其他服务器的 FTP 帐户。
如果您选择同一个网站空间，您需先通过添加一个域或子域来创建一个新的网站。
2. （可选步骤）如果您在 Panel 中的帐户下创建您的开发环境而且您的正式网站有通过 Panel
安装的 APS 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选项卡上），可在与您正式网站同一个子目录的开发环
境中安装所需的应用程序。此步骤是可选择的；然而，此步骤可帮您避免在应用程序脚本中
手动更改数据库连接设置。
3. 创建该网站的副本并置于临时环境中。
4. 创建网站使用的数据库的副本并在临时环境中进行部署。
5. 更改脚本中的数据库连接设置，以指向临时环境的数据库。
6. （可选步骤）完成 APS 应用程序设置。转到您开发网站的应用程序选项卡，在已安装的应
用程序列表中找到该应用程序，打开其设置屏幕并重新保存参数。通过该操作，APS 脚本
停止指向正式数据库而重新连接此应用程序至数据库副本。如果您的正式网站有通过 Panel
安装的 APS 应用程序而且您执行当前指令的第 2 步，此步骤是必须的。
7. 在临时环境中对网站副本进行所需的更改，并对其进行测试以保证一切正常运行。
8. 发布更新的网站。实现方式是将正式网站的文档根指向临时网站位置。

 为临时使用而创建一个网站：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2. 单击添加新域或添加新子域。
建议您使用子域用作临时目的。

3. 按照添加域 ( P 61)或添加子域 ( P 63)中所述操作。
如果您不希望网络用户访问您的临时网站，可不以域名注册商注册新添加的域名或子域名，或
使用 .htaccess 文件（Linux 主机上）限制对该网站的访问。

 创建网站文件的副本：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您要复制的网站的名称。
2. 单击网站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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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制网站文件至现存网站的文档根：
a. 选择选项Panel中的网站。
b. 从网站名称菜单中选择目标网站。
c. 指定对已存在于目标目录中的文件的操作。
4. 复制网站文件至此服务器或其他服务器上的FTP帐户：
a. 选择选项FTP存储。
b. 指定服务器的主机名与连接至FTP帐户的认证。
c. 在FTP连接方式字段中，选择主动模式选项。如果Panel连接至外部FTP
帐户失败，可在此选择被动模式选项。
5. 单击确定。
如果该网站使用配合数据库运行的脚本，可复制该数据库至临时环境。


如果该数据库托管于 Panel 10 管理的同一个服务器上，可使用下面步骤进行复制。



如果托管该数据库的服务器不受 Panel 10 管理，可使用

mysqldump 工具导出该数据库，

移动由此产生的数据转储文件至临时环境并对其进行部署。修改临时环境中的网站脚本，使
其连接至复制的数据库。

 创建 Panel 管理的服务器上的数据库的副本：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数据库。
2. 在数据库列表中针对要复制的数据库单击复制。
3. 指定下列内容：


目标数据库服务器。您可以选择同一个 Panel 管理的数据库服务器，或位于其他地址的
数据库服务器。对于一个外部数据库服务器，您需指定主机名或 IP 地址与访问身份认证：
被授权创建新的数据库与数据库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用户的用户名与密码。



目标数据库。您可选择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或复制数据至现有数据库。



创建完整副本。选中此选项，以复制数据库结构与所有数据。

4. 单击确定。
将在目标服务器上部署数据库副本。

5. 修改临时环境中的网站脚本，使其连接至复制的数据库。
当临时环境中的网站副本被更新并准备上线时，可如下面步骤发布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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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已更新的网站至正式环境：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2. 在域名列表中，找到您正式网站的地址并单击该地址。
3. 在文档根框中，指定临时网站的文档根目录。
4. 单击确定。
此操作将可允许您正式网站地址的访问者对临时网站地址的更新网站副本进行访问。

创建手机网站
您的服务计划可能包括创建在手机网站上查看的优化网站副本。这些副本通过外部通用手机在
线服务托管。
重要说明：在 Panel 10.4 中，如果客户从“应用程序”选项卡订购 Unity Express 产品，系统可
能会将该产品与 Unity One 混淆。如果遇到此问题，建议您删除在 Unity One 中创建的站点
，并创建新站点以获取 Unity Express。

 创建优化网站副本以在手机设备上查看，或创建一个新的手机网站：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站点的域名。
2. 单击手机网站。
3. 单击相应的创建手机站点连接。
4. 指定该手机站点的地址。
如果您的网站可访问（例如，域名为 example.com），您可输入一个前缀（如 mobile）
，然后即可通过地址 mobile.example.com 访问优化的网站副本。

5. 单击确定。
6. 单击编辑站点内容。在新的窗口或选项卡中打开UNITY Mobile站点，您在自己
的帐户下登录。
7. 在从Web部分导入（显示您主网站的域名）中，单击按钮
8. 根据屏幕上的说明完成网站导入向导。
手机网站创建后，您可添加一个链接至您的主站点。
现在您可使用控制面板中的链接在手机网站上执行下面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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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站点编辑器。



移除手机网站。

创建自定义错误页面
当 web 服务器无法找到访问者所要求的站点页面，web 服务器会产生并使用标准的 HTML 页面
显示错误消息。您也许需要创建您自己的错误页面并应用于您的网站或个人虚拟目录。下列错
误信息是最常被自定义的错误信息：


400 错误的文件请求。通常说明使用的 URL 语法错误（例如，把小写字母写成大写字母或
使用了错误的标点符号）。



401 未授权。服务器从客户端寻找某些加密密钥，但未得到。也有可能是输入的密码错误。



403 禁止/拒绝访问。类似于 401；访问此网站需要特殊权限 – 如果是注册问题，可以是密
码或用户名。



404 未找到。服务器无法找到所请求的文件。文件已移动或删除，或输入的 URL 或文档名
称有误。这是最常见的错误。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因服务器配置问题无法获取 HTML 文档。



503 服务暂时无法使用。因维护此网站暂时无法使用。

本节内容：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设置自定义错误页面 ........................................................ 123
在 Linux 服务器上设置自定义错误页面 ..............................................................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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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服务器上设置自定义错误页面
 配置 Web 服务器以显示站点或站点内目录的自定义错误页面：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打开自定义错误文档支持。
a.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所需域名旁边的主机设置按钮。
b. 选择自定义错误文档复选框。
c. 单击确定。
3.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4. 单击您所需的域名。
5. 单击虚拟目录查看Web根目录的错误文档列表。位于此处的错误文档用于所选
站点的所有网页。如果您需为指定的虚拟目录定制错误页面，可导航至该目录。
6. 单击错误文档选项卡，并单击列表中所需错误文档。


要为该错误页面使用 IIS 提供的默认文档，请选择类型菜单下的默认。



要使用已经存在于域的虚拟主机目录的 error_docs 目录中的自定义 HTML 文档，可
选择文件（位于类型菜单）并在位置字段中指定文件名。



要使用域中除 error_docs 外的某个目录的自定义 HTML 文档，可选择 URL（位于类
型菜单）并在位置字段中输入您的文档路径。此路径应与虚拟主机根（即
<vhosts>\<domain>\httpdocs）相关。
例如，您已创建文件 forbidden_403_1.html 且将其保存在 httpdocs 下的
my_errors 目录。要将此文件用作错误文档，需在位置字段中输入以下路径：
/my_errors/forbidden_403_1.html。

注意：您可使用通过 Panel 中的 FTP 或文件管理器的连接上传您的自定义错误文档至服务
器。默认情况下，所有错误文档都位于 /vhosts/your-domain.com/error_docs/
目录（默认情况下，位于 C:\InetPub）。

7. Web服务器重启后，即将开始使用您的错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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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服务器上设置自定义错误页面
 配置 Web 服务器以显示网站的自定义错误页面：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打开自定义错误文档支持。
a.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所需域名旁边的主机设置按钮。
b. 选择自定义错误文档复选框。
c. 单击确定。
3. 连接至您的FTP帐户，转入error_docs目录。
4. 编辑或替换相应的文件。请确保保留正确的文件名：


400 错误的文件请求 - bad_request.html



401 未授权 - unauthorized.html



403 禁止/拒绝访问 - forbidden.html



404 未找到 - not_found.html



405 方式不允许 - method_not_allowed.html



406 不接受 - not_acceptable.html



407 需要代理认证 - proxy_authentication_required.html



412 不满足前提条件 - precondition_failed.html



414 请求 URI 过长 - request-uri_too_long.html



415 不受支持的媒体类型 - unsupported_media_type.html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 internal_server_error.html



501 未执行 - not_implemented.html



502 错误网关 - bad_gateway.html



503 服务暂时无法使用 - maintenance.html

重启后，Web 服务器将在数小时内开始使用您的错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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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oogle 服务
使用 Panel 中的连接，您可生成向您的网站插入自定义 Google 搜索引擎的代码，通过网站站长
工具区域提交您的网站至 Google，参加 AdSense 计划，嵌入 YouTube 视频、Google 翻译服
务或其他 Google 产品至您的网站。
Google 自定义搜索是 Google 提供的搜索引擎。它将搜索功能添加到站点，并允许您将网站外
观应用到搜索结果页面。它可供个人网站和非赢利组织网站免费使用。企业网站可以使用显示
Google 广告的自定义搜索引擎，或购买 Google Site Search 服务，起始价每年 $100 美元。若
要了解有关 Google Site Search 和当前定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google.com/sitesearch。
Google 网站站长工具允许网站站长将网站提交给 Google，并查看搜索统计。若要了解有关网
站站长工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google.com/support/webmasters/?hl=en。
Google AdSense 允许网站站长在其网站上显示 Google 广告，并从中获利。若要了解有关
AdSense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google.com/adsense/login/en/。
Google Web Elements 允许网站站长轻松添加他们最喜欢的 Google 产品至网站。以简单的剪
切、粘贴的方式从 Google Friend Connect 嵌入内容（如新闻、地图、YouTube 视频与对话）
至网页。若要了解更多有关 Google Web Elements 的信息，可访问
http://www.google.com/webelements/。
开始使用 Google 服务之前，请先接受 Google 服务条款，然后确认您对站点的所有权。

 确认接受 Google 服务条款，并确认对您站点的所有权：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Google网站服务链接。
2. 单击Panel中的相应链接打开并阅读服务条款文档。
3. 要确认您接受服务条款，可选中复选框并单击确认。
现在，您可执行下列操作：


提交站点到 Google，并单击 Google 网站站长工具，提高站点在搜索结果中的曝光率。



通过单击添加新自定义搜索引擎向站点添加搜索功能。



单击 Google AdSense，参与 AdSense 计划。



通过单击 Google Web Elements，嵌入 Google 产品至您的网站。

 提交站点到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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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站点的域名。
2. 单击Google网站服务链接。
3. 单击Google网站站长工具。
Google 网站站长工具将在新浏览器窗口或选项卡中打开。

4. 创建 站点地图 ，并依照
http://www.google.com/support/webmasters/bin/answer.py?hl=en&answer=1
56184说明提交给Google。

 添加自定义搜索引擎到站点：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站点的域名。
2. 单击Google网站服务链接。
3. 单击自定义站点搜索。
4. 单击添加新自定义搜索引擎。
5. 键入搜索引擎名称，并选择所需网站。
6. 选中确认您接受服务条款的复选框，并单击确定。
新搜索引擎相关记录已添加到 Panel。

7. 单击相应的获取代码链接，复制生成的代码到剪贴板中，并贴到网页源代码。
自定义搜索引擎中的其他链接将帮助您执行下面操作：


赚钱。连接自定义搜索引擎到 Google AdSense 帐户。当用户单击搜索结果中的广告时，您
就赚钱了。如果您有多个自定义搜索引擎，您所有的搜索引擎将自动与同一个 AdSense 帐
户关联。



管理：管理自定义搜索引擎。



外观。调整搜索框和搜索结果页的外观。



升级。升级自定义搜索引擎到没有广告的 Google Site Search。



统计数据。查看站点搜索报告。



删除。删除自定义搜索引擎。

 参与 Google AdSense 计划：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站点的域名。
2. 单击Google网站服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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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Google AdSense。
4. 单击Google AdSense帐户。
5. 填写所有必填字段来创建新AdSense帐户，或选择现有帐户，并单击确定。
内含详细信息的确认邮件会发到您的邮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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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域名下托管个人网页
您可以在您的 Web 服务器上为不需要自有域名的用户托管个人网页。这些页面的 Web 地址通
常类似于 http://your-domain.com/~username。

 在您的域名下创建个人网页并设置用于发布内容的 FTP 帐户：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在其下创建个人网页的域名。
3. 单击Web用户。
4. 单击设置。
5. 如果您希望允许执行嵌入个人网页的脚本，可选中允许Web用户使用脚本复选框。
6. 单击确定。
在第 4 步定义的设置适用于您在帐户上托管的所有个人网页。因此，在下次创建新的用户帐
户时，您无需再执行第 3 到 5 步。

7. 单击添加Web用户。
8. 指定用于通过FTP访问网站空间和发布网页的用户名与密码。
您在用户名中只能使用小写字母、连字符和下划线。用户名需以字母表字符开头。它不可以
包含空格。密码不可含有问号、空格、用户名，并且需包含 5 到 14 个字符。

9. 如果您需限制网页内容可使用的磁盘空间容量，可在硬盘配额框内输入所需值
（单位：MB）。
当超出指定上限时，网页拥有者将无法添加文件至其网站空间。

10. 指定网页支持的程序语言。
例如，如果网页的书写语言为 PHP，可选中 PHP 支持复选框。

11. 如果使用基于Windows的托管帐户，并且在此帐户下运行的个人网页应用程序
需使用位于httpdocs或httpsdocs目录根中的文件数据库（如Jet），可选择
其他写入/修改权限选项。请注意，使用该选项可能会给网站带来安全隐患。
12. 单击确定。
现在，您可以向 Web 用户告知 FTP 帐户凭证，以便他们可以发布网页。

网站与域名

 更改 Web 页面所有者的 FTP 密码：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包含个人网页的域的名称。
2. 单击Web用户。
3. 单击您所需的用户名。
4. 在新密码和确认密码框内键入新密码。
5. 单击确定。

 为网页所有者分配更多的磁盘空间：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包含个人网页的域的名称。
2. 单击Web用户。
3. 单击您所需的用户名。
4. 在硬盘配额框内键入磁盘空间量（以MB为单位）。
5. 单击确定。

 同时删除 Web 页面和此页面持有人的帐户：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包含个人网页的域的名称。
2. 单击Web用户。
3. 选择您需移除的用户帐户对应的复选框并单击移除。
4. 确认删除操作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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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带宽和网站连接数量
为避免带宽的过度使用，保护您的网站以免受拒绝服务攻击，您可限制网站的带宽使用与同时
连接的数量。

 限制带宽使用与到一个网站的连接数量：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站点的域名。
3. 单击带宽限制。
4. 选中启用带宽限制复选框。
5. 在带宽使用最大值 (KB/S) 框中，指定网站可为所有连接分享的最大速度（以KB/S
计算）。
6. 选中启用连接限制复选框。
7. 在最大连接数框中，指定同时连接至网站的最大连接数。
8.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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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网站 (Windows)
Microsoft FrontPage 适用于两类网站：基于磁盘和基于服务器。简而言之，基于磁盘的网站是
您在本地硬盘上创建并将于随后发布至服务器的 FrontPage 网站。基于服务器的网站是您直接
在服务器上创建并运行的网站，无需发布。本节将只讨论发布基于磁盘的网站的说明。
您可通过 FTP 或 HTTP 发布基于磁盘的网站。如果您的托管服务器正运行 FrontPage Server
Extensions，您需通过 HTTP 发布您的网站。例如：http://your-domain.com/MyWebSite。如果
您的托管服务器支持 FTP，您可发布至一个 FTP 地址。例如：
ftp://ftp.your-domain.com/myFolder。
发布后，您可以通过 FrontPage Server Extensions 管理您的站点。

 访问 FrontPage Server Extensions 管理界面：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单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在Frontpage中管理的网站的名称。
3. 单击FrontPage。
4. 执行下列操作：


要通过 HTTP 连接管理一个网站，可单击 Frontpage Webadmin。



要通过安全 SSL 连接管理网站（如果网站已启用 SSL 支持），可单击 Frontpage SSL
Webadmin。

5. 输入您FrontPage管理员的用户名与密码，然后单击确定。
关于使用 FrontPage Server Extensions 的说明，请参阅在线帮助（Frontpage Webadmin > 帮助
）或访问 Microsoft 网站。
下面的 FrontPage 设置可通过 Panel 进行更改：


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IIS Index Server 创建网站的全文本索引。



SMTP 邮件服务器与发送者的邮箱地址。如果您使用通过邮件提交网站信息的
FrontPage 表格，可选择此选项。在域的 DNS 区域指定的 SMTP 服务器默认用于发送
邮件。如果尚未在 DNS 区域指定 SMTP 服务器，那么 FrontPage 将使用运行在托管该
域（站点）的服务器上的邮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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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任何此类设置：
1. 单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要在Frontpage中管理的网站的名称。
2. 转到FrontPage > 设置。
3. 进行所需更改，然后单击确定。

本节内容：
发布 FrontPage 网站 .......................................................................................... 133
添加 FrontPage 帐户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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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FrontPage 网站
 要通过 FTP 发布文件，请执行下列步骤：
1. 打开FrontPage程序。
2. 打开一个FrontPage网站：打开“文件”菜单，并选择“打开站点”项。
3. 转到“远程网站”查看：单击“网站”选项卡，然后单击窗口下方的“远程网站”按钮。
4. 设置远程网站属性：


单击窗口右上方的“远程网站属性”按钮。



选择“FTP”作为远程 Web 服务器。



在“远程网站位置”框中，键入您的主机名称（如，ftp://ftp.your-domain.com）



在“FTP 目录”框中，键入 FTP 目录（如果您的主机公司已提供目录）。如果公司未提供，
那么则将此输入框留空。



如果您的计算机或网络受到防火墙的保护，那么请选择“使用被动 FTP”。

5. 单击“确定”连接至远程站点。
远程网站查看将显示出您在本地和远程站点中所拥有的文件。

6. 单击窗口右下角的“发布网站”按钮。

 要在支持 FrontPage 服务器扩展的服务器上通过 HTTP 发布文件，请执行

下列步骤：
1. 打开FrontPage程序。
2. 打开一个FrontPage网站：打开“文件”菜单，并选择“打开站点”项。
3. 转到“远程网站”查看：单击“网站”选项卡，然后单击窗口下方的“远程网站”按钮
4. 单击窗口右上方的“远程网站属性”按钮。
5. 在“远程网站”选项卡上，“远程Web服务器类型”下单击“FrontPage或SharePoint服务”
6. 在远程网站位置框里，输入网络地址，包括您需要发布文件夹与文件的远程网
站的协议，例如，http://www.your-domain.com，或点击浏览以找到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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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执行下列操作：


要使用“安全套接子层（SSL）”建立安全通信渠道从而阻止对关键信息的侦听，请单击“加
密所需连接 (SSL)”。在您的 web 服务器上使用 SSL 连接，服务器必须配置一个来自认可
的证书机构的安全证书。如果该服务器不支持 SSL，请清除该复选框。否则，您将无法
发布文件夹与文件至远程网站。



