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allels Panel

使用者指南
Parallels Plesk Panel 11.0

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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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 © 1999-2013 Parallels IP Holdings GmbH。 保留所有權利。
本產品受美國和國際版權法保護。瞭解本產品的基本技術、版權與商標，可參閱
http://www.parallels.com/trademarks。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Server、Windows NT、Windows Vista與MS-DOS為Microsoft
Corporation的注冊商標。
Linux是Linus Torvalds的注冊商標。
Mac是Apple, Inc. 的注冊商標。

在此提及的所有標誌及名稱可能為各個擁有者的商標。

目錄
6

前言

排版約定 ........................................................................................................................................ 6
回饋 ............................................................................................................................................... 7

升級至 Panel 11 後的首要步驟
Plesk Panel 快速入門

8
10

設定您的第一個網站 .................................................................................................................... 11
1. 創建您的網站 ................................................................................................................. 11
2. 預覽您的網站 ................................................................................................................. 14
3. 提交您的網站至搜尋引擎 ............................................................................................... 15
設定郵件帳戶 ............................................................................................................................... 16
1. 創建郵件帳戶 ................................................................................................................. 16
2. 訪問您的郵箱 ................................................................................................................. 17
查看網站訪問統計 ........................................................................................................................ 34

客戶帳戶管理

35

更改您的密碼和連絡人資訊 ......................................................................................................... 37
查看訂閱概要 ............................................................................................................................... 38
分配與消耗的資源。 .......................................................................................................... 40
您網站可使用的託管功能 ................................................................................................... 42
管理帳戶餘額和發票 .................................................................................................................... 45
計算使用費用 ..................................................................................................................... 47
促銷提供商的方案來賺取信用額度 .................................................................................... 47
訂購更多資源 ............................................................................................................................... 48
查看統計資料 ............................................................................................................................... 50
日誌檔 ................................................................................................................................ 51
(高級) 管理輔助用戶帳戶 ............................................................................................................. 52
用戶角色 ............................................................................................................................ 53
輔助用戶帳戶 ..................................................................................................................... 55
自訂連結 ............................................................................................................................ 57

網站與網域名稱

59

網域名稱與 DNS .......................................................................................................................... 60
添加網域名稱 ..................................................................................................................... 61
添加子域 ............................................................................................................................ 63
添加域別名 ........................................................................................................................ 65
添加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Linux） ................................................................................... 67
（高級）為網域名稱配置 DNS .......................................................................................... 68
更改主機設定 ............................................................................................................................... 77

4

前言

Web 腳本設定.................................................................................................................... 79
暫停與啟動網站 ........................................................................................................................... 85
為維護而暫停網站 ............................................................................................................. 86
管理網站內容 ............................................................................................................................... 87
設定檔和目錄存取權限 ...................................................................................................... 90
(高級) 對內容的限制訪問 ............................................................................................................. 92
預覽網站 ...................................................................................................................................... 94
使用網站應用程式 ........................................................................................................................ 95
配置應用程式 ..................................................................................................................... 97
授權輔助使用者訪問應用程式 ........................................................................................... 97
連結應用程式與輔助使用者帳戶 ........................................................................................ 98
上傳已安裝的應用程式 ...................................................................................................... 99
管理商業應用程式許可證 ................................................................................................... 99
（高級）保證網站安全............................................................................................................... 103
使用 SSL 證書保證連接安全 ........................................................................................... 104
保護網站不受熱連結入侵 (Windows) .............................................................................. 109
（高級）擴展網站管理............................................................................................................... 109
操作預備網站 ................................................................................................................... 110
創建手機網站 ................................................................................................................... 112
創建自訂錯誤頁面 ........................................................................................................... 113
添加域轉發器 ................................................................................................................... 115
使用 Google Services ...................................................................................................... 117
在您的域下託管個人網頁 ................................................................................................. 118
限制頻寬使用與網站連接數量 ......................................................................................... 120
操作 Microsoft Frontpage 網站(Windows) ....................................................................... 121
使用虛擬目錄 (Windows 主機) ........................................................................................ 126
設定 IIS 應用程式池 (Windows)....................................................................................... 138
Web 發佈與 Web 部署（Windows）............................................................................... 140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

142

熟悉 Web Presence Builder ...................................................................................................... 144
創建網站 .................................................................................................................................... 146
從 SiteBuilder 4.5 導入網站 ....................................................................................................... 147
編輯網站 .................................................................................................................................... 149
結構： 頁面與導航 .......................................................................................................... 149
設計：設計範本、版面、樣式、顏色方案與標頭 ............................................................ 151
內容文本、圖表、圖像、視頻、表格與腳本 .................................................................... 157
面向網站管理員的設定與工具 ......................................................................................... 172
儲存與載入網站副本 .................................................................................................................. 175
發佈網站到 Internet ................................................................................................................... 177
在 Facebook 上發佈網站副本 .................................................................................................... 178
在 Dashboard 上查看網站訪問統計、評論和新訂單 ................................................................. 180
刪除網站 .................................................................................................................................... 182

通過 FTP 訪問您的網站

183

更改 FTP 訪問驗證憑據 ............................................................................................................. 183
添加 FTP 帳戶 ........................................................................................................................... 184
設定匿名 FTP 訪問 .................................................................................................................... 186

5

前言

188

郵件

添加郵件帳戶 ............................................................................................................................. 189
郵件配置 .................................................................................................................................... 190
配置郵件帳戶 ................................................................................................................... 191
(高級) 配置全域郵件設定 ................................................................................................. 197
使用郵寄清單 ............................................................................................................................. 198

預定任務

199

預定任務 (Linux) ........................................................................................................................ 200
預定任務 (Windows) .................................................................................................................. 202

（高級）使用資料庫

204

創建資料庫 ................................................................................................................................. 205
訪問資料庫 ................................................................................................................................. 205
複製資料庫 ................................................................................................................................. 206
匯出和導入資料庫 ...................................................................................................................... 206
管理資料庫使用者帳戶............................................................................................................... 207
使用 ODBC 訪問資料庫 (Windows) ........................................................................................... 208

（高級）備份和恢復資料

209

備份資料 .................................................................................................................................... 210
備份帳戶和網站 ............................................................................................................... 212
備份和恢復資料庫 (Windows) ......................................................................................... 214
預定備份 .......................................................................................................................... 215
管理備份檔案 ............................................................................................................................. 215
上傳和下載備份檔案 ........................................................................................................ 216
上傳和下載資料庫備份檔案 (Windows) ........................................................................... 217
恢復資料 .................................................................................................................................... 218
保存備份 .......................................................................................................................... 218
恢復資料庫 (Windows) .................................................................................................... 219

6

前言

前言

本節內容
排版約定 ............................................................................................................ 6
回饋 ................................................................................................................... 7

排版約定
在您開始使用本指南之前，瞭解其中使用的文檔約定十分重要。
正文中以下格式類型表示特定資訊。
格式約定

資訊類型

示例

特殊粗體

您必須選擇的項目，如功能 轉到“系統”選項卡。
表選項、命令按鈕或清單中
的專案。

斜體

章、節和小節的標題。

請參閱“基本管理”一章。

用於強調某段文本的重要

該系統支援通常所說的“萬用字元”

性，以介紹某個術語或指出 搜尋。
將用真實名稱或實際值來替
代的命令列預留位置。
等寬字體

命令、檔和目錄的名稱。

授權檔案位於
http://docs/common/licen
ses 目錄。

前言

格式約定

資訊類型

預定格式

# ls –al /files
螢幕上顯示的命令列會話中 total 14470
的電腦輸出；為 XM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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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或其他程式設計語言形式的
原始程式碼。
預定的粗體格式

當您鍵入時，與電腦螢幕輸

# cd /root/rpms/php

出對比。
大寫

鍵盤上按鍵的名稱。

KEY+KEY

按鍵組合，使用者必須按住 CTRL+P，ALT+F4

SHIFT、CTRL、ALT

一個按鍵然後再按下另一個
按鍵。

回饋
如果您在此指南發現錯誤或您有任何改進此指南的建議見解，請您使用該網頁的線上表格發送
給我們您的回饋http://www.parallels.com/en/support/usersdoc/。請您注明您發現錯誤的指南
標題，章、節的標題及內容片斷。

章 1

升級至 Panel 11 後的首要步驟
此章面向使用過 Parallels Plesk Panel version 9 或更早的版本的託管服務客戶。此章描
述了面板最重要的改進以及用戶帳號與網站遷移至 Parallels Plesk Panel 11 可能會遇到
的一些問題及解決方案。
您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概念


網域名稱已被訂閱所取代。
域的概念已被訂購所取代 – 可運行多個已被分配資源與服務的網站的託管單元（域與
子域）。一個訂購內的多個域託管限制於一個 IP 位址上。建議需要託管各個網站於不
同的 IP 位址上的客戶另外獲取其他訂購。



一個原客戶的資源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訂閱的資源。
現在的客戶已不需要通過網域名稱或訂閱再分配他們的資源。每個訂閱根據一個主機
方案都被分配一定量的資源。



SSL 證書一般由一個訂閱的所有網域名稱共用。
一個訂閱裡的所有網站一般共用同一個 SSL 證書。想要保護一個訂購裡的所有網站的
客戶可考慮購買多個域（一個萬用字元） SSL 證書。如果 Panel 支援 SNI，也可能每
個網域名稱有一個證書。

SiteBuilder 升級的特殊性。


Panel 11 提供 Web Presence Builder（以前的 SiteBuilder），但是您仍可以使用
SiteBuilder 4.5。
Parallels Web Presence Builder 是快速有效創建網站的 Panel 組件。當含有
SiteBuilder 的 Plesk 升級至 Parallels Plesk Panel 11 時，其中 SiteBuilder 組件並未升
級。相反，新的 Web Presence Builder 安裝於伺服器上， 而 SiteBuilder 4.5 仍可進
行操作，但是 SiteBuilder 4.5 裡創建的網站僅限於編輯與發佈。



支援把網站從 SiteBuilder 4.5 轉換至 Web Presence Builder，但是有一定限制。
Web Presence Builder 支援導入在 SiteBuilder 4.5 中創建的網站。但是該功能有一定
限制：一些元素可能會在導入到網站中丟失或損壞。我們建議與原網站進行對比並手
動添加丟失的內容。

升級至 Panel 11 後的首要步驟

9

查看 從 SiteBuilder 4.5 導入網站 (P 147) 部分以瞭解更多有關導入 SiteBuilder 4.5 網
站至 Web Presence Builder 的詳細資訊。
存儲安全內容的改進


httpdocs 是唯一允許通過安全 SSL 證書訪問存儲 web 內容的目錄。
已不再使用獨立的目錄存放通過安全 SSL 連接訪問的網站內容。現在所有的網站內容
都存儲於單個目錄 - httpdocs 裡。
升級至 Parallels Plesk Panel 11 後，httpsdocs 目錄仍保留在網站空間裡，但是，
建議您在通過 FTP 上傳檔至網站空間時，把所有的內容放置 httpdocs 目錄裡。
如果您一直使用 SSL 保護並保留所有其他內容於獨立的目錄裡，在一個網站的
httpsdocs 目錄裡安裝 APS 包裝的應用程式，那在升級後，面板將打開與該網站相
容的模式。此步驟將可使網路使用者有許可權訪問之前安裝在 httpsdocs 目錄裡的
應用程式，但是這些應用程式將無法通過面板管理，您也無法安裝新的應用程式至
httpsdocs 目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如果您有相關的技術，可進行下面操作：
1. 備份所有來自 httpsdocs 目錄裡的內容並保存到其他位址。暫時不要把檔移至
httpdocs。
2. 備份安裝於 httpsdocs 目錄裡的應用程式使用的資料庫。您可以借助
mysqldump 工具進行此操作
3. 從 httpsdocs 目錄移除應用程式。
4. 通過面板關閉相容模式 （在網站 & 域標籤 >網域名稱）。
5. 重新安裝所需的應用程式。
6. 上傳您在第 1 步備份的資料至 httpdocs 目錄。
7. 通過導入 MySQL 資料庫伺服器來恢復應用程式的資料庫。
如果您經驗不足，建議您不管之前安裝的應用程式並上傳 httpsdocs 目錄裡的內容
，然後在其他的網站託管新的應用程式。如果您需要以相容模式在網站上安裝應用程
式，您可以安裝至該網站的 httpdocs (http://) 地址。

章 2

Plesk Panel 快速入門
根據最新調查，互聯網已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資訊源，遠拋如電視或報紙類的所有傳統媒
體。今天，人們尋找服務首先嘗試的管道就是通過 Web 進行搜尋。因此，更適合的網路
標籤是每項業務的關鍵。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you can present your company on
the Web.網路標籤有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連絡人頁面，也有可能是可訪問 ERP 系統的大
型公司網站。兩種情況您都應執行相同的步驟把您的業務投向網路。
您繼續操作之前，需要執行以下兩個關鍵步驟：


從主機提供商購買一個客戶帳戶。
通過您的客戶帳戶可訪問 web presence 的重要服務 - 如互聯網連接、存儲您網站內
容的磁碟空間，等等。欲瞭解更多有關 Panel 中客戶帳戶的資訊，請參閱章節客戶帳
戶管理 (P 35)。



註冊一個網域名稱。
這將是人們通過其瀏覽器用於訪問您網站的名稱。如， www.example.com.

這兩個元素 - 一個主機管理帳戶與一個網域名稱共同組成您的網站。
在此章節中我們將解釋如何創建您第一個網站，填寫網站內容，為網站的使用者創建郵
箱，最後查看該網站的訪問統計。
高級的主機功能
一旦覺得適應了基本的 Panel 功能，就可嘗試一些高級的主機功能：通過安裝 web 應用
程式 (P 95)來擴展網站功能， 使用 SSL 證書加密保證您網站的安全 (P 104)，使用資料
庫 (P 204)，等等。
注意：主機提供商可關閉一些高級的功能讓您的控制台看起來更簡單適合用戶操作。我們
已經使用了 (高級) 首碼來指定有關可能會被關閉功能的部分。如果您需要一個高級選
項，請聯繫您的主機提供商。

本章內容：
設定您的第一個網站 .......................................................................................... 11
設定郵件帳戶..................................................................................................... 16
查看網站訪問統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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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您的第一個網站
既然您已經有一個客戶帳戶和一個網域名稱，那麼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創建一個網站。可
在章節 1. 創建您的網站 (P 11) 中找到有關可行方案的資訊。
當您的網站準備好時，您可能會需要在您的瀏覽器中查看一下。可在章節 2. 預覽您的網站 (P 14)
中瞭解如何進行。
如果沒有人知道設計再完美的網站也無效。當所有的設計工作完成時，你需要提交你的網站至
熱門的搜尋引擎。回應的說明在 3. 提交您的網站至搜尋引擎 (P 15) 章節中。

本節內容
1. 創建您的網站 ................................................................................................ 11
2. 預覽您的網站 ................................................................................................ 14
3. 提交您的網站至搜尋引擎............................................................................... 15

1. 創建您的網站
有三種方式可創建網站：


聘請一個網站設計工作室來為您創建網站，您將只需維護其內容即可。



通過 Web Presence Builder 自行創建網站 - 只需數次點按即可實現專業外觀網站的創建的
超強功能工具。在此部分 Web Presence Builder (P 12)中瞭解更多。



在協力廠商內容管理系統中創建網站 - 這是一個允許您快速創建並編輯諸如頁面、腳本、
應用程式等的網站內容的編輯器。要瞭解如何在協力廠商內容管理系統中創建網站的資訊，
請查看章節 內容管理系統 (P 12)。

如果您已購買一個現成的網站或者已經自行創建了一個網站，您可能需要上傳網站內容到您的
帳戶以讓網站上線。有兩種方式可上傳內容：


使用 FTP。在此部分使用 FTP 上傳內容 (P 14)中瞭解更多。



使用集成的 <filemng>。在此部分使用 <filemng> 上傳內容 (P 14)中瞭解更多。

本節內容
Web Presence Builder ...................................................................................... 12
內容管理系統。 ................................................................................................. 12
上傳內容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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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Presence Builder
Web Presence Builder 是一款功能強大的工具，能夠讓用戶創建外觀專業的網站，無需任何
HTML 標記或圖形設計技巧。該工具包含一個簡單可視的編輯器以及用於不同網站的各種範
本。該編輯器能夠讓您創建網站、添加不同類型的內容（文本、圖片、視頻、腳本）以及編輯
諸如網站名稱、關鍵字、圖示等的網站設定。
要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中創建網站，請確保您的主機訂閱包含該選項。如果未包含，可選
擇其它方式或升級訂閱。

 若要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裡創建一個網站：
1. 轉入首頁標籤或網站 & 域標籤，然後點按發佈Web Presence Builder。
2. 選擇最適合您網站的主題。
3. 編輯網站：
a. 結構 ：添加更多頁面、移除您不需要的預定義頁面。
b. 內容 ：更改預定義內容為自己定義的內容，添加文本、圖片、視頻、腳
本和其它所需元素。
c. 設計 ：更改佈局和顏色方案。
4. 發佈網站。
瞭解更多有關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的資訊，請進入章節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

內容管理系統。
內容管理系統（或 CMS）是可提供添加和編輯網站內容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應用程式：內容
有頁面、腳本、多媒體等等。
在您使用協力廠商 CMS 創建網站之前，您應該在您的主機帳戶上安裝 CMS。注意只有在您的
主機訂閱允許的情況下才能安裝 CMS。

 要使用 CMS 創建網站：
1. 轉到應用程式標籤。
2. 在可用應用程式中找到您需要的CMS，並如章節 使用網站應用程式 (P 95) 中所描
述的進行安裝。
3. 在CMS中創建網站。要瞭解有關使用CMS創建網站的資訊，可參閱相關的文檔。

Plesk Panel 快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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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內容
如果您已經有自己或是網站設計工作室創建的網站，只需上傳網站檔和資料夾到您的主機提供
商伺服器上即可。您可以通過以下當中的一種方式進行操作：


使用 FTP。當多人管理一個網站內容時此方式更可行因為此方案不需要訪問您的客戶帳戶。
您只要為他們創建 FTP 用戶即可。在此部分使用 FTP 上傳內容 (P 14)中瞭解此方法。



使用控制台 .此方式更便利因為此方式會使用控制台的 GUI 且提供一套有用的功能，例如，
一個可視的 HTML 編輯器和一個檔許可權管理器。欲瞭解更多有關內容管理的功能可進入
此章節 使用 上傳內容 (P 14)。

本節內容
使用 FTP 上傳內容 ............................................................................................ 14
使用 上傳內容 .................................................................................................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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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TP 上傳內容
 要通過 FTP 發佈網站，請執行下列步驟：
1. 使用您的FTP帳號用戶名與密碼通過FTP用戶端程式連接到伺服器上的網站空
間。
您可在網站 & 域標籤 > Web 主機訪問 更改您面板裡的用戶名與密碼。
FTP 地址應為 ftp://your-domain-name.com，其中 your-domain-name.com 是網站的
Internet 地址。
如果您啟用了防火牆，那麼請將 FTP 設定為“被動模式”。

2. 上傳您網站的檔與目錄至httpdocs目錄。如果您使用CGI腳本，可把這些腳
本放置cgi-bin目錄裡。
3. 關閉FTP會話。
如果您與他人就網站內容共同合作，您可以創建其他的 FTP 帳號。欲瞭解相關資訊請查看添加
FTP 帳戶 (P 184)。

使用 上傳內容
要使用 從您的電腦上傳一個網站到 Panel 伺服器，請打開控制台的 文件 標籤並拖拽網站資
料夾到該表情的中心區域。您還能夠以壓縮的 ZIP 檔形式上傳網站然後使用在 中集成的壓縮
程式提取內容。
使用 ，您還可以進行以下操作：


在視覺化的編輯器中編輯 HTML 檔。



預覽網站頁面。



在文字編輯器中編輯檔。



管理文件的存取權限。

瞭解更多有關使用 上傳和編輯檔和資料夾的資訊可進入章節 管理網站內容 (P 87)。

2. 預覽您的網站
您上傳網站內容到您的網站空間後，您可查看您的網站在 web 瀏覽器中是否顯示正常，即使有
關新網站的資訊分佈在網域名稱系統之前也可以進行此操作。

 要預覽網站，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Plesk Panel 快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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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在螢幕底部的網域名稱清單裡，找到您要預覽的網站並點按相應的圖示

。

您的網站將在新的流覽視窗打開。
注意： 對於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中創建的網站，其頁面的保護訪問在預覽模式中運行良
好。
有時候在您還未註冊網域名稱時就可能需要向某人展示您的網站。無需給某人訪問您客戶帳戶
的許可權就想進行此操作，有多種實現方式。在此部分預覽網站 (P 94)中瞭解更多。

3. 提交您的網站至搜尋引擎
若要在 Internet 上發佈網站後吸引更多訪問者並獲得更多流量，您需要提交至搜尋引擎。在提
交之前，您可以通過以下內容優化的方式來提高網站在搜尋結果中的排名：


在包含於網頁裡的文本裡，包括頻繁搜尋的與您網站主題相關的關鍵字組。例如，在網頁文
本裡的多次提及到您的產品或您感興趣的主題。



添加相關關鍵字至<title>與<meta>標籤。一些搜尋引擎會尋找網頁裡以 meta 標籤形式
出現的關鍵字與描述，並在搜尋結果裡顯示這些關鍵字。
例如，如果您正出售託管自動化軟體，那麼您可在您的 HTML 網頁裡包含下麵標籤：
<HEAD>
<TITLE>預訂託管自動化軟體
</TITLE>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order,hosting,software”>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Ordering Hosting Automation Software”>
</HEAD>
關鍵字用逗號隔開，不能空格。

您優化網站病發佈到您的客戶帳戶上後，可提交到搜尋引擎，如 Google、Yahoo、Bing 以及其
它您知道的熱門引擎。


若要提交網站至 Google，可訪問http://www.google.com/addurl/。



若要提交網站至 Yahoo，可訪問https://siteexplorer.search.yahoo.com/submit。



要提交網站至 Bing，請訪問https://ssl.bing.com/webmaster/SubmitSitePage.aspx.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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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郵件帳戶
您的網站一準備好，就可開始創建郵件帳戶。例如，您可選擇為您組織內部的所有使用者創建
郵件帳戶。注意郵箱的數量和大小將受您的主機方案的限制。

本節內容
1. 創建郵件帳戶 ................................................................................................ 16
2. 訪問您的郵箱 ................................................................................................ 17

1. 創建郵件帳戶
 創建一個郵箱位址：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按一下“郵件”選項卡。
3. 點按創建郵箱地址。
4. 在 @ sign之前輸入郵箱位址的左邊部分，如果您帳號上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
擇創建郵箱位址所在的網域名稱。
5. 選擇郵箱核取方塊。
只有在您需要使用此位址作為郵件轉發器時清除此核取方塊才有意義，此轉發器將轉發所有
接受郵件至其他的位址。

6. 指定郵箱大小或使用供應商政策或您服務計畫定義的預設大小。
7. 指定最少五位元的拉丁字母組成的密碼。
8. 按一下“確定”。

Plesk Panel 快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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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問您的郵箱
有兩種方法可訪問郵箱收發郵件：


在電腦上安裝和使用郵件用戶端程式。一般在此類程式中您應指定以下設定：


用戶名：指定完整的電子郵寄地址。例如， johndoe@example.com.