若要从正在发布的网页上移除指定的代码类型，可在优化 HTML 选项卡上，选择您需要
的选项。



要更改默认选项以用于发布，请在“发布”选项卡上选择所需选项。

8. 单击“确定”连接至远程站点。
“远程网站”查看将显示出您在本地和远程站点中所拥有的文件。

9. 单击窗口右下角的“发布网站”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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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FrontPage 帐户
如果您正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与他人共同创制网站内容，您需要创建其他的 Microsoft
FrontPage 帐户。

 创建其他 Microsoft FrontPage 帐户：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您要为其创建帐户的网站的域名。
3. 单击FrontPage。
4. 单击添加FrontPage帐户。
5. 指定下列内容：


帐户的用户名与密码。



磁盘空间上限。如果您想要限制该帐户所使用的磁盘空间量，请清除无限制复选框，并
在硬盘配额框内键入合适的值（以 MB 为单位）。
当超过了指定的上限时，用户将无法上传更多文件至网站空间。

6. 单击确定。

 更改其他 Microsoft FrontPage 帐户的设置：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包含帐户的网站的域名。
2. 单击FrontPage。
3. 在列表中单击所需帐户名称。
4. 根据需要调整设置，并单击确定以保存更改。

 删除其他 Microsoft FrontPage 帐户：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并单击包含帐户的网站的域名。
2. 单击FrontPage。
3. 选择您需要移除的帐户相对应的复选框。
4. 单击移除。
5. 单击确定以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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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虚拟目录（Windows 主机）
虚拟目录是到现存物理目录的一个链接，在服务器上的硬盘上显示。虚拟目录可有多个指定的
设置如自定义 ASP.NET 配置，访问权限与使用密码保护。
因为任何虚拟目录可尤其自己的设置，包括定制的 ASP.NET 配置，虚拟目录在设置您的 web
应用程序时特别重要，尤其是对于在 ASP.NET 里写入的。例如，如果您有三个 web 应用程序
使用 ASP.NET 版本 1.1，
您需安装一个 web 应用程序使用 ASP.NET 版本 2.0，您可为 ASP.NET
2.0 应用程序创建一个虚拟目录，并为此目录配置 ASP.NET 设置以启用 2.0 版本，然后就可成
功安装所需应用程序。
虚拟目录也可以用作别名。例如，您有一个 web 应用程序安装在物理目录
"/my_data/web_apps/forum"里您的域 "example.com" 上。若要访问此 web 应用程序，
用户需要输入难记忆又太长的 "example.com/my_data/web_apps/forum"。您可在您虚
拟主机的根里创建叫做 forum 的虚拟目录，并链接此虚拟目录至
"/my_data/web_apps/forum"，因此想要访问此 web 应用程序的用户将需要输入简短易记
的"example.com/forum"。

本节内容：
创建虚拟目录..................................................................................................... 137
配置虚拟目录的 ASP.NET ................................................................................. 139
为虚拟目录配置 PHP ......................................................................................... 141
设置虚拟目录的访问权限 ................................................................................... 142
更改虚拟目录设置.............................................................................................. 144
添加和删除 MIME 类型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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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虚拟目录
 在网站中创建虚拟目录：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虚拟目录。您现在位于网站的根目录。
4. 导航到您想要创建新虚拟目录的目录。
5. 单击创建虚拟目录。
注意：若要创建物理目录而不是虚拟目录，请单击创建目录，指定目录名称并单击确定。

6. 指定所需参数：


名称 - 指定虚拟目录名称。



路径 - 指定虚拟目录路径：


选中创建与虚拟目录名称相同的物理目录复选框来自动创建与您正在创建的虚拟目
录名称相同的物理目录。



清除创建与虚拟目录名称相同的物理目录复选框并指定路径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物
理目录。



脚本源访问 - 选中此复选框可允许用户访问源代码（如果设置了读取或写入权限）。源
代码包括 ASP 应用程序中的脚本。



读取权限 - 选中此复选框可允许用户读取文件或目录及其属性。



写入权限 - 选中此复选框，可允许用户将文件和其相关属性上传到当前虚拟目录中，或
更改可写文件中的内容。仅当浏览器支持 HTTP 1.1 协议的 PUT 功能时，才允许“写入”
访问。



目录浏览 - 选中此复选框可允许用户查看虚拟目录中所列的文件和子目录超文本。



日志访问 - 如果您想存储有关虚拟目录访问的相关信息，请选中此复选框。



创建应用程序 -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使目录拥有 IIS 应用程序。该目录与网站的其他部分
在逻辑上相互独立。



执行权限 - 选择虚拟目录所允许的合适程序执行等级。


无 - 将只允许访问静态文件，例如 HTML 或图像文件。



仅限于脚本 - 仅允许运行脚本，而非可执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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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和可执行文件 - 删除所有限制，此时可以执行各种文件。

ASP 设置 - 设置基于 ASP 的 Web 应用程序。


如果您正在使用在 IIS 设置的数据传送限制下无法正常操作的 ASP 应用程序，可清
除与您需要更改与输入所需数字的字段对应的由父目录定义复选框。



如果您需在服务器级别启用 ASP 应用程序调试，可清除相应的由父目录定义复选框
并选择启用 ASP 服务器级脚本调试复选框。



如果您需在客户端启用 ASP 应用程序调试，可清除相应的由父目录定义复选框，并
选择启用 ASP 服务器级脚本调试复选框。

注意：如果您正尝试更改根虚拟目录的 ASP 设置，默认复选框名称将是由 IIS 定义而非
由父目录定义。

7. 单击确定。

 从网站中删除虚拟目录：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虚拟目录。
4. 选择您需要移除的目录相对应的复选框。
5. 单击移除。
6. 单击确定以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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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虚拟目录的 ASP.NET
 为网站中的虚拟目录配置 ASP.NET 设置：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虚拟目录。
4. 浏览所需目录并单击有该目录名称的链接。
5. 单击ASP.NET设置。
6. 创建决定使用数据库的ASP.NET应用程序的数据库连接数据的字符串。该选项
仅在ASP.NET 2.0.x上可用。
当您首次打开“ASP.NET 配置”页面时，将看到显示常用构造的示例连接参数。您可删除
这些参数并指定自己的字符串。


要添加字符串，请将必需的数据填入名称和连接参数输入字段，并单击这两个字段旁的
。



要删除字符串，请单击该字符串旁的

。

7. 创建被ASP.NET应用程序返回的自定义错误信息：


要设置自定义错误消息模式，请从自定义错误模式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选项：


开启 － 自定义错误信息已启用。



关闭 －自定义错误信息已禁用，同时显示出详细的错误信息。



仅限远程 － 仅对远程客户端显示自定义错误信息，本地主机只显示 ASP. NET 错误
信息。



要添加自定义错误消息（该消息应用于关闭模式外的所有情况），请在状态代码和重定
向 URL 中输入值，并单击
。


状态代码参数对导致重定向到错误页面的 HTTP 状态代码进行定义。



重定向 URL 参数对错误页面的 Web 地址进行定义，该错误页面将错误信息呈现给客
户端。

由于可能出现的冲突，您无法使用已存在的错误代码添加新的自定义错误消息，但是您
可以为现有代码重新定义 URL。


要从列表中删除自定义错误消息，请单击该消息旁的

8. 在编译和调试字段中配置编译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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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用于动态编译文件的默认编程语言，可从默认网页语言列表中选择项目。



要启用编译二进制发行代码，请将启用调试复选框保留为空；



要启用编译二进制调试代码，请选中启用调试复选框。这种情况下，包含错误的源代码
片断将显示在诊断页面消息中。

注意：在调试模式下运行应用程序会消耗内存和降低性能。建议在测试应用程序时使用调试
模式；在部署应用程序到产品方案之前则禁用此模式。

9. 在全球化设置部分配置ASP.NET应用程序的编码设置：


要设置所有传入请求采用的编码，请在请求编码字段中输入一个编码值（默认为 UTF-8）。



要设置所有响应采用的编码，请在响应编码字段中输入一个编码值（默认为 UTF-8）。



要设置用于解析 .aspx、.asmx 和 .asax 文件的默认编码，请在文件编码字段中输入
一个编码值（默认为 Windows-1252）。



要设置处理传入 Web 请求时所需的默认区域性，请在区域性列表中选择相应项。



要设置在处理区域性资源的搜索时所需的默认区域值，请在 UI 区域性列表中选择相应项。

10. 在代码访问安全性字段为ASP.NET应用程序设置代码访问安全信任级别。
“CAS 信任等级”是一个为应用程序运行所指定的安全区，用来定义应用程序可以访问的服务
器资源。
重要说明：如果一个程序集被分配的信任级别过低，则该程序集将不能正常运行。有关权限
级别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en-us/dnnetsec/html/THCMCh09.asp?frame=true#c096
18429_010。

11. 如果您正使用ASP.NET 1.1.x，您可在脚本库设置字段中启用辅助脚本。如果您
在网站上使用验证Web控件，则需要指定脚本库设置。


如果您需要使用辅助脚本（特别是为验证输入数据而实施对象的脚本），请为 .NET
framework 脚本库提供设置。要执行此操作，请在至 Microsoft 脚本库的路径字段输入以
前面带有斜线的域根目录开头的路径，或者单击位于至 Microsoft 脚本库的路径字段旁的
文件夹图标并浏览至所需位置。



要初始化安装指定位置上包含脚本的文件，请选中安装复选框。如果指定位置已存在这
些文件，则它们将被重写。

12. 在会话设置字段中设置客户端会话参数：


要设置应用程序的默认验证模式，请从验证模式列表中选择合适的选项。请注意，只要
使用了 IIS 验证，就必须选择 Windows 验证模式。



要设置允许的会话闲置时间，可在会话超时字段输入合适的分钟。

13. 单击确定以应用所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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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拟目录配置 PHP
如要能够使用需要 PHP4 或 PHP5 的 Web 应用程序，您可以选择个人虚拟目录所需的 PHP 版
本。

 选择网站中虚拟目录的 PHP 版本：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虚拟目录。
4. 浏览所需目录并单击有该目录名称的链接。
5. 在工具组中，单击PHP设置。
6. 选择所需的PHP版本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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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虚拟目录的访问权限
 设置网站中虚拟目录的访问权限：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虚拟目录。
4. 要设置现有虚拟目录的访问权限，请在工具组中，单击目录访问权限。如果您需
为现有目录内的子目录设置权限，可单击相应的图标

。

5. 执行下列操作：


要设置文件/文件夹继承父文件夹的权限（如果原来没有），可选中复选框允许从父文件
夹继承的权限传递给此对象与所有子对象，包括那些在此明确定义的项目。



若要设置包含在此文件夹内的文件与文件夹继承您指定的文件夹权限，可选中复选框用
此处适用于子对象的项目代替所有子对象的权限项目。



要更改或移除一组或一个用户的权限，可在组或用户名称列表中单击所需名称。如果该
组或用户不在组或用户名称列表中，可从位于列表上面的菜单中选择所需用户或组，并
单击

：用户/组出现在列表中。将其选中。

要允许或拒绝所选组/用户的权限，可选中与 <user/group name> 权限下所列权限相对应
的允许或拒绝复选框。如果允许或拒绝栏中的复选框显示为灰色，表示相应的权限从父
文件夹继承。


若要拒绝从父文件夹继承的权限，可在拒绝下选择所需复选框。这将替代该文件/文件夹
所继承的权限。



若要允许从拒绝的父文件夹继承的权限，可清除允许从父文件夹继承的权限传递给此对
象与所有子对象，包括那些在此明确定义的项目复选框：这样将删除继承的权限。然后
在允许与拒绝下选择所需复选框。



要移除一个组或用户的访问权限，可在组或用户名称列表中选择所需名称并单击名称旁
的图标

。

6. 如果您需要对权限进行高级调整，可单击高级按钮，然后进行下面操作：


要为组或用户创建权限项，请选择组或用户名下拉列表中的相应名称，然后单击



若要设置或更改一个组或用户的文件/文件夹权限，可在组或用户名称列表中选择所需名
称，并选中与 <user/group name> 权限下所列权限相对应的允许与拒绝复选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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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组或用户删除权限项，请选择组或用户名称下拉列表中的相应名称，然后单击

。



若要设置文件夹子对象继承 <user/group name> 权限下所定义的权限，可选择用此处适用
于子对象的项目代替所有子对象的权限项目>复选框，然后在适用于列表中选择与必须继
承权限的对象相对应的复选框。

7. 单击确定。

 限制访问一个虚拟目录中的文件与目录：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虚拟目录。
4. 导航至您需要保护的目录并单击保护选项卡。
5. 单击保护。
6. 指定可访问该目录的用户，可单击添加用户，指定用户名与密码，并单击确定
7. 如果您需指定用户尝试访问目录时可看到的被保护区域的标题，可单击设置，
指定标题，并单击确定。

 取消用户访问一个目录的权限：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2. 转到虚拟目录 > 保护选项卡。
3. 选择与用户名称相对应的复选框并单击移除。

 移除目录保护并允许公众可无限制地看到目录内容：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2. 转到虚拟目录 > 保护选项卡。
3. 单击移除保护。
4. 单击确定确认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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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虚拟目录设置
 更改网站中的虚拟目录的设置：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 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虚拟目录。
4. 浏览您需更改首选项的目录，并单击相应的图标

，或单击所需目录中的目录

属性。
5. 更改所需设置：


名称 - 指定虚拟目录名称。



路径 - 指定虚拟目录链接的物理目录的路径。



脚本源访问 - 选中此复选框可允许用户访问源代码（如果设置了读取或写入权限）。源
代码包括 ASP 应用程序中的脚本。



读取权限 - 选中此复选框可允许用户读取文件或目录及其属性。



写入权限 - 选中此复选框，可允许用户将文件和其相关属性上传到当前虚拟目录中，或
更改可写文件中的内容。仅当浏览器支持 HTTP 1.1 协议的 PUT 功能时，才允许“写入”
访问。



目录浏览 - 选中此复选框可允许用户查看虚拟目录中所列的文件和子目录超文本。



日志访问 - 选中此复选框可存储关于虚拟目录访问的信息。



创建应用程序 - 选中此复选框可使 Web 目录拥有 IIS 应用程序。该目录与网站的其他部
分在逻辑上相互独立。





执行权限 - 选择虚拟目录所允许的合适程序执行等级。


无 - 将只允许访问静态文件，例如 HTML 或图像文件。



仅限于脚本 - 仅允许运行脚本，而非可执行文件。



脚本和可执行文件 - 删除所有限制，此时可以执行各种文件。

允许使用父路径 - 选中此复选框，将允许当引用当前 Web 目录上方的文件夹时，在该
路径名中使用双句点。此操作允许用户在不知道文件夹名称与层级地址的情况下往上移
动目录树。如果选定此选项，父路径目录将不选择属性中的执行权限复选框，因此应用
程序没有未经授权运行父路径中的程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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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在 MTA（多线程单元）模式下执行应用程序 - 选中此复选框允许在多线程 (MTA) 模
式下执行应用程序。否则，应用程序将以单线程单元 (STA) 模式执行。使用 STA 时，
每个应用程序池都将在专用的进程中执行。而使用 MTA 时，多个并发应用程序池将在单
个线程中执行，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高性能。



使用默认文档 - 选择此复选框允许使用现存目录的默认文档。当用户访问 Web 上的没
有具体文件名的目录时（例如，使用 http://www.example.com 而不是
http://www.example.com/index.html），将发送此默认文档。如果清除该复选框并选中
目录浏览复选框，Web 服务器将返回一个文件夹列表。如果清除该复选框和目录浏览复
选框，Web 服务器将返回“访问被拒绝”错误消息。



默认文档搜索顺序 - 指定 IIS 搜索默认文档的顺序，并将它找到的第一个可用文件发送
给用户。如果未发现匹配项，IIS 将按默认内容页禁用时的情况进行处理。



允许匿名访问 - 如果您需要设置此目录为网络用户无需认证便可访问的共享目录，可选
择此选复选框。



需要 SSL - 选择此复选框启用只通过 SSL 加密连接访问文件夹。



ASP 设置 - 设置基于 ASP 的 Web 应用程序。


如果您正在使用在 IIS 设置的数据传送限制下无法正常操作的 ASP 应用程序，可清
除与您需要更改和输入所需数字的字段对应的由父目录定义复选框。



如果您需在服务器级别启用 ASP 应用程序调试，可清除相应的由父目录定义复选框
并选择启用 ASP 服务器级脚本调试复选框。



如果您需在客户端启用 ASP 应用程序调试，可清除相应的由父目录定义复选框，并
选择启用 ASP 服务器级脚本调试复选框。
注意：如果您正尝试更改根目录的 ASP 设置，默认复选框名称将是由 IIS 定义而非由
父目录定义。

6.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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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和删除 MIME 类型
多用途因特网邮件交换 (MIME) 类型可指示 Web 浏览器或邮件应用程序如何处理从服务器接
收的文件。例如，当 Web 浏览器请求服务器上的项目时，同时也在请求对象的 MIME 类型。某
些 MIME 类型（如图形）可以显示在浏览器中；其他内容（如文字处理文档）需要外部应用程
序才能显示。
当 Web 服务器向客户端 Web 浏览器传送网页时，同时会发送正在发送数据的 MIME 类型。如
果其中带有特定格式的附加文件或内嵌文件，IIS 还会向客户端应用程序告知内嵌文件或附加文
件的 MIME 类型。这样一来，客户端应用程序便知道如何处理或显示从 IIS 接收到的数据。
IIS 只能处理已注册的 MIME 类型的文件。这些类型可在全局 IIS 级别与网站或虚拟目录级别进
行定义。全局定义的 MIME 类型将由所有网站与虚拟目录继承，而在网站主目录或虚拟目录级
别定义的 MIME 类型只能用于定义的区域。否则，如果 Web 服务器接收到未注册的 MIME 类型
的文件请求，将返回 404.3（未找到）错误。

 为网站中的虚拟目录添加新 MIME 类型：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虚拟目录。
4. 导航至所需虚拟目录并单击有该目录名称的链接。
5. 单击MIME类型选项卡。
6. 单击添加MIME类型。
7. 指定下列内容：


在扩展名字段键入文件名的扩展名。不管是什么扩展名，所有文件扩展名需以一个点号 (.)
或一个通配符 (*) 开头。



在内容字段中指定文件的内容类型。



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适当的值，也可以定义新的内容类型。若要实现此操作，可选择自
定义并在输入框中输入内容类型。

8. 单击确定完成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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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网站中的虚拟目录的 MIME 类型：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虚拟目录。
4. 导航至所需虚拟目录并单击有该目录名称的链接。
5. 选择MIME类型选项卡。
6. 选择列表中的所需MIME类型。


在扩展名字段键入文件名的扩展名。不管是什么扩展名，所有文件扩展名需以一个点号 (.)
或一个通配符 (*) 开头。



在内容字段中指定文件的内容类型。



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适当的值，也可以定义新的内容类型。若要实现此操作，可选择自
定义并在输入框中输入内容类型。

7.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删除网站中的虚拟目录的 MIME 类型：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网站的域名。
3. 单击虚拟目录。
4. 导航至所需虚拟目录并单击有该目录名称的链接。
5. 选择MIME类型选项卡。
6. 选择您需要移除的MIME类型相对应的复选框。
7. 单击移除。
8. 确认删除操作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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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IIS 应用程序池 (Windows)
IIS 应用程序池包括所有安装在您网站上的 Web 应用程序。如果您的服务提供商为您的网站分
配了一个专用的 IIS 应用程序池，您可在一定程度上隔离您网站使用的 Web 应用程序与托管网
站于同一服务器上的其他托管用户使用的 Web 应用程序。因为每个应用程序池单独运行，一个
应用程序池中的错误不会影响到其他应用程序池中的应用程序。
您一打开应用程序池，您网站上的所有 Web 应用程序都将使用该池。

 为您的网站启用专用 IIS 应用程序池：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您网站的专用IIS应用程序池。
3. 单击启用。
4. 要限制此应用程序池可以使用的CPU资源量，可选择启用CPU监控复选框并在最
大CPU使用率（百分比）框中输入一个百分数。
5. 单击确定。

 停止在应用程序池中运行的所有应用程序：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您网站的专用IIS应用程序池。
2. 单击停止。

 启动应用程序池中的所有应用程序：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您网站的专用IIS应用程序池。
2. 单击启动。
如果您运行的应用程序有内存泄漏或在长时间工作后变得不稳定，您需要不时地重启这些应用
程序。

 重启应用程序池中的所有应用程序：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您网站的专用IIS应用程序池。
2. 单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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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您网站的专用 IIS 应用程序池：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您网站的专用IIS应用程序池。
2. 单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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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eb Deploy 发布 Web (Windows)
Web Deploy（Web 部署工具）是一款 Microsoft 工具，能够很大程度上简化您网站与 Web 应
用程序的迁移、管理与部署。更准确地说，您可在本地环境中（例如 Visual Studio® (IDE) 或
WebMatrix®（开发工具））编写代码，然后通过 Web Deploy 定期发布更新到您的生产服务器
。

Visual Studio® 与 WebMatrix® 的不同点
如果您正寻找能够无缝发布代码更新到您帐户的环境，您可在 Visual Studio® 与 WebMatrix®
之间进行选择。


Visual Studio® 是用于编写 .NET 应用程序和任何大小网站的经典集成开发环境 (IDE)。它
有大量可扩展基本功能的插件。但是，如要在 Visual Studio® 中运行与调试您的应用程序，
您应执行额外的配置（如准备数据库和调整环境设置）。因此，该工具更适用于高级的用户
。



借助 WebMatrix®，您可使用一套内置的应用程序模板，甚至开箱即可使用应用程序
（WordPress、Joomla）。如果您希望快速添加应用程序到客户帐户或开始运行应用程序，
您只需要从列表中选择该应用程序，WebMatrix® 将透明地为您配置该应用程序。而且，您
无需退出 WebMatrix® 工具就能立即找到并订购托管方案。总的来说，该工具适合无经验
用户使用，通过提供已准备好的应用程序与模式来加快开发速度。关于如何安装和使用
WebMatrix® 的详细信息，请查看http://www.microsoft.com/web/webmatrix/。

为您的项目选择哪种工具将取决于您自己。

如何在 Visual Studio® 与 WebMatrix® 中配置 Web 发布
如要在您的环境中设置 Web 发布，您需要打开发布设置，并指定您客户帐户的 IP 地址以及您
用于登录控制面板的用户名与密码。
在 WebMatrix® 中，可在首页 > 发布中找到发布设置。您可以手动提供这些设置，或通过 Panel
自动生成的 XML 文件提供。要下载特定网站的文件，请在网站与域名 > <domain_name> > Web
Deploy 发布设置中单击相应的下载链接。只有当 Web Deploy 已安装在 Panel 服务器上并且正
在运行时，这些设置才可用。如果未看到这些设置，请联系您的托管服务提供商。
如需了解如何在 WebMatrix® 中设置 Web 发布过程的逐步说明，可访问
http://www.microsoft.com/web/post/how-to-publish-a-web-application-using-webmatrix。
如需了解有关 Visual Studio® 中的发布设置的更多信息，可访问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7z83t16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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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您可以决定是否将更新安全地传送到您的客户帐户（通过在发布设置中选择相应的选项
来实现）。如果您的托管提供商没有有效的 SSL 证书，您会在尝试发布时收到错误消息。要解
决此问题，请联系您的托管服务提供商以寻求协助，或避免使用安全连接。

保护 WebMatrix® 发布设置
包含 WebMatrix® 发布设置的 XML 文件中可能包含客户帐户的密码。管理员可选择对 Panel
进行配置，使其在 XML 文件中排除这些密码。如果管理员希望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并防止密码
被窃，他们可以指定从 XML 文件中排除密码。这样一来，客户必须在 WebMatrix® 中直接输入
密码。可在工具 & 设置 > 服务器设置页面中找到此选项。

第 5章

使用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
站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也称为编辑器）是一个可视化编辑器，允许小企业拥有者及
个人用户快速轻松地创建网站。通过 Presence Builder，您不必编写代码或配置服务器
即可启用博客、打开在线商店或设置任何其他形式的网站。您只需添加要在网站中包含
的文字、图片库、在线商店等内容块（通过将其拖放到页面实现），使用您的内容填充这
些块，并发布结果。网站已成功创建！

开始创建网站
当开始处理网站时，您不必编写文本、查找图像和调整网站外观。只需选择最适合您网站
的主题即可，Presence Builder 将生成一个网站模板，其中已包含一组与选定主题相关的
页面、图片和文本。Presence Builder 在每次生成网站时，将使用一组随机的元素设计，
可确保您的网站设计永远不会重复。
在选择主题后，它将提示您输入一些额外信息。Presence Builder 会将这些信息添加到网
站的网页，例如，您的电话号码将出现在联系我们页面。
有关如何开始创建网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网站 ( P 156)部分。

导入在 SiteBuilder 4.5 中创建的网站
如果您已具有在 SiteBuilder 4.5 中创建、并托管在其他位置的网站，可以将此网站导入
您的新客户帐户。要了解如何将 SiteBuilder 4.5 网站移至 Presence Builder，请参考从
SiteBuilder 4.5 导入网站 ( P 157)部分。

填充网站内容
当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后，您可使用自己的内容填充网站。您的主要编辑工具是
Presence Builder 的主菜单。可以使用此菜单执行以下操作：


更改您的站点结构：添加或删除页面。



编辑网站设计：更改颜色和版面。



使用您的内容填充站点：删除未使用的预定义内容，并添加您自己的元素：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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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和图片库



视频



脚本



博客



搜索框



其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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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访问者在您的社交媒体（如 Facebook 或 Twitter）上分享您网站的信息：向您的
网站页面添加相应按钮。

要了解有关您可以在编辑器中执行的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熟悉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
( P 154)部分。
编辑网站 ( P 159)部分中提供了关于管理网站外观和内容的说明。

将网站发布到 Internet 上
完成网站编辑后，您需要将其发布到 Internet 上。要让人们通过域名看到您的网站，请单
击主菜单中的相应按钮以发布网站。当单击此链接时，Presence Builder 会生成您网站包
含的静态页面和脚本，并将它们放在服务器上的适当位置，使人们在浏览器中输入您的域
名时能看到它们。要了解关于发布网站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发布网站到 Internet ( P 199) 部
分。
您也可以通过将网站副本置于 Facebook（流行的社交网络）上来吸引更多的访问者。有
关如何执行此操作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在 Facebook 上发布网站副本 ( P 200)。

本章内容:
熟悉 Presence Builder ....................................................................................... 154
创建网站............................................................................................................ 156
从 SiteBuilder 4.5 导入网站 ............................................................................... 157
编辑网站............................................................................................................ 159
保存与加载网站副本 .......................................................................................... 197
发布网站到 Internet ........................................................................................... 199
在 Facebook 上发布网站副本 ............................................................................ 200
在 Dashboard 上查看网站访问统计、评论和新订单 ........................................... 202
删除网站............................................................................................................ 204

154

使用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

熟悉 Presence Builder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的界面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您的网站与主要菜单。
网站包含多个元素或模块。每个模块可分别编辑。在此处我们可以让您熟悉网站模块编辑的主
要规则。所有模块的规则都类似。
向页面添加模块时，您可选择只在当前页面显示（特定页面模块）或在网站所有页面上显示（网
站范围模块）。搜索、广告、网站徽标、导航和面包屑模块例外：当您添加这些模块时，就已
放置在网站的所有页面上。
如果希望模块只存在于当前页面，可选择模块选项卡下的模块，并拖拽到标有文本为仅在此页
面上的任何区域。此类区域位于主要内容块内且接近每个侧边栏的顶部。
要把一个模块放置到网站的所有页面上，可选择模块选项卡下的模块，并拖拽到标有文本为在
所有页面上的任何区域。此类区域位于主要内容块的上面或下面、侧边栏、页眉和页脚中。
如要找到或编辑一个网站模块，可把鼠标悬浮在您想要更改的网站部分上。模块周围将出现虚
线框。在虚线框附近将出现一个提示移动、编辑或移除模块的控制面板。
环绕特定页面模块的虚线框是绿色的，而环绕网站范围模块的是蓝色的。
该编辑器主菜单提供了网站编辑选项，分为 5 个选项卡：


模块。在此您可选择必要的模块并拖拽到页面的任何位置以填充网站内容。



设计。在此处您可以为您的网站选择版面和主要的颜色方案，更改不同元素的颜色并选择字
体和边框样式。



页面。在此您可添加与删除页面，重命名页面，编辑页面元信息（如用于搜索引擎的描述与
关键字），或标记为隐藏页面（从而使您的访问者无法从网站菜单进行访问）。



文档。在此处您可以上传不同格式的文档、图片或其他文件至您的托管帐户。然后您可以非
常容易地把可进入到这些文档的链接插入至您的网站页面上。或者，您可以把文件保留在托
管帐户上以备自己使用。



设置。在此您可编辑网站名称、搜索引擎的描述与关键字，上传网站图标 (favicon)，优化
您网站在搜素引擎结果的排名，连接您的网站至 Google Analytics，并在 Facebook 页面上
添加您的网站副本。

在主菜单中，您还可进行以下操作：


访问 Dashboard 以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



访问有关网站访问量的统计。该统计由 Google Analytics 提供。



访问网站访问者在您网站页面上的新评论。该评论功能由 Disqus 提供。



访问客户在您在线商店下的新订单。该在线商店的功能由 Ecwid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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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保存与恢复选项保存并上传您的网站副本。



访问 Presence Builder 入门视频教程，查看用户指南，或向我们发送您的反馈。如要实现此
操作，可在帮助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选项。



使用发布选项发布您的网站。



放弃对网站的任何更改，通过选择更多 > 重新开始开始创建新的网站。这不会删除您已发
布的网站副本。

通过选择更多 > 移除网站从编辑器删除当前网站草案。这不会删除您已发布的网站副本。 您
可为了方便拖拽主菜单到页面的任何位置或最小化该菜单。 您还可在页面任何位置访问快捷菜
单中主菜单的所有选项。如要打开快捷菜单，需单击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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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网站
为了尽量方便您创建网站，Presence Builder 为您提供了一套预置的网站主题。当您开始创建
网站时，可选择最适合您的一个主题，Presence Builder 会生成一个包含与该主题相关的内容
的网站。例如，针对零售店包含一个价格列表模板，或针对艺术家网站包含一个图片库。如果
您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主题，您可以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要求他们为您创建相应的模板并添
加到可用主题列表中。
当您开始创建网站时，Presence Builder 还会提示您提供关于您自己或公司的信息。Presence
Builder 会将这些信息自动添加到相应的特定页面，例如，添加到关于我们和联系我们页。
注意： Presence Builder 将不会在网站页面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存储或使用您提供的信息。之
后您可以更改或移除该信息。

 在 Presence Builder 中开始创建网站：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然后单击所需的域名。
2. 单击启动Presence Builder。
3. 选择一个网站主题。
4. 输入网站名称并选择网站语言。
5. 提供信息以预填写您的网站。
6. 单击创建网站。

使用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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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iteBuilder 4.5 导入网站
如果您有通过 SiteBuilder 4.5 创建的网站，可以把该网站导入 Presence Builder。
注意： 不支持从更早期版本的 SiteBuilder 或其它内容管理系统导入网站。
如果您的网站是通过更早期的 SiteBuilder（4.4 或更早）创建的，而您需要迁移该网站，您可以
进行以下操作：


联系您的主机提供商，请求他们把您的账户升级到最新版本的 Presence Builder。



可通过复制粘贴内容的方式来手动迁移网站。

在网站导入过程中，大部分的网站结构和内容可以成功迁移。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会迁移所有内
容。
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成功导入以下元素：


站点地图。



统计页面，包括文本模块中的链接和图片。 注意，超过 30 KB 的文本块可能会被切分；因
此，部分文本可能会丢失。



横幅（如果不是自定义图片）。



标语、网站标题。



徽标（如果不是自定义图片）。



页脚文本。



元信息（关键字、描述）。

其它模块只有作为带有统计内容、链接和图片的文本小部件才能成功导入。 按钮无法导入。 图
片库结构可以导入但是不包括图片。

 要从 SiteBuilder 4.5 导入网站：
1. 打开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在主题选择屏幕上，点击从SiteBuilder 4.5导入
网站。
2. 输入你想要导入的网站的互联网地址（域名）。例如： http://example.com.
3. 选择该复选框确认您已经了解到在导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情况，并点击
导入网站。
4. 导入网站后，浏览并根据需要进行编辑 ( P 159)。 您可以对比导入后的网站和
原始网站并手动添加丢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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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辑完成时，发布网站至您的客户账户 ( P 199)。
如果您发布新网站到托管通过 SiteBuilder 4.5 创建的网站的同一个网站空间，新网站会覆盖旧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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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网站
在 Presence Builder 里，您几乎可更改网站的每个元素。 大部分元素可立即更改 - 您打开使
用元素的一个页面，进行编辑，立刻就能看到更改结果。 网站范围元素，例如只在一个地方更
改搜索模块和广告模块，而此更改会应用到网站的每个页面。
注意： 如果您正使用 Internet Explorer，我们强烈建议您避免使用浏览器缩放来更改浏览器窗
口里的文本大小。 请注意，Presence Builder 中的网站将执行正常大小 (100%)，同时在此情
况下看起来也是最好的。

本节内容：
添加页面 ............................................................................................................ 159
设计：设计模板、版面、样式、颜色方案与标头 ................................................ 162
内容：文本、表格、图片、视频、表单和脚本 ................................................... 170
面向网站站长的设置与工具 ............................................................................... 192

添加页面
本节内容：
添加与移除页面 ................................................................................................. 160
添加与移除导航链接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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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与移除页面
您的网站可以有两个级别的嵌套。您可以创建的页面的总数量取决于您的托管方案。当您达到
分配的页面数量时该编辑器会通知您。带有美元符号 ($) 的图标将会在添加页面按钮之上显示。

 在您的网站上添加一个新页面：
1. 转到页面选项卡。
2. 单击添加页面。新页面将以绿色突出显示。
3. 通过拖拽或使用箭头标记放置新页面。
4. 指定页面标题。
5. 指定在搜索引擎结果页面显示的内容描述以及搜素引擎用于搜索页面的关键
字。
注意： 页面名称与页面链接名称是必填字段。描述与关键字是选填字段。如果您指定页面
的关键字，需以逗号隔开，无空格。

6. 如果您需要设置您的网站访问者不可见该页面，可选择隐藏页面复选框。
7. 如果您要用密码认证来限制对该页面的访问，可选择被保护页面复选框并指定用
户名与密码。
8.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更改页面位置或属性：
1. 转到页面选项卡。
2. 选择要编辑的页面。
3. 通过拖拽或使用箭头标记更改页面位置。
4. 编辑页面标题。
5. 编辑或移除在搜索引擎结果页面显示的内容描述以及搜素引擎用于搜索页面的
关键字。
注意： 页面名称与页面链接名称是必填字段。描述与关键字是选填字段。如果您指定页面
的关键字，需以逗号隔开，无空格。

6. 如果您需要设置您的网站访问者不可见该页面，可选择隐藏页面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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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要用密码认证来限制对该页面的访问，可选择被保护页面复选框并指定用
户名与密码。
8.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删除网站的一个页面：
1. 转到页面选项卡。
2. 选择要移除的页面。
3. 单击删除页面。
4.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添加与移除导航链接
带有进入网站页面链接的横向导航栏默认插入网站页眉下面或上面。您每次添加、更改、移动
或移除页面都会自动更新。
如果您使用网站上的侧边栏，标头下的横向栏仅包括进入第一级页面的链接，而侧边栏显示第
二与第三级链接。
您可通过拖拽移动导航块到网站的其他区域。
对于每个导航块，您都可以指定菜单里应包括那个级别的页面，更改菜单对齐方式（例如，页
面居中显示而不是默认的左对齐），以及更改用于链接的字体颜色、样式与大小。若要更改这
些设置，请把鼠标放在导航块上并点击编辑。
如果您偶然移除了一个导航块，可重新插入。 操作步骤是，进入模块选项卡，选择导航， 然
后拖拽到您要添加的页面位置。导航块将被插入网站的所有页面。
为了方便访问者，您还可添加当前位置导航块。当前位置导航是链接链，显示用户从网站主页
到当前页面的路径。如要添加当前位置导航块，进入模块 选项卡，选择当前位置导航栏， 然
后拖拽到您要添加的页面位置。导航块将被插入网站的所有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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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设计模板、版面、样式、颜色方案与标头
本部分描述如何更改站点的版面、颜色方案与标头元素。

本节内容：
选择网站的设计模板 .......................................................................................... 163
更改您网站的版面.............................................................................................. 165
选择网站颜色、背景图片、字体以及边框和角的样式 ......................................... 167
更改网站标头元素..............................................................................................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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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网站的设计模板
当新网站生成时，编辑器会任意应用一个设计模板到该网站上。设计模板是网站元素（横幅、
页脚、侧边栏）、页面版面设置和颜色的组合。
该编辑器会提供 24 种设计模板供选择，16 种是任意生成的，8 种是由图形设计师专为 Presence
Builder 而创建的。
您可以浏览设计模板列表并选择最喜欢的设计，也可以单独调整网站元素的版面和颜色，这会
在本文档中接下来的章节进行阐述。
您也可以准备自己的设计模板，保存到 ZIP 存档，然后上传到编辑器上，最后应用到网站上。