密碼。一般，進入您郵件帳戶的密碼。



郵件伺服器協定。該屬性定義了是否在伺服器上保留資訊副本。要在伺服器上保留資訊
副本，可選擇 IMAP 選項。若不希望在伺服器上保留，選擇 POP3 選項。若伺服器上啟用
SpamAssassin，選擇 IMAP 即可培訓垃圾郵件篩檢程式檢查收件。



內送郵件伺服器 (POP3/IMAP).鍵入網域名稱。例如， example.com.POP3 埠是 110。
IMAP 埠是 143。



發送郵件伺服器 (SMTP).鍵入網域名稱。例如， example.com.SMTP 埠是 25。該伺服
器需要驗證。

要獲取有關配置用於郵箱的常用郵件客戶端詳細資訊，請查看該部分的子部分。


使用 web 瀏覽器連接至 webmail 介面。預設安裝的 Horde IMP Webmail 軟體提供郵件服
務。您可以使用預設的 Horde IMP Webmail，或安裝 Atmail Webmail Lite 軟體。

注意：如果您根據此部分的說明無法訪問郵箱，可能是郵件伺服器的設定問題。請聯繫您的主
機提供商解決該問題。

本節內容
從 Webmail 訪問 ................................................................................................ 17
從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訪問 ........................................................................ 18
從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訪問 .................................................................... 22
從 Mozilla Thunderbird 訪問............................................................................... 26
從 Apple Mail 訪問 ............................................................................................. 29

從 Webmail 訪問
 若要通過 webmail 訪問您的郵箱，請執行下列操作：


在網路瀏覽器中，訪問 URL webmail.example.com，其中 example.com 是網站
Internet 地址。提醒時，指定完整的郵寄地址作為用戶名 (如 mail@example.com)以及密
碼來登入 Panel。



登入 Panel 時，按一下“郵件”選項卡，並按一下郵寄地址列表中所需位址旁的圖示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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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訪問
 要設定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2010，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打開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2. 轉到文件 > 信息 > 添加帳戶。
3. 選擇核取方塊手動配置伺服器設定或其他伺服器類型。按一下“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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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Internet郵件”選項，並按一下“下一步”。

19

Plesk Panel 快速入門

20

5. 指定下列內容：


姓名



電子郵寄地址



帳戶類型 若希望在伺服器上保留郵件，選擇 IMAP 選項。若不希望在伺服器上保留郵件，
選擇 POP3 選項。若伺服器上啟用 SpamAssassin，選擇 IMAP 即可培訓垃圾郵件篩檢
程式檢查收件。



發送郵件伺服器。鍵入網域名稱。如 example.com。



發送郵件伺服器(SMTP).鍵入網域名稱。如 example.com。



用戶名： 指定完整的電子郵寄地址。示例：johndoe@example.com.



密碼。大部分情況下，此密碼與登入 Panel 的密碼相同。



需要使用安全密碼驗證 (SPA) 登入。保留該選項為空。

Plesk Panel 快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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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點按 更多設定，打開 發送伺服器 標籤並選擇 我的發送伺服器 (SMTP) 需要驗證。

7. 按一下“下一步”。
8. 按一下“完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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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訪問
本章內容適用於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6。可能不適用於其他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版本。

 要設定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打開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2. 轉入工具>帳戶。
3. 按一下“添加 >”按鈕，並選擇“郵件”項目。
4. 輸入您想在所發送的任何郵件中顯示的姓名，並按一下“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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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鍵入您的電子郵寄地址並按一下“下一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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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下列設定：


來件伺服器協定。
若希望在伺服器上保留郵件，選擇 IMAP 選項。⾉若不希望在伺服器上保留郵件，選擇
POP3 選項。若伺服器上啟用 SpamAssassin，選擇 IMAP 即可培訓垃圾郵件篩檢程式檢
查收件。



發送郵件伺服器。指定網站 Internet 地址。



發件伺服器。指定網站 Internet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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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下一步”。
8. 指定下列內容：


帳戶名請在“帳戶名”框內鍵入您的電子郵寄地址。



密碼大部分情況下，此密碼與登入 Panel 的密碼相同。



記住密碼核取方塊。如果您不想在電子郵件程式每次連接到郵件伺服器檢查是否有新郵
件時提示您輸入密碼，請選中“記住密碼”框，並按一下“下一步”。

9. 若要結束電子郵件程式設定，請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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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Mozilla Thunderbird 訪問
本章內容適用於 Mozilla Thunderbird 12。可能不適用於其他 Mozilla Thunderbird 版本。

 要設定 Mozilla Thunderbird，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打開Mozilla Thunderbird。
2. 進入 工具 > 帳戶設定 > 帳戶操作 > 添加郵件帳戶。
3. 指定下列內容：


輸入您想在所發送的任何郵件中顯示的姓名。



您的電子郵寄地址與密碼。

Plesk Panel 快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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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繼續。
5. 如果Thunderbird未自動找到設定，需指定以下內容：


帳戶類型若希望在伺服器上保留郵件，選擇 IMAP 選項。
⾉若不希望在伺服器上保留郵件，選擇 POP3 選項。若伺服器上啟用 SpamAssassin，選
擇 IMAP 即可培訓垃圾郵件篩檢程式檢查收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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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創建帳戶。

如果您手動設定一個郵件帳戶，請使用以下連接安全和驗證方式設定的典型組合。如果這些設
定不適合您，可向您的主機提供商詢問正確的組合。
在 Linux 上：


連接安全：STARTTLS



驗證方式：加密密碼。
在 Windows 上，IMAP：



連接安全：沒有



驗證方式：加密密碼。
在 Windows 上， POP3：



連接安全：沒有



驗證方式：密碼，傳輸不安全

在手動配置帳戶時您可能需要的其它參數：


POP3 埠：110



IMAP 埠：143



SMTP 埠：25



用戶名：您的完整郵寄地址。例如：johndoe@example.com.



接收伺服器位址 (POP3/IMAP)。指定網站 Internet 地址。示例：example.com.



發送伺服器地址。指定網站 Internet 地址。示例：example.com

Plesk Panel 快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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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Apple Mail 訪問
本章闡述如何使用 Apple Mail 3.6 (Leopard)。可能不適用於其他 Apple Mail 版本。

 若要設定 Apple Mail，請執行下列步驟：
1. 運行Apple Mail。
若是首次運行，且未配置任何郵件帳戶，則跳過此步驟：Apple Mail 會引導您直接創建帳戶。

2. 打開添加郵件帳戶嚮導：
a. 點按郵件 > 偏好....
b. 選擇帳戶選項卡。
c. 按一下左下角的 + 按鈕。
3. 輸入帳號資訊：


姓名



電子郵寄地址



登入 Panel 所用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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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繼續。
5. 填寫下列來件伺服器資訊：


帳戶類型：選擇 IMAP 或 POP 協議。
若使用 SpamAssassin 垃圾郵件過濾解決方案，建議使用 IMAP：需 IMAP 帳戶來培訓
SpamAssassin 判斷郵件是否是垃圾郵件。



來件伺服器：鍵入郵件餘名(郵寄地址 @ 符號後的內容)。



用戶名：輸入完整的郵寄地址。



密碼：選擇自動完成 (Apple Mail 從上一步中獲取)。

Plesk Panel 快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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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繼續。
7. (可選)指定來件安全選項：
a. 選擇使用安全套層（SSL）核取方塊。
b. 選擇驗證方式。
若未選擇則使用預設方式。
只有與 Parallels Small Business Panel 綁定的郵件伺服器支援 SSL 選擇帳號類型（POP 或
IMAP）， Apple Mail 才會顯示設定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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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一下繼續。
9. 填寫下列發件伺服器資訊：


發件伺服器：鍵入郵件餘名(郵寄地址 @ 符號後的內容)。



僅使用此伺服器：已選擇。



“用戶驗證”：已選擇。



用戶名：輸入完整的郵寄地址。



密碼：選擇自動完成 (Apple Mail 從上一步中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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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一下繼續。
Apple Mail 顯示要創建的郵件帳戶描述。

11. 選擇設定帳號線上核取方塊並點按創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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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網站訪問統計
最後，當您的網站運行正常而搜尋引擎會在搜尋結果中返回該網站時就是通過統計訪問評估您
網站效率的最好時機了。

 若要瞭解網站的訪客數、這些訪客來自哪些國家，以及他們所流覽的網

站頁面，請：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到網站 & 網域名稱標籤 > Web統計。
網站訪問統計顯示在新視窗中。

3. 查看來自網站SSL安全區域的web統計，可在功能表裡選擇SSL Web統計。
4. 查看通過檔遷移協議（FTP）下載的檔統計，可在功能表裡選擇FTP統計。
或者，您可以通過使用下面 URL 查看網站的訪問統計：
https://your-domain.com/plesk-stat/webstat。當提示使用用戶名與密碼時，指定您的 FTP 帳號
用戶名與密碼。
您可成功完成指南的快速入門部分。請隨意閱讀控制台中可見的其它功能的有關資訊。

章 3

客戶帳戶管理
如果章節 Parallels Panel 快速入門 (P 10) 中所述，創建公司線上形式的第一步是註冊主機
公司（主機提供商）提供的服務。您訂閱一個主機方案後，可在 Panel 中創建一個客戶帳
戶以登入 Panel 使用主機服務和資源，如郵箱、磁碟空間和頻寬。
客戶帳戶與多個訂閱
Panel 能夠允許您需要多少個主機方案就可訂閱多少。比如說您不需要您的主要網站與您
可訂閱到主機方案的公司分支網站再一次共用主機資源。也就是說，客戶帳戶是對您所有
訂閱進行訪問的個性化許可權（查看下面的圖片）。

客戶帳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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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個訂閱的其他原因是訂閱僅限於一個 IPv4 與一個 IPv6 位址。因此一個訂閱內的所
有網域名稱都共用同一 IP（v4 或 v6）。如果您需要在不同的 IP 位址上託管網站，您應
該根據需要另外再訂購相同方案，有多少個 IP 就得訂購多少次。例如如果您想要分別使
用獨立的 SSL 證書加密來安全連接到每個網站，此方式是很有説明的。欲瞭解如何購買
額外訂閱的詳情，請參閱訂購更多資源 (P 48)。
在一個客戶帳戶下您有多個訂閱，您可很容易地從帳戶標籤對各個訂閱進行切換。更具體
地說，帳戶選項卡包含應用到您所有訂閱的操作。所有其他的選項卡（惡意郵件、用戶或
網域名稱 & 網站）相反都是訂閱級別的。這表示要在某個訂閱上更改郵件設定，您需要
首先切換到該訂閱，之後按一下郵件。
添加資源到一個訂閱
不是所有時候都需要購買新訂閱才能擴展主機資源。您可只提升您一個訂閱即可。例如，
添加額外的磁碟空間或 SSL 支援。可以通過切換到其他主機方案或購買主機方案附加方
案來實現。在此部分訂購更多資源 (P 48)瞭解更多。
管理客戶帳戶
Panel 能夠允許您在您的客戶帳戶上執行多項管理操作。


更改帳戶密碼與個人資訊。在更改您的密碼與聯繫資訊 (P 37)部分中瞭解更多。



在帳戶選項卡中查看訂閱可提供的服務與資源清單。欲瞭解所有訂閱功能的詳情，可
參閱查看訂閱概要 (P 38)部分。



進行付款以續訂您的訂閱。在管理帳戶餘額與發票 (P 45)部分中瞭解更多。



查看您帳戶上的統計資訊：如磁碟空間或流量的使用。在此部分查看統計 (P 50)中瞭
解更多。

允許其他用戶訪問您的帳戶
如果主機維護操作量太大造成一個人無法完全處理，可分配一些給其他人操作。那麼您就
需要創建以使用者角色分組的輔助用戶帳戶。比如，您可創建只被允許上傳內容到網站上
的一個群組。在此群組中的使用者無法執行除了網站內容管理以外的任何操作。欲瞭解有
關輔助使用者的更多資訊，可參閱（高級）管理輔助用戶帳戶 (P 52)。

本章內容：
更改您的密碼和連絡人資訊 ............................................................................... 37
查看訂閱概要..................................................................................................... 38
管理帳戶餘額和發票 .......................................................................................... 45
訂購更多資源..................................................................................................... 48
查看統計資料..................................................................................................... 50
(高級) 管理輔助用戶帳戶................................................................................... 52

客戶帳戶管理

37

更改您的密碼和連絡人資訊
 更改存取控制面板的密碼：
1. 在螢幕頂部點按有您名字的連結。
2. 鍵入新的密碼並按一下“確定”。

 更改您連接您的網站空間的用戶名與密碼：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按一下“虛擬主機設定”。
4. 輸入新的用戶名或密碼，然後點按確定。

 要更改您的連絡人資訊，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在螢幕頂部點按有您名字的連結。
2. 點按聯繫詳情標籤。
3. 更新您的聯繫資訊並點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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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訂閱概要
當您訂購託管服務時，將創建一個用戶帳號，允許您管理您自己的網站與郵箱。
您可查看您帳號的以下資訊：


目前訂購的服務計畫。
您可一次訂購大量服務計畫，因此，可擁有多個與您帳號相關聯的訂購。如果付費系統與面
板相連接，您也可購買其他訂購，升級或降級，並支付您的發票。



分配與消耗的資源。



您網站可使用的託管功能。



在您面板裡可執行的操作。



帳號餘額、未付發票以及您的託管包每月的費用。

 若要查看您帳號與目前訂購的相關資訊：
1. 點按帳號標籤。
顯示您目前的訂購清單。

2. 如果付費系統與面板集成，將顯示下面資訊：


帳號信用餘額。顯示您帳號可用的餘額。



應付發票餘額。這是您應付給供應商的金額。在此，您可一次支付所有的發票，只需點
按支付所有未付發票，或通過點按現在支付連結 － 此連結在最新未付發票列表裡，來
支付其中一張發票。您還可通過點選連結顯示所有發票查看所有發票，或通過點按發票
號然後點按列印來列印一張發票。



最新任務項目。此專案顯示系統裡您需要進行的操作。



您所有訂購的列表。您可以使用清單裡的連結來執行下面操作：


查看訂購屬性，可點按訂購名稱的連結。



選擇您想要通過控制台進行管理的訂購，可點按相應的連結切換到訂購。



通過點按請求 SSL 證書來為一個網站訂購一個 SSL 證書。此操作在章節 訂購 SSL 證
書 中有描述。



查看已預訂的 SSL 證書，可點按顯示證書資訊。



查看或更改註冊者網站的域資訊、聯繫資訊、與 DNS 設定，可點按顯示域資訊。這
些操作在章節 Panel 中註冊商的 DNS 設定 (P 74) 中有描述。

3. 若要查看資源配置、可用託管選項與操作許可權的詳細資訊，請點按訂購名稱。
4. 執行下列操作：


想要查看分配與消耗的資源列表，可點按資源標籤。



若要查看您帳號可使用的託管功能，可點按託管選項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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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查看在您託管面板裡可執行的操作列表，可點按許可權標籤。



本節內容
分配與消耗的資源。 .......................................................................................... 40
您網站可使用的託管功能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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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與消耗的資源。
如果您一次訂購了大量服務計畫，您將可以擁有多個訂購。對於每個訂購，面板裡都有下列各
種分配的資源，列舉在帳號標籤 > 訂購名稱 > 資源標籤上：


磁碟空間。這是指通過訂閱分配給您的帳號的所有磁碟空間。這包括所有與您網站、郵件帳
號、應用程式、備份檔案與日誌檔相關的資料。



流量：這是指一個月從您所有網站上轉移的資料總量（以 MB 為單位）。



網站。表示可以有獨立的二級網域名稱的網站數量，例如 example.com。
瞭解創建網站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創建您的第一個網站 (P 11)與添加網域名稱 (P 61)。



子網站。表示可以有三級網域名稱的其他網站數量，例如 news.example.com。
關於創建子域的資訊，可參閱小節添加子域 (P 63)。



網站別名。這是指可創建指向一個網站的其他網域名稱的數量。例如， example.fr 與
example.de 都可指向 example.com。
關於創建域別名的資訊，可參閱小節添加域別名 (P 65)。



郵箱。這是指可在您所有網站下創建的郵箱數量。
瞭解創建郵箱的相關資訊，可參閱章 郵件 (P 188)。



郵箱大小。這是指一個郵箱所占的磁碟空間大小。



郵箱總配額。這是指您所有域下所有郵箱可使用的磁碟空間大小。此選項只能在 Windows
客戶帳號上使用。



郵寄清單。這是指可在您所有網站下創建的郵寄清單總數。注意郵寄清單與郵件組服務於同
一目的，但在功能上略微有不同。郵寄清單支援資訊存檔與預審核，而郵件組只能用於一次
發送一個資訊至多個接收者。
瞭解創建並使用郵寄清單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 使用郵寄清單 (P 198)。



其他 FTP 帳號。這是指除了在啟動訂購時創建的主 FTP 帳號，還可創建用於訪問網站空間
的 FTP 帳號數量。
瞭解創建 FTP 帳號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 更改 FTP 訪問驗證憑據 (P 183) 和 添加 FTP
帳戶 (P 184)。



資料庫（Linux）。這是指為您所有網站可託管的資料庫數量。資料庫是組織資料存儲的一
個標準方式，可允許對動態網站、web 應用程式的存儲，並允許其使用者進行存儲與索取資
訊。
瞭解使用資料庫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高級) 使用資料庫 (P 204)。



MySQL 資料庫與 Microsoft SQL 伺服器資料庫（Windows）。這是指在面板資料庫伺服器上
可創建的並被訂購網站使用的 MySQL 與 Microsoft SQL 伺服器資料庫各自的數量。



MySQL 資料庫配額與 Microsoft SQL 資料庫配額（Windows）。這是指訂購的 MySQL 與
Microsoft SQL 伺服器資料庫分別可占的磁碟空間最大值（以 MB 為單位）。



Java 應用程式。這是指可在您的網站上安裝的 WAR 格式的 Java 應用套裝程式的數量。



Web Presence Builder 發佈的網站。如果 Web Presence Builder 包括在您的託管包裡，這是
指您可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的網站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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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網站。這是指使用 UNITY 手機線上服務（可優化網站，更方便在手機設備上查看）可
託管的網站總數。



Web 用戶。這是指可創建便於您域下其他用戶託管網頁的用戶帳號數量。



FrontPage 帳號。這是指您可創建通過 FrontPage 用於網站內容合作的 Microsoft
FrontPage 使用者帳號數量。此選項只能在 Windows 客戶帳號上使用。