选择并应用设计模板
注意： 当您应用设计模板时，所有网站范围的元素和模块极其包含的内容都将被覆盖。

 选择设计模板并应用到网站：
转到设计选项卡 > 模板，选择您需要的模板，并单击确定。
任意生成的设计会列举于已生成部分中，而设计师们创建的模板则会在特殊部分中。

准备自定义的设计模板
以下网站元素和设置可保存于设计模板中：


网站版面：表头、页脚、内容区域和侧边栏的位置和大小。



横幅图片。



所有网站范围的模块。



颜色方案或单独选定的颜色。



字体。



有关页面元素的角的边框和形状的信息。

 创建自定义的设计模板：
1. 按照更改您网站的版面 ( P 165)和选择网站颜色、字体以及边框和角的样式
( P 167)中的描述，调整版面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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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内容：文本、表格、图片、视频、表单和脚本 ( P 170)和更改网站表头元
素 ( P 169)中的描述，添加必要的网站范围的模块和横幅。
3. 保存设计模板：进入设计选项卡并单击导出设计。

导入并应用自定义设计模板
注意： 当您导入并应用设计模板时，所有网站范围的元素和模块极其包含的内容都将被覆盖。

 上传并应用设计模板：
1. 进入设计选项卡并单击导入设计。
2. 选择包含设计模板的ZIP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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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您网站的版面
您的网站版面可由以下元素组成：




标头。这是最顶部的一个区域，往往在这个区域放置横幅图片和公司徽标。您可以在标头处
进行以下操作：


从标头区域移动横幅图片和徽标到页面上的任何地方。



通过移除所有元素来降低标头高度至 25 像素。



更改标头宽度从默认大小到 100%，令标头大小适合页面宽度。

内容区域。这是网站用于放置大部分网站内容的主要部分。您可以在内容区域进行以下操作：


调整内容区域的高度。



把内容区域分成几列。您可以通过拖拽新模块到内容区域的左侧或右侧边缘并插入模块
的方式来实现。








通过移动内容到左侧或到右侧的方式来更改内容区域中的各列的位置。

侧边栏。有多个纵向列用于放置所有类型的模块，包括网站范围模块和特定页面模块。您可
以对侧边栏进行以下操作：


添加一个侧边栏并置于内容区域的左侧或右侧。



添加两个侧边栏。这两个侧边栏将会置于内容区域的左侧和右侧。



调整侧边栏的高度和宽度。



移动侧边栏到页面的顶部并放置到标头区域的左侧或右侧。



切换侧边栏的位置。

页脚。这是最底部的区域，通常放置公司名称、联系信息或版权声明。您可以在页脚进行以
下操作：


通过移除所有元素来降低页脚高度至 25 像素。



更改页脚宽度从默认大小到 100%，令标头大小适合页面宽度。

页脚下的广告块。根据您的托管方案，可能会在网站页脚下面显示包含来自托管提供商的一
些广告文本块。如果您的网站上出现了广告块，您可以升级到其他托管方案而移除该广告块。

 更改您网站的版面：
1. 转到设计选项卡 > 版面选项卡。
2. 选择侧边栏的数量：在侧边栏下，选择无、一个或两个。
3. 选择侧边栏的位置：


要移动侧边栏到网站的另一侧，或切换侧边栏的位置（如果您有两个侧边栏），请单击
切换侧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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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移动侧边栏到页面的顶部，可在版面模式中单击它们。

4. 设置页面元素的大小：


要设置网站页面的总宽度，可在网站宽度下，选择以下当中的一项：


固定版面：不管浏览器窗口大小是多少，您网站的版面将是固定大小。在这样的情况
下，需指定网站宽度（以像素为单位）。



流动版面：基于浏览器窗口大小的比例。在此情况下，需指定网站宽度对浏览器窗口
大小的百分比。



要更改标头和页脚以及主要内容区域的宽度以适应页面宽度，可单击版面模式中的相应
元素。



如果您已经选择使用，可在最小列高度（按像素）下，指定主要内容区域和每个侧边栏
的高度。
该值显示了您网站元素（不含内容）的高度。当您添加内容到侧边栏与主要内容区域时，
将根据内容多少拉伸高度。



要保证侧边栏和内容区域纵向并排，可选择复选框拉伸侧边栏和内容区域至页脚。



如果您有一个或两个侧边栏，可在侧边栏宽度（按像素）下，指定每个侧边栏的宽度。
主要内容区域的大小将自动生成。



在空白大小（按像素）下，指定纵向或横向空白的大小。空白是指相邻元素边缘之间的
空间。

5.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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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网站颜色、背景图片、字体以及边框和角的样式
您网站的常规颜色方案（样式集）由四种颜色组成。每种颜色可一次用于多个网站元素。您可
通过设计选项卡 > 颜色选项卡调整单个元素的颜色。

 选择网站的常规颜色方案：
1. 转到设计选项卡 > 方案选项卡。
2. 在菜单中选择您网站的颜色方案或样式集。
您将看到组成您网站颜色方案的四种颜色。

3. 如要调整网站颜色方案的一种颜色，可单击相应的颜色字段并更改十六进制颜
色代码值或使用颜色选择器选择一种颜色。
注意：这些修改将会覆盖之前在颜色选项卡上对单个元素所做的颜色修改。

4.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为单个网站元素设置颜色或背景图片：
1. 转到设计选项卡 > 颜色选项卡。
2. 在页面区域菜单中选择网站元素。
3. 单击颜色或图像菜单中的箭头。
4. 执行下列操作：


要填充纯色，请选中纯色选项，并使用颜色选择器选择颜色。



要使用渐层填充，请选择渐层选项，然后从库中选择模式。



要填充背景图片，请选择图像选项，并从库中选择图案或单击上传以上传自己的图像。
指定图像的放置位置以及是否要进行平铺。

5. 对于带文本的元素，可通过单击对应的颜色字段并编辑十六进颜色代码值或在
颜色选择器中选择颜色来实现字体颜色的调整。
注意：在方案选项卡对样式集做的修改将覆盖在颜色选项卡做的更改。

6.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选择您网站的标题与正文文本的字体：
1. 转到设计选项卡 > 字体选项卡。
2. 对于每种字体类型，可在菜单中选择字体与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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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标题，可选择字体修饰。您可使用粗体（B图标）斜体（I图标）。
注意：此处做的设置仅定义您网站字体的常用规则。您可适当调整单个元素的字体。

4.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为网站元素选择角的形状（方形或圆形）：
1. 转到设计选项卡 > 角选项卡。
2. 在页面区域菜单下，选择您想要更改角的元素。
3. 执行下列操作：


要使用圆角，请选择相应的复选框。



要使用方角，请选择相应的复选框。

4.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选择网站元素的边框：
1. 转到设计选项卡 > 边框选项卡。
2. 在网站内部边框下拉菜单中选择您网站内部元素的边框样式。
3. 选择会有边框的元素。
注意：您只可为您的网站所有元素选择一个内部边框样式，但是您可选择该边框是否用于某
个元素。

4. 在网站外部边框下拉菜单中选择您网站外部边框的样式。
5.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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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网站标头元素
站点标头由以下元素组成：


横幅。您可以对横幅进行以下操作：


上传您自己的横幅图片或 SWF 格式的 Flash 文件。



从 Presence Builder 库中选择一个横幅并进行应用。



移除横幅并使用填充颜色或图片的背景。



从标头区域移除横幅以及所有其他元素以降低高度为 25 像素。



移动横幅到内容区域并插入到某个页面或网站的所有页面。
注意：每个网站您只能使用一个横幅。如果您选择插入横幅到某个页面，那么您就无法
把该横幅添加到网站的其他页面上。基于此因素，我们建议您把横幅放置在网站范
围的区域。



徽标图片。您可以对徽标进行以下操作：


上传您自己的徽标图片或 SWF 格式的 Flash 文件。



从标头区域移动徽标到网站空间的其他部分，例如侧边栏和内容区域。



可插入任何数量的徽标图片到网站范围的区域。



通过指定所需尺寸（按像素）或拖拽图片的边和角来调整徽标大小。



移除徽标。



站点名称。这通常会包含公司名称或网站简要描述，例如“John Doe's Recipes”。



网站标语。这通常包括对您站点或公司标语的描述。

 更改横幅图片或标头的其他元素（徽标、网站名称或标语）：
1. 单击横幅图像。
2. 选择使用图像选项，然后在图像列表菜单中单击图像。
3. 执行下列操作：


要使用库中的图像，请选中它。要查找相关的图像，请在输入框中键入关键字。



要使用您自己的图像或者 SWF 格式的 Flash 文件，请单击上传，并选择要使用的文件。
图像应为 GIF、JPEG 与 PNG 格式，最好不宽于 900 像素。

4. 如果您想要调整横幅来适合标头区域的大小，可选择适合图片大小复选框。
5. 在显示横幅元素下，选择您需要在标头中显示的元素相应的复选框。
6. 如果您想要移除徽标图像或上传自己的徽标，可单击徽标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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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想要更改网站名称或标语，可单击标头上相应的字段并进行更改。
要设置更容易看到网站名称和标语，可选择轮廓复选框。这会在文本周围添加黑色或白色的
轮廓，宽度为一个像素。如果网站标题或标语的字体颜色是黑色的，那么轮廓的颜色就会是
白色的，反之亦然。
注意：您可以自由地在标头区域内移动带有网站名称、描述和徽标的模块。
如果您偶然移除了横幅，可重新插入。

 移除横幅：
单击横幅，选择不使用图像选项，并以像素为单位指定横幅块的高度。单击确定。

 插入横幅：
进入模块选项卡，选择横幅，然后拖拽该模块到您要添加的任何网站范围的区域。

 插入徽标：
进入模块选项卡，选择网站徽标，然后拖拽该模块到您要添加的任何网站范围的区域。您可以
上传新的徽标图片或 SWF 格式的 Flash 文件，并把该徽标向左、中间或右对齐。
您也可以通过指定所需尺寸（按像素）或拖拽图片的边和角来调整徽标大小。
注意：当您使用光标调整图片大小时，会自动关闭选项保留原来的长宽比。

内容：文本、表格、图片、视频、表单和脚本
本节描述如何填充网站内容以及如何使用编辑器模块的功能提升您的网站。
向页面添加模块时，您可选择只在当前页面显示（特定页面模块）或在网站所有页面上显示（网
站范围模块）。搜索、广告、网站徽标、导航和面包屑模块例外：当您添加这些模块时，就已
放置在网站的所有页面上。


如果希望模块只存在于当前页面，可选择模块选项卡下的模块，并拖拽到标有文本为仅在此
页面上的任何区域。此类区域位于主要内容块内且接近每个侧边栏的顶部。
要把内容区域分成多列并在其中插入模块，可拖拽该模块到内容区域的左侧或右侧边缘然后
插入。注意：侧边栏区域无法分成列。



要把一个模块放置到网站的所有页面上，可选择模块选项卡下的模块，并拖拽到标有文本为
在所有页面上的任何区域。此类区域位于主要内容块的上面或下面、侧边栏、页眉和页脚中。

您可添加到网站的模块数量取决于您的托管方案。当您达到分配的模块数量时，该编辑器会通
知您。带有美元符号的 ($) 图标将会在编辑器工具栏中的模块图标上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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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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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滑块 ............................................................................................................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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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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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表格、超链接、Flash 文件与图像
在开始处理网站内容之前，建议您选择合适的网站语言（在设置选项卡 > 语言 > 网站语言菜
单进行操作）。
网站语言是网站范围的设置，可定义您添加到网站的内容的语言。它会影响以下内容：


将会显示某些网站元素（尤其是第三方服务提供的元素）使用的语言，例如 Google Search
和图片库中的导航按钮。注意：并不是所有第三方服务和编辑器提供的模块都会支持所有可
用语言。



您将要在编辑器中输入文本方向（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如果您选择从右往左的语言，您
的网站内容和设计将会启用 RTL。

注意：更改网站语言不会以新语言重新加载当前选择的网站主题。主题语言将会保持不变，但
是文本方向将会更改。

 添加文本、列表、表格或图像到某个页面：
1. 转到模块选项卡，选择文本 & 图像，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要添加一个带有文本和图片的模块到当前页面，可拖拽该模块到标有仅在此页面上文本
的任何区域。此类区域位于主要内容块内且接近每个侧边栏的顶部。
要把内容区域分成多列并在其中插入块，可拖拽该模块到内容区域的左侧或右侧边缘然
后插入。注意：侧边栏区域无法分成列。



要添加一个带有文本和图片的模块到网站所有页面，可拖拽该模块到标有在所有页面上
文本的任何区域。此类区域位于主要内容块的上面或下面、侧边栏、页眉和页脚中。

2. 在屏幕上输入文本，并使用模块工具栏上的图标格式化文本添加表格、超链接
与图像。
文本 & 图像模块的工具栏可提供以下工具与功能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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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网页内移动文本与图像块。
2. 移除分块（包括其内容）。
3. 保存更改。
4. 取消更改。
5. 移动工具栏。
6. 选择段落类型与字体。注意：Google Chrome 不支持终端字体。
7. 选择字体大小。
8. 选择字体类型：粗体、斜体、下划线与删除线。
9. 选择文本与背景颜色。
10. 选择文本对齐：左对齐、居中、右对齐或两端对齐（对齐左右边距，词与词之间添加空格）。
11. 增加与减少段落缩进。
12. 开始编号或点号列表。
13. 插入表格并指定行与列的数目。
插入表格后，就可在工具栏中访问多个额外图标。可使用这些图标更改表格行与单元格的属
性，插入并移除行与列，筛分与合并表格单元格。
14. 插入键盘上没有的符号，例如版权与商标标志以及其他统一符号。
15. 插入行。
16. 编辑页面的 HTML 源代码。
17. 取消与恢复更改。
18. 插入 SWF 格式的 Flash 对象。
19. 插入图像，调整其大小，指定说明信息和文本环境。
您可以选择将说明信息显示在图像下方、显示在图像上方（仅在用户将鼠标指针悬停于图像
时）或者不显示。说明信息还将作为替代文本：在不支持图像或配置不显示图像的浏览器中，
将显示说明信息。
如果您想在某一个页面上插入任何图片，需考虑使用图片库模块而不是文本 & 图像模块。
通过图片库，您可上传本地计算机的图片或使用发布到 Picasa Web Albums 图片共享服务
的图片。要了解更多有关图片库模块的信息，请查看图片库 ( P 177)。
如果您想要添加幻灯片来显示多张图片，可使用图片滑块模块。要了解更多有关图片滑块模
块的信息，请查看图片滑块 ( P 179)。
20. 在网页指定部分插入 HTML 锚以至于您可从网站同一或其他页面进行链接。

174

使用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

21. 从所选文本中删除超链接。
22. 添加指向您的网站页面或外部资源的超链接。
23. 添加指向电子邮件地址的链接。
要了解更多有关添加超链接的信息，可查看超链接、进入邮件地址的链接和锚链接 ( P 175)。

本节内容：
超链接、进入邮件地址的连接和锚链接 ..............................................................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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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链接、进入邮件地址的连接和锚链接
创建指向其他页面的链接
 向文本插入超链接：
1. 选择您想要插入链接的文本。
2. 在文本 & 图像模块的工具栏上，单击图标

。

3. 执行下列操作：


要添加链接到网站上的其他网站空间，请选择选项该网站的一个页面。在选择页面菜单
中，选择目标网页或您已放置锚链接的网页部分。



要添加链接到其他网站上的网站空间或文件，请选择选项互联网上的网站空间或文件，
并输入地址。例如 http://example.com。



要添加链接到您之前通过文档管理上传的文档或其他可下载的文件中（如文档和其他可
下载文件 ( P 187)所述），可选择选项该网站上的文档，并选择目标文件。

4. 在打开链接于菜单中选择您想要打开目标页面的地址。您可以选择在同一个或在
新的窗口或选项卡中打开。
5. 在标题框中，输入当用户把光标放置链接上出现的描述。
6. 单击确定。

创建进入网页不同部分的链接
如果您有包含多个部分的冗长网页，可考虑在页面顶部插入带有可进入这些部分的链接的一个
内容表格，以帮助网页访问者通过页面内容来进行导航。您可以在锚链接的帮助下实现此操作
。

 添加进入网页内不同部分的链接：
1. 在每个部分的开头插入锚链接
a. 在文本块中，使用鼠标指针突出一个部分的标题部分或一个段落开头的
首字母（如果没有标题）。
b. 在文本 & 图像模块的工具栏上，单击图标

。

c. 指定锚链接的名称并单击确定。
锚链接名称应以拉丁字母开头。可包含拉丁字母、下划线和数字。例如：section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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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复此步骤来添加所需数量的锚链接。
2. 在页面顶部中插入内容表格或所含部分的列表。
3. 添加超链接到内容表格或所含部分的列表。
a. 使用鼠标指针突出一个部分名称。
b. 在文本 & 图像模块的工具栏上，单击图标

。

c. 选中进入此网站一个页面的链接。
d. 在选择页面菜单中，选择所需锚链接的名称。
e. 单击确定。
f. 重复这些步骤来添加进入所有所需部分的超链接。

创建指向电子邮件地址的链接
 在文本中插入指向电子邮件地址的链接：
1. 选择您想要插入链接的文本。
2. 在文本 & 图像模块的工具栏上，单击图标

。

3. 指定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要指定多个电子邮件收件人或预定义邮件主题，请使用以下替代方法：

1. 选择您想要插入链接的文本。
2. 在文本 & 图像模块的工具栏上，单击图标

。

3. 选择互联网上的网站空间或文件选项，并键入mailto:<address>。例如，
mailto:postmaster@example.com。
您还可以：


在“收件人”字段中指定多个收件人，使用逗号 (,) 或分号 (;) 分隔各个地址。例如：
mailto:postmaster@example.com,mail@example.com。

注意：建议使用分号分隔地址，因为对于Microsoft Office Outlook用户，如果向用逗号
分隔的收件人地址发送电子邮件可能会遇到问题。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2003和
更高版本无法将逗号识别为电子邮件地址分隔符，除非对它们进行专门配置。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见文章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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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义信息主题行。例如：
mailto:postmaster@example.com?subject=My%20Subject。



添加收件人到 CC 和 BCC 列表。例如：
mailto:postmaster@example.com?subject=My%20Subject&cc=addres
s1@example.com&bcc=address2@example.com。



预定义放入信息正文的文本。例如：
mailto:postmaster@example.com?subject=My%20Subject&body=This
%20is%20sent%20from%20your%20site!

注意： 您应使用 %20替换空格。

4. 单击确定。

图片库
 添加图片库到站点上并上传图片：
1. 转到模块选项卡，选择图片库，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在模块设置中的图片存储选项卡上，选择您保存图片的地址：


如果您没有 Picasa Web Albums 帐户，可选择 Presence Builder 选项。所有在您站点上使
用的图片都将保存到您的客户帐户上。



如果您在 Picasa Web Albums 中有帐户，并想在您网站上使用存储在帐户中的图片，可
进行以下操作：

a. 选择Picasa选项，单击图片存储选项卡上的链接登录到Google，并授权
访问来自Presence Builder的相册。
b. 选择您需要使用图片所属的相册或单击创建相册以创建新的相册。
c. 当您从图片库中移除图像时，如果需要Presence Builder从Picasa Web
Albums移除图像，可选中当我从图片库移除图像的同时删除该图像复选
框。
当您通过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上传图像至一个图片库时，这些图像会自动复制到您
的 Picasa Web Albums 帐户中。当您从图片库中移除图像时，只有当您选择了当我从图
片库移除图像的同时删除该图像选项，才会从 Picasa Web Albums 中移除这些图像。

3. （可选步骤）如果您要选择在图片库中显示的缩略图的大小，可更改库的对齐
方式（左对齐、居中、右对齐），或调整每页显示的图片数量，单击图片属性
选项卡并进行所需修改。
缩略图可实现以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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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95 x 75 像素）。



常规（140 x 130 像素）。这是默认设置。



大（170 x 170 像素）。

4. 如要添加图像到图片库，在图片存储选项卡上，可单击文本单击此处上传您的图
像，选择您需上传的图像并单击确定。
您可一次选择并上传多个图像。只支持 GIF、JPEG 与 PNG 格式的图像。
我们建议您调整图像不要超过 1024 x 768 像素。

5. 若要更改图像标题与描述，可单击相应的缩略图，单击标题或描述，然后编辑
文本。
如果您删除整个默认文本，该文本将不在您发布的站点上显示，但是当您在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中编辑站点时会显示。

6. 要重新排列库中的图像，请将它们拖动到所需位置。

 从图片库删除图像：
把鼠标放在缩略图上并单击图标 [x]。

 移除图片库包括所有图片：
把鼠标放在该图片库上并单击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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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滑块
图片滑块模块使您能够添加具有多张图片和各种过渡效果的幻灯片。支持以下图片格式：GIF、
JPEG 和 PNG。
图片大小无法自动调整；所以我们建议您上传相同尺寸的图片。否则，幻灯片的视觉效果会受
影响。
添加图片时，您可以添加描述并链接图片到网站的某个页面上。
支持以下过渡效果：


任意



向下向右切入



向下向左切入



向上向右切入



向上向左切入



向上向下切入



向上向下向左切入



折叠



消褪



随机盒子



拟声盒



反向拟声盒



增长拟声盒



反向增长拟声盒

从效果名称也许可以了解到最后出来的效果，但是最好看其实际出来的效果。要实现此操作，
可添加图片滑块模块，上传至少两张图片，进入模块设置（设置选项卡），并从过渡效果菜单
中选择效果。

 若要添加图片滑块到站点上并上传图片：
1. 转到模块选项卡，选择图片滑块，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单击添加图片，选择您要上传的图片，并单击确定。
您可一次选择并上传多个图像。我们建议您调整图像不要超过 1024 x 768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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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图片后，您可以想要的顺序来组织图片，然后移除它们。要进行以上任何操作，都需要
把光标放在图片缩略图上，然后使用相应的图标：

.

3. 要添加图片描述，请选择缩略图，并输入文本到描述框中。
4. 要添加链接到网页上，请选择缩略图，然后选定选项链接到网页，并从以下菜单
中选择页面。
5. 单击设置选项卡并从过渡效果菜单中选择所需过渡效果。
6. 指定必须显示每张图片的时间。
7. 指定是否必须显示切换滑块的圆形导航图标。
选项内部将会显示图片上的图标，在图片滑块的右上角，而下方将会显示图片下方的图标。

8. 指定是否必须显示切换滑块的导航箭头。
9. 单击确定。

 从幻灯片中删除图片：
单击幻灯片模块，把光标放置图片缩略图上，并单击图标

 移除幻灯片和所有图片：
把光标放在该幻灯片模块上并单击移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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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的视频。
您可在网页上嵌入来自视频分享网站上的视频片段，例如 YouTube (youtube.com)，
Vimeo(vimeo.com)，MySpace (myspace.com)，与 Dailymotion (dailymotion.com)。

 如要在网页上插入视频：
1. 转入模块选项卡，选择嵌入视频，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插入视频链接或选择选项嵌入代码，然后粘贴来自文件共享站点上的代码。
3. 单击“确定”。

 要删除视频，请执行下列步骤：
把鼠标放在该视频上并点击移除。

联系表格。
如果您想要您的网站访问者能够从您的网站发送信息给你，您可添加一个联系表格。

 若要添加联系表格：
1. 转入模块选项卡，选择联系表格，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在设置选项卡上，指定以下内容：


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 您可以指定多个邮件地址，用逗号 (,) 或分号 (;) 隔开。



信息主题。



发送信息的按钮上显示的文本。



保护免受垃圾帖子自动入侵。 如果您想要避免受到脚本或垃圾 bots 病毒通过联系表格
发送的垃圾邮件可选择复选框启用保护免受垃圾帖子自动入侵。
该保护基于高效的 reCAPTCHA 机制。 在联系表格中，该机制会以输入框的形式显示并
由变形的仅人类可辨识度字词或符号组合伴随而存在。 在通过联系表格发送信息之前，
用户会收到提示要求识别符号并输入符号。

3. 如果您想要从表格添加、移动、移除输入字段，或更改标签，可点击字段选项
卡，并进行所需更改。
4. 如果您想要更改发送信息时显示的默认信息“您的信息已发送。感谢您。”可点
击回复选项卡并输入新的文本。
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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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移除联系表格：
把鼠标放在该表格上并点击移除。

博客
如果您想要在您的网站上保留在线日记，或定期发布一个主题的文章并自动按时间顺序显示，
那么您则需要一个博客。
只能在没有子页面的第一级页面中添加博客模块。 在博客帖子中，您可以使用文本、图片、嵌
入到视频和脚本。 每个博客帖子都可以有一个供搜索引擎使用的鲜明的页面描述和元信息。 注
意，博客帖子不会在页面标签 ( P 160)上列举。
想让您的访客给您的帖子进行评论，您需要通过 Disqus 注册，这是一个第三方服务，可为您的
网站提供评论功能并保留所有的评论。

 若要添加博客到网站空间：
1. 转入模块选项卡，选择博客，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在模块属性中，指定以下信息：


在页面上显示的博客数量。



指定网站访客是否能进行留言评论。

3. 单击“确定”。
4. 要启用评论功能，请点击链接点击此处添加新博客帖子。
5. 在空白博客帖子底部的灰色信息框中点击。
6. 通过Disqus进行注册，请点击注册按钮。 即会在新浏览器窗口或选项卡中打开
注册表格。
7. 指定下列内容：


您的网站 URL、所需名称和短名称（唯一的 ID）。 之后您将需要在博客模块设置中指
定该网站的 ID（短名称）来启用评论功能。



评论版主的用户名、密码与邮件地址。 将会发送确认信息至该邮件地址，因此务必确保
该信息是有效的。

8. 单击继续。
9. 指定语言和其它设置，请点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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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注册表格的最后一个步骤中，无需进行进一步操作。 只需退出Disqus网站即
可。
11. 查看您邮件收件箱以找到来自Disqus的确认信息。 在此信息中，点击该链接核
实地址。
12. 返回到已经打开博客模块属性的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的浏览器窗口。
13. 在标题为在此处应用注册期间收到的网站ID（短名称）的框内，输入或粘贴您在第
7步骤通过Disqus注册期间指定的网站ID。
14. 单击“应用”。
15. 单击“确定”。
现在您的博客就可接受访客的评论，您可以发布您的第一个博客帖子。

 若要添加博客帖子：
1. 进入含有博客模块的网站页面。
2. 点击链接点击此处添加新的博客帖子（可能还会显示为新的帖子标题）。
3. 输入帖子标题和内容。
如果您想要更改帖子日期，可在字段 Posted dd.mm.yy 内点击然后从日历中选择日期。
如果您的帖子冗长包含多个文本模块、图片和嵌入到视频，您可能只想要在您博客的主页面
对网站访客显示帖子的一部分（帖子的开头部分）。 要实现此操作，需要在编辑博客帖子
的同时，移动分配器元素（包含一行 -------- 拖拽该行到不在帖子列表中显示的模块的上面
--------）到所需区域。

4. 单击“确定”。
5. 如果您想要查看、编辑或移除将在搜索引擎结果页面中显示的页面描述和搜索
引擎用于查找页面的关键词，可点击帖子标题右边的空白区域，然后点击SEO设
置选项卡。
注意： 帖子链接名称是必填字段。 元描述与元关键字是选填字段。如果您指定页面的关键
字，需以逗号隔开，无空格。

6. 要返回至博客的主页面，可点击您刚刚创建的帖子下面的返回链接。

 若要移除博客帖子：
1. 进入含有博客模块的网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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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鼠标放在该帖子标题上并点击移除。
3. 单击“是”确认删除。

 若要编辑博客帖子：
1. 进入含有博客模块的网站页面。
2. 点击帖子标题。
3. 进行所需更改，然后单击“确定”。

 要移除博客和其所有帖子内容：
1. 进入含有博客模块的网站页面。
2. 把光标置放于链接点击此处添加新博客帖子上并点击移除。
3. 单击“是”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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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如果您想要允许您的网站访客在您的网站空间中留言评论，您需要在这些网站空间中插入评论
模块。
该评论功能由 Disqus 提供支持，这是一项可存储和处理所有评论的第三方服务。 在您的访客
可留言评论之前，您需要通过 Disqus 注册一个账户然后在评论模块设置中指定一个网站 ID。
您可以在单个网站上插入多个评论模块。 因为网站上的所有评论模块都会使用同一个网站 ID，
因此您在插入第一个评论模块时，在模块设置中指定网站 ID 一次即可。

 要在网页上添加评论功能：
1. 转入模块选项卡，选择评论，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如果您还未使用Disqus注册账户可点击注册按钮。 即会在新浏览器窗口或选项
卡中打开注册表格。
3. 指定下列内容：


您的网站 URL、所需名称和短名称（唯一的 ID）。 之后您将需要在评论模块设置中指
定该网站的 ID（短名称）来启用评论功能。



评论版主的用户名、密码与邮件地址。 将会发送确认信息至该邮件地址，因此务必确保
该信息是有效的。

4. 单击继续。
5. 指定语言和其它设置，请点击继续。
6. 在注册表格的最后一个步骤中，无需进行进一步操作。 只需退出Disqus网站即
可。
7. 查看您邮件收件箱以找到来自Disqus的确认信息。 在此信息中，点击该链接核
实地址。
8. 返回到已经打开评论模块属性的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的浏览器窗口。
9. 在标题为在此处应用注册期间收到的网站ID（短名称）的框内，输入或粘贴您在第
3步骤通过Disqus注册期间指定的网站ID。
10. 单击“应用”。
11.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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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就可发布网站至客户账户并可以开始接收来自访客的评论。
除了添加和查看评论外，您还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编辑评论。



删除评论。



标记评论为垃圾评论。



禁止用户（按邮件或 IP 地址）在您的网站上发布评论。



更改设置，如评论外观，并移除引用 URL。 您可以通过在www.disqus.com上登录到您的
账户来进行操作，并进入设置选项卡。

 要审核评论：
1. 以网站管理员的身份登录Disqus。 您可以通过以下当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操作：


进入www.disqus.com访问 Disqus 网站并进行登录。



在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中，进入您有评论模块的页面并点击添加新评论字段。 点击
发帖子按钮，点击左边导航窗格中的 Disqus 链接，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并点击登
录。

2. 您登录至Disqus后，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审核评论：


在 Disqus 网站上，使用 Dashboard 和 Admin 区域的项。



在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中或发布的网站上，进入您有评论模块的页面，把光标放置
您想要审核的评论上，使用评论旁边的审核链接。

另外，您还可以使用当某人在您网站上留言时 Disqus 发送给您的通知信息中的链接来审核评
论。

 要在网页上移除评论功能：
1. 在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中，进入包含评论模块的网站页面。
2. 把光标置放于添加新评论字段上并点击移除。
3. 单击“是”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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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和其它可下载的文件
该编辑器现在会提供一个控制面板方便处理您客户账户中的文件。 您可以上传文档、图片以及
各种格式的文件到该编辑器（在文档选项卡上），然后把进入这些文件的链接插入您的网站页
面上。 另外您也可以把这些文件保留在您的客户账户上以备自己使用。

 要上传文件到客户账户上：
1. 转到文档选项卡。
2. 单击“上传”。
3. 选择该文件并点击打开。
现在要让您的网站访客能够下载该文件，您需要在网站空间中插入可进入该文件的链接。

 要插入可进入文件的链接：
1. 选择您想要插入链接的文本。
2. 在文本 & 图像模块的工具栏上，点击图标
3. 选择选项该网站上的文档
4. 选择您的文件并点击确定。

 要从客户账户上移除文件：
1. 转到文档选项卡。
2. 选择该文件并点击移除。
3. 确认删除操作并单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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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网络上共享的按钮
如果您想要让您的访问者很容易在社交网络或在线书签服务上分析您的内容，可插入带按钮的
工具栏，实现在 Facebook、Twitter、Myspace 以及其他服务上分享。

 若要在网页上添加功能实现在社交媒体工具栏上分享：
1. 转入模块选项卡，选择社交分享，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选择工具栏的外观。
3. 如果您想要修改工具栏上的社会网络与共享服务列表，可把鼠标放在图标[+]上
并点击设置链接。
您发布站点后就可显示对服务列表做的更改。

4. 单击“确定”。
注意：当有人使用 Tweet 按钮在 Twitter 上共享您的内容时，tweets 的计数器不会立刻增长。计
数器更新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若要移除社会媒体工具栏：
把鼠标放在该工具栏上并点击移除。

网站搜索
如果您想让您的访问者可在您的网站上搜索信息，您可在网站上添加搜索栏。 在网页上插入搜
索栏后，该搜索栏将自动添加到网站的所有页面上。
该搜索栏默认配置使用 Google 搜索引擎。如果您想要使用其他搜索引擎，您可获得搜索脚本代
码并插入该代码至搜索模块。

 若要在网站上添加搜索栏：
1. 转入模块选项卡，选择搜索，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执行下列操作：


如果您想要使用 Google 提供的搜索服务，可选择 Google 选项。
如果您想要使用其他搜索引擎，可选择其它并粘贴您从该服务获取的代码。 需确保您输
入的代码是正确的，因为 Presence Builder 不会验证该代码。

3. 单击“确定”。
此搜索栏将出现在您发布后的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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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移除一个搜索栏，请执行下列步骤：
把鼠标放在该搜索栏上并点击移除。

在线商店
如果您想要通过您的网站销售产品或服务，可使用在线商店与购物车模块以添加功能齐全的在
线商店到您的网站上。每个站点只可添加一个商店。
在线商店功能由 Ecwid（第三方 SaaS 解决方案提供商）提供，可存储并处理您所有的数据，
包括带图像的产品目录、订单与客户支付。

 添加在线商店到网站上：
1. 转到模块选项卡，选择在线商店，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如果没有帐户，可在Ecwid上面创建一个。如果您已经在Ecwid上通过Presence
Builder创建帐户，并想要在您站点上显示，可指定现存商店的ID。
如果在 Ecwid 上还未有帐户，可进行以下操作：

a. 在模块设置中，请在常规选项卡上选择选项通过Ecwid注册。
b. 键入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与密码。您将使用该电子邮件地址与密码
登录Ecwid与管理您的在线商店。
c. 单击发送。来自Ecwid的确认信息将发送至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您将需
要确认在三天内您拥有该电子邮件地址，否则在线商店将会被停用。
如果在 Ecwid 上您已经有帐户，可选择选项输入现存商店的 ID，指定该商店的 ID 以及您在
注册帐户过程中指定的邮件地址，并单击应用。
注意：如果是直接在 Ecwid 网站上（而未通过 Presence Builder）创建的在线商店，您可以
进行以下操作：通过 Presence Builder 创建一个新 Ecwid 帐户，登录之前存在的 Ecwid 帐
户，导出所有项到 CSV 文件。之后，登录新帐户并导入该文件。

3. （可选步骤）如果您想让您的客户通过拖拽到购物袋图标的方式添加物件到购
物车，可转到模块选项卡，选择购物车模块，并把该模块拖到页面上。
注意：该购物袋图标将被插入您站点上的所有页面上。如果您不需要，可不使用购物车模块。
您的客户仍可使用产品目录区顶部的购物袋链接添加物价到购物车并进行核查。

4. （可选步骤）如果您想要更改产品目录的外观，在模块设置中，转到查看选项
卡。
5. 如要设置您的在线商店，以物件填充产品目录，以及移除Ecwid默认添加的水果
与蔬菜，可单击模块工具栏上的管理链接。
Ecwid 控制面板即会在新浏览器窗口或选项卡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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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Ecwid控制面板中完成设置商店后，返回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并单击重新
加载链接（位于在线商店模块的工具栏上）。
您必须使用重新加载链接使您的在线商店内容与 Ecwid 上的在线商店同步。

7. 单击确定完成商店设置。

 管理商店：
把鼠标放在该产品目录上并单击管理。Ecwid 控制面板即会在新浏览器窗口或选项卡中打开。
注意：发布网站后，您还可以在 Dashboard 上 ( P 202)查看有关新订单的信息。

 移除商店：
把鼠标放在该产品目录上并单击移除。

地图
通过地图模块，您可以轻松地在网站上添加指定您的地址的地图。地图功能由 Google Maps 服
务提供，可免费使用。
支持以下功能：


通过地址或经度纬度坐标来查找对象



通过切换地图、卫星图、卫星图和标签和地形视图来选择地图显示的模式。



调整地图比例尺：缩小或放大房屋、街道或城镇。

当添加地图时，在选定网站主题后模块会使用有关您指定的地址的信息。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指
定一个新地址。

 若要添加地图到站点：
1. 转到模块选项卡，选择地图，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指定所需的地址并单击搜索。您可以输入地址或坐标。例如：
37.754481,-122.383772.
3. 从地图模式菜单中选定所需地图视图，并从缩放比例菜单中选定缩放比例。为了
在地图上显示贵公司的地址，您可能需要选择地图选项和街道缩放比例。
4. 从地图大小菜单选择所需地图的大小。
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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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删除地图：
把光标放在该地图上并单击移除。

自定义脚本
您可插入在 PHP、JavaScript 或 VBScript 里写入的自定义脚本到您网站的任何页面。

 如要在网页上插入脚本：
1. 转入模块选项卡，选择脚本，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粘贴代码到输入字段里。
对于 PHP，可使用开放式标记<?php。需确保您输入到该字段的代码是正确的，因为
Presence Builder 不会验证该代码。

3. 单击“确定”。
您的代码只有在已发布的网站才能激活。

 若要删除脚本：
把鼠标放在该脚本块上并点击移除。

广告
如果您正参加交换横幅广告或其他在线广告项目，可能需要在您的站点上添加广告块。 在网页
上插入广告块后，该搜索栏将自动添加到站点的所有页面上。

 若要添加广告块：
1. 转入模块选项卡，选择广告，并拖拽模块到此页面。
2. 粘贴您的广告供应商提供的代码到输入字段。
需确保您输入到该字段的代码是正确的，因为 Presence Builder 不会验证该代码。与一些广
告供应商合作，您需首先验证您的帐号。

3. 单击“确定”。
广告将出现在发布后的网站上。

 若要移除广告块：
把鼠标放在该广告块上并点击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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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网站管理员的设置与工具
本节阐述以下操作：