共用 SSL 連結。這是指與您供應商共用的可使用 SSL 證書保證安全的網站數量。此選項只
能在 Windows 客戶帳號上使用。



ODBC DSN 連接。這是指您為在您客戶帳號上運行的 web 應用程式而創建到外部資料庫的連
接數量。此選項只能在 Windows 客戶帳號上使用。



ColdFusion DSN 連接。這是指您為在您客戶帳號上運行在 Adobe ColdFusion 裡寫入的 web
應用程式而創建到外部資料庫的連接數量。此選項只能在 Windows 客戶帳號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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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網站可使用的託管功能
取決於您的服務計畫，您網站可使用以下託管功能（列舉在帳號標籤 > 訂購名稱 > 託管選項
標籤）：


SSL 支援。可允許您使用 SSL 加密保證網站的連接安全。
瞭解使用 SSL 保證網站安全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使用 SSL 保證連接安全 (P 104)。



Web 統計。可允許您查看圖示裡的網站訪問統計。
瞭解查看網站訪問統計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查看統計 (P 50)。



自訂錯誤文檔。允許您創建自訂 HTML 頁面並配置 web 伺服器以顯示這些自訂頁面而不是
常規錯誤資訊，例如 404 未找到。
瞭解創建自訂錯誤文檔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創建自訂錯誤頁面 (P 113)。



程式與指令碼語言支援，例如 PHP、CGI、Perl、Python、Microsoft ASP、ASP.NET、
Adobe ColdFusion、SSI。



Microsoft FrontPage 支援與通過 SSL 支援的 Microsoft FrontPage。這些允許您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創建與編輯網站內容。這些選項只能在 Windows 客戶帳號上使用。



遠程 Microsoft FrontPage 創作（Windows）。這允許您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創建與編輯
網站內容。此選項只能在 Windows 客戶帳號上使用。



專用 IIS 應用程式池(Windows)。這可用於隔離並提升網站裡運行的 web 應用程式的穩定性。



其他寫入/修改許可權（Windows）。此選項允許 web 應用程式使用位於 httpdocs 資料夾
根的檔資料庫（如 Jet）。



允許 web 用戶使用腳本。此選項允許使用如
http://example.com/~<username>/<webpage>,URL 的 web 頁面的腳本，其中<username>
指 web 用戶。Web 使用者是不需要屬於自己的網域名稱的個人。此項服務適用于需要託管
學生和員工非商業個人頁面的教育學院。

以下是您可在您的面板裡執行的操作許可權列表（在帳戶標籤 > 訂購名稱 > 許可權標籤）：


網域名稱解析管理。管理網站網域名稱解析區域裡的資源記錄。DNS 代表 Domain Name
System。這是一項啟用 web 瀏覽器通過網域名稱找到網域名稱的服務。
瞭解配置您網站的 DNS 設定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高級) 配置網域名稱的 DNS (P 68)。



主機設定管理。管理 web 託管設定，例如指令碼語言支援。



PHP 安全模式管理。此選項只能在 Linux 客戶帳號上使用。可允許開、關網站的 PHP 安全
模式。安全模式是一個安全限制，不允許在 PHP 寫入的腳本在伺服器上執行存在安全隱患
的操作。如果您使用一些在 PHP 裡寫入的 web 應用程式並無法正常運行時，您需要關閉
PHP 的安全模式。



管理通過 SSH 訪問伺服器與管理通過遠端桌面訪問伺服器。通過 Secure Shell（Linux）或
遠端桌面連接（Windows 主機）安全上傳 web 內容至伺服器。



匿名 FTP 管理。在伺服器上創建 Internet 使用者可通過 FTP 協議訪問的資料夾。此資料夾
的地址可為，例如，ftp://downloads.example.com。這個功能稱為匿名 FTP，因為使用者無
需指定用戶名與密碼就可流覽、下載或上傳檔。

客戶帳戶管理

43

欲瞭解有關使用無限制存取權限設定 FTP 資料夾的資訊，請訪問小節 設定匿名 FTP 訪問 (P
186)。


預定程式管理。在伺服器作業系統裡預定執行程式或腳本。
瞭解預定任務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預定任務 (P 199)。



垃圾郵件篩檢程式管理。對垃圾郵件（未經許可的廣告電子郵件）進行自訂防護設定。
瞭解創建垃圾郵件過濾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保護郵箱防止垃圾郵件”。



防病毒管理。對病毒與其他通過郵件散播的惡意軟體進行自訂防護設定。
瞭解創建病毒防護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保護郵箱防止病毒”。



使用伺服器庫進行資料備份與恢復。使用面板的備份與恢復功能備份並恢復網站、郵件帳
號、設定，並保存備份檔案於伺服器上。
瞭解備份與恢復資料的相關資訊，可參閱章 (高級)備份與恢復資料 (P 209)。



使用個人 FTP 庫進行資料備份與恢復。使用 Panel 的備份與恢復功能備份並恢復網站、郵件
帳號、設定，並保存備份檔案於其他伺服器上的 FTP 資料夾。
瞭解備份與恢復資料的相關資訊，可參閱章 (高級)備份與恢復資料 (P 209)。



Web 統計管理。設定訪問者統計報告自訂首選項。
瞭解查看和配置網站訪問統計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查看統計 (P 50)。



日誌迴圈管理。設定 web 伺服器日誌迴圈的自訂首選項。Web 伺服器記錄了您網站連接與
在嘗試索取丟失檔時發生的錯誤的資訊。您可使用網站的這些日誌檔進行調試。
瞭解使用 web 伺服器訪問日誌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日誌檔 (P 51)。



訪問應用程式目錄。在網站上查看並安裝應用程式。有關應用程式的資訊，可參閱小節部署
網站應用程式 (P 95)。



覆蓋供應商政策的存在安全隱患的 web 腳本選項的設定。如果供應商允許使用，此選項可允
許您覆蓋託管安全政策。



創建網站。創建並管理新網站。
瞭解創建網站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創建您的第一個網站 (P 11)與添加網域名稱 (P 61)。



子網站管理。創建並管理有如 forum.example.com 類似地址的新網站。
關於創建子域的資訊，可參閱小節添加子域 (P 63)。



網站別名管理。創建並管理網站的其他網域名稱。
關於創建域別名的資訊，可參閱小節添加域別名 (P 65)。



其他 FTP 帳號管理。創建並管理其他 FTP 帳號。若要啟用在網站內容上的合作，您可為其
他用戶創建 FTP 帳號並指定這些使用者可訪問哪些目錄。
關於創建 FTP 帳戶的資訊，可參閱小節添加 FTP 帳戶 (P 184)。



“Java 應用程式管理”。安裝並管理分佈在 WAR 存檔檔裡的 Java 應用程式，並且分別從協
力廠商供應商或應用程式開發者獲取此類應用程式。
瞭解安裝 Java 應用程式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安裝 Java 應用程式”。



郵寄清單管理。創建並管理郵寄清單。
瞭解創建並使用郵寄清單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 使用郵寄清單 (P 198)。



主機性能設定管理。限制頻寬使用與網站連接數量
瞭解限制網站頻寬使用，可參閱小節限制頻寬與網站連接數量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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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 應用程式池管理。設定 IIS 應用程式池自訂首選項（僅限於 Windows 客戶帳號）。
瞭解創建 IIS 應用程式池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設定 IIS 應用程式池 (Windows) (P 138)。



附加寫入/修改許可權管理。設定使用檔資料庫的網站的其他寫入/修改許可權（僅限於
Windows 客戶帳號）。



共用 SSL 管理。通過使用與您供應商共用的 SSL 證書保證您網站的安全連接。
更多資訊，可參閱小節使用共用 SSL 證書 (Windows) (P 108)。



“硬碟配額分配”。如果您的客戶帳號支援，您可調整磁碟空間的硬碟配額。



資料庫伺服器選擇。如果有多個可用的資料庫伺服器，可選擇創建資料庫的資料庫伺服器。

客戶帳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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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帳戶餘額和發票
如果您的控制台與付費系統集成，可進行下面的操作。

 查看您的帳號餘額並為託管服務付費：
1. 點按帳號標籤。
2. 顯示下面資訊：


帳號信用餘額。顯示您帳號可用的餘額。



(可選) 使用費。如果您的訂閱允許消耗超過方案限制的主機資源，此數位會顯示你要為
額外資源所付的金額。要查看有關您超過上限使用的資源量可點按費用額下的連結 查看
詳情。要瞭解系統如何計算使用費用，可查看章節 計算使用費用 (P 47)。



應付發票餘額。這是您應付給供應商的金額。在此，您可一次支付所有的發票，只需點
按支付所有未付發票，或通過點按現在支付連結 － 此連結在最新未付發票列表裡，來
支付其中一張發票。



最新任務項目。此專案顯示系統裡您需要進行的操作。



(可選) 分銷聯盟計畫。您的提供商可讓您促銷其方案來盈利。要開始此盈利方式，可加
入其 分銷聯盟計畫。在此處您可找到加入分銷聯盟計畫的連結和有關加入計畫獲取利益
的信息。要瞭解如何通過分銷聯盟盈利的資訊，可查看章節 通過促銷提供商的方案來賺
取信用額度 (P 47)。



您所有訂閱的列表。您可以使用清單裡的連結來執行下面操作：


查看訂購屬性，可點按訂購名稱的連結。



選擇您想要通過控制台進行管理的訂購，可點按相應的連結切換到訂購。



為一個網站預訂一個 SSL 證書，可點按預訂證書。欲瞭解有關此操作的更多資訊，
請查看章節 訂購 SSL 證書。



查看已預訂的 SSL 證書，可點按顯示證書資訊。



查看或更改註冊者網站的域資訊、聯繫資訊、與 DNS 設定，可點按顯示域資訊。這
些操作在章節 Panel 中註冊商的 DNS 設定 (P 74) 中有描述。

 選擇您為服務的付費方式：
1. 轉到帳號標籤 > 計費帳戶。
將顯示您第一次購買服務時付費方式的記錄。

2. 執行下列操作：


查看或更改付費帳號的設定，可在付費帳號名稱欄裡點按相應的連結，指定您銀行卡或
帳號的資訊，並選擇您需用此方式付費的訂購。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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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添加新的計費帳戶，請按一下 添加新的計費帳戶，選擇支付方式，並點按 下一步。
然後選擇帳戶所有者（您或使用該帳戶的一個輔助用戶），指定有關您銀行卡或帳戶的
所需資訊，並選擇要支付的訂閱。按一下“確定”。



移除一個付費帳號，可點按相應的移除連結。

本節內容
計算使用費用..................................................................................................... 47
促銷提供商的方案來賺取信用額度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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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使用費用
如果一個方案允許使用即付即用的 web 主機，Business Manager 會為方案的訂閱者計算使用
費用 - 主機使用超量使用的總費用 - 基於 Business Manager 按日從所連接的 Panel 收集的資
源使用統計資料。不管您使用何種計費模式和計費週期，都會在每個月的第一天進行計算：系
統會找出除了流量以外的每種資源的每日超量使用的量，然後乘以月長度和該資源的每月使用
價格。
流量
流量使用費用按以下方式計算：Business Manager 會計算一個月使用流量的總量，然後乘以每
月流量使用價格。例如，如果訂閱者在一個月內下載 10 GB 檔，而方案的上限是 5 GB，那麼
流量超量使用 5 GB。假設流量使用價格是 1 GB $1，此類訂閱者將支付 (10 GB - 5 GB) * $1 =
$5 流量使用費用。
其它資源
對於其它資源使用費用的計算，Business Manager 會使用每日使用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客戶
在 15 天內使用磁碟空間超過訂閱配額 500 MB，而接下來的 15 天內超額使用了 700 MB，那麼
平均超額使用將是 (500 * 15 + 700 * 15)/30 = 600 MB。如果磁碟空間使用價格是 1 GB $1，那
麼客戶將需為這個月超額使用的磁碟空間支付 $0.6。
計算附加項的使用
如果一個客戶在月中購買了額外的資源，系統會從附加項購買日起從每日使用的資源量中減去
附加項提供的資源量。
例如，如果一個客戶在整個月中超過方案上限使用了 500 MB 磁碟空間而在當月第 7 日額外購
買了 1 GB 磁碟空間附加項，那麼使用費用只會包括前 7 日超量使用 500 MB 磁碟空間的費用。

促銷提供商的方案來賺取信用額度
通過 Panel 能夠讓您促銷提供商的服務方案來賺取金額。人們使用您的推薦連結進行註冊後，
您就可以從提供商線上商店的每筆訂單中抽取一定傭金。
分銷聯盟計畫的參與者(分銷聯盟) 會散佈可進入其提供商線上商店的連結。每個連結都是唯一
的，因此系統會定義誰引薦了一個新客戶，並添加傭金到連結所有者的 分銷聯盟餘額。此傭金
由分銷聯盟計畫的條款定義，會因線上商店的不同而不同。分銷聯盟者可在提供商把錢支付到
帳戶信用餘額中後就可使用這筆金額。一般，提供商會在其超過分銷聯盟計畫的支付閾值時支
付聯盟傭金。但是，加盟者可請求提供商在其餘額超過閾值之前支付傭金，或者延遲支付而生
成更多信用額度。
成為分銷聯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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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開始賺取金額，可點選連結 成為分銷聯盟商（在 帳戶 標籤上）。一旦成為分銷聯盟商，
您將會獲取進入提供商分銷聯盟計畫的存取權限以及您的分銷聯盟連結。要查看計畫清單和您
的連結，請點按 分銷聯盟計畫（在 帳戶 標籤上）。
跟蹤您的收益
要查看您當前的分銷聯盟餘額，可進入 帳戶 標籤在 分銷聯盟計畫 組中的餘額。如果您想要
查看有關您收益的詳細資訊，請點選連結 推薦收入。
示例
例如，您的提供商給您 10% 的分銷聯盟計畫的傭金率且設定 $20 為支付閾值。您可與您的朋
友們分享您的分銷聯盟連結，每三個可訂閱一個價值 $50 的 web 主機方案。您可從中獲取的傭
金為 $50 * 3 * 10% = $15。此金額低於計畫設定的支付閾值，所以可獲取信用額度，那麼，您
應該通過該連結引薦更多客戶到該線上商店。當您的餘額超過支付閾值 $20 時，提供商將會添
加該餘額到您的信用額度。您收到後，就可以用於支付訂閱或訂閱提供商線上商店中的新服務。
參與多個計畫
您的主機提供商可能有多個使用不同貨幣的線上商店。如果您的提供商為使用不同貨幣的商店
提供不同的分銷聯盟計畫，您將會獲取以不同貨幣形式的不同傭金。例如，如果您發佈可進入
使用 美元 和 歐元 的商店的連結，您的聯盟餘額就會包含兩種貨幣的金額。您的提供商會分
別支付兩種貨幣的傭金。例如，您的分銷聯盟餘額是 50 美元和 40 歐元，而相應計畫的支付閾
值分別是 40 美元和 45 歐元，您的提供商將會支付 50 美元到您的信用額度，而您的分銷聯盟
餘額就是 0 美元和 40 歐元。

訂購更多資源
如果您的控制台與付費系統集成，可進行下面的操作。

 添加更多資源到您的訂購或升級至其他服務計畫：
1. 點按帳號標籤。
2. 在訂購列表裡，找到您要升級至其他服務計畫的訂購，然後點按現在使用的計
畫名稱的連結。
3. 按一下升級。
如果沒有升級連結，也就是您無法升級至控制台裡的其他託管計畫，這時您可聯繫您的供應
商。

4. 執行下列操作：


無需升級至其他計畫而添加資源到您的訂購，可選擇您需添加的選項並點按調整附加計
畫。



升級至其他服務計畫，可點按預訂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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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資源量或降級至其他服務計畫：
1. 點按帳號標籤。
2. 在訂購列表裡，找到您要降級至其他服務計畫的訂購，然後點按現在使用的計
畫名稱的連結。
3. 按一下降級。
如果沒有降級連結，也就是您無法降級至控制台裡的其他託管計畫，這時您可聯繫您的供應
商。

4. 執行下列操作：


無需降級至其他計畫而減少分配的資源量，可選擇您需減少的選項並點按調整附加項。



降級至其他服務計畫，可點按訂購降級。

 要訂閱除了主方案以外的主機方案：
1. 進入 帳戶 標籤並點按 添加訂閱 連結。
2. 選擇您需訂購的託管計畫，然後點按現在購買。根據螢幕上的說明完成預訂。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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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統計資料
 查看有關您帳號使用的磁碟空間與流量：
1. 如果您有多個與您帳號相關聯的訂購，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
需訂購。
2. 點按統計標籤。
圖示裡顯示下面資訊：


網站使用的磁碟空間、網站空間裡的郵件帳號、資料庫與其他檔。



本月 FTP、web 與郵件服務使用的流量。
FTP 欄位顯示通過檔遷移協定從網站空間遷移或遷移至網站空間的檔大小的相關資訊。
HTTP 欄位顯示通過 HTTP 協定從所有網站遷移的資料總量的相關資訊，也就是網站瀏覽
器獲取的資料總量。
POP3/IMAP 欄位顯示在您域下的郵件帳號獲取的資料總量。
SMTP 欄位顯示在您域下的郵件帳號發送的資料總量。

3. 執行下列操作：


查看有關通過 FTP 從網站遷移或遷移至網站的資料量報告，可點按 FTP 統計。



查看有關從無需認證即可訪問的 FTP 目錄遷移或遷移至目錄的資料量報告，可點按匿名
FTP 統計。



查看有關某個月服務使用的流量報告，可點按資料移轉統計，並從功能表選擇所查月份。

本節內容
日誌檔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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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檔
所有到 web 伺服器的連接與未在伺服器上找到的檔請求都在日誌檔裡註冊。這些日誌檔由在伺
服器上運行的統計程式分析，然後呈現圖形報告。您可能需要下載這些日誌檔到您的電腦上以
使用協力廠商統計程式進行處理，或查看內容以進行 web 伺服器調試。

 要防止這些日誌檔過大，您應啟用日誌檔的自動清理和迴圈功能：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日誌（在高級操作組裡）> 日誌迴圈。
3. 按一下“啟用”。如果您只看到關閉按鈕，也就是說您已經啟用了日誌迴圈。
4. 指定迴圈日誌檔的時間與存儲在服務上的每個日誌檔的副本數量。同時，指定
是否在處理後將其壓縮並發送至郵箱。
5. 按一下“確定”。

 要查看日誌檔的內容或將其下載到您的電腦，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日誌（在高級操作組裡）。即會打開日誌檔清單。
3. 執行下列操作：


查看日誌檔裡的所有專案，點按日誌檔案名稱。如果您只需查看日誌檔的最後幾行，可
在設定組下的輸入框裡鍵入行數，然後點按日誌檔案名。



要下載一個檔到您的電腦，可點按相應的圖示



要從伺服器移除一個已處理的日誌檔，可選擇相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除。確認刪除
操作並按一下“確定”。

。

 要通過 FTP 下載日誌檔到您的電腦：
1. 通過FTP連接到Panel伺服器並使用您想要下載的訂閱日誌的訪問驗證憑據進
行登入。
2. 進入 /統計/日誌 目錄並複製日誌檔到您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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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 管理輔助用戶帳戶
如果您需允許其他用戶訪問面板管理網站、安裝的應用程式，或使用您域下的郵件服務，您需
要為他們創建使用者帳號。
輔助用戶與用戶角色
基於用戶角色創建輔助用戶帳號。此類角色包括優先訪問面板裡面板與執行操作的某個區域。
有多種預定義的用戶角色：帳戶使用者、應用程式使用者、所有者、管理員您可根據需要查看
並修改註冊者、應用程式使用者與網站管理員角色，或者您可創建您自己的自訂角色。欲瞭解
更多有關創建用戶角色與使用者帳戶的資訊，請分別參閱用戶角色 (P 53)與用戶帳戶 (P 55) 。
輔助用戶帳號創建後，用戶將可登入面板裡自己的帳號，並使用面板裡的快速鍵訪問他們的郵
箱且使用應用程式。除此之外您還可使用您的自訂連結擴展您輔助使用者可訪問的連結清單。
有可能是進入公司資源、Web 上網站等等的連結。可在自訂連結 (P 57)中瞭解更多。
輔助用戶與多個訂閱
自 Panel 10.4 起，如果您的客戶帳戶包括不止一個訂閱，您可允許輔助用戶僅訪問指定的一個
訂閱。如果一個用戶帳戶的訪問訂閱屬性設定為某一個訂閱，用戶將總是登入該訂閱而無法切
換到其他訂閱。

本節內容
用戶角色 ............................................................................................................ 53
輔助用戶帳戶..................................................................................................... 55
自訂連結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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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角色
 若要創建用戶角色：
1. 轉入用戶 標籤 > 用戶角色 標籤 > 創建用戶角色。
2. 指定下列內容：