更改网站名称、描述与关键字。



为您的网站上传站点图标 (favicon)。



设置您的网站以在搜索结果中增加曝光率并嵌入各种搜索引擎服务。



防止您网站上的某些页面或区域被搜索引擎检索并在搜索结果中显示。



向站点访问者告知对您网站上的非基本 cookie 的使用。这可能只适用于居住在欧盟的网站
站长。

更改网站名称、描述与关键字
网站名称是一行显示在用户（当其访问您的网站时）的浏览器标题栏中的文本。默认情况下为
“My website”，但您可以将其更改为所需的任何内容。
网站描述将由搜索引擎显示（当您的网站列在搜索结果中时）。网站关键字会由搜索引擎分析，
并在有人搜索这些关键字时用于显示您的网站。
您可以指定将由编辑器用于您网站所有页面的网站描述和关键字（在设置选项卡 > 基本中），
并指定用于特定页面的自定义值（在页面选项卡 > 页面名称 > 编辑页面描述和关键字中）。

 编辑您的网站名称、描述与关键字：
1. 转到设置选项卡 > 基本选项卡。
2. 指定您的访问者在访问您网站时能够看到的作为他们浏览器窗口标题的网站名
称。
3. 若要在浏览器标题窗口显示您的网站名称与当前页面名称来增加您的网站在搜
索引擎结果的认可率，可选择添加网站名称到页面标题复选框。
4. 添加您网站的简短描述（最多255个字符）。
5. 提供描述您网站的关键字（建议提供10 - 15个关键字）。
默认情况下，将为新页面和现有页面使用描述和关键字。

6.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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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网站图标 (Favicon)
Favicon 是您访问网站时出现在浏览器地址栏中的小图标，在书签列表中的网站名称旁边。您可
使用多种网站工具创建 Favicon，并在此处通过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上传您的 Favicon。您
所有的网站访问者都会看到此 favicon。

 上传您网站的一个 favicon：
1. 转到设置选项卡 > 基本选项卡。
2. 单击浏览并选择favicon上传的位置。favicon将被上传。
3.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移除您网站的一个 favicon：
1. 转到设置选项卡 > 基本选项卡。
2. 单击移除（在Favicon中）。favicon将被移除。
3.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验证网站所有权
当您注册网站或注册网站站长协助服务时，大部分搜索引擎需要您核实网站所有权。核查一般
通过上传或创建一个拥有具体文件名的文件来实现。

 核查网站所有权：
1. 转到设置选项卡 > 高级选项卡。
2. 提供验证文件：


如果您知道搜索引擎请求的核查文件名，可在创建核查文件字段中提供核查文件名并单
击确定。Presence Builder 将在正确的位置创建该文件。



如果您已经从一个搜索引擎下载了您的核查文件，需上传该核查文件到上传核查文件字
段中并单击确定。

3. 已创建或上传核查文件并且已发布您的网站后，请在搜索引擎网站上确认您的
所有权。
4.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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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您网站的 HTML <head> 部分（例如，添加所有权核查元代码）：
1. 转到Presence Builder主菜单的设置选项卡，然后转到高级子选项卡。
2. 单击编辑元数据。
3. 在提供的字段中插入代码并单击添加。
注意：仅支持 HTML 标准许可的可用于 <head> 部分的有效 HTML 标记。只有在您发布您
的网站后才会应用对元数据做的更改。

4.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嵌入 Google Analytics 代码
Google Analytics 是一个能够允许您了解更多有关您的访问者信息的工具。您在 Google
Analytics 中注册并获取代码后，您就可在您的网站上嵌入 Google Analytics。

 嵌入 Google Analytics：
1. 在Google Analytics中注册并获取代码。
2. 转到设置选项卡 > 高级选项卡。
3. 单击嵌入Google AdSense。
4. 插入您在Google Analytics上获得的代码到对应字段并单击添加。
注意：在您发布网站后，Google Analytics 就会开始运行。

5.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下载网站地图
一些搜索引擎将向您询问您的网站地图以进行分析并优化。您可以从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
下载站点地图。

 下载您的网站地图：
1. 转到设置选项卡 > 高级选项卡。
2. 单击下载网站地图。
3. 单击确定开始下载sitemap.xm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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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搜索引擎对您网站的特定页面编制索引
要防止搜索引擎检索您网站上的某些页面，您可以添加相应的指令到 robots.txt 文件。该文
件存储于要发布网站的客户帐户上。

 防止搜索引擎检索您网站上的某些页面：
1. 转到设置选项卡 > 高级选项卡。
2. 单击链接编辑robots.txt。
3. 输入指令到输入字段。每个指令为一行。
例如，要防止所有搜索引擎机器人和爬网程序检索您客户帐户上的目录 /private 和文件
/my_secret.html 的内容，可添加以下行：
User-agent:*
Disallow:/private/
Disallow:/my_secret.html
要了解更多有关 robots.txt 文件和您使用的指令的信息，可参阅
http://www.robotstxt.org/robotstxt.html。

向网站访问者告知 Cookie 政策
如果您位于欧盟，您的网站必须向访问者告知关于非基本 cookie 的使用，并取得知情同意。
Cookie 是 Web 服务器在访问者计算机上保存的小文件。Cookie 可用于多种目的，从记住个人
喜好到跟踪用户行为以用于展示针对性广告。非基本 cookie 是指那些对网站正常功能而言非必
需的 cookie。非基本 cookie 的示例包括用于分析、广告和联盟网络的 cookie（如 Google
Analytics 和 Google AdSense）。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您的站点使用以下功能，则将使用非基本 cookie：


Google Analytics



发布到 Facebook



嵌入视频



图片库模块（选择 Picasa 作为存储）



在线商店模块



地图模块



评论模块



社交分享模块

196

使用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



脚本模块



站点搜索

如果您选择在网站上显示通知，将提示网站访问者确认是否接受您的政策。

如果访问者接受，将不再显示该通知（而会在页面角落显示
续浏览您的网站。如果访问者不接受，他们会被转到 google.com。

 在站网站显示 cookie 通知：
1. 转到设置选项卡 > 高级选项卡。
2. 单击向网站访问者告知Cookie政策。
3. 选中在网站上显示cookie通知复选框，然后单击确定。

图标），并且他们可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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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与加载网站副本
在进行网站的内容编写与设计方面时，您可为每个网站在服务器上保存多个副本并使用保存的
副本（也称为快照）恢复网站。在以下各种情况保存网站副本非常有帮助：


您可为同一个网站准备多个版本，以备之后加载查看，选择设计最好最合适的版本，最后发
布到网站。



如果您想要对网站的设计与内容做较大的更改或进行试验，需保证您可安全取消更改，以免
出错。

注意：来自图片库模块的图片不以快照形式保存。 这些图像保存在您的客户帐户或 Picasa Web
Albums（如果您选择了该选项）上。

 若要保存现有设计与内容：
1. 在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主菜单里，可点击保存选项旁边的图标

。

注意：如果您点击保存，快速保存的网站副本将以名称自动保存快照进行保存。之后您可恢
复该网站，通过点击主菜单里的恢复选项。

2. 在打开的列表里，选择一个空余的保存段，输入备份副本的名称，并点击保存。

 若要从保存的副本恢复网站：
1. 在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主菜单里，可点击恢复选项旁边的图标

。

注意：如果您点击恢复，将恢复一个网站（从上次您点击保存实现的快速保存副本）。

2. 在打开的列表里，选择一个网站副本并点击加载。
3. 点击是确认您要恢复。

 如要下载网站副本：
1. 在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主菜单里，可点击保存选项旁边的图标
2. 选择要下载的副本并单击

。

（下载）图标。

3. 在您的电脑上选择您需要保持文件的目录并点击确定。

 如要上传网站副本：
1. 在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主菜单里，可点击恢复选项旁边的图标
2. 点击靠近您需要上传副本的区域的

（上传）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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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SSB格式里浏览站点快照文件并进行选择。
4. 如果您需要从已上传的快照恢复站点，可选择该快照并点击加载。

 如要移除网站副本：
1. 在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主菜单里，可点击保存选项旁边的图标
2. 找到待移除的站点副本，请单击相应的

（移除）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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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网站到 Internet
当您的网站设计与内容已准备好发布到 Internet，
可点击主菜单右上角的发布。
Presence Builder
将自动发布您的网站到您服务商指定的位置。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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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acebook 上发布网站副本
在 Internet 上发布网站后，您就可通过在流行社交网站上 - Facebook（www.facebook.com）
发布网站副本来吸引更多访问者。
Facebook 上的网站副本将会显示您网站上大部分内容，但是，以下更改将会应用到网站的设计
与版面和功能中：


将不会显示标头、侧边栏与页脚。



导航菜单只在网页顶部显示。



页面宽度将被限于 520 像素。对于宽于 520 像素的页面，将会显示一个水平滚动条。



字体与其大小、颜色将根据 Facebook 的设计进行改变，除非网站所有者在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中对字体属性有特定选择。



将显示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共享的图片库、网店与链接。



任何指向 Facebook 上其他页面的链接都无效。

 如果要添加网站副本到 Facebook，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主菜单中，单击设置选项卡 > 社交媒体选项卡。
2. 选择复选框在Facebook上显示我的网站副本。
3. 单击链接添加您的网站副本到Facebook。Facebook首页即会在新浏览器窗口或选
项卡中打开。
4. 要登录您的Facebook帐户，可输入您的邮件地址与密码，并单击登录。
5. 如果您没有想要显示网站副本的Facebook页面，可进行创建。为此，请单击现
在创建，并根据导向进行操作。创建好页面后，返回Facebook上的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页面（显示在另一个浏览器窗口或选项卡中）。
6. 单击添加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应用程序。此应用程序可让您托管帐户上的网
站与Facebook上的副本进行同步。
7. 如要确认在您页面上添加该应用程序，可单击添加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现在您的副本已成功添加。如要查看，可在左侧的 Facebook 导航板中单击网站链接。

使用 Parallels Presence Builder 创建网站

201

每当您更改网站并通过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重新发布该网站时，您在 Facebook 上的网站
副本也会相应进行更新。

 若要从 Facebook 上移除网站副本，可进行以下操作：
1. 在Presence Builder编辑器主菜单中，单击设置选项卡 > 社交媒体选项卡。
2. 清除复选框在Facebook上显示我的网站副本。
3. 单击确定确认。
4. 转到您的Facebook页面并从该页面移除Presence Builder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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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ashboard 上查看网站访问统计、评论
和新订单
发布网站后，您可以从 Presence Builder 的主菜单访问 Dashboard 来执行以下任务：


访问有关网站访问量的统计。 统计由 Google Analytics 提供，在您于网站设置中指定
Google Analytics 的代码后就可使用该统计（如针对网站管理员的设置和工具 ( P 192) 部分
描述所示）。



访问网站访客在您网站页面上的新评论。 您设置评论功能后就可在 Dashboard 上看到评论
（如博客 ( P 182) 和评论 ( P 185) 部分所描述）



访问客户在您在线商店下的新订单。 您设置一个在线商店后就可在 Dashboard 上看到新订
单（如在线商店 ( P 189) 部分所描述）。

 要查看网站访问统计：
1. 在主菜单上，点击Dashboard。
2. 如果您是第一次访问dashboard，请确认您网站与Google账户的关联：
a. 点击登录Google Analytics。
b. 登录您的Google账户。
c. 确认您要允许访问您的账户。
3. 在网站访问统计图表中，点击链接查看更多图表，或点击

图标。

概要部分会显示过去 30 天内的以下统计：


在配置文件报告下当前选定的度量详细图表。



过去 30 天内总的访问量。



新访问的数量



用户访问网站的平均时间。



页面查看的数量。



每次访问页面查看的数量



新访问的百分率

流量源概要部分显示了过去 30 天内您的访客来自的网站地址。 (direct) 项显示了直接在其
浏览器中输入网址访问您网站的访客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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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地址部分显示了过去 30 天内访客的地理地址。

 要查看来自网站访客的评论：
1. 在主菜单上，点击Dashboard。
2. 在评论下点击链接查看，或点击

图标。

3. 要进入评论的网页，可点击链接至评论。
4. 要进入Disqus网站审核评论，可点击管理评论。

 要查看访问您在线商店的客户提交的订单：
1. 在主菜单上，点击Dashboard。
2. 在订单下点击链接查看，或点击

图标，然后点击订单选项卡。

3. 要进入Ecwid网站处理订单，可点击管理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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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网站
当您从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删除网站时，只会移除编辑器中打开的当前网站草案和保存的
网站副本（快照）。
默认情况下，不会移除发布到您托管帐户上的网站副本。但是，您的托管提供商可以更改此策
略。

 从编辑器删除当前的网站副本：
在 Presence Builder 编辑器的主菜单中，选择更多 > 移除站点。

第 6章

通过 FTP 访问您的网站
最便捷的更新网站内容的方法之一是通过 FTP 上传内容。FTP（文件传送协议）是标准
的网络协议，允许在两个主机（如您的电脑和一台 Panel 服务器）间传送文件。当用户要
使用 FTP 客户端访问服务器上的目录时，Panel 可充当 FTP 服务器。Panel 提供所有主
要的 FTP 功能：


对服务器的授权访问。更多详情可参见更改 FTP 访问凭证 ( P 206)。



协同工作的多个用户帐户。更多详情可参见添加 FTP 帐户 ( P 207)。



匿名 FTP 访问：可以使用未经授权的访问（例如，用于共享软件更新）。更多详情可
参见设置匿名 FTP 访问 ( P 209)。

注意：您的服务提供商的设置可能会要求您使用安全协议 FTPS（或 FTP-SSL）通过 FTP
连接到服务器。因此，在通过 FTP 连接到 Panel 服务器时，请确保您的客户端支持 FTPS，
并且 Panel 服务器连接使用该协议。

本章内容:
更改 FTP 访问凭证 ............................................................................................ 206
添加 FTP 帐户 ................................................................................................... 207
设置匿名 FTP 访问 ............................................................................................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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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FTP 访问凭证
 更改 FTP 帐户用户名或密码：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
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托管网站的网站空间。
2. 单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3. 单击Web托管访问。
4. 输入一个新的用户名或密码。
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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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FTP 帐户
如果您想与他人合作制作您的网站或为其他用户托管子域，您可为他们创建其他的 FTP
帐户。

 创建其他 FTP 帐户：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
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单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3. 单击FTP访问。
4. 在其他FTP帐户选项卡上，单击创建其他FTP帐户。
5. 指定下列内容：


FTP 帐户名称。输入一个任意的名称。



主目录。选择用户连接 FTP 帐户时进入的目录。



FTP 密码。



硬盘配额（在 Windows 主机上）。若要限制 FTP 用户可占的磁盘空间容量，可清
除硬盘配额框旁边的无限制复选框，然后输入以兆字节为单位的磁盘空间容量。



读取权限（在 Windows 主机上）。要允许 FTP 用户查看主目录的内容并下载文件，
可选择读取权限复选框。



写入权限（在 Windows 主机上）。要允许 FTP 用户创建、查看、重命名和删除主
目录中的目录，可选择写入权限复选框。
在 Window 主机上，如果您不授予任何权限，将连接至 FTP 帐户，但用户将无法
看到主目录的内容。

6. 单击确定。

 更改其他 FTP 帐户的属性：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
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单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3. 单击FTP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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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其他FTP帐户选项卡上，在列表中单击所需的FTP帐户名称。
5. 进行所需更改，然后单击确定。

 删除其他 FTP 帐户：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
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单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3. 单击FTP访问。
4. 在其他FTP帐户选项卡上，选择您需移除的FTP帐户相应的复选框并单击移
除。
5. 确认删除操作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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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匿名 FTP 访问
如果您的网站托管于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上（不与其他用户或网站共享），您可在网站内
创建一个其他用户可通过 FTP 匿名下载或上传文件的目录。匿名 FTP 一打开，用户将可
使用“匿名”用户名与密码登录至目录，地址如 ftp://ftp.your-domain.com。

 要允许匿名 FTP 访问，请执行下列步骤：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
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里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点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3. 单击“FTP访问”。
4. 单击“匿名FTP”选项卡。
5. 执行下列操作：
a. 若要激活匿名FTP服务，请单击“启用”。
b. 要设置在用户登录FTP站点时显示的欢迎消息，请选中“显示登录消
息”复选框，然后根据需要在输入字段中键入消息文本。
请注意，并非所有的 FTP 客户都可显示欢迎消息。

c. 允许访问者上传文件至/incoming目录，可选择允许上传至传入目
录复选框。
d. 允许用户在/incoming目录里创建子目录，可选择允许在传入目录
里创建目录。
e. 要允许从 /incoming目录下载文件，请选中“允许从传入目录下载”
复选框。
f. 限制上传文件所占的磁盘空间容量，可清除无限制复选框，与限制
在传入目录里的磁盘空间选项相对应，然后指定容量，以KB为单位。
此为硬配额：当达到上限时，用户将无法添加更多文件至目录。

g. 限制同时连接至匿名FTP服务器的数量，可清除无限制复选框，与
限制同时连接的数量选项相对应，并指定允许连接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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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若要限制匿名的FTP连接的带宽，可清除无限制复选框，与限制此
虚拟FTP域的下载带宽选项相对应，然后键入每秒的最大带宽，以
KB为单位。
6. 单击“确定”。

 更改匿名 FTP 服务的设置或关闭此服务。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
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里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点击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3. 单击“FTP访问”。
4. 单击“匿名FTP”选项卡。
5. 执行所需操作：


根据需要调整设置，并单击“确定”。



若要关闭匿名 FTP 服务，请单击“停用”。

第 7章

邮件
本章介绍如何在控制面板中设置和使用下列电子邮件服务。


与您域名相关联的邮箱。



电子邮件别名。这些是与用户主电子邮件地址关联的其他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别
名可用作能够发布到 Internet 上的临时一次性地址。若设置为电子邮件别名的地址开
始收到大量垃圾邮件，则可删除该别名并创建新别名。



电子邮件转发。您可以设置电子邮件转发服务，该服务会将所有来件发到另一个电子
邮件地址。



自动回复。您可以打开自动回复服务，该服务将使用预定义的邮件回复所有来件。例
如，您可在离开时发送“不在公司”或“在休假”通知。



预防垃圾邮件。您可以通过反垃圾邮件过滤器对所有来件打开检查功能。您可以指定
如何处理被识别为垃圾邮件的邮件：移除邮件、将邮件移到特殊文件夹，或只是将一
些文本添加到邮件主题。



邮件防病毒。对所有来件和发件进行病毒检查。



Webmail。您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选择要用于处理您的电子邮件的 webmail 程序。



邮件弹出设置。您可以指定如何处理被发送到不存在用户的邮件。



邮件列表。如果您要使用其中一些电子邮件地址来发布新闻和促销活动，或要设置群
组讨论，可考虑设置邮件列表。这是与多名用户存在关联的一组邮件地址。



其他邮件相关服务。如果您使用可提供电子邮件相关服务的 Web 应用程序（例如反垃
圾邮件工具或 webmail），您可以规定这些服务是否可访问您的邮件帐户。

本章内容:
添加邮件帐户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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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动回复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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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不受病毒的入侵：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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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配置邮件弹出设置定和选择 Webmail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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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邮件帐户
 创建一个邮箱地址：
1. 从控制面板的邮件选项卡中运行创建邮箱地址向导。
2. 指定下列邮箱设置：