用戶角色名稱：



訪問 Panel 服務。授予用戶必要的許可權：





管理用戶與角色。添加、修改並移除用戶帳號與角色。注意，即使用戶未有許可權，
也可在登入面板後流覽其他使用者的聯繫資訊。



創建並管理網站。創建、修改、移除網域名稱與子域、託管網站，並更改 web 託管
設定。



配置日誌迴圈。管理 web 伺服器訪問的設定與錯誤日誌檔。查看、下載與移除日誌
檔。



配置匿名 FTP 服務。創建所有 Internet 用戶無需認證就可通過 FTP 訪問的目錄。



創建並管理預定任務。安排執行您客戶帳號上的程式與腳本。



配置垃圾郵件篩檢程式。為郵箱創建垃圾郵件防護。



配置防毒軟體。為郵箱創建病毒防護。



創建並管理資料庫。添加、修改並移除存儲于您客戶帳號上的資料庫。



配置並執行資料備份與恢復。備份並恢復與您域下的客戶帳號、網站與郵箱相關的資
料。



查看統計。查看您網站使用的磁碟空間與流量與網站訪問量。



安裝與管理應用程式。在網站上安裝應用程式並進行管理。



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裡設計網站。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



上傳並管理文件。使用面板檔案管理員管理位於網站空間的檔與目錄。



創建並管理其他 FTP 帳號。為其他用戶創建其他 FTP 帳號。



管理 DNS 設定。管理網站的 DNS 色設定。



安裝與管理 Java 應用程式。在網站上安裝協力廠商 Java 應用程式。



創建並管理郵件帳號。創建、修改並移除郵件帳號。



創建並管理郵寄清單。創建、修改並移除郵寄清單。

訪問應用程式。選擇使用者可訪問並使用的應用程式。所有安裝於伺服器上的 web 應用
程式都在區域列舉。
有關安裝應用程式以及向使用者分配許可權的更多資訊，請參閱小節 授權輔助使用者訪
問應用程式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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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計費操作。如果您允許此類角色的用戶查看訂閱和支付訂閱發票，可授權這些許可
權。

3. 按一下“確定”。

 若要更改使用者角色屬性：
1. 轉到用戶標籤 > 用戶角色。
2. 點按您需更改的角色名稱對應的連結。
3. 根據需要更改角色屬性，並按一下“確定”。

 若要移除用戶角色：
1. 轉到用戶標籤 > 用戶角色。
2. 選擇您需移除的角色對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除。注意無法移除所有者角色以及
已經分配給一個或多個用戶的其他角色。
3. 按一下“是”確認刪除。

客戶帳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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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用戶帳戶
 若要創建使用者帳戶：
1. 轉到用戶標籤 > 創建用戶帳戶。
2. 指定下列內容：


姓名。



電子郵寄地址。此郵寄地址將被用作用戶名來登入 Panel，除非您在 用戶名 框內指定
其它名稱。


為用戶創建一個新的郵寄地址，可選擇選項在您的帳號下創建郵寄地址。
輸入在 @ 標誌之前的位址的左邊部分，如果您帳號下有多個域，可選擇需創建郵寄
地址的網域名稱。



若要把此用戶帳號與外部郵寄地址建立關聯，可選擇選項使用外部郵寄地址，並指定
一個現存的外部郵寄地址。



用戶角色：從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用戶角色。



訪問訂閱。允許用戶僅訪問指定的一個訂閱。所有值能夠允許使用者訪問您客戶帳戶的
所有訂閱。



用戶名：訪問 Panel 的用戶名。



密碼。訪問 Panel 的密碼。

3. 選擇使用者處於活躍狀態核取方塊。否則，用戶將無法訪問面板與使用您客戶帳
號下的應用程式。
4. 按一下“確定”。
5. 現在，如果您需為此使用者添加聯繫資訊，可點按此用戶名的連結，然後點按
聯繫詳情標籤，並指定此使用者的聯繫資訊。
6. 按一下“確定”。
現在您可通知用戶其帳號的創建資訊及訪問 Panel 的許可權。用戶可獲得打開其瀏覽器的地
址、用戶名（用戶的郵寄地址）與您在帳號設定裡指定的密碼。

 若要更改使用者帳戶屬性：
1. 按一下“使用者”選項卡。
2. 點按此用戶名的連結。
3. 進行所需更改，然後按一下“確定”。

 暫停或啟動一個用戶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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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使用者”選項卡。
2. 點按此用戶名的連結。
3. 執行下列操作：


若要暫停一個用戶帳號，可清除使用者處於活躍狀態核取方塊。此使用者無法再登入
Panel，訪問應用程式。



若要啟動一個用戶帳號，可選擇使用者處於活躍狀態核取方塊。

4. 按一下“確定”。

 要刪除使用者帳戶，請執行以下操作：
1. 按一下“使用者”選項卡。
2. 選擇您需移除的用戶帳號對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除。注意您無法移除您自己
的帳號。
3. 按一下“是”確認刪除。

客戶帳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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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連結
您可添加自訂超連結至面板並設定用戶可使用。此連結可引至 web 資源，例如您的合作網站，
或引至可處理線上請求並可接受點按這些網站的使用者其他資訊的 web 應用程式。
您可指定可通過使用者的哪些資訊：


訂購 ID。



與一個訂購相關聯的主網域名稱。



FTP 帳戶用戶名和密碼。



客戶的帳號 ID、名稱、郵箱與公司名稱。

您可在控制台的下面位置放置連結，並決定能夠看到這些連結的使用者：


在控制台裡的首頁上，只有您能夠看到。通過選擇連結屬性裡的客戶的首頁進行此操作。



在控制台裡的首頁頁面，只有您及允許登入至控制台的用戶可看到。通過選擇連結屬性裡的
常用訪問進行此操作。



在控制台裡的網站 & 域標籤，只有您及允許登入至控制台的用戶可看到。通過選擇連結屬
性裡的訂閱的網站 & D 域頁面進行此操作。

 添加一個自訂超連結至控制台：
1. 轉入帳號標籤 > 其他服務， 並點按添加服務連結。
2. 指定下列設定：


在“按鈕標籤”框中鍵入將要在您的按鈕上顯示的文本。



選擇按鈕所處的位置。



指定按鈕的優先順序。您的自訂按鈕將根據您定義的優先權在面板裡進行處理：數字越
小，優先順序越高。按鈕按照從左至右的順序排列。



要為按鈕背景使用圖像，請鍵入其位置路徑或按一下“流覽”選擇所需檔。如果按鈕圖片
放置在功能窗格中，建議您使用 16x16 圖元的 GIF 或 JPEG 圖像；如果放置在主框架或
桌面中，則建議您使用 32x32 圖元的 GIF 或 JPEG 圖像。



在“URL”框中鍵入您選擇的附加于該按鈕的超連結。



使用此類核取方塊，指定您需在 URL 裡轉移的客戶資訊與其他資料。這些資料可能是外
部 Web 應用程式進行處理所必需的。



在工具提示文本輸入欄位裡，輸入將顯示的説明提示，當使用者把滑鼠放置按鈕上就可
看到。



如果您需要在面板的主框架裡打開目的 URL，可選擇在 Parallels Panel 裡打開 URL 核取方
塊，否則清除此核取方塊在另外一個視窗或標籤打開此 URL。



如果您需設定只有您能看到此按鈕，可選擇只向我顯示核取方塊。

3. 按一下完成完成創建。

58

客戶帳戶管理

 從面板裡移除一個超連結按鈕：
1. 轉到帳號標籤 > 其他服務。
2. 選擇您需移除的連結對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除。

章 4

網站與網域名稱
如章節 Parallels Panel 快速入門 (P 10)所闡述的一樣，您的網路標籤是從購買一個網域名
稱開始啟用。網域名稱（或簡單地說，域）是用戶用於從瀏覽器訪問您網站的名稱，例如，
www.example.com 在授權機構 - 網域名稱註冊商處進行網域名稱註冊。通常是主機提
供商來執行。欲瞭解有關如何在 Panel 中管理網域名稱的詳細資訊，可參閱網域名稱與
DNS (P 60)。
但是一個網域名稱還不是一個網站。若要使其可以從 Web 上進行訪問並為其填充內容，
您應註冊 web 主機服務（獲取一個客戶帳戶）。也就是為您的網域名稱添加互聯網連接、
存儲您內容的磁碟空間、郵件服務、等等。因此，一個網站是帶有各種主機服務的網域名
稱。
Panel 提供了一整套可在網域名稱與網站上執行的操作：


添加與移除網域名稱、子網域名稱與域別名。



管理您網站上的內容。



安裝各種 web 應用程式。



保證您網站連接及其它的安全。

本章提供了有關在 Panel 中網站與網域名稱上的所有可執行的操作。注意有些操作在您的
主機方案中可能無法執行。

本章內容：
網域名稱與 DNS ................................................................................................ 60
更改主機設定..................................................................................................... 77
暫停與啟動網站 ................................................................................................. 85
管理網站內容..................................................................................................... 87
(高級) 對內容的限制訪問................................................................................... 92
預覽網站............................................................................................................ 94
使用網站應用程式.............................................................................................. 95
（高級）保證網站安全 ...................................................................................... 103
（高級）擴展網站管理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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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與 DNS
如以上所描述，一個網域名稱就是用戶在瀏覽器中輸入以訪問您的網站的名稱。
網域名稱有等級，可能由多名為標籤的部分組成：


離右邊最遠的標籤稱為頂層網域名。如，com 是 www.example.com 的頂層網域
名。頂層網域名的數量是有限的，都有相應的互聯網機構進行管理。



二級網域名稱是我主要用於指示網站目的的標籤。在 www.example.com 中二級網
域名稱是指 example
地址。



部分。二級網域名稱與頂層網域名的組合指定了您網站的確切

左邊的每個標籤就是左邊的網域名稱的子網域名稱。比如，www 是 example.com
的子網域名稱。當您想要把一些內容與主網站隔離開時，子網域名稱會更方便，例如，
您可在 myblog.example.com 組織個人的博客。欲瞭解如何在 Panel 中添加子網
域名稱的資訊，可參閱添加子網域名稱 (P 63)。

如果您想要在您的訂閱下託管不止一個網站，您可註冊更多的網域名稱並添加到您的訂閱
中。如果您的主機提供商允許的話，您可以實現在控制台中註冊新網域名稱。欲瞭解如何
在 Panel 中購買和添加網域名稱的資訊，可參閱添加網域名稱 (P 61)。
事實上，網域名稱的存在時為了方便，瀏覽器和 web 伺服器真正的交流時依賴於 IP 位址
- 數字型的主機識別字。比如，www.example.com 真正的位址可能是 192.0.2.12
（IPv4）。若要解析網域名稱到 IP 位址，web 主機會使用 DNS 技術。欲瞭解更多有關在
Panel 中如何實行網域名稱解析（DNS）的資訊，鵝口參閱（高級）為網域名稱配置 DNS
(P 68)。
DNS 可允許多個網域名稱解析為一個 IP 位址。附加網域名稱也稱為網站別名。這方便您
購買指向同一個網站的多個網域名稱。欲瞭解如何在 Panel 中添加域別名到現存網域名稱
的資訊，可參閱添加域別名 (P 65)。

本節內容
添加網域名稱..................................................................................................... 61
添加子域............................................................................................................ 63
添加域別名 ........................................................................................................ 65
添加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Linux） ................................................................... 67
（高級）為網域名稱配置 DNS...........................................................................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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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網域名稱
如果您的託管套裝軟體包括一個以上的網域名稱（網站），那麼您可輕鬆添加新的網域名
稱至您的伺服器。在您開始添加將會使用二級網域名稱的新域時，如 example.com，請
務必註冊該網域名稱。如果您的主機提供商會提供網域名稱註冊服務，您可如下描述在控
制台中進行此操作。否則，您需要通過其它網域名稱註冊機構註冊您的網域名稱。
您可通過面板創建下面不同類型的網站配置：




使用二級網域名稱位址的網站。網站可用下面的服務：


唯一的 Internet 地址（網域名稱），如 example.com。



其他網域名稱（域的別名）。



子域 - 添加至主網站並有一個易記網址的網站分支，如 mail.example.com。



用於網站內容合作的獨立的 FTP 帳號。針對每個 FTP 帳號，您可指定訪問的目錄。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內容



應用程式的簡化部署，例如添加內容管理系統、相冊、購物車、博客平臺、論壇等
等。



通過 SSL 協議的安全資料交換。這需要網站託管於一個不與其他用戶與網站共用
的專用的 IP 地址上。



郵箱與郵寄清單。



訪問有關網站訪問量的統計。

網站與三級網域名稱的網站分支（子域）。這往往是現有網站的分支。三級網域名稱
的網路位址由點號隔開的三個部分組成。子域可用下面的服務：


區分文檔根與主網站。文檔根是存儲網頁的伺服器上的一個目錄。



通過 FTP 訪問內容管理。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內容



應用程式的簡化部署。



通過 SSL 協議的安全資料交換。



訪問有關網站訪問量的統計。

 添加更多網域名稱
 託管一個新的二級網域名稱網站：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網域名稱選項卡，點按 添加新網域名稱然後根據說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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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選擇推薦選項，應該把相關的 DNS 設定以及您的網域名稱與註冊方的網
域名稱相連接。如要實現此操作，需輸入 Panel 名稱伺服器 IP 位址到註冊方相應的
NS 記錄裡。有關如何獲得 IP 的說明如下：轉入網站 & 網域名稱 > DNS 設定，找到
NS 記錄，然後找到 NS 記錄值相應的 A 記錄。
例如，如果 NS 記錄是
example.com.
NS
ns.example.com，
找到帶有 ns.example.com 的 A 記錄，如
ns.example.com。⾉A

192.0.2.12

結果值，192.0.2.12，就是您需要的 Panel 名稱伺服器 IP。

3. 按一下“確定”。
現在在螢幕底部顯示新的網域名稱。

4. 如果您的帳號可更改主機設定，那麼您可點按新網站的網域名稱查看或更
改主機設定，可參照小節更改主機設定 (P 77)。
現在您可開始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或上傳您的網站內容至新網站空間，
可參照小節 管理網站內容 (P 87)。

 註冊網域名稱
如果您的服務提供者除了 web 主機以外還提供網域名稱註冊服務，您即可直接從 Panel
進行網域名稱註冊。要註冊網域名稱，可如以上描述的進行添加然後點按 Websites &
Domains 標籤上網域名稱清單中新網域名稱旁邊的連結 現在註冊。這將會沖導向您進入您
可完成註冊操作的提供商線上商店中。
網域名稱註冊完後，會出現在 網站 & 域 標籤上的 已註冊的網域名稱 列表中。要獲取有
關網域名稱註冊的資訊，例如，註冊價格和下次更新日期，請點按列表中的網域名稱。
刪除網站
當您從 Panel 中刪除網域名稱時，所有與相應網站相關的資料都會從伺服器中刪除。為您
帳戶創建的第一個網域名稱（默認網域名稱）不能被刪除；但是可被重命名。

 要刪除域，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在網域名稱列表裡，可選擇您需移除的域或子域然後點按移除。
4. 確認刪除操作並按一下“確定”。
注意：從控制台中移除網域名稱不會取消這些網域名稱的註冊。如果您已經註冊了這些網
域名稱，仍可把這些網域名稱用於網站。

網站與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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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子域
如果您的託管套裝包括三級網域名稱的子域，您可進行此操作：


合理組織您的網站結構



在同一台伺服器上託管其他網站或一個網站的一部分，不需要額外支付其他網站名稱
的註冊費用。

一個使用自網站的實例：
您擁有一個網站 your-product.com 用來推廣和出售您的產品。關於發佈與客戶服務及網
購的相關的資訊，您可組織子域的“orders”，您的用戶就可直接通過訪問網路位址
“orders.your-product.com” 獲取該資訊。
因為子網域名稱與其它網域名稱狀態相同，因此您可使用同樣的工具和服務操作子網域名
稱。例如，SSL 保護，Web Presence Builder、web 統計，等等。

 為子網站或一個獨立的網站創建子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按一下“添加子網站”。
4. 指定下列內容：
a. 在子網域名稱框裡，輸入將要添加至您主網站網域名稱裡的位址部
分。
b. 在文檔根框裡，輸入保存網站所有檔與子目錄的目錄位址。您可以
使用稱為httpdocs的預設的主網站目錄或指定其他目錄。
5. 按一下“確定”。
現在在螢幕底部顯示新的子網域名稱。
您現在可以上傳您的 web 內容到子域網站空間（伺服器上的目錄）（如 通過 FTP 上傳內
容 所述）。

Wildcard Subdomains
如果您輸入星號 (*) 作為子網域名稱，Panel 將會創建萬用字元子域。當訪問者輸入任何
未在 Panel 中註冊的子網域名稱時，都將會被重導向該萬用字元子域。您可以創建任何網
域名稱級別的萬用字元子域。例如，您看可以創建 *.mystore.example.com 子域。瞭解更
多有關萬用字元子域的資訊，請進入 添加萬用字元子域 (Linux)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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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域別名
如果您已在一個網域名稱註冊點註冊了多個網域名稱並指向同一個託管於該伺服器上的
網站，您應創建域別名。

 要設定網站別名，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3. 點按網域名稱列表上的添加新域別名。
4. 鍵入合適的網站別名，例如alias.com。
網站別名可以包含字母、數位和連字號。網站名的每個部分（以點隔開）不可以多於
63 個符號。

5. 如果您需域別名使用同一個DNS區域資源記錄作為主域，可選擇同步DNS
區域與主域核取方塊。使用此設定，之後主網站區域的任何資源記錄更改
都將會應用到此網站別名。
6. 如果您想被引向域別名下的郵寄地址的郵件重定向您原始網域名稱下的位
址，可選擇郵件服務核取方塊。
示例：您有一個 mail@yourdomain.com 郵箱地址。您可為您的網域名稱創建別名，
例如，alias.com。如果郵件發送至 mail@alias.com，您需接收郵件至您的郵箱
mail@yourdomain.com，可選擇郵件服務核取方塊。

7. 選擇Web服務核取方塊。否則，web伺服器將不會為通過在其瀏覽器中鍵入
網站別名來訪問您網站的使用者提供web內容服務。
8. 如果您正在Linux平臺上使用託管服務，並且有一個安裝在您網站（您想通
過域別名供用戶訪問）上的Java應用程式，可選擇Java web應用程式核取方
塊。
9. 按一下“確定”。

 要更改別名屬性，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2. 在網域名稱列表中，按一下所需域別名。
3. 按一下“工具”組中的“備份”。
4. 根據需要修改網站別名屬性，並按一下“確定”。

 要修改網站別名網域名稱解析中的資源記錄，請執行下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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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2. 在網域名稱列表中，按一下所需域別名。
3. 按一下“DNS”。
4. 根據需要添加、編輯或刪除資源記錄：


若要向網域名稱解析添加資源記錄，請按一下“添加記錄”。指定所需的值，然後按
一下“確定”將值寫入該區域。



要修改“主機”資源記錄，請在“主機”列下，按一下您所需記錄的相應盜鏈。



若要移除一個記錄，可選擇與您需移除的記錄相對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除。

 要從網站中刪除別名，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2. 選擇您需要移除的域別名相對應的核取方塊。
3. 按一下“刪除”。
4. 確認刪除操作並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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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Linux）
使用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可重導向訪客從不存在的子網域名稱到您網站的一個網域名
稱，通常是到您的主要網站。使用此功能的典型事例：


提高網站組織性並運行市場活動。
例如，您沒有 vps-limited-offer 子網域名稱，但是想要把用戶從
limited-vps-offer.example.com 轉發 example.com。



即使用網域名稱輸入錯誤也能説明他們到達您的網站。
如果網站有 www 首碼（例如，輸入 ww.example.com），很容易會出現網域名稱輸入
錯誤的情況。



因此，一些網站應用程式（WordPress）使用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創建了動態子網域
名稱，方便了用戶，也提升了使用體驗。

注意：如果您添加一個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不會影響來自存在的子網域名稱的流量。
如何添加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
您可為訂閱下的每個網域名稱添加一個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操作是轉入網站 & 網域名
稱選項卡並添加名為”*”的新子網域名稱到您的一個網域名稱。示例：*.example.com.如果
您希望該子網域名稱有一個自訂群組腳本或網站內容，可為該子網域名稱指定自訂文檔
根。
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的局限性
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可如正常子網域名稱一樣操作，但是以下操作例外：


僅限於 Linux 的功能。目前，僅 Panel for Linux 支援萬用字元子網域名稱。



不能重命名。無法對此類子網域名稱進行重命名。



無 DNS 區域。此類子網域名稱在 Panel DNS 伺服器中沒有自己的區域記錄。但是有
指向與相應網域名稱相關聯的 IP 位址的記錄。



不允許安裝 APS 應用程式。Panel 使用者無法安裝 APS 應用程式到萬用字元子網域
名稱。



無 Web Presence Builder 網站。Panel 用戶無法編輯並發佈網站到此類子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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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為網域名稱配置 DNS
網域名稱系統（DNS）是一個等級網域名稱系統，能夠翻譯可以理解的網域名稱為與 web
主機相關聯的數值識別字（IP 位址）。此類翻譯稱為解析。當您添加網域名稱（進入 網
站 & 域 > 添加新網域名稱），您應在解析資源中選擇 Panel 的角色：這回直接處理所有
解析請求，如備份伺服器，或傳遞解析請求到遠端伺服器。可為現有網域名稱更改此角色
(網站 & 域 > 點按網域名稱> DNS 設定)。我們會在本小節中討論每個角色的詳情以及如
何分派這些角色。

DNS 網域名稱解析
DNS 基於稱為網域命名空間的樹形等級結構。此全網域命名空間包含所有可能的網域名
稱並分為各個邏輯部分 - 網域名稱空間（查看下圖）。網域名稱空間是包含某個網域名
稱各個位址的命名空間的一部分。這些位址保存在授權於該區域的獨立網域名稱伺服器上
的檔裡。比如，當一個瀏覽器嘗試訪問 www.example.com 時，會獲取授權於該
example.com 區域的伺服器上的網站 IP 地址。欲瞭解更多有關 DNS 如何工作的資訊，
可參閱相應的文檔。您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很多資源，例如，Microsoft TechNet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95897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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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購買一個網域名稱時，網域名稱註冊商會給您負責您網域名稱與子網域名稱的 DNS
區域設定的存取權限。您可允許註冊商管理該區域或分配該區域到 Panel。通過後一個
選項，您可以直接從客戶帳戶管理區域。欲瞭解關於如何委派您的區域到 Panel，可參閱
Panel 作為主 DNS 伺服器 (P 70)。
如果您是一個高級的用戶且已經有一個授權於您的區域的 DNS 伺服器，您可設定 Panel
為一個二級 DNS 伺服器。在這樣的情況下，Panel 只會存儲您區域的副本，您沒有許可
權從控制台對其進行管理。只有在您主要的網域名稱伺服器處於不可訪問或無法操作的狀
態下，才可使用 Panel DNS 伺服器。欲瞭解有關如何使 Panel 作為第二級 DNS 伺服器一
樣允許，可參閱 Panel 作為輔助 DNS 伺服器 (P 74)。
如果您決定不使用 Panel 作為 DNS 伺服器，應該在一個註冊商的網站上執行所有的區域
管理。一些註冊商可提供遠端 DNS 區域管理的支援。如果您的主機提供商使用此功能，
不管您授權的網域名稱伺服器如何您仍可從控制台修改 DNS 區域。如要瞭解有關如何關
閉 Panel DNS 伺服器與遠端系統管理您的區域的資訊，可參閱 Panel 中註冊商的 DNS 設
定 (P 74)。

本節內容
Panel 作為主 DNS 伺服器 .................................................................................. 70
Panel 作為輔助 DNS 伺服器 .............................................................................. 74
Panel 中註冊商的 DNS 設定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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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作為主 DNS 伺服器
對於每個新網域名稱，面板可根據您的服務供應商配置的設定自動創建 DNS 區。網域名
稱使用自動配置應該正常運行，如果您需要在網域名稱區執行自訂修改，您可通過面板進
行設定。

 要查看網站網域名稱解析的資源記錄：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此時，將會出現顯示指定網站的所有資源記錄的螢幕。

 要向區域添加新資源，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按一下“添加記錄”。
4. 選擇一種資源類型，並指定適當的資料：


對於指定網站 DNS 區名稱伺服器網域名稱的 NS 記錄，需指定網域名稱(或子網域
名稱)，然後是相應的名稱伺服器的網域名稱。如果您正為您的主域定義一個 NS
記錄，您應該保持網域名稱欄位為空。若正定義子網站的名稱伺服器，鍵入子網站
到網域名稱欄位。之後，鍵入相應名稱伺服器的網域名稱到名稱伺服器欄位。例如
：ns1.mynameserver.com。



對於 IP 位址與網域名稱關聯的 A 與 AAAA 記錄，需指定網域名稱和 IP 地址。如
果您正在為主網站定義 A 記錄，則將欄位網域名稱保留為空。如果您正為一個網
域名稱伺服器指定一個 A 記錄，需輸入 ns1 或 ns2 至網域名稱欄位。然後指定網
域名稱關聯的 IP 位址。



對於一個 CNAME 記錄 - 可指定在網域名稱系統裡與主域位址相關聯的子域（或
看起來像子域的域的別名，例如，www），您需輸入子網域名稱或 www 別名，然
後再輸入主網域名稱。



對於指定給定網站郵件伺服器主機名稱的 MX 記錄，需指定郵件網域名稱子網域名
稱，郵件交換伺服器網域名稱負責收發郵件。對於主網站，只需將可用欄位保留為
空。然後輸入郵件伺服器網域名稱。果您正在運行一個名為
“mail.myhostname.com”的遠端郵件伺服器，則只需將 ‘mail.myhostname.com’ 輸
入郵件交換伺服器欄位即可。指定優先順序：0 表示優先順序最高，50 表示優先
順序最低。



對於切換 DNS 搜尋所需的 PTR 記錄，IP 位址切換為網域名稱，需輸入 IP 位址/
遮罩，然後輸入 IP 位址切換成的網域名稱。



指定任意可讀文本的 TXT 記錄，鍵入任意文本或 SPF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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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用來指定除郵件之外的服務位置，需輸入服務名稱、協定名稱、埠號和目標主
機。服務和協定名稱應以底線開始。您也可以在相應欄位中指定目標主機的優先順
序以及相應重要性（僅適用於同一優先順序的記錄）。
4.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更新”。

 要修改資源記錄的屬性，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按一下與您要修改的資源記錄相應“主機”列中的超連結。
4. 按要求修改記錄，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更新”。
除上述資源記錄之外，還有機構開機記錄。表示 DNS 名稱伺服器負責網域名稱 DNS 區。
包含網域名稱系統中相關 DNS 區域的傳播。

 要修改網站的“授權開始 (SOA)”記錄，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按一下“SOA記錄”。
4. 指定所需值：


刷新間隔。這是從屬名稱伺服器與主控名稱伺服器檢查的頻率，以查看是否對網站
區域檔做了任何更改。Panel 設定的預設值為三小時。



重試間隔.這是從屬伺服器在重試失敗的區域傳輸之前的等待時間。該時間通常小
於刷新間隔。Panel 設定的預設值為一小時。



過期間隔。這是從屬伺服器在區域未成功刷新或更新後對查詢停止回應的時間。
Panel 設定的預設值為一周。



最小 TTL。這是從屬伺服器緩存負回應的時間。Panel 設定的預設值為三小時。



默認 TTL。這是其他 DNS 伺服器在緩存中存儲記錄的時間。Panel 設定一天的預
設值。

5.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更新”。
在高級 DNS 區域中註冊的一些網站強制使用 IETF 和 RIPE 推薦的系列號格式，大多是歐
洲格式。如果您的網站在這些區域中的任一區域中註冊，且註冊者拒絕使用 SOA 序號，
使用 IETF 和 RIPE 推薦的系列號格式則可以解決此問題。
Panel 伺服器使用 UNIX 時間戳記語法配置 DNS 區域。UNIX 時間戳記是自 1970 年 1 月
1 日的秒數(Unix Epoch)。32 位時間戳記會在 2038 年 7 月 8 日走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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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E 建議使用 YYYYMMDDNN 格式，YYYY 指年份（四個數字）、MM 指月份（兩個數
字）、DD 指日期（兩個數位），nn 指每日的版本（兩個數字）。YYYYMMDDNN 格式
直到 4294 年才會走到盡頭。

 若要為網站將“授權開始 (SOA)”序號格式更改為 YYYYMMDDNN，請

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按一下“SOA記錄”。
4. 選擇使用IETF與RIPE推薦的序號格式核取方塊。
注意： 查看使用所選格式生成的 SOA 序號樣本。如果最終號碼少於當前區域號碼，
則修改可能會導致此網站的 DNS 暫時出現故障。網路使用者有時無法看到區域的更
新。

5.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更新”。

 要從區域刪除資源記錄，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選擇您需要移除的帳號相對應的核取方塊。
4. 按一下“刪除”。
5. 確認刪除，按一下“確定”，然後再按一下“更新”。

 若要恢復與伺服器上所用的默認 DNS 方案設定對應的原始網域名稱

配置：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按一下“恢復默認”。
4. 在IP位址功能表裡，選擇用於恢復區的IP位址。
5. 指定該網站是否需使用www別名。
6. 選擇確認DNS區的恢復核取方塊，然後點按確定。

 若要為網站恢復“授權開始 (SOA)”序號格式 (UNIX 時間戳記)，請執

行下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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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按一下“SOA記錄”。
4. 選擇使用IETF與RIPE推薦的序號格式核取方塊。
注意： 查看使用所選格式生成的 SOA 序號樣本。如果最終號碼少於當前區域號碼，
則修改可能會導致此網站的 DNS 暫時出現故障。網路使用者有時無法看到區域的更
新。

5.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更新”。
通過默認，每個區裡只有 NS 記錄指定的網域名稱伺服器才允許轉換 DNS 區。如果您正
使用一個基於 Windows 的帳號，您可更改區的傳遞設定。

 如果您的網站名稱註冊商需要您允許所有您服務的區域的傳遞，那

麼請：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點按區域傳遞。此時，螢幕將會顯示允許為所有區域傳遞網域名稱解析的
所有主機。
4. 指定註冊商IP地址或網路位址，並按一下“添加網路”。

74

網站與網域名稱

Panel 作為輔助 DNS 伺服器
如果您在您的帳號上託管網站並有一個作為網站主網域名稱伺服器的獨立 DNS 伺服器，
您可設定面板的 DNS 伺服器作為二級網域名稱伺服器。

 設定面板的 DNS 伺服器作為二級網域名稱伺服器：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按一下“切換DNS服務模式”。
4. 按一下“添加記錄”。
5. 指定主要（主控）DNS伺服器的IP地址。
6.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更新”。
7. 對需要在您的伺服器上開通從屬名稱伺服器的每個網站重複執行2到6步。

 設定面板的 DNS 伺服器作為主要伺服器：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按一下“切換DNS服務模式”。
該區域的原始資源記錄將會被存儲。

Panel 中註冊商的 DNS 設定
如果您的一些網站有授權的外部主網域名稱與二級網域名稱伺服器，可關閉這些網站的面
板 DNS 服務。

 關閉外部網域名稱伺服器服務的面板 DNS 服務：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DNS設定。
2.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選擇您需管理DNS設定的網域名稱。
3. 按一下“關閉DNS服務”。
關閉該區域的 DNS 服務將刷新該頁面，從而只保留名稱伺服器列表。注意列舉的網域
名稱伺服器記錄對系統無影響。它們只作為可按一下的連結出現在螢幕上，以便於您
驗證區域配置（該區域在外部權威名稱伺服器上進行維護）。

4. 如果您需要設定授權網域名稱伺服器上的一個區的配置，使之有效，可進
行下面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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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指向對於區域具有權威性的相應名稱伺服器的項添加至列表：點
按添加記錄，指定一個網域名稱伺服器，並點按確定，然後點按更
新。
b. 您將測試的每個網域名稱伺服器都需重複此步驟。記錄將顯示在清
單中。
c. 按一下您剛剛創建的記錄。
面板將從遠端網域名稱伺服器上獲取區域檔同時查看資源記錄以保證域的資源得到合理
的解決。結果會在螢幕上進行解釋及演示。
如果控制台與一個付費系統集成，面板將可對域進行下面的操作：


設定訪問註冊網站的域管理面板的密碼。



打開與鎖定網域名稱以轉移至其他供應商。



更改域註冊人與其他聯繫資訊。



更改由域註冊商提供的網域名稱區域 DNS 設定。



配置域帳號的自動更新。

 設定訪問註冊網站的域管理面板的密碼。
1. 轉到帳號標籤。
2. 找到您需更改設定的網域名稱，並點按靠近該網域名稱的連結現實域的資
訊。
3. 點按更改域密碼。
4. 鍵入新的密碼並按一下“確定”。

 打開與鎖定網域名稱以轉移至其他供應商。
1. 轉到帳號標籤。
2. 找到您需更改設定的網域名稱，並點按靠近該網域名稱的連結現實域的資
訊。
3. 點按更改註冊商鎖定設定。
4. 允許網域名稱轉移，可清楚鎖定核取方塊並點按確定。

 更改域擁有者的聯繫、技術、管理或付費資訊。
1. 轉到帳號標籤。
2. 找到您需更改設定的網域名稱，並點按靠近該網域名稱的連結現實域的資
訊。
3. 點按編輯聯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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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所需更改，然後按一下確定。

 更改一個域的 DNS 設定：
1. 轉到帳號標籤。
2. 找到您需更改設定的網域名稱，並點按靠近該網域名稱的連結現實域的資
訊。
3. 點按編輯DNS設定。
4. 指定服務於網站的DNS區域的網域名稱伺服器與託管網站的伺服器IP地
址。
5. 如果您網站的DNS區由您的網域名稱註冊商服務，您也可以指定其他資源
記錄 - 可影響網站服務的訪問方式。
6. 若要保存更改，請按一下“確定”。

 配置網域名稱的自動更新：
1. 轉到帳號標籤。
2. 找到您需更改設定的網域名稱，並點按靠近該網域名稱的連結現實域的資
訊。
3. 點按自動域更新。
4. 若要允許網域名稱註冊的自動更新，可選擇打開自動更新核取方塊並點按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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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主機設定
Panel 允許您管理大量不同的主機設定：


基本設定，如網域名稱或主機類型。



安全設定。如要使用 SSL 證書加密保證您網站連接的安全，您應首先啟動 SSL 支援。



腳本設定。您可指定您網站支援的腳本。在此部分 Web 腳本設定 (P 79)瞭解更多。而
且，Panel 支援 PHP 和 ASP.NET 語言的自訂每網站（每子網域名稱）配置。要瞭解
更多關於可調整的 PHP 設定的資訊，可參閱小節 PHP 設定 和 ASP.NET 設定 (Windows)
(P 83)

 若要察看主機設定或選擇網站支援的主機功能和指令碼語言：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主機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託管網站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在螢幕底部的網站清單裡，點按網站位址。
4. 查看或更改下麵主機設定與選項：


主機類型。預設主機配置的類型為網站主機，也就是說網站託管於該伺服器上。您
可以選擇引導訪問者轉向其他網站（此設定被稱為網站轉發）；如果您只需在域下
託管郵箱與郵寄清單您需關閉網站託管服務；或暫停網站與所有郵箱以及託管於網
站網域名稱下的郵寄清單。


如果您想要引導訪問者至其他網站，可點按更改連結，選擇轉發選項，輸入目
的網站位址，並選擇轉發方案，然後點按確定。



如果您想要關閉網站服務只在域下使用郵件服務，可點按更改連結，選擇無網
站託管選項，然後選擇確定。



如果您想要暫停該網站與所有與該網站相關的服務，包括郵件，可點按暫停連
結。當您需要讓域或網站重新上線，可返回網站 & 域標籤 > 網域名稱，並點
按啟動。



文檔根。保存網站所有檔與子目錄的目錄的位置。您可以使用稱為 httpdocs 的預
設目錄或指定其他目錄。



啟用 SSL 支援。安全套接子層加密通常用於（在專用 IP 位址上運行的）電子商務
網站線上交易期間保護敏感性資料的傳輸。參與加密流程的 SSL 證書通常應用于
單一 IP 位址的單一網站名，因此，每個需要 SSL 保護的網站必須託管於專用 IP
位址。但是子網站例外，它通過萬用字元證書保護。安裝一個 SSL 證書於一個網
站 web 伺服器上，而該伺服器在單個 IP 位址上託管不同網域名稱的多個網站，這
樣在技術上是可能的，但不建議這樣操作：系統將會提供加密，但是用戶若嘗試連
接至安全網站則會收到警告消息。允許網站 SSL 加密，可選擇啟用 SSL 支援核取
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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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碼語言。指定 web 伺服器支援下面哪種程式與腳步語言：Active Server
Pages (ASP)、Microsoft ASP.NET、Server Side Includes (SSI)、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 (PHP)、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CGI)、Fast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FastCGI)、Perl and Python。為加強主機安全，
PHP 預設配置在有一定功能限制的安全模式裡操作。要瞭解更多關於 PHP 安全模
式的資訊，請參閱http://php.net/features.safe-mode。



Microsoft FrontPage 設定。Microsoft FrontPage 是一款很受歡迎的網站創作工具。
通過 Microsoft FrontPage 啟用內容創建與發佈，可選擇 Microsoft FrontPage 支援，
通過 SSL 的 Microsoft FrontPage 支援，然後移除允許的 FrontPage 製作。



Web 統計。選擇您用於查看關於網站訪問者的圖形報告與圖表的網站統計軟體。同
時，如果您想要通過訪問密碼保護的目錄 http://your-website/plesk-stat/webstat
查看統計報告可選擇相應的核取方塊。



自訂錯誤文檔。當 web 伺服器無法找到訪問者所要求的網站頁面，web 伺服器會
產生並使用標準的 HTML 頁面顯示錯誤消息。如果您需要創建自己的錯誤頁面並
在 web 伺服器上使用，可選擇自訂錯誤文檔核取方塊。



其他編寫與修改許可權（僅限於 Windows 主機）。如果網站上的 web 應用程式將
使用位於 httpdocs 目錄的根裡的檔資料庫（如 Jet）時，可使用該選項。注意使用
該選項將給網站帶來安全隱患。

5. 完成託管設定查看與更改後，可點按確定。

cgi-bin 目錄的位址
當創建網域名稱時，您可能會看到 cgi-bin 目錄（CGI 支援 核取方塊）不同的位址。
我們通過以下例子加以討論。
Panel 11 中網域名稱檔的典型結構如下：


/var/www/vhosts/webspace1.com/example1.com/



/var/www/vhosts/webspace1.com/example2.com/



/var/www/vhosts/webspace1.com/example3.com/

此處的 example 網域名稱是在 webspace1.com 網站空間下創建的。
如果您為網域名稱 example3.com 指定 cgi-bin 目錄為網站空間的 root 目錄，其絕對路徑
將是
/var/www/vhosts/webspace1.com/cgi-bin/
如果您指定該目錄是該網域名稱的文檔 root，其絕對路徑將是
/var/www/vhosts/webspace1.com/example3.com/cgi-bin/
如果您指定該網域名稱的舊式 root（此選項只有在升級 Panel 後才可用），那麼絕對路徑
將是
/var/www/vhosts/domain3.com/cgi-bin
該選項會與檔案系統上網域名稱檔的廢棄結構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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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內容
Web 腳本設定.................................................................................................... 79

Web 腳本設定
對於您訂閱中的每個網站可指定 web 伺服器應支援的程式與指令碼語言。Active Server
Pages (ASP)、Microsoft ASP.NET、Server Side Includes (SSI)、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 (PHP)、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CGI)、Fast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FastCGI)、Perl and Python。自 Panel 10.4 起，您就可為您訂閱中每個網站
（或子網域名稱）單個配置 PHP 設定。只有您有相應的許可權才能進行相應的配置。若
要瞭解有關自訂 PHP 配置的資訊，可參閱 PHP 設定。

本節內容
PHP 設定 ........................................................................................................... 80
ASP.NET 設定 (Windows).................................................................................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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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設定
PHP 是創建動態 web 頁面的最常用的指令碼語言之一。今天大部分網站與 web 應用程式
都基於 PHP 腳本。因此，網站管理員應該懂得如何控制 PHP 腳本的執行。
完整定義將如何為某個網站執行 PHP 腳本有兩個主要方面：用於網站的 PHP 處理器類型
和 PHP 設定。您可以為某個網站設定這些參數，方式是從 網站 & 域 中的列表中選擇該
網站。

PHP 處理器
當訪問者訪問基於 PHP 腳本的一個網站時，web 伺服器會解析網站腳本以生成訪問者可
見的頁面。PHP 處理器會調用該解析需要的 PHP 庫。您可以從大量 PHP 處理器中進行
選擇：ISAPI (Windows)、Apache 模組 (Linux)、FastCGI 或 CGI 應用程式。選擇 PHP
處理器類型應基於多種因素，如安全問題、腳本執行速度和記憶體消耗。
從以下 PHP 處理器中進行選擇（進入 網站 & 域 > 選擇一個網站 > 通用 標籤 > PHP 支
援：
性能

Apache 模組 ( 高
僅 Linux)
運行作為 Apache
web 伺服器的一部分

記憶體
使用

安全性

低

該處理器（也稱為 mod_php）是作為代
表 apache 用戶執行的所有 PHP 腳本最
不安全的選項。這表示所有通過任何方
案訂閱者的 PHP 腳本創建的檔都屬於同
一個所有者（apache）且有相同的許可
權設定。因此，理論上，一個用戶可能
會影響其他用戶的檔或一些重要的系統
檔。