电子邮件地址。在 @ sign 之前输入邮箱地址的左侧部分，如果您帐户上有多个域
名，可选择创建邮箱地址所在的域名。



访问控制面板。如果您需要 Panel 为邮件帐户所有者创建辅助用户，请选择此选项。
默认情况下，此用户具有“应用程序用户”角色。但是，您可在以后更改此角色和其
他用户的属性。有关详情，请参见（高级）管理辅助用户帐户 ( P 52)。



密码。设置用于访问邮箱的密码。如果已选择访问控制面板选项，用户将使用相同
的密码登录控制面板。



邮箱。只有在您需要使用此地址作为邮件转发器（将转发所有接收邮件至其他的地
址）时，关闭此选项才有意义。



邮箱大小。如果选中邮箱选项，请指定邮箱大小或使用提供商政策或您服务计划定
义的默认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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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邮件帐户密码
 如果需要更改邮件帐户的密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邮件选项卡，并单击电子邮件地址。
2. 键入新密码并确认，然后单击确定。

设置邮件转发
 为邮件地址设置邮件转发：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邮件选项卡 > 电子邮件地址 > 转发选项卡。
3. 选中启用邮件转发复选框。
4. 指定邮件必须转发到的一个或多个邮件地址。指定多个邮件地址时，需以空格、
逗号、分号隔开，或另起一行。
5. 单击确定。
6. 如果您无需保存转发的信息到邮箱中，可转到邮件选项卡 > 电子邮件地址，清
除邮箱复选框，并单击确定。

 关闭邮件转发：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邮件选项卡 > 电子邮件地址 > 转发选项卡。
3. 清除打开邮件转发复选框，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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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邮件别名
 添加或移除邮件帐户的其他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别名）：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邮件选项卡 > 邮件地址 > 邮件别名选项卡。
3. 执行下列操作：


若要添加一个地址，可输入至电子邮件别名框中，并单击确定。



若要删除地址，请单击待删除地址右侧的删除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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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动回复
 设置电子邮件地址的自动回复设置：
1. 转到邮件选项卡 > 电子邮件地址 > 自动回复选项卡。
2. 选择启用自动回复复选框，并指定下面设置：


自动回复信息主题。



信息格式。建议您选择纯文本选项，因为一些接收者可能无法看到 HTML 格式的文本。



编码。建议您选择 UTF-8 编码以保证您信息中字母正常显示。



信息文本。



转发至。如果您需要转发接收信息到其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可在此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
址。



自动发送响应至唯一的邮件地址不超过...默认值是“一天一次”，这意味着，如果您的邮箱
在一天内从同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接收到多个消息，Panel 会自动向第一条消息发送响应。
如果值是“2”，Panel 会自动向第一和第二条消息发送响应，以此类推。



附件。如果您需要在您的信息中添加附件，可单击浏览并选择一个文件。

3. 单击确定。

 关闭自动回复：
清除打开自动回复选项，并单击确定。

防垃圾邮件
 启用邮箱的垃圾邮件过滤功能：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邮件选项卡 > 电子邮件地址 > 垃圾邮件过滤器选项卡。
3. 选中复选框为此邮件地址启用垃圾邮件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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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定如何处理被归为垃圾邮件的信息。


如果您需使用您本地机上的软件过滤邮件，可选择选项通过添加下面文本至信息主题标
识垃圾邮件信息，然后指定垃圾邮件过滤器如何标识已被认可为垃圾邮件的信息。
“X-Spam-Flag:YES”和“X-Spam-Status:Yes”标头默认添加至信息源，如果您需要的话，
垃圾邮件过滤器也将添加一个指定的文字串至主题行的开头与邮件正文。



如果您信任垃圾邮件过滤器的准确性，您可能想要将过滤器设置为自动删除所有被辨识
为垃圾邮件的来件。若要进行此操作，可选择选项删除所有垃圾邮件信息。



如果您正通过 IMAP 协议访问您的邮箱并希望过滤器移动所有被认为是垃圾邮件的信息
到称为“垃圾邮件”的 IMAP 文件夹，可选择选项移动垃圾邮件到垃圾邮件文件夹。
由于所有信息在 30 天后会自动从垃圾邮件文件夹中移除，您需定期查看垃圾邮件文件夹
的内容以确保未丢失任何重要信息，并移动所有非垃圾邮件的信息返回至收件箱文件夹。
当选定了移动垃圾邮件至垃圾邮件文件夹时，您可调试垃圾邮件过滤器并通过从收件箱
移动垃圾邮件信息到垃圾邮件文件夹以及从垃圾邮件文件夹移动非垃圾邮件信息到收件
箱来提高过滤器的准确性。

5. 如果您希望调整垃圾邮件过滤器的敏感度，可单击显示高级设置，并输入邮件被
视为垃圾邮件的分数。
SpamAssassin 对每封邮件的内容和主题行执行多种不同测试。结果，每封邮件都会记录一
些分数。分数越高，这封邮件为垃圾邮件的可能性越大。例如，一个邮件的主题行包含文字
串“BUY VIAGRA AT LOW PRICE!!!”，其邮件正文得 8.3 分。默认情况下，过滤器敏感度设
置认为当邮件分数大于等于 7 时即被标识为垃圾邮件。


如果您使用现存的设置收到很多垃圾邮件信息，要使过滤器更敏感，可尝试在垃圾邮件
过滤器敏感度框中设置一个更小的值，例如，6。



如果因为垃圾邮件过滤器认为您的邮件是垃圾邮件，而导致您错过了这类邮件，您可通
过在垃圾邮件过滤器敏感度框中设置更高的值来降低过滤器的敏感度。

注意：想要进一步提高垃圾邮件过滤器的准确性，您可按照本节所描述的使您的垃圾邮件过
滤器对邮件信息进行识别学习。

6. 如果您不想错过某个发送者的邮件，可输入该邮件地址或域名至白名单字段。
一行中放一个地址，或者用逗号、冒号、空格将多个地址分开。您可以使用星号 (*) 替代多
个字母，用问号 (?) 替代单一字母。例如：address@mycompany.com、
user?@mycompany.com、*@mycompany.com。指定*@mycompany.com 会将
mycompany.com 邮件域下的所有电子邮件地址添加到白名单。

7. 如果您不需要接收来自某个域或单个发送者的邮件，可输入该邮件地址或域名
至黑名单字段。
一行中放一个地址，或者用逗号、冒号、空格将多个地址分开。您可以使用星号 (*) 替代多
个字母，用问号 (?) 替代单一字母。例如：address@spammers.net、user?@spammers.net、
*@spammers.net。指定 *@spammers.net 将阻止整个邮件域的 spammer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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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您使用基于Windows的客户帐户，您可指定可信任的语言与字符集。使用
指定语言和所定义字符写的邮件将会通过垃圾邮件过滤器的检查，不会标识为
垃圾邮件。
9. 在基于Windows的客户帐户上，您可指定必须接受来自某个电脑或网络的邮件
的IP地址。指定网络地址时，可在斜杠后输入一个地址并添加一个网络掩码。
例如，192.168.10.10/24。
10. 单击确定。
如果您的帐户已经启用了服务器上的 SpamAssassin 垃圾邮件过滤器并且您正通过 IMAP 协议
访问您的邮箱，您可提供垃圾邮件侦查的准确性。

 提升垃圾邮件检测的准确度：
1. 通过网络邮件或电脑上的邮件客户端访问邮箱。
2. 在您的收件箱文件夹中查看邮件。移动所有垃圾邮件信息至垃圾邮件文件夹。这
可以提高SpamAssassin垃圾邮件过滤器识别垃圾邮件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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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不受病毒的入侵：
保护您的系统以免病毒侵入，请不要打开可疑的邮件附件，并在服务器上启用病毒防护，如果
您的托管公司提供了此服务，请务必在您的个人电脑上安装一个防火墙与杀毒软件。同时，将
您的操作系统保持在最新状态，并及时安装安全修补程序和补丁。

 要打开邮箱的防病毒保护，请执行下列步骤：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里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入邮件选项卡 > 电子邮件地址 > 反病毒程序选项卡。
3. 选择复选框为此邮件地址启用病毒防护。
4. 选择所需的邮件扫描模式。您可以在扫描接收的邮件、发送的邮件或两者同时
扫描之间进行切换。
5. 单击“确定”。
当收到一个被感染的信息时，您将收到邮件提示。如果您的供应商使用 Kaspersky Antivirus，
您将可以对其进行配置，转入邮件选项卡 > 邮件地址 > 反病毒程序选项卡。

 要关闭邮箱的防病毒保护，请执行下列步骤：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里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入邮件选项卡 > 电子邮件地址 > 反病毒程序选项卡。
3. 清除复选框为此邮件地址启用病毒防护。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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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服务
某些与电子邮件相关的 Web 应用程序（如 Webmail 或反垃圾邮件工具）可以直接在控制面板
中提供其部分功能。例如，您可以将邮件帐户与 Open-Xchange Webmail 中的帐户关联。在这
种情况下，邮件用户将在其控制面板中看到 Webmail 链接。
要以这种方式集成应用程序，您应该允许应用程序访问特定的邮件帐户。您可以在创建或编辑
帐户过程中执行此操作。

 允许特定应用程序访问电子邮件帐户：
1. 转到邮件选项卡 > 选择电子邮件地址 > 其他服务选项卡。
2. 在已安装的提供电子邮件相关服务的应用程序列表中，为要访问该电子邮件帐
户的应用程序选择授权选项。
3. 单击确定。

 拒绝特定应用程序访问电子邮件帐户：
1. 转到邮件选项卡 > 选择电子邮件地址 > 其他服务选项卡。
2. 在已安装的提供电子邮件相关服务的应用程序列表中，为禁止访问该电子邮件
帐户的应用程序选择拒绝选项。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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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配置邮件弹出设置和选择
Webmail
您可配置下面适用于在一个订购下创建的所有域的邮件服务设置：


邮件服务状态。您可开关邮件服务。如果关闭了邮件服务，将无法发送或接收邮件信息。



邮件弹出设置。当有人发送邮件信息到您域下不存在的邮箱地址，邮件服务器默认接受邮件
并处理此邮件，当在域下未找到此接收者，服务器将返回此邮件与一个错误信息至发送者。
您可以选择下列操作：


继续返回所有此类邮件至发送者（弹出信息选项），



转发所有此类邮件到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转发至选项），



使用重定向至某个 IP 地址的外部邮件服务器选项（仅限 Windows 主机），转发所有此
类邮件到指定 IP 地址的另一邮件服务器。




拒绝此类邮件，不接受邮件且不通知发件人（拒绝选项）。

Webmail。如果您的服务计划可选择您的帐户使用的 webmail 程序，您将可在全局邮件设置
中进行选择。

 配置邮件服务设置：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邮件选项卡，然后单击更改设置。
3. 选择所需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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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邮件列表
邮件列表是与多名用户存在关联的一组邮件地址。邮件列表用于一次向多个收件人发送邮件。
发给邮件列表用户的邮件内容多种多样，包括纯文本、彩色通讯和促销信息，其中可嵌入图像
和链接，还可附带多媒体和展示材料等附件。
如何工作：您在 Panel 中创建邮件列表邮箱地址，并加入用户。然后发送邮件到邮件列表地址，
所有关联用户都会收到邮件。

 设置邮件列表并加入用户：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邮件选项卡 > 邮件列表选项卡。
3. 单击创建邮件列表。
4. 键入邮件列表地址，若有多个网站，选择创建邮件列表的网站。
5. 若要加入用户至邮件列表，可输入他们的邮件地址，每行一个地址。
6. 通知邮件列表管理员关于邮件列表创建的信息，可选择复选框通知管理员关于邮
件列表创建的信息。
7. 单击确定。

 加入或取消用户：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邮件选项卡 > 邮件列表选项卡。
3. 单击邮件列表地址。
4. 执行下列操作：


若要订购用户至邮件列表，可输入他们的邮件地址至订购者字段，每行一个地址。



若要取消订购用户，可从订购者字段移除他们的地址。

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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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任务

 删除邮件列表：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邮件选项卡 > 邮件列表选项卡。
3. 选择您需移除的邮件列表对应的复选框并单击移除。
4. 若确认移除，请单击是。

 关闭邮件列表服务与所有在选定订购下创建的邮件列表：
1. 转到邮件选项卡 > 邮件列表选项卡。
2. 单击关闭此服务。

 打开当前选定订购的邮件列表服务：
1. 转到邮件选项卡 > 邮件列表选项卡。
2. 单击启用此服务。

计划任务

如果您需在指定的时间于您的托管帐号上运行脚本，可使用面板里的任务计划程序以使系统自
动运行脚本。

本节内容：
计划任务 (Linux) ............................................................................................... 223
计划任务 (Windows) .........................................................................................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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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任务 (Linux)
如果您需在指定的时间于您的托管帐户上运行脚本，可使用 Panel 中的任务计划程序以使系统
自动运行脚本。
在 Panel 的安装过程中，可自动创建下面的任务：


autoreport.php – 提交关于域的日、周与月报告（三项独立任务）



backupmng – 每隔 30 分钟启动计划的域备份



statistics – 生成域使用的资源统计



mysqldump.sh - 为三个 MySQL 数据库创建备份副本：psadump、MySQL 和 Horde 数据
库

因为这三项任务都与统计、数据库以及报告相关，因此建议您不要更改或移除。

 计划任务：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计划任务。
3. 单击计划新任务。
4. 选择启用复选框。
5. 指定运行命令的时间：


分 - 输入从 0 到 59 之间的值



小时 - 输入从 0 到 23 之间的值



日期 - 输入从 1 到 31 之间的值



月 - 输入从 1 到 12 之间的值，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月份

星期 - 输入从 0 到 6 之间的值
（0 指星期日）
，或者从菜单中选择。您可以使用 UNIX crontab
输入格式安排时间。在该格式中，您可以：


输入一些值，并用逗号隔开。用连字符连接的两个数字表示所包括的范围。例如，在某
个月的 4 号、5 号、6 号和 20 号运行任务，则键入 4-6,20。



插入星号以指定该字段所允许的所有值。例如，要每天运行任务，则在日期文本框中键
入 *。

要安排任务每隔 N 个时间单位运行，请输入组合“*/N”，此处 N 为该字段（分、小时、天、
月）的值。例如，分钟字段中的“*/15”表示每隔 15 分钟启动任务。

224

计划任务

您可以键入月份和星期几的缩写，即该单词的前三个字母：Aug、Jul、Mon、Sat，等。但
是，缩写名称不能用逗号分开，也不能和数字一同使用。

6. 指定要运行的命令。在命令输入框中键入该命令。
例如，如果您要在指定时间运行备份创建任务，并将备份文件发送到您的邮箱中，则需在命
令输入框中指定下列命令：
/usr/local/psa/admin/sbin/backupmng

7. 单击确定。

 在任务开始时接收通知：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计划任务。
2. 单击设置并指定通知策略。

 暂时中断计划任务的执行：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计划任务。
3. 找到您需中断的任务并在命令栏中单击相应的链接。
4. 清除启用复选框并单击确定。

 继续执行计划任务：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计划任务。
3. 找到您要继续执行的任务并在命令栏中单击相应的链接。
4. 选中启用复选框并单击确定。

 取消任务：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计划任务。

计划任务

3. 选中您要取消的任务左侧的复选框并单击移除。
4. 确认删除操作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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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任务 (Windows)
如果您需在指定的时间于您的托管帐户上运行脚本，可使用 Panel 中的任务计划程序以使系统
自动运行脚本。
在 Panel 的安装过程中，可自动创建下面的任务：


更新防病毒数据库 – 更新 Parallels Premium Antivirus 数据库。



统计计算 - 生成资源使用统计信息，如流量和磁盘空间。

因为这三项任务都与站点统计、数据库以及报告相关，因此建议您不要更改或移除。

 计划任务：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计划任务。
3. 单击计划新任务。
4. 如果您要在创建之后立即激活您的计划任务，请选中启用复选框。
5. 在描述字段中输入您的任务名称。
6. 在计划程序通知中，指定当运行任务时计划程序是否需要通知您。下面是可用的
选项：


禁用 - 不必通知。



发送至默认邮箱 - 向您的默认邮件地址发送通知。



发送至我指定的邮箱 - 向在相应字段指定的邮箱发送通知。您选择该选项后，您需在右
侧的字段中输入所需邮箱地址。

7. 指定需运行的命令或可执行的文件。在可执行文件路径输入框中键入命令。如果
您需要通过某些选项运行该命令，那么请在参数字段键入命令。


例如，若要运行统计计算任务来计算磁盘空间，并了解 example.com 和 example.net 域
的更多信息，则需在输入框可执行文件路径中指定下列路径：
C:\Program Files\Parallels\Parallels
Panel\admin\bin\statistics.exe
并在参数字段中指定下列选项：
--disk-usage --process-domains=example.com, example.net –verbose

计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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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使用任务计划程序运行您自己的 PHP 脚本，您需在可执行文件路径输入框中
指定下面路径。
C:\Program Files (x86)\Parallels\Parallels
Panel\Additional\PleskPHP5\php.exe
并在参数字段中指定脚本位置：
C:\Inetpub\vhosts\mydomain.tld\httpdocs\myscript.php

8. 在任务优先级中选择相应优先级。任务优先级可以设置为低、正常或高。
9. 指定运行命令的时间，可在时、日期、月或星期字段中选择合适的复选框。
10. 单击确定安排任务计划或单击现在运行来安排任务计划并立即运行。

 暂时中断计划任务的执行：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计划任务。
3. 选择您需中断的任务并在描述栏中单击相应的链接。
4. 清除启用复选框。
5. 单击确定。

 继续执行计划任务：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计划任务。
3. 选择您需重新执行的任务并在描述栏中单击相应的链接。
4. 选中启用复选框。
5. 单击确定。

 取消任务：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在屏
幕顶部的订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计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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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中您要取消的任务左侧的复选框并单击移除。
4. 确认删除操作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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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网站结合了自定义数据处理应用程序或被指定动态生成网页，您很可能需要一个数据
库来存储或索取数据。
在 Panel 中，您可以手动为自己的站点创建新数据库 ( P 230)，生成数据库副本 ( P 231)和管
理数据库用户帐户 ( P 232)。可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数据库中执行这些操作。此外，您可以
使用 Panel 中提供的第三方数据库管理工具编辑数据库表、导出和导入数据 ( P 231)以及运行
SQL 查询。这些工具位于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数据库中的 Webadmin 链接下，并可能随数据库
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Panel 使用 phpMyAdmin 来管理 MySQL 数据库。
请注意，从应用程序目录安装应用程序时，也会自动创建所需的全部数据库及其用户帐户。或
者，您也可以将手动创建的用户帐户分配到通过 Web 应用程序创建的数据库。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参见使用网站应用程序 > 应用程序数据库部分。