注意： 您可以通過打開 PHP
safe_mode 選項來避免一些安全問
題。這會禁用一些可能會帶來潛在安
全問題的 PHP 功能。注意這可能會
導致一些 web 應用程式運行不正
常。該 safe_mode 選項已過時，在
PHP 5.3 中已被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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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ISAPI 擴展 ( 高
僅 Windows 運行作為 IIS web 伺
，自 PHP 5.3 服器的一部分

版本起已不再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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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ISAPI 擴展可支援在為訂閱打開專用
IIS 應用程式池時隔離網站。網站隔離意
味著不同客戶的網站可獨立運行其腳
本。因此，PHP 腳本中一個錯誤不會影
響其它腳步的運行。此外，會代表與一
個主機帳戶相關聯的系統使用者來運行
PHP 腳本。

注意： 自 PHP 5.3 版本起就不再支
援該 ISAPI 擴展處理器。
低
CGI 應用程式 低。
為每個請求創建一個
。
新的進程並在請求被
處理後關閉進程。

CGI 處理器會代表與一個主機帳戶相關
聯的系統使用者來執行 PHP 腳本。在
Linux 上，只有當 Apache web 伺服器的
suEXEC 模組打開的情況（預設選項）
下才可能進行此操作。在其它情況下，
所有的 PHP 腳本都會代表 apache 用戶
執行。
我們建議您使用 CGI 應用程式處理器僅
用於低效運行。

FastCGI 應用
程式。

高（接近於 Apache 高
模組和 ISAPI 擴展）。

FastCGI 處理器會代表與一個主機帳戶
相關聯的系統使用者來執行 PHP 腳本。

保持進程一直運行以
進一步處理接收請
求。

注意： 切換 PHP 從 Apache 模組 到 FastCGI 應用程式 可能會影響現有 PHP 腳本的功能。
如果您使用 Windows 主機，您可能需要額外選擇一個 PHP 版本。總是使用 PHP 5.x 除
非您使用 PHP 4.x 來託管一些 PHP 應用程式。

PHP 設定
PHP 操作由多個配置設定定義。這些設定指定了多個腳本執行方面，如性能（例如，腳
本可使用記憶體容量）、安全（例如，訪問檔案系統與服務），等等。您可根據各種目的
去調整這些設定：


阻止因不規範寫入腳本而導致的記憶體洩漏與伺服器掛起。



保護資料以免受到惡意腳本的攻擊。



符合某個 web 應用程式的要求。



測試自己的腳本與其他腳本。

所有可自訂的 PHP 設定都位於控制台中：網站 & 域 > 選擇一個網站 > PHP 設定標籤。
為了方便，所有的 PHP 設定分為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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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設定
這些設定定義了腳本如何使用系統資源。例如：使用 memory_limit 參數限制每個
腳本可使用的記憶體容量以防止記憶體洩露。此外，您可以通過限制在
max_execution_time 中運行的最長時間腳本來防止腳本綁定伺服器。



自訂設定.
這組包含了其他通用的 PHP 設定。通常有：安全設定（如，PHP 安全模式切換或註
冊全域變數的許可權）、錯誤報告設定（如，日誌錯誤的指令）與其他。

您可在 PHP 設定中設定每個參數值，可從預設中選擇一個值，輸入一個自訂值，或者保留
默認值。後面一種情況下，Panel 會使用由伺服器範圍的 php.ini 檔定義的值。欲瞭解更
多有關 DNS 設定的資訊，可參閱相應的文檔。例如，http://php.net/manual/en/ini.list.php
(http://php.net/manual/en/ini.list.php)。
可在參數值中使用三個預留位置：


{DOCROOT} 代表可獲取自訂 PHP 配置的域的文檔 root 目錄。



{WEBSPACEROOT} 代表訂閱（網站空間）的 root 目錄。



{TMP} 代表存儲暫存檔案的目錄。

注意：作為該網站所有子域的預先設定的網站自訂 PHP 配置。您可以通過相同方式來執
行針對每子域的 PH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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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NET 設定 (Windows)
 配置網站的 ASP.NET 設定：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ASP.NET設定（在高級操作組裡）。
3. 創建決定使用資料庫的ASP.NET應用程式的資料庫連接資料的字串。該選
項僅在ASP.NET 2.0.x上可用。
當您第一次打開 ASP.NET 配置，將顯示一般結構的樣本連接參數。您可刪除這些
參數並指定自己的字串。


要添加字串，請將必需的資料填入“名稱”和“連接參數”輸入欄位，並按一下這兩個
欄位旁的 。



要刪除字串，請按一下該字串旁的

。

4. 在“自訂錯誤設定”欄位中，設定將由ASP.NET應用程式返回的自訂錯誤消
息：




要設定自訂錯誤消息模式，請從“自訂錯誤模式”功能表中選擇相應的選項：


開啟 － 自訂錯誤資訊已啟用。



關閉 －自訂錯誤資訊已禁用，同時顯示出詳細的錯誤資訊。



僅限於遠端 - 自訂錯誤資訊僅向遠端客戶顯示，而 ASP.NET 錯誤則向本地主
機客戶顯示。

要添加自訂錯誤消息（該消息應用於“關閉”模式外的所有情況），請在“狀態碼”和
“重定向 URL”下輸入值，並按一下 。


“狀態碼”參數對導致重定向到錯誤頁面的 HTTP 狀態碼進行定義。



“重定向 URL”參數對錯誤頁面的 web 位址進行定義，該錯誤頁面將錯誤資訊呈
現給用戶端。

由於可能出現的衝突，您無法添加新的自訂錯誤消息（錯誤代碼已存在），但是您
可以為現有代碼重新定義 URL。


要從清單中刪除自訂錯誤消息，請按一下該消息旁的

。

5. 在“編譯和調試”欄位中配置編譯設定：


設定用於動態編譯檔的預設程式設計語言，可從預設網頁語言清單中選擇專案。



要啟用“編譯二進位發行代碼”，請將“啟用調試”核取方塊保留為空；



要啟用“編譯二進位調試代碼”，請選中“啟用調試”核取方塊。這種情況下，包含錯
誤的原始程式碼片斷將顯示在診斷頁面消息中。

注意：在調試模式下運行應用程式會消耗記憶體和/或降低性能。建議在測試應用程式
時使用調試模式；在部署應用程式到產品方案之前則禁用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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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ASP.NET應用程式的編碼設定，請參考“全球化設定”部分：


要設定所有傳入請求採用的編碼，請在“請求編碼”欄位中輸入一個編碼值（預設為
UTF-8）。



要設定所有回應採用的編碼，請在“響應編碼”欄位中輸入一個編碼值（預設為
UTF-8）。



要設定用於解析 .aspx、.asmx 和 .asax 檔的預設編碼，請在“檔編碼”欄位中
輸入一個編碼值（預設為 Windows-1252）。



要設定處理傳入 web 請求時所需的默認區域性，請在“區域性”列表中選擇相應項。



要設定搜尋語系獨立化資源時所需的預設區域值，請在“UI 區域”清單中選擇相應
項。

7. 在“代碼訪問安全性”欄位為ASP.NET應用程式設定代碼訪問安全信任級
別。
“CAS 信任等級”是指為應用程式運行所指定的安全區域網站，用來定義應用程式可以
訪問的伺服器資源。
重要說明：如果一個程式集被分配的信任級別過低，則該程式集將不能正常運行。有
關許可權級別的更多資訊，請參見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en-us/dnnetsec/html/THCMCh09.asp?frame=true
#c09618429_010。

8. 在“腳本庫設定”欄位啟用輔助腳本的使用。如果您在網站上使用驗證web控
制項，則需要指定腳本庫設定。該選項僅在ASP.NET 1.1.x上可用。


如果您需要使用輔助腳本（特別是對於用來驗證輸入資料的腳本）為 .NET
framework 腳本庫提供設定。要執行此操作，請在“至 Microsoft 腳本庫的路徑”欄位
輸入以前面帶有斜線的網站根目錄開頭的路徑，或者按一下位於“至 Microsoft 腳本
庫的路徑”欄位旁的資料夾圖示並流覽至所需位置。



要自動安裝指定位置上包含腳本的檔，請選中“安裝”核取方塊。如果指定位置已存
有這些檔，則它們將被重寫。

9. 在“會話設定”欄位中設定客戶會話參數：


要設定應用程式的預設驗證模式，請從“驗證模式”清單中選擇合適的選項。請注
意，只要使用了 IIS 驗證，就必須選擇“Windows”驗證模式。



創建一個可閒置的會話，可輸入分鐘數至會話閒置時間框裡。

10. 按一下“確定”以應用所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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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與啟動網站
當暫停了一個網站的時候，將無法訪問該網站，而在此網站功能變數名稱下的郵箱地址也
停止工作。

 若要暫停網站，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擊網站 & 域標籤。
3. 點擊您需暫停的網站功能變數名稱。
4. 點擊暫停連結，該連結靠近託管類型欄位。

 若要啟動網站，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擊網站 & 域標籤。
3. 點擊您需啟動的網站功能變數名稱。
4. 點擊啟動連結，該連結靠近託管類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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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而暫停網站..............................................................................................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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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而暫停網站
如果您需要維護而關閉網站並讓您的訪問者知道這是暫時關閉很快就會恢復，您可打開網
站維護模式。當網站處於維護模式，網站訪問者將可到“503 服務不可用”的錯誤文檔而不
是真正的網頁。
如果您的託管計畫包括定制化網站伺服器錯誤文檔（“自訂錯誤頁面”選項），那麼您可使
用檔案管理員打開並定制化錯誤頁面：不使用“服務暫時不可用”資訊，您可寫入您自己的
資訊如“此網站在維護暫時關閉，將很快恢復。”
維護工作結束後，將關閉維護模式，訪問者可重新訪問該網站。

 打開一個網站的維護模式：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2. 點按網站維護模式（在高級操作組裡）
3. 如果您有多個網站，可找到您需暫時暫停的網站，並點按相應的管理連接。
4. 選擇打開網站的維護模式核取方塊。
5. 按一下“確定”。
如果網站的自訂錯誤文檔選項已經打開，您將可編輯“503 服務暫時不可用”文檔而包含您
自己的文本。關於自訂錯誤頁面的相關資訊，可參閱小節設定自訂錯誤頁面 (P 113)。

 關閉維護模式並使網站重新上線：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2. 在您網站列表裡，找到需重新上線的網站。需伴有為維護關閉網站狀態指
示器。
3. 按一下相應的更改連接。
4. 清除打開網站的維護模式核取方塊。
5.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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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網站內容
要創建網站並且填充您需要的內容（文本、圖片、視頻，等等），可使用 Panel 支援的以
下方式：




使用網站創建和管理工具。如果您還沒有網站，可考慮通過創建、編輯和發佈網站的
工具來進行設定。即使您沒有必要的 web 程式和設計技巧都可以進行創建。創建網站
的最佳工具有：


Web Presence Builder - 與控制台集成的網站編輯器。



協力廠商內容管理系統 (CMS) - 用於創建和編輯網站的 web 應用程式。

通過以下方式上傳現有的網站到您的主機帳戶：


FTP 用戶端程式。您可以從互聯網上獲取免費的 FTP 用戶端，或如果您正使用
Windows，可採用 Windows Explorer。這將能夠讓您訪問您在主機伺服器上的目
錄並管理您的檔。在管理網站方面您與別人一起合作（如，程式師或設計師），您
可以給他們使用 FTP 訪問您的目錄的許可權，讓他們幫助編輯網站。



.通過 Panel web 介面上傳並管理網站檔和指令的工具。

注意： 如果您有在 Microsoft FrontPage 編輯器中創建的網站，請參閱 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網站 (Windows) (P 121) 瞭解在 Panel 中管理該網站的詳情。
以下您將可以找到管理您網站內容的方法的詳細描述。

Web Presence Builder
Web Presence Builder 是一款功能強大的工具，能夠讓用戶創建外觀專業的網站，無需
任何 HTML 標記或圖形設計技巧。您只需選擇合適的頁面設計與內容範本，添加網頁內
容，然後發佈該網站即可。
如果您的主機訂閱支援此選項，可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並發佈網站。如果不
支援，或如果您已經創建並發佈了允許數量的網站，可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
新網站並進行編輯。但是，若要發行該網站，您需要升級您的託管計畫。
要開始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或編輯現有的 Web Presence Builder 網站，
可進入 主頁 標籤或進入 網站 & 域 標籤，然後點按 發佈 Web Presence Builder。如果您
有多個網域名稱或子網域名稱，可點按相應的連結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裡編輯。要瞭
解更多有關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中創建和編輯網站的資訊，可進入章節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 (P 142)。
協力廠商內容管理系統
要創建並維護網站，您可使用協力廠商內容管理系統 (CMS) - 能夠讓您通過圖形化使用
者介面輕鬆編輯網站結構和內容的 web 應用程式。此類系統有 Drupal 和 Joo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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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 通常是伺服器應用程式，因此要開始使用必須要在您的主機帳戶上進行安裝。因此，
如果您計畫使用 CMS，請確保您的主機訂閱允許安裝此類應用程式。

 要使用 CMS 創建網站：
1. 轉到應用程式標籤。
2. 在可用應用程式中找到您需要的CMS，並如章節 應用網站應用程式 (P 95)
中所描述的進行安裝。
3. 在CMS中創建並編輯網站。要瞭解有關使用CMS創建網站的資訊，可參閱
相關的文檔。

使用 FTP 上傳
如果您已經有了所有的網站檔和指令，可考慮使用 FTP 把這些內容上傳到您的主機帳戶
上。當您不需要在伺服器上編輯或管理檔時，這就是最簡單的上傳方式。

 要使用 FTP 上傳檔：
1. 通過FTP用戶端程式使用FTP訪問認證憑據連接到您的網站網域名稱。可
在章節 添加FTP帳戶 (P 184) 中瞭解如何配置這些驗證憑據。
2. 複製網站檔和指令到您的伺服器上的目錄。

發佈在 Panel 外部創建的網站的其它方式是 - 一個通過 web 介面實現眾多檔管理功能的
工具。 可直接從控制台中的 網站 & 域 標籤上訪問。
要通過 從您的電腦上上傳一個網站到 Panel 伺服器 ，可進入 網站 & 域 > 檔案管理員
頁面，點按 添加新目錄，並上傳包含您網站的目錄到 Panel。如果您的網站壓縮到一個
ZIP 檔，您可點按 添加新文件 然後點按 解壓文件 來上傳該文件。
如果您想編輯您網站的頁面，可在 中進行以下操作。該工具有 HTML 編輯器，允許視覺
化編輯 HTML 頁面（無需手動輸入 HTML 標籤）。要在 HTML 編輯器中編輯檔，可在檔
案名旁邊的 工具 欄中點按按鈕

。

如果您願意也可以在 文字編輯器中編輯檔。要在文字編輯器中打開文件，可點按 工具
欄中的按鈕

。

如果您想設定某些檔或網頁不能通過互聯網進行訪問，可在 中更改這些檔的存取權限。
要為一個檔或目錄編輯存取權限，可點按 許可權 欄中相應的連結。要瞭解如何流覽和編
輯許可權，可參閱小節 設定檔和目錄存取權限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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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檔和目錄存取權限
 若要查看或更改 Linux 系統上的檔和目錄許可權：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按一下“檔案管理員”。
在許可權欄裡顯示檔與目錄的許可權組。許可權顯示為三組符號，例如“rwx rwx r—”。
第一組顯示檔與目錄擁有者可對檔與目錄進行什麼操作；第二組顯示檔與目錄隸屬的
使用者組可以操作什麼；而第三組則顯示其他使用者（剩下的其他全球用戶，也就是
訪問該網站的 Internet 使用者）可用檔與目錄做什麼。R 表示對檔或目錄的讀取許可
權，W 表明對檔或目錄的寫入許可權，X 則表明對檔的執行許可權和深層訪問目錄的
許可權。

4. 找到您要修改許可權的檔與目錄並在許可權欄裡點按一個超連結。
5. 根據需要修改許可權，並按一下“確定”。

 設定 Windows 系統上的檔或目錄的存取權限：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到網站 & 域標籤 > 檔案管理員。
3. 找到您需要設定存取權限的檔與目錄，並點按相應的圖示

。

4. 執行下列操作：


要設定檔或資料夾繼承父資料夾的許可權（如果原來沒有），可選擇核取方塊允許
從父資料夾繼承權限傳遞給此物件與所有子物件包括在此明確定義的這些專案。



若要設定包含在此資料夾內的檔與資料夾繼承您指定的資料夾許可權，可選擇核取
方塊 用此處適用於子物件的項目代替所有子物件上的許可權項目。



更改或移除一組或一個用戶的許可權，可在組或用戶名稱列表裡點按所需名稱。如
果該組或用戶不在組或用戶名稱列表裡，可從位於清單上面的功能表裡選擇所需使
用者或組並點 ：此時該用戶/組將出現在“組或用戶名”列表中。選擇該用戶/組。
允許或否認所需組/用戶使用權限，可選擇許可權相對應的允許或拒絕核取方塊，
列舉在許可權針對<user/group name>下。如果允許或否認欄裡的核取方塊顯示為灰
色，表示相應的許可權從父資料夾繼承。



若要拒絕從父資料夾繼承的許可權，可在拒絕下選擇所需核取方塊。這將替代該文
件/資料夾所繼承的許可權。

網站與網域名稱

91



若要允許從拒絕的父資料夾繼承的許可權，可清除允許從父資料夾繼承的許可權傳
遞給該物件或所有子物件包括那些在此明確定義的項目”核取方塊：這樣將刪除這
些繼承的許可權。然後在允許與拒絕下選擇所需核取方塊。



移除一個組或用戶的存取權限，可在 Group or user names 列表裡選擇所需名稱並點
按靠近名稱的圖示 。

5. 如果您需要對許可權進行高級調整，可點按高級按鈕，然後進行下面操作：


要為組或用戶創建許可權項，請選擇“組或用戶名”下拉清單中的相應名稱，然後按
一下 。



若要設定或更改一個組或用戶對檔/資料夾的許可權，可在 Group or user names 列表
裡選擇所需名稱，並選擇許可權相對應的允許與拒絕核取方塊，許可權列於許可權
針對於<user/group name>下。



要為組或用戶刪除許可權項，請選擇“組或用戶名”下拉清單中的相應名稱，然後按
一下 。



若要設定資料夾子物件如許可權針對於<user/group name>所定義的繼承權限，可選
擇用此處適用於子物件的項目代替所有子物件的許可權項目核取方塊，然後在適用
於與必須繼承權限的物件相對應的清單裡選擇核取方塊。

6.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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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 對內容的限制訪問
如果網站中有一些僅供授權使用者查看的目錄，則應用密碼保護限制對這些目錄的訪問。

 使用密碼保護您網站上的一個目錄並指定授權使用者：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密碼保護的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按一下“添加受保護目錄”。
4. 在目錄名稱框裡，指定您需用密碼保護的目錄的路徑。
該目錄可以是網站中現有的任意目錄，例如：/private。如果您還未創建需要保護
的目錄，可指定路徑與目錄名稱 – 面板可為您創建。

5. 如果您正使用基於Linux的帳號，您也可保護存儲於cgi-bin目錄裡的CGI
腳本。要實現此操作，可保留 ‘/’ 於目錄名稱框裡，並選擇cgi-bin核取方塊。
6. 在被保護區域的標題框裡，輸入資源描述或訪問被保護區域的使用者能夠看
到的歡迎資訊。
7. 按一下“確定”。您指定的目錄將會受到保護。
8. 要添加授權使用者，請按一下“添加用戶”。
9. 指定用於訪問受保護區域的登入名和密碼。密碼長度應為5到14個字元。
按一下“確定”。

 要添加允許訪問受保護目錄的授權使用者，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密碼保護的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按一下您所需的目錄名。
4. 按一下“添加使用者”圖示。
5. 指定用於訪問受保護區域的登入名和密碼。密碼長度應為5到14個字元。
6. 按一下“確定”。

 要為授權使用者更改訪問受保護目錄所需的密碼，請執行下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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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密碼保護的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按一下您所需的目錄名。打開一個授權使用者列表。
4. 按一下用戶名。
5. 指定新密碼，並重新鍵入新密碼進行確認。
6. 按一下“確定”。

 要刪除使用者訪問受保護目錄的許可權，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密碼保護的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按一下您所需的目錄名。打開一個授權使用者列表。
4. 選擇用戶名稱對應的核取方塊。
5. 按一下“刪除”。確認操作並按一下“確定”。

 要刪除密碼保護並將資源公開，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密碼保護的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選擇您需移除保護的目錄的名稱對應的核取方塊。
4. 按一下移除保護。密碼保護將被刪除，而目錄內容也將公開，再無任何限
制。

94

網站與網域名稱

預覽網站
您購買網域名稱後，需要一段時間進行註冊。推遲的原因是網域名稱伺服器會定期更新他
們的區域資訊。因此，直到素有的網域名稱伺服器獲取了有關您區域的資訊，您才可通過
其網域名稱訪問您的網站。不過，您總可以在網域名稱傳播的過程中使用網站 & 網域名
稱選項卡訪問您的網站。
在網域名稱傳播過程中其他人也看訪問您的網站。為了實現此功能，Panel 會以一個提供
商網站的一個子網域名稱形式進行註冊。例如，如果您的網站是 my-domain.tld 且提供商
已經在 provider-domain.tld 上配置了預覽服務，您就可在
my-domain.tld.192-0-2-12.provider-domain.tld 上訪問您的網站。此處的 192-0-2-12 是
點號由破折號替代的網站 IP 地址。
注意：如果您在網站 & 網域名稱頁面上沒有網站預覽按鈕，可聯繫您的主機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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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站應用程式
您可通過使用不同的 web 應用程式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您的網站功能。把應用程式安裝在
一個網站上可執行很多個任務。如果您是個人用戶，您可，例如，通過博客或線上存儲您
的媒體檔來實現。公司機構則可通過電子商務或 CRM web 應用程式把部分業務實現線上
執行。所有這些來自控制台的應用程式都可安裝，應用程式 標籤。
可用應用程式清單由您的主機方案進行管理規範。例如，只包括免費應用程式或者根本不
包含任何應用程式。瞭解可用應用程式的相關資訊，可與您的主機供應商聯繫。
應用程式類型
有兩種類型的 web 應用程式：


直接安裝在網站上的應用程式（如，WordPress 博客平臺或 Joomla! 內容管理系統）。



安裝於外部伺服器並由協力廠商提供的應用程式。

不管安裝類型如何，應用程式都可分為 免費 或 商業 兩種。商業應用程式需要您提供許
可證金鑰才能使用，並在 應用程式 標籤中伴有 現在購買 按鈕而非 現在安裝 按鈕。如
果您決定使用商業應用程式，請閱讀 管理商業應用程式許可證 部分 (P 99) 熟悉如何獲
取並管理應用程式許可證。
應用程式安裝與維護
安裝過程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術。您只需填寫應用程式設定（如管理員認證），Panel 就可
為您安裝應用程式。更新應用程式到 Panel 裡或從其中移除，進一步的應用程式管理也很
簡單。而且，您能夠存取控制面板上顯示的一些功能（無需登入一個應用程式）。例如，
您可從控制台添加 SugarCRM 使用者帳戶。部分此類功能是一項應用程式能夠提供給客
戶的服務。
您安裝好應用程式後，您可授予輔助使用者訪問該應用程式的許可權。如要瞭解應用程式
的管理，可查看管理應用程式小節。
應用程式資料庫
如果應用程式需要資料庫，Panel 會在安裝應用程式的過程中自動創建一個資料庫。要創
建資料庫，Panel 會使用 應用程式資料庫設定，您可以在安裝應用程式時在 主要配置 部
分對其進行更改（顯示所有設定 連結）。


資料庫名稱和應用程式將存儲資料庫的資料庫伺服器。



Panel 將用於訪問應用程式資料庫的資料庫使用者驗證憑據。這便於應用可訪問所有
資料庫的單個資料庫使用者。這樣，在安裝應用程式時您就可以創建一個全域用戶帳
戶並指定該帳戶。要瞭解更多，請參閱 管理資料庫使用者帳戶 (P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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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已經超過了訂閱允許的資料庫數量上限，新的應用程式就不會創建新的資料
庫。相反，它會添加表格到現有的資料庫中，並添加 首碼 到表格名稱中。首碼方便您
辨識不同應用程式的表格。例如，Wordpress 應用程式將會添加 “wpress_” 首碼到表格
名稱。
訪問應用程式。
可通過調整許可權設定您的應用程式對某些輔助使用者可用。一旦您允許一個使用者訪問
一個應用程式，進入該應用程式的連結就會出現在他們的首頁面上。注意您可把對應用程
式的存取權限僅限於使用者群組，因此您還應該修改現存群組的許可權，或創建新的群
組，然後分配用戶給該群組。有關訪問應用程式的詳情，可參閱授權輔助使用者訪問應用
程式 (P 97)。
Panel 裡的應用程式管理員預設為一個擁有所有者角色的用戶。該用戶不僅可從首頁訪問
應用程式還可安裝與管理一個訂閱裡的應用程式。應用程式選項卡裡可找到各個管理工
具，但只有應用程式管理員才能使用。您可授權其他訂閱用戶訪問這些工具。有關此操作
的詳情，可參閱授權輔助使用者訪問應用程式 (P 97)。
應用程式與輔助使用者帳戶
一些應用程式可讓您直接在 Panel 裡創建並管理用戶帳號。例如，SugarCRM 應用程式
能夠讓您在不登入應用程式的情況下添加 SugarCRM 使用者。所有帶有“帳戶服務”的應用
程式都可把他們的帳戶與 Panel 訂閱的用戶（輔助用戶）建立關聯。如要執行此類關聯，
您需要授權輔助使用者訪問帳戶服務（如您授權他們訪問應用程式一樣）。瞭解帳戶關聯
的詳情，可參閱連結應用程式與輔助使用者 (P 98)用戶帳戶。
您可直接在控制台裡安裝、配置、更新與移除應用程式。

本節內容
配置應用程式..................................................................................................... 97
授權輔助使用者訪問應用程式 ............................................................................ 97
連結應用程式與輔助使用者帳戶 ........................................................................ 98
上傳已安裝的應用程式 ...................................................................................... 99
管理商業應用程式許可證 ................................................................................... 99

網站與網域名稱

97

配置應用程式
所有應用程式一般都會允許在控制台裡直接進行主要參數的配置。您可通過選擇應用程式
> 管理已安裝的應用程式的清單裡應用程式來訪問應用程式設定。您選擇一個應用程式後
，可進行以下配置：


常規設定。
這些是應用程式的基礎設定（如管理員密碼），可在更改設定裡進行更改。



服務設定。
如果一個應用程式可向 Panel 通過服務的方式提供了部分功能，那麼您可對這些功能
進行配置。如，SugarCRM 能夠讓您創建使用者帳戶並在控制台裡以一項服務提供該
功能。在可提供的服務裡選擇了該服務後，您可查看所有的應用程式使用者帳戶並創
建新的使用者帳戶。
對於一些應用程式，您可把應用程式帳戶與輔助使用者帳戶建立關聯。瞭解帳戶關聯
的詳情，可參閱連結應用程式與輔助使用者 (P 98)用戶帳戶。

授權輔助使用者訪問應用程式
一個應用程式安裝後，預設只有所有者角色的使用者才能訪問該應用程式。如要允許其他
訂閱使用者訪問該應用程式：


可在用戶 > 用戶角色裡授權某個用戶群組訪問該應用程式。



必須把您選擇的用戶添加到該群組裡。

一旦您允許一個使用者訪問一個應用程式，進入該應用程式的連結就會出現在他們的首頁
面上。
應用程式管理員預設是一個擁有所有者角色的訂閱用戶。該用戶不僅可從首頁訪問應用程
式還可安裝與管理一個訂閱裡的應用程式。因此，他們的介面還有其他的應用程式選項
卡。您可通過授予安裝與管理應用程式許可權到他們的角色（用戶 > 用戶角色）裡來向
其他訂閱用戶提供同樣的管理許可權。這給予了用戶完全的管理訪問訂閱內 所有應用程
式的許可權。除了管理員，擁有該許可權的用戶可通過控制台裡的應用程式選項卡安裝、
配置、更新與移除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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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應用程式與輔助使用者帳戶
一些應用程式可讓您創建並管理使用者帳戶而無需登入該應用程式。如果一個應用程式可
提供此類帳戶服務，您可連結 Panel 訂閱的使用者與應用程式裡的帳戶。如要執行此關聯
：
1. 組織使用者進入某個群組（用戶 > 用戶角色）。
2. 授權一個群組許可權：


公共訪問。
如被授權，該群組的所有用戶都可通過首頁上的連結訪問該應用程式。



個人訪問。
如被允許，該應用程式將自動為該群組的所有用戶創建帳戶。之後，用戶的首頁將
包含允許登入應用程式裡個人帳戶的其他連結。注意如果您拒絕個人訪問許可權，
該應用程式將自動移除與該群組建立關聯的所有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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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已安裝的應用程式
您的服務商一般會負責應用程式更新維護。如果有更新，您的提供商會提供給您，或你可
以自己獲取。如果您想要查看新版本並決定是否更新應用程式或保持原版本，請注意這些
更新連結在應用程式 > 管理已安裝的應用程式裡。

管理商業應用程式許可證
如果您決定在控制台中購買應用程式許可證，可在 應用程式 標籤上的相應按鈕，您將會
被轉發至 市場，這就是你完成訂單的線上商店。事實上這不只是一個商店，而且還包括
其 web 介面，能夠説明您使用許可證執行各種操作。例如，從該 web 介面，您可以更新
許可證，取消該許可證，更改您的支付方式等。該部分解釋了如何執行這些操作。
市場基礎
當您在市場中訂購第一個許可證的時候，該市場會為您創建一個帳戶。該帳戶包含了您自
己的個人和財務資訊；如果您登入該帳戶下的市場，您將能夠使用許可證執行各種操作。
您在市場中每次結帳成功後，就會生成一個訂單。這是列舉您訂購項的文檔。市場會給訂
單分派不同的狀態。這些狀態會顯示您購買的當前狀態 - 包括未支付的、取消的或成功
交付的。
市場和 Panel 共用服務方案業務模式。在市場中，每個應用程式都由獨立服務方案呈現，
而當您訂購應用程式許可證時，您就是訂閱當中的一個服務方案。也就是說，每個許可證
都會在 web 介面中以訂閱的方式顯示。例如，如果你要查看許可證價格、條款或到期日，
您應打開相應的訂閱。
如何獲取授權檔案或金鑰
您訂購許可證並支付後，市場會給您發送帶有該授權檔案或金鑰的郵件。我們建議您把該
資訊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因為無法再次申請該金鑰資訊或無法從 web 介面對其進行查看。
如果您沒有收到含有授權檔案或金鑰的郵件，請進入https://support.parallels.com/ 聯繫
我們 。
可用操作
你可執行的操作分為三組：


用戶帳戶的操作.這些操作包括查看和修改您的個人資訊和偏好設定以及對您使用者
帳戶的密碼。



支付和支付方式的操作 這組操作包括信用卡、支付和訂單的操作。



訂閱的操作 使用訂閱去獲取新許可證，獲得有關現有許可證的資訊，以及查看某個訂
閱的訂閱更新的方式。

進一步瞭解該部分中子部分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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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帳戶。
提供您的郵件帳戶，您可以執行如下操作：
查看並更您的帳戶資訊
系統會使用您的帳戶資訊給發票添加您的個人和財務詳情。如果您有必要更新此資訊，可打開
導航功能表的 我的聯繫資訊 子功能表並選擇 帳戶資訊。

查看並更改您的個人資訊
您的個人資訊大部分會複製帳戶資訊。不會出現在財務資訊中，但是一些服務會把該資訊用作
技術聯繫詳情。例如，可以通過市場訂購網域名稱，如果您進行此操作，市場會把您的個人資
訊（作為技術聯繫資訊）發送給網域名稱註冊商。
要查看使用者個人資訊，請打開左邊面板的 我的聯繫資訊 > 個人資訊 功能表。在此處您還可
以編輯您的個人資訊並更改進入市場帳戶的密碼。。

配置郵件通知
有關不同事件的郵件通知會發送至您的帳戶聯繫郵寄地址。一共有多個目錄。例如，訂閱續訂
和到期、您的信用卡到期，等等。您可以為每組資訊選擇資訊格式並可決定是否發送某些資訊。
要配置接收的資訊類型，可打開 我的聯繫資訊 > 通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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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和支付方式
此部分描述了市場中支援的各種支付和信用卡操作。
註冊信用卡
在把信用卡用於線上支付之前，需要在市場中註冊該信用卡。要註冊信用卡，請打開 計費管理
> 我的財務資訊 > 支付方式 並點按相應的按鈕。
配置自動支付
您可分配一個註冊的信用卡用於自動支付訂單。這樣您就無需手動支付每個訂單。如果您分配
一種支付方式用於自動支付，之前預設的支付方式會自動取消。因此，只有一種支付方式可用
於自動支付。
要打開信用卡的自動支付功能，請進入 計費管理 > 我的財務資訊 > 支付方式，點按該信用卡
的 ID 或 類型，最後在信用卡屬性螢幕中啟用自動支付。
進行支付
要添加新支付事件，請打開 dashboard 上的 計費管理 > 新支付 連結。添加新支付嚮導開始。
在螢幕上會出現待處理單據。如果沒有待處理單據，可點按 取消 完成嚮導。否則，需要通過
提供支付設定來完成嚮導流程。
查看 打開狀態 的訂單
那你可以在 計費管理 > 我的財務資訊 > 打開狀態的訂單 子功能表中查看打開狀態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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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
市場會給您一個管理訂閱（許可證）的功能強大且全面的機制，讓您輕鬆執行以下操作：
購買訂閱
如果您想要再購買應用程式許可證或市場提供的其它服務，您無需進入控制台即可實現。市場
的 web 介面包括所有用於購買的工具。要開始訂閱訂購嚮導，請打開 計費管理 > 訂閱管理 並
點按 購買新訂閱。
手動續費更新訂閱
如果您沒有配置自動續費更新功能，您將需要手動進行續費更新，不然過期。接下來會在此小
節提供自動續費更新設定的說明。要手動續費更新訂閱，請打開 計費管理 > 訂閱管理 > 續費
更新訂閱 並更加嚮導步驟操作。
自動續費更新訂閱
配置訂閱啟用自動續費更新將會幫助您及時續費訂閱。要允許自動續費更新，請打開 計費管理
> 訂閱管理 > 續費更新訂閱，點按您要打開該選項的訂閱，並點按 打開自動續費更新選項。
清除可取消自動續費更新的選項。
取消訂閱
取消訂閱會導致訂閱服務的終止並予以相應退款。要取消訂閱，請打開 計費管理 > 訂閱管理 >
續費更新訂閱，點按您想要取消的訂閱，並通過點按 取消訂閱 來開始取消嚮導。

（高級）保證網站安全
本節內容
使用 SSL 證書保證連接安全 .............................................................................. 104
保護網站不受熱連結入侵 (Windows)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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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SL 證書保證連接安全
如果您的網站傳輸私人資料，如訪問者信用卡號，我們建議您在該網站上使用 SSL 安全通道。
要設定此類通道，請為您的網站購買 SSL 證書。
SSL 證書不僅用於在互聯網上創建安全通信通道還可以用於驗證網站的身份。當用戶訪問您的
安全線上商店時，則會注意到您的網站保護所有個人資訊，如信用卡號，並都通過安全管道進
行傳送。
SSL 證書由特定的機構發行 - SSL 證書提供商。但是一些主機提供商允許客戶直接從 Panel 購
買 SSL 證書。
購買 SSL 證書
根據不同的主機提供商，您可以有以下方式購買 SSL 證書：


從 Panel 訂購 SSL 證書.如果您的提供商配置了相應的 Panel 設定即可通過此方式購買。通
過從 Panel 購買 SSL 證書的連結您既可以從提供商的線上商店購買也可以從 Parallels 在
MyPlesk 店中購買。要瞭解如何從 Panel 訂購 SSL 證書，可查看小節 通過 Panel 購買 SSL
證書 (P 105)。



從您喜歡的提供商購買 SSL 證書 這樣，您需要在 Panel 中為您的網站創建一個 證書簽名
請求 (CSR) 並提交該申請到 SSL 證書提供商。要瞭解如何創建此類申請購買證書，請參閱
小節 生成證書簽名請求 (P 106).

保證網站的安全
您為您的網站獲取證書後，您應使用該證書保證與您網站的連接安全。保證網站的安全 (P 107)
小節中會闡述如何進行操作。

使用共用的 SSL 證書保證網站的安全
在 Windows 系統上，您可以無需自己購買 SSL 證書來保證網站的安全。如果您的主機提供商
提供 共用 SSL 證書 才可使用該功能。小節 使用共用 SSL 證書 (Windows) (P 108) 會闡述如何
使用 SSL 證書來保證網站的安全。

本節內容
通過 Panel 購買 SSL 證書 .................................................................................. 105
生成證書簽名請求.............................................................................................. 106
保證網站的安全 ................................................................................................. 107
使用共用的 SSL 證書 (Windows).......................................................................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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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Panel 購買 SSL 證書
Panel 中用於購買 SSL 證書的連結能夠讓您從提供商購買證書（如果提供商提供此服務）或從
Parallels 在 MyPlesk 店 中購買。這些連結是否可用取決於您的提供商。

 要通過 Panel 購買 SSL 證書：
1. 打開控制台中相應的訂閱
2. 進入 網站 & 域 > 保證您的網頁的安全。
3. 按一下“添加SSL證書”。
4. 指定下列證書參數：


證書名稱.這將有助您確認庫中的證書。



加密級別.選擇您 SSL 證書的加密級別。我們推薦您選擇大於 1024 位的值。



您的地址與機構名稱.您輸入的值的長度不應大於 64 個符號。



您需要購買一個 SSL 證書的網域名稱。 此為完全合格的網站名稱。示例：
your-domain.com.



網站管理員的郵箱地址.

5. 請確保提供的所有資訊的正確性和準確性，因為這些資訊將用於生成私密金鑰。
6. 按一下“購買SSL證書”。
7. 完成線上購買SSL證書的步驟後你就會通過郵件收到SSL證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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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證書簽名請求
如果您的主機提供商不允許通過 Panel 購買 SSL 證書，您可創建證書簽名請求並提交給 SSL
證書提供商。該提供商將會基於此請求為您的網站生成一個 SSL 證書。

 要生成證書簽名請求：
1. 打開控制台中相應的訂閱
2. 進入 網站 & 域 > 保證您的網頁的安全。
3. 按一下“添加SSL證書”。
4. 指定下列證書參數：


證書名稱.這將有助您確認庫中的證書。



加密級別.選擇您 SSL 證書的加密級別。我們推薦您選擇大於 1024 位的值。



您的地址與機構名稱.您輸入的值的長度不應大於 64 個符號。



您需要購買一個 SSL 證書的網域名稱。 此為完全合格的網站名稱。示例：
your-domain.com.



網站管理員的郵箱地址.