使用 ODBC 访问数据库
如果您要通过开放式数据库连接 (ODBC) 驱动程序部署将使用数据库的应用程序，则需要在操
作系统中创建适当的 ODBC 数据源。在 Panel for Windows 中，您可以为一些受支持的 ODBC
驱动程序添加新 ODBC 数据源。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使用 ODBC 访问数据库 (Windows) ( P
233)。
如需了解关于数据库和数据库用户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章中的相应部分。

本节内容：
创建数据库 ........................................................................................................ 230
访问数据库 ........................................................................................................ 230
复制数据库 ........................................................................................................ 231
导入和导出数据库.............................................................................................. 231
管理数据库用户帐户 .......................................................................................... 232
使用 ODBC 访问数据库 (Windows) ...................................................................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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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库
Panel 允许您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数据库页面创建和删除数据库。
您可以通过指定名称来创建数据库。如果您的订购向您授予了相应权限，则可以选择数据库类
型和要在其上创建数据库的数据库服务器。
数据库必须具有至少一个与其关联的用户帐户。否则，将不能访问数据库。您可以在创建数据
库时通过选中创建新数据库用户复选框来创建数据库用户。或者，可以清除该复选框并在以后
选择用户（例如，如果要使用一个现有的用户帐户）。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数据库用户
帐户 ( P 232)。
请注意，您只能删除未被 APS 应用程序使用的数据库和数据库用户。如果所需的复选框呈灰色
显示，则意味着此数据库被应用程序使用，只有通过移除相应应用程序才可移除该数据库。

访问数据库
在创建数据库并向其分配数据库用户后，可以从 Panel 中使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数据库页上
的 Webadmin 链接访问该数据库。此时，Panel 会自动使用相应的数据库用户凭证。
如果要使用其他工具（如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来访问数据库，或要向其他应用程
序授予数据库访问权限，您需要为这些工具和应用程序提供以下内容：


要连接到 MySQL 和 PostgreSQL，您需要提供主机名（或 IP 地址）以及数据库用户登录名
和密码。



要连接到 Microsoft SQL Server，您还需要指定 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对于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Panel 使用 MSSQLSERVER2008 命名的实例。因此，主机可
以指定为 mydomain.com\MSSQLSERVER2008 或
123.123.123.123\MSSQLSERVER2008。对于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Panel 使用
默认实例 (MSSQL 2005)，您不需要指定实例名称。

（高级）使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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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数据库
Panel 允许您将数据库从在 Panel 中注册的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复制到另一个数据库服务器，或
者复制到任何远程服务器，前提是源服务器和目标服务器属于同一类型（例如 MySQL）。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复制数据库：为相应数据库运行网站与域名 > 数据库 > 复制，并指定目标
服务器、订购和数据库名称。对于远程服务器，应在数据库目标服务器列表中选择其他，并提
供以下额外信息：


远程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远程数据库服务器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例如，MySQL 管理员的凭证。

注意：当选择现有数据库作为目标时，如果目标数据库中的某些表的名称也出现在源数据库中，
这些表会被完全取代。

复制类型
当复制数据库时，您可以选择是否创建完整的包括表数据的数据库副本（创建完整副本选项），
或只复制数据库结构。在后一种情况下，Panel 将在目标数据库中创建不包含数据的表。

导入和导出数据库
在 Panel 中，导出数据库是指将源数据库保存在可用于存储或分发的文件中。导入数据库是指
将数据从文件恢复到目标数据库。您可以将数据库导入同一个或另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唯一的
限制是，目标数据库必须是同一类型（例如 MySQL）的数据库。
执行数据库导出操作的原因之一是进行数据库备份。Panel for Windows 提供独立的备份数据库
( P 239)功能，但是在 Panel for Linux 中，导出功能是创建独立数据库备份文件的唯一选择。
导出和导入功能由数据库管理工具提供，可通过网站与域名 > 数据库中的 Webadmin 链接获取
该工具。
注意：建议将数据导入新数据库中。
有关如何通过数据库管理工具执行导入和导出操作，请参阅工具的内置帮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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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数据库用户帐户
当您在 Panel 中使用数据库时，后者将代表与数据库关联的用户帐户访问数据库。因此，每个
数据库必须至少具有一个关联的用户帐户，否则您将无法访问它。
可以将任何数据库用户设置为特定数据库的默认用户。Panel 将始终使用此默认用户访问数据
库，即使存在与之关联的其他用户也是如此。如果数据库具有多个关联的用户帐户，并且没有
默认用户，则将使用列表中的第一个帐户。

数据库用户的类型
Panel 中有两种类型的数据库用户：


只能访问一个特定数据库的用户帐户。
如果您与管理网站的人员合作，并要允许他们访问数据库，那么您应为其创建单独的用户帐
户。其中每个帐户用于仅访问一个数据库。在这种情况下，需首先创建数据库，然后创建用
户帐户。



可访问所有数据库的通用用户帐户。
通用用户不仅可以访问所有现有的数据库，而且可以访问所有新创建的数据库。
如果您计划在网站上安装多个 Web 应用程序，则可以创建通用用户帐户（以便所有应用程
序都可使用此帐户访问其数据库）以方便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首先创建用户帐户，
然后在安装应用程序时指定它。
注意：通用用户只在一个数据库服务器中有效。如果您使用多个数据库服务器，请为每个服
务器创建一个独立的通用用户帐户。

数据库用户操作
您可以创建、更新或删除数据库用户，方法是转到网站与域名 > 数据库，并选择所需订购的用
户选项卡。
当创建数据库用户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用于访问数据库的用户凭证，以及指定用户将访问的
数据库的名称。您可通过为数据库名称选择任意，以创建通用数据库用户。
注意：
1. 只能通过删除与默认数据库用户关联的数据库来删除该用户。或者，您也可以编辑用户，并
清除将该用户设为该数据库的默认用户 选项，然后删除该用户。
2. 如果数据库用户由 APS 应用程序创建，您只能通过删除相应的应用程序来删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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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DBC 访问数据库 (Windows)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需要通过 ODBC 访问外部数据库，您可以在 Panel 中建立必需的 ODBC 连
接。在创建 ODBC 连接后，您可以自定义应用程序以使用该 ODBC 连接访问数据库中的信息。
请注意，数据库不必是外部数据库；ODBC 也可用于访问本地数据库。

ODBC 连接的相关操作
您可以在网站与域名 > <domain_name> > ODBC 数据源页上创建、更改或删除 ODBC 连接。
当创建 ODBC 连接时，您应提供连接名称和说明信息，以及必需的驱动程序。根据所选的驱动
程序，系统会提示您指定一些额外的参数，如数据库路径、用户凭证和其他连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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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备份和恢复数据
Panel 提供了备份和恢复功能，可使用这些功能来防止数据丢失。
在备份操作过程中，Panel 会将您的帐户设置和网站内容保存到多个文件中。您可以创建
多个备份，并可在以后任何时间恢复其中的任何一个备份。
本章描述如何在 Panel 中执行以下操作：


备份所有与您的帐户和站点相关的数据。更多详情可参见备份帐户与网站 ( P 237)。



备份数据库 (Windows)。更多详情可参见备份数据库 (Windows) ( P 239)。



安排备份计划。更多详情可参见安排备份计划 ( P 240)。



从备份存档文件恢复数据。更多详情可参见恢复数据 ( P 243)。

本章内容:
备份数据............................................................................................................ 235
管理备份文件..................................................................................................... 241
恢复数据............................................................................................................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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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数据
根据您的需要，Panel 可进行以下两种类型的备份：


客户帐户配置。这类备份文件体积小，可在发生配置问题时方便地恢复帐户设置。



客户帐户配置和网站内容。因为 Panel 将同时保存所有网站的内容，所以这类备份需
要更多的磁盘空间和系统资源。这类完整备份可以很好地防止数据丢失。

您可以随时手动执行备份，或安排在特定时间执行该操作。例如，每天在夜间访问者最少
时执行完全备份。若要了解有关计划备份的详细信息，可参阅计划备份 ( P 240)。

存储备份
Plesk 中有两种用于存储备份的方式：


在 Panel 管理的托管服务器上。所有备份文件及其他帐户内容将存储在您的 Panel 服
务器上。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备份文件将占用由您的订购提供的磁盘空间。



在远程 FTP 服务器上。所有备份文件存储在远程 FTP 库上。在这种情况下，备份文
件将不占用由您的订购提供的磁盘空间。本节下文中将说明如何配置 Panel 以将备份
存储到 FTP 帐户。

创建受密码保护的备份
自 Panel 11.0 起，您可以通过密码来保护备份中的敏感数据。当外部备份存储安全性受
到损害时，保护功能将使攻击者无法获取备份数据。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指定备份密码：


在 FTP 库设置中（网站与域名 > 备份管理器 > 个人 FTP 库设置）。



在从 Panel 内部储存库下载备份文件到一些外部位置时。

在将这些备份重新上传到 Panel 和恢复它们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用于进行保护的密码。
重要说明：
如果您忘记了用于保护备份的密码，将不能恢复备份。因此，强烈建议您在安全的位置
保存密码列表和相应备份文件名。

配置 Panel 以使用 FTP 库
如果您要使用 FTP 服务器存储备份文件，您应在帐户选项卡 > 备份我的帐户与网站 > 个
人 FTP 库设置中指定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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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服务器 IP 地址或主机名。



您想要用来存储备份文件的服务器上的目录。



用来访问 FTP 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Panel 将用于保护备份文件的密码。

本节内容：
备份账户和网站..................................................................................................237
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Windows) ............................................................................239
计划备份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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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账户和网站
 备份所有与您帐号及所有订购相关的数据：
1. 转入帐号选项卡 > 备份我的帐号与网站>备份。
2. 指定下列内容：


备份文件名前缀与描述。您无法指定一个任意的文件名，但是，您可设置面板添加
一个前缀至备份文件名。注意面板可自动添加备份文件创建的日期与时间（国际标
准时）到备份文件名。



拆分备份文件。创建一个多卷备份，可选择相应的复选框指定每卷的大小（MB 为
单位）。



备份文件存储位置。选择您想用来存储备份文件的库。



备份完成后发送邮件通知。如果希望在备份完成后收到通知，请键入邮件地址。



备份数据内容。 您可以只备份用户帐户设置，或用户帐户设置及所有用户数据（包
括数据库）。



挂起域直到备份任务已完成。选择此选项禁止用户在备份时更改网站内容或设置。
注意： 若选择此选项，此该备份文件恢复数据后，则需手动启用每个站点上的站
点别名（若有）。 可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域别名 > 打开选项卡上进行操
作。

3. 单击“备份”。
备份完成后，备份文件则会保存到所选库中。

 备份所有与订购相关的网站：
1. 如果您订阅了多个主机软件包并可访问与您帐号相关的多个网站空间，可
在屏幕顶部的订阅菜单里选择所需的网站空间。
2. 转入帐号选项卡 > 备份网站 > 备份。
3. 指定下列内容：


备份文件名前缀与描述。您无法指定一个任意的文件名，但是，您可设置面板添加
一个前缀至备份文件名。注意面板可自动添加备份文件创建的日期与时间（国际标
准时）到备份文件名。



拆分备份文件。创建一个多卷备份，可选择相应的复选框指定每卷的大小（MB 为
单位）。



备份文件存储位置。选择您想用来存储备份文件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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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完成后发送邮件通知。如果希望在备份完成后收到通知，请键入邮件地址。



备份数据内容。您可选择备份：





仅仅是网站设置。



邮箱里有或没有邮件帐号与信息的所有设置与数据。



仅仅有信息的邮件帐号。

挂起域直到备份任务已完成。选择此选项禁止用户在备份时更改网站内容或设置。
注意： 若选择此选项，此该备份文件恢复数据后，则需手动启用每个站点上的站
点别名（若有）。 可在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域别名 > 打开选项卡上进行操
作。

4. 单击“备份”。
备份完成后，备份文件则会保存到所选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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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Windows)
如果您正使用 Windows 客户帐号，您可备份并之后恢复您网站使用的数据库、数据库用
户帐号与数据。
您可以：


备份域数据库与所有数据及用户帐号。



恢复备份存档文件里的数据。



下载、上传与移除数据库备份文件。



删除恢复后未配对的用户。

重要说明： Panel 不备份已存储的流程、视图与触发器。 备份工具会忽略这些对象，因
此无法恢复这些对象。

 备份数据库：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备份管理器 > 数据库备份库。
2. 使用数据库菜单，选择您需备份的数据库。
3. 单击“备份”。
4. 指定备份文件名，并单击“确定”。
5. 如果您希望下载最终的备份文件，请在备份结束后，单击下一页上的文件
名。指定保存文件的位置，并单击“保存”。
6. 单击“确定”。

 要恢复数据库，请执行下列步骤：
1. 登录控制面板。
2. 进入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备份管理 > 数据库备份库，选择您想要恢复的备
份文件的对应复选框并点击恢复。
如果服务器上没有备份文件，则需要将本机上的备份文件上传到服务器库中。

3. 选择相应的复选框确认恢复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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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上传备份文件到备份库，请执行下列操作：
1. 转到控制面板 > 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备份管理器 > 数据库备份库并点击
上传备份文件。
2. 在数据库名称菜单里选择您需上传备份文件的数据库。
3. 单击“浏览...”并选择所需备份文件。
4. 若希望在备份文件上传后即刻恢复数据库内容，则选中“上传后即刻恢复数
据库备份”复选框。
5. 单击“确定”。
数据库备份文件即会上传到指定数据库的备份库中。

计划备份
 若要预定数据备份：
1. 转入帐号选项卡 > 备份我的帐号与网站>预定备份设置。
2. 选择激活此备份任务复选框并制定下面的相关数据：


执行备份的时间和频率。



应添加至备份文件名的前缀。



拆分备份文件。 创建一个多卷备份，可选择相应的复选框指定每卷的大小（MB
为单位）。注意卷大小不可以超过 4095 MB。



备份文件存储位置。选择您想用来存储备份文件的库。



存放在库中备份文件最大数量。如果希望反复备份文件，请键入次数：当达到限制
时，最早的文件将被删除。



若出现备份错误，则发邮件通知。若要在备份过程中出错发送邮件通知，请键入所
需的邮件地址。



备份数据内容。 您可只备份帐号设置或帐号设置与所有数据。



挂起域直到备份任务已完成。选择此选项禁止用户在备份时更改网站内容或设置。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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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备份文件
本节内容：
上传和下载备份文件 .......................................................................................... 241
上传和下载数据库备份文件 (Windows) ............................................................. 242

上传和下载备份文件
从 Panel 下载备份文件
要从 Panel 库下载备份文件，请在帐户选项卡 > 备份我的帐户与网站中选择相应的备份
文件名，并指定文件的位置。在开始下载之前，Panel 会提示您输入备份密码。

将备份文件上传到 Panel
要向 Panel 库上传备份文件，请使用帐户选项卡 > 备份我的帐户与网站 > 将文件上传到
服务器库向导。在开始上传之前，Panel 会提示您输入以下备份参数：


备份文件位置。



密码。
这是用来保护备份数据的密码。如果您未使用密码保护功能，则将相应字段留空。
注意：如果您提供的密码不正确，Panel 会发出警告，但仍将备份上传到服务器。在
备份恢复期间，系统将提示您再次输入密码。

删除备份文件
要从 Panel 库删除备份文件，请在帐户选项卡 > 备份我的帐户与网站中选择要删除的备
份文件对应的复选框，并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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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和下载数据库备份文件 (Windows)
 若要上传备份文件到备份库，请执行下列操作：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备份管理器 > 数据库备份库并点击上传备份文
件。
2. 在数据库名称菜单里选择您需上传备份文件的数据库。
3. 单击“浏览...”并选择所需备份文件。
4. 如果您希望备份文件一上传就立刻恢复数据库内容时，可选择上传即立刻
恢复数据库备份复选框。
5. 单击“确定”。
数据库备份文件即会上传到指定数据库的备份库中。

 若要从备份库下载备份文件，请执行下列操作：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备份管理器 > 数据库备份库。
2. 在数据库菜单里，选择您需浏览其备份文件的数据库。如果希望浏览站点
上的所有数据库备份文件，则请选中“所有站点数据库”。
3. 单击与要下载的备份文件相关的 图标。
4. 选择保存备份文件的位置，并单击“保存”。
此时，备份文件将从备份库中下载。

 若要从备份库移除备份文件，请执行下列操作：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备份管理器 > 数据库备份库。
2. 在数据库菜单里，选择您需移除其备份文件的数据库。如果希望浏览站点
上的所有数据库备份文件，则请选中“所有站点数据库”。
3. 选择您需要移除的数据库备份文件相对应的复选框。单击“删除”，确认删
除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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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数据
本节内容：
保存备份............................................................................................................ 243
恢复数据库 (Windows) ...................................................................................... 244

保存备份
您从以下处保存的备份文件中恢复数据：


Panel 内部库.
要从 Panel 库中恢复备份文件，可在账户选项卡 > 备份我的账户和网站 > 服务器库
选项卡上选择您想要恢复的备份文件名。



外部的 FTP 库.
要从 Panel 库中恢复备份文件，可在账户选项卡 > 备份我的账户和网站 > 个人 FTP
库选项卡上选择您想要恢复的备份文件名。

你选择备份文件后，Panel 将会开始恢复向导。 您将会被提示指定以下恢复参数：


待恢复数据的类型。



暂停网站直到备份任务已完成。如果您希望用户在恢复站点的过程中修改站点内容或
设置时避免可能的冲突，请选择此选项。



当恢复任务结束时，发送邮件通知。 键入邮件地址，如果您希望恢复结束后控制面板
邮件通知您。



冲突解决策略。 指定冲突发生时执行的操作。



备份安全设置如果该备份受密码保护，请输入密码到密码字段。 注意 Panel 无法查看
您输入的密码是否错误： 备份将会成功恢复但是可能会损坏。
如果您想要重设用户密码，可清除提供密码选择。

在数据恢复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错误或冲突，向导将会提示您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依
照屏幕上的指南完成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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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数据库 (Windows)
 如果数据库已存在，则仅需恢复它的内容：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备份管理器 > 数据库备份库。
2. 在列表中选择所需备份文件并点击恢复选定文件。
如果服务器上没有备份文件，您可上传备份文件至本地机的服务器库。了解更多信息，
可参阅小节上传、下载与移除数据库备份文件。

3. 选择相应的复选框确认恢复并点击确定。
如果您正在恢复 MS SQL 数据库，可能会有出现部分未配对的数据库用户。若要允许
这些用户访问和使用数据库，则需要修复这些用户。更多信息，可参阅小节恢复孤立
的数据库用户。

本节内容：
恢复后的数据库修复...........................................................................................244

恢复后的数据库修复
如果您正在恢复 MS SQL 数据库，可能会出现部分未配对的数据库用户。若要允许这些
用户访问和使用数据库，则需要修复这些用户。

 查看数据库是否有孤立的用户并进行修复:
1. 转到网站与域名选项卡 > 数据库 > 数据库名称。
2. 如果您看到警告提示有多个未配对用户需要修复才可以正常工作，则说明
有待修复的未配对用户。
3. 要修复被孤立的用户，可单击与您需修复的用户相对应的现在修复按钮。
4. 提供这些用户的密码并单击修复。
如果用户是无需密码的系统用户，则留空密码字段进行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