5. 請確保提供的所有資訊的正確性和準確性，因為這些資訊將用於生成私密金鑰。
6. 按一下“請求”。Panel將會生成您的金鑰和證書簽名請求並添加至您的證書庫（網
站 & 域 >保證您網站的安全）。
7. 在證書列表中，按一下您所需的證書名稱。
8. 找到頁面上的CSR區域，複製以-----BEGIN CERTIFICATE REQUEST-----開頭並以
-----END CERTIFICATE REQUEST-----結束的文本到剪貼板中
9. 訪問您購買SSL證書的證書頒發網站，並點按網站上的連結開始訂購證書。當
系統提示您指定CSR文本時，請將該剪貼板上的資料貼上到線上表單中，並按
一下“繼續”。憑證授權將會根據您提供的資訊創建SSL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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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網站的安全
您收到 SSL 證書後，就可通過該證書保證您網站的安全。

 要使用 SSL 證書保證網站的安全：
1. 登入控制台並選擇包含您想要保證安全的網站的訂閱（在螢幕頂部的 訂閱 功
能表中操作）。
2. 進入選定訂閱的SSL證書庫 (網站 & 網域名稱選項卡 >保護您的網站安全)。
3. 上傳SSL證書：按一下頁面中間的“流覽”按鈕，導航至保存證書的位置。選擇證
書，並按一下“發送文件”。
系統將使用相應私密金鑰上傳和安裝證書。

4. 若要在網站上安裝證書，返回網站 & 域標籤，並點按您需要保證安全的網站的
網域名稱。
5. 若要啟用SSL保護，可選擇啟用SSL支援核取方塊。
6. 從SSL證書功能表裡，選擇您的SSL證書然後點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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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共用的 SSL 證書 (Windows)
如果您的託管服務供應商為安全訪問網站提供共用 SSL，您可無需購買自己的 SSL 證書而打開
SSL 加密。

 使用與您的供應商共用的 SSL 證書來保證安全連接至一個網站：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共用SSL（在高級操作組裡）。
3. 點按您需暫停的網站網域名稱。
4. 選中“啟用共用SSL”核取方塊。
5. 在相應的輸入欄位中制定虛擬目錄名稱。使用提供的名稱的虛擬目錄將在有共
用SSL證書的域下創建（稱為主SSL域）。您可以使用它通過SSL訪問您的網站。
例如，假設您有一個網域名稱為 mydomain.com，主 SSL 域定義為
master_ssl_domain.com，您提供的虛擬目錄名稱為 my_virtual_dir。在這種情況下，
若要通過 SSL 訪問您的網站，您需要使用下列位址：
https://master_ssl_domain.com/my_virtual_dir。
注意：如果您正使用共用 SSL，您將無法使用網站名稱（示例：mydomain.com）通過 SSL
訪問網站。

6. 選擇在您網站下受保護內容位於的目錄。只能通過SSL訪問指定目錄內的文檔。
7. 若要設定只能通過SSL訪問您的域，可選擇核取方塊設定只能通過安全連接訪問
該網站。
8.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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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網站不受熱連結入侵 (Windows)
盜鏈（也稱檔榨取、遠端連結、直接連結、頻寬盜取或頻寬欺詐）用於描述一種情況，一個域
擁有者的網頁直接連結至其他域擁有者網頁上的圖像（或其他多媒體檔）。如果您的網站被盜
鏈，您就有可能面臨超出頻寬使用限制的問題。

 防止網站被盜鏈：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盜鏈防護（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按一下“啟用”來啟用盜鏈防護功能。
4. 在受保護的檔副檔名欄位裡指定您需盜鏈防護的檔副檔名（例如jpg、bmp等
等）。當列出多個檔副檔名時，請使用空格將它們隔開。
5. 如果您需允許直接連結至您某個網站的檔，可輸入網站位址至友好網站位址欄
位，然後點按添加。
6. 按一下“確定”。

（高級）擴展網站管理
Panel 為高級的用戶提供了一系列在網站與網域名稱上的操作：使用協力廠商應用程式與服務，
調整一些系統服務，等等。此部分包含了所有操作的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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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預備網站
如果您有一個正式網站並打算對網站進行主要的更改，可考慮創建一個預備網站 — 您方便更
新並在網站成為正式網站之前利於測試的伺服器上的獨立的位址。
建議您以下面的方式運行臨時網站：
1. 決定您託管開發網站並準備開發環境的地址。您可以選擇在同一個網站空間及同一個伺服器
上的不同網站空間託管該網站，或者上傳該網站至其他伺服器的 FTP 帳號。
如果您選擇同一個網站空間，您需先通過添加一個域或子域來創建一個新的網站。
2. （可選步驟。）如果您在面板裡的帳號下創建您的開發環境而且您的正式網站有通過面板安
裝的 APS 應用程式（在應用程式標籤上），可在與您正式網站同一個子目錄的開發環境裡
安裝所需的應用程式。此步驟是可選擇的；然而，此步驟可幫您避免在應用程式腳本裡手動
更改資料庫連接設定。
3. 創建該網站的副本並置於臨時環境裡。
4. 創建網站使用的資料庫的副本並在臨時環境裡進行部署。
5. 更改腳本裡資料庫連接設定並指向臨時環境的資料庫。
6. （可選步驟。）完全的 APS 應用程式設定。轉入您開發網站的應用程式標籤，在已安裝的
應用程式清單裡找到該應用程式，打開其設定螢幕並重新保存參數。使用此應用程式，APS
腳本停止指向正式資料庫而重新連接此應用程式至資料庫副本。如果您的正式網站有通過面
板安裝的 APS 應用程式而且您執行當前指令的第 2 步，此步驟是必須的。
7. 在臨時環境裡對網站副本進行所需的更改，並對其進行測試以保證一切正常運行。
8. 發佈更新的網站。實現方式是正式網站的文檔根指向預備網站位置。

 為臨時使用而創建一個網站：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2. 點按添加新域或添加新子域。
建議您臨時使用一個子域。

3. 可參照添加域 (P 61)或添加子域 (P 63)進行。
如果您不希望網路使用者訪問您的預備網站，可不以網域名稱註冊者註冊新添加的網域名稱或
子網域名稱，或使用.htaccess 檔（Linux 主機上）限制對該網站的訪問。

 創建網站檔的副本：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2. 點按網站複製（在高級操作組裡）
3. 如果您有多個網站，可選擇您需要的一個網站並點按管理。
4. 複製網站檔至現存網站的文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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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選擇選項面板裡的網站。
b. 從網站名稱功能表裡選擇目標網站。
c. 指定對已存在於目的目錄裡的檔的操作。
5. 複製網站檔至此伺服器或其他伺服器上的FTP帳號：
a. 選擇選項FTP存儲。
b. 指定伺服器的主機名稱與連接至FTP帳號的認證。
c. 在FTP連接方式欄位裡，選擇主動模式選項。如果面板連接至外部FTP帳
號失敗，可在此選擇被動模式選項。
6. 按一下“確定”。
如果該網站使用運行一個資料庫的腳本，可複製該資料庫至臨時環境。


如果該資料庫託管於 Panel 10 管理的同一個伺服器上，可使用下面步驟進行複製。



如果託管該資料庫的伺服器不受 Panel 10 管理，可使用 mysqldump 工具導入該資料庫，
移動由此產生的資料轉儲檔至臨時環境並對其進行部署。修改臨時環境裡的網站腳本説明連
接至複製的資料庫。

 創建面板管理的伺服器上的資料庫的副本：
1. 轉到網站 & 域標籤 > 資料庫 > 資料庫名稱。
2. 點按創建一個副本。
3. 指定下列內容：


目的資料庫伺服器。您可以選擇同一個面板管理的資料庫伺服器，或位於其他位址的資
料庫伺服器。對於一個外部資料庫伺服器，您需指定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與訪問身份認
證：被授權創建新的資料庫與資料庫表的資料庫管理系統使用者的用戶名與密碼。



目的資料庫。您可選擇創建一個新的資料庫或複製資料至現有資料庫。



創建一個完整的副本。選擇複製資料庫結構與所有資料。

4. 按一下“確定”。
將在目的伺服器上部署資料庫副本。

5. 修改臨時環境裡的網站腳本説明連接至複製的資料庫。
當臨時環境裡的網站副本被更新並準備上線時，可如下麵步驟發佈該網站。

 發佈已更新的網站至正式環境：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2. 在網域名稱列表裡，找到您正式網站的地址並點按該地址。
3. 在文檔根框裡，指定預備網站的文檔根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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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確定”。
此操作將可允許您正式網站位址的訪問者對預備網站位址的更新網站副本進行訪問。

創建手機網站
您的服務計畫可能包括創建在手機網站上查看的優化網站副本。這些副本通過外部通用手機線
上服務託管。
重要說明：在 Panel 10.4 中，如果客戶從 應用程式 標籤中訂購了 Unity Express，系統可
能會誤認為是 Unity One。如果面臨此問題，我們建議您移除使用 Unity One 創建的網站並
創建一個新網站來獲取 Unity Express。

 若要創建優化網站副本以在手機設備上查看，或創建一個新的手機網站：
1. 轉到網站 & 域標籤 > 手機網站。
2. 按一下相應的創建手機網站連接。
3. 指定該手機網站的地址。
如果您的網站可訪問，例如，網域名稱為 example.com，您可輸入一個如 mobile 的首碼，
然後優化的網站副本將可以位址 mobile.example.com 進行訪問。

4. 按一下“確定”。
5. 點按編輯網站內容。通用手機網站在新的視窗或標籤打開，您在自己的帳號下可
登入。
6. 在從web部分導入裡顯示您主網站的網域名稱，點按按鈕
7. 根據螢幕上的說明完成網站導入嚮導。
手機網站創建後，您可添加一個連結至你的主網站。
現在您可使用面板裡的連結在手機網站上執行下麵操作：


打開網站編輯器。



移除手機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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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自訂錯誤頁面
當 web 伺服器無法找到訪問者所要求的網站頁面，web 伺服器會產生並使用標準的 HTML 頁面
顯示錯誤消息。您也許需要創建您自己的錯誤頁面並應用於您的網站或個人虛擬目錄。下列錯
誤資訊是最常被自訂的錯誤資訊：


400 錯誤的檔請求通常說明使用的 URL 語法錯誤（例如，把小寫字母寫成大寫字母或使用
了錯誤的標點符號）。



401 未授權。伺服器從用戶端尋找某些加密金鑰，但未得到。也有可能是輸入的密碼錯誤。



403 禁止/拒絕訪問。類似於 401; 訪問此網站需要特殊許可權 – 如果是註冊問題可以是密
碼或用戶名。



404 未找到。伺服器無法找到所請求的檔。檔已移動或刪除，或輸入的 URL 或文檔名稱有
誤。這是最常見的錯誤。



500 內部伺服器錯誤。因伺服器配置問題無法獲取 HTML 文檔。



503 服務暫時無法使用因維護此網站暫時無法使用。

本節內容
在 Windows 伺服器上設定自訂錯誤頁面 ............................................................ 114
在 Linux 伺服器上設定自訂錯誤頁面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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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伺服器上設定自訂錯誤頁面
 若要配置 web 伺服器以顯示網站或網站內目錄的自訂錯誤頁面：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打開自訂錯誤文檔支援。
a. 轉入網站 & 域標籤並在域列表裡，點按您需要的網域名稱。
b. 選擇自訂錯誤文檔核取方塊。
c. 按一下“確定”。
3.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虛擬目錄查看根web目錄的錯誤文檔清單。位於此處的錯
誤文檔用於所需網站的所有網頁。如果你需為指定的虛擬目錄定制化錯誤頁
面，可導航至該目錄。
4. 按一下“錯誤文檔”選項卡，並按一下清單中所需錯誤文檔。


要為該錯誤頁面使用 IIS 提供的預設文檔，請選擇“類型”功能表下的“默認”。



使用已經存在於域的虛擬主機目錄的 error_docs 目錄裡的自訂 HTML 文檔，可選擇
檔位於類型選單並在位置裡指定檔案名。



使用位於一個目錄而不是域上的 error_docs 裡的自訂文檔，可選擇 URL 位於類型功
能表並輸入到位置裡您的文檔的路徑。此路徑需與虛擬主機根相對（也就是，
<vhosts>\<domain>\httpdocs）。
例如，您已創建檔“forbidden_403_1.html”且將其保存在“httpdocs”下的
“my_errors”目錄。使用作為錯誤文檔的檔，您需輸入下面路徑至位置欄位：
/my_errors/forbidden_403_1.html.

注意：您可使通過面板裡的 FTP 或檔案管理員的連接上傳您的自訂錯誤文檔至伺服器。預
設情況下，所有錯誤文檔都位於 /vhosts/your-domain.com/error_docs/ 目錄（預
設情況下，位於 C:\InetPub）。

5. Web伺服器重啟後，即將開始使用您的錯誤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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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伺服器上設定自訂錯誤頁面
 配置 web 伺服器以顯示網站的自訂錯誤頁面：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打開自訂錯誤文檔支援。
a. 轉入網站 & 域標籤並在域列表裡，點按您需要的網域名稱。
b. 選擇自訂錯誤文檔核取方塊。
c. 按一下“確定”。
3. 連接至您的FTP帳號，轉入error_docs目錄。
4. 編輯或替換相應的檔。請確定保留正確的檔案名：


400 錯誤的檔請求 — bad_request.html



401 未授權 － unauthorized.html



403 禁止/拒絕訪問 － forbidden.html



404 未找到 —not_found.html



405 方式不允許 - method_not_allowed.html



406 不接受 - not_acceptable.html



407 代理認證需要 - proxy_authentication_required.html



412 預置條件失敗 - precondition_failed.html



414 請求 URI 過長 - request-uri_too_long.html



415 不支援媒體類型 - unsupported_media_type.html



500 內部伺服器錯誤 － internal_server_error.html



501 未執行 - not_implemented.html



502 錯誤閘道 - bad_gateway.html



503 服務暫時無法使用 - maintenance.html

重啟後，web 伺服器將在數小時之後使用您的錯誤文檔啟動。

添加域轉發器
您可創建一個新的網域名稱或配置現存網域名稱，重定向訪問者至其他網站。

 添加一個新域轉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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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按一下“添加網站”。
4. 指定下列內容：
a. 在網域名稱框裡，輸入您以服務供應商或網域名稱註冊公司註冊的網域
名稱。
b. 在DNS伺服器配置下，選擇選項保留主DNS區在此伺服器上。
c. 在託管類型下，選擇轉發選項。
d. 在目標位址框裡，輸入您將要重定向的網路位址。
e. 在轉發類型下，選擇您需要轉發的類型。使用標準的轉發，用戶被重定
向一個網站，該網站的實際位址將在使用者的瀏覽器裡顯示，那麼使用
者可知道自己已被重定向其他地址。使用幀轉發，用戶被重定向一個網
站但卻不知道自己已在其他位址，因此幀轉發應該是首選。
5. 按一下“確定”。

 配置一個現存域並設定成為一個域轉發器：
1. 轉到網站 & 域標籤 > 網域名稱。
2. 點按更改連結，該連結靠近託管類型欄位。
3. 指定下列內容：
a. 在託管類型下，選擇轉發選項。
b. 在目標位址框裡，輸入您將要重定向的網路位址。
c. 在轉發類型下，選擇您需要轉發的類型。使用標準的轉發，用戶被重定
向一個網站，該網站的實際位址將在使用者的瀏覽器裡顯示，那麼使用
者可知道自己已被重定向其他地址。使用幀轉發，用戶被重定向一個網
站但卻不知道自己已在其他位址，因此幀轉發應該是首選。
4.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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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oogle Services
使用面板裡的連接，您可生成代碼插入一個自訂 Google 搜尋引擎至您的網站，通過網站管理員
工具區域提交您的網站至 Google，參加 AdSense 專案，嵌入 YouTube 視頻、Google 翻譯服
務或其它的 Google 產品至您的網站。
Google 自訂搜尋是 Google 提供的搜尋引擎。它將搜尋功能添加到網站，並允許您將網站外觀
應用到搜尋結果頁面。它可供個人網站和非贏利組織網站免費使用。企業網站可以使用顯示
Google 廣告的自訂搜尋引擎，或購買 Google Site Search 服務，起始價每年 $100 美元。若要
瞭解有關 Google Site Search 和當前定價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http://www.google.com/sitesearch。
Google 網站站長工具允許網站站長將網站提交給 Google，並查看搜尋統計。若要瞭解有關網
站站長工具的更多資訊，請訪問http://www.google.com/support/webmasters/?hl=en。
Google AdSense 允許網站站長在其網站上顯示 Google 廣告，並從中獲利。若要瞭解有關
AdSense 的更多資訊，請訪問https://www.google.com/adsense/login/en/。
Google Web Elements 允許網站管理員輕鬆添加他們最喜歡的 Google 產品至網站。以簡單的
剪下、貼上的方式從 Google Friend Connect 嵌入內容，如新聞、地圖、YouTube 視頻與對話
至網頁。若要瞭解更多有關 Google Web Elements 的資訊，可訪問
http://www.google.com/webelements/。
開始使用 Google 服務之前，請先接受 Google 服務條款，然後確認您對網站的所有權。

 若要進行上述確認，請執行下列操作：
1. 轉入首頁標籤或網站 & 域標籤，然後點按網站的Google服務連結。
2. 點按Panel中的相應連結打開並閱讀服務條款文檔。
3. 確認您接受服務條款，可選擇核取方塊並點按確認。
則可以執行下列操作：


提交網站到 Google，並按一下 Google 網站站長工具，提高網站在搜尋結果中的曝光率。



按一下添加新自訂搜尋引擎。



按一下 Google AdSense，參與 AdSense 計畫。



嵌入 Google 產品至您的網站，可點按 Google Web Elements。

 若要提交網站到 Google：
1. 轉入首頁標籤或網站 & 域標籤，然後點按網站的Google服務連結。
2. 按一下Google網站站長工具。
Google 網站站長工具將在新瀏覽器視窗或選項卡中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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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建 網站導覽 並提交至Google，根據
http://www.google.com/support/webmasters/bin/answer.py?hl=en&answer=1
56184裡的說明進行。

 若要添加自訂搜尋引擎到網站：
1. 轉入首頁標籤或網站 & 域標籤，然後點按網站的Google服務連結。
2. 按一下“自訂網站搜尋”。
3. 按一下添加新自訂搜尋引擎。
4. 鍵入搜尋引擎名稱，並選擇所需網站。
5. 選擇確認您接受服務條款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確定。
新搜尋引擎相關記錄添加到 Panel。

6. 點按相應的獲取代碼連結，複製生成的代碼到剪貼板中，並貼到網頁原始程式碼。
自訂搜尋引擎裡的其它連結將説明您執行下面操作：


賺錢。連接自訂搜尋引擎到 Google AdSense 帳戶。當用戶按一下搜尋結果中的廣告時，您
就進錢了。如果您有多個自訂搜尋引擎，您所有的搜尋引擎將自動與同一個 AdSense 帳號
關聯。



管理：管理自訂搜尋引擎。



外觀。調整搜尋框和搜尋結果頁外觀。



升級。升級自訂搜尋引擎到沒有廣告的 Google Site Search。



統計資料。查看網站搜尋報告。



刪除。刪除自訂搜尋引擎。

 若要參與 Google AdSense 計畫：
1. 轉入首頁標籤或網站 & 域標籤，然後點按網站的Google服務連結。
2. 按一下Google AdSense。
3. 按一下Google AdSense帳戶。
4. 填寫所有必填欄位來創建新AdSense帳戶，或選擇現有帳戶，並按一下確定。
內含詳細資訊的確認郵件會發到您的郵箱中。

在您的域下託管個人網頁
您可以在您的 web 伺服器上為不要自己功能變數名稱的用戶託管個人網頁。這些頁面的 web 位
址通常為 http://your-domain.com/~username。

 在您的域下託管個人網頁並創建用於發佈的 FTP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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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Web用戶（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按一下設置。
4. 如果您想要執行嵌入個人網頁的腳本，可選擇允許web用戶使用腳本核取方塊。
5. 按一下確定。
在第 4 步定義的設置適用於所有您託管於您帳號上的個人網頁。因此，您下次創建一個新的
用戶帳號時就無需再執行 3 到 5 的步驟了。

6. 按一下添加Web用戶。
7. 指定用於通過FTP訪問網站空間並發佈網頁的用戶名與密碼。
您在用戶名裡只能使用小寫字母、連字號和底線。用戶名需以字母表字元開頭。它不可以包
含空格。密碼不可含有問號、空格、用戶名，並且需包含 5 到 14 個字元。

8. 如果您需限制網頁內容可使用的磁碟空間容量，可輸入所需值（MB為單位）至
硬碟配額框內。
當查過指定上限時，網頁擁有者將無法添加文件至其網站空間。

9. 指定網頁支援的程式語言。
例如，如果網頁以 PHP 寫入，可選擇 PHP 支持核取方塊。

10. 如果您使用Windows主機帳號，此個人網頁應用程式需使用一個位於
httpdocs目錄根裡的檔資料庫（如Jet），可選擇其他寫入/修改許可權選項。
注意使用該選項將給網站帶來安全隱患。
11. 按一下確定。
現在，您可以告訴用戶您的 FTP 帳戶憑證，以便他們可以發佈 web 頁面。

 要更改 web 頁面持有人的 FTP 密碼，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Web用戶。
2. 按一下您所需的用戶名。
3. 請在新密碼和確認密碼框內鍵入新密碼。
4. 按一下確定。

 要為 web 頁面持有人分配更多的磁碟空間，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Web用戶。
2. 按一下您所需的用戶名。
3. 請在硬碟配額框內鍵入磁碟空間量（以MB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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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確定。

 要同時刪除 web 頁面和此頁面持有人的帳戶，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Web用戶。
2. 選擇您需移除的用戶帳號對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擊移除。
3. 確認刪除操作並按一下確定。

限制頻寬使用與網站連接數量
為避免頻寬的過度使用，保護您的網站以免受拒絕服務攻擊，您可限制網站的頻寬使用與同時
連接的數量。

 限制頻寬使用與到一個網站的連接數量：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頻寬限制（在高級操作組裡）。
3. 選中啟用頻寬限制核取方塊。
4. 在頻寬使用最大值（KB/S）框裡，指定網站可共用所有連接的最大速度（以KB / 每
秒計算）。
5. 選中“啟用連接限制”核取方塊。
6. 在連接限制框裡，指定同時連接至網站的最大量。
7.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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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Microsoft Frontpage 網站(Windows)
Microsoft FrontPage 適用於兩類網站：基於磁片和基於伺服器。簡而言之，基於磁片的網站是
您在本地硬碟上創建並之後將發佈至伺服器的 FrontPage 網站。基於伺服器的網站是您創建並
在伺服器上直接運行的網站，無需發佈。本節將只討論發佈基於磁片的網站的說明。
您可通過 FTP 或 HTTP 發佈基於磁片的網站。如果您的託管伺服器正運行 FrontPage 伺服器擴
展，您需通過 HTTP 發佈您的網站。例如：http://your-domain.com/MyWebSite。如果您的託管
伺服器支援 FTP，您可發佈至一個 FTP 位址。例如：ftp://ftp.your-domain.com/myFolder。
發佈後，您可以通過 FrontPage 伺服器擴展管理您的網站。

 要訪問 FrontPage 伺服器擴展管理介面，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在高級操作組裡，點按FrontPage。
4. 執行下列操作：


通過 HTTP 連接管理一個網站，可點按 Frontpage 網站管理。



如果一個網站有 SSL 支援，要通過安全 SSL 連接管理該網站，可點按 Frontpage SSL 網
站管理。

5. 輸入您FrontPage管理員的用戶名與密碼，然後點按確定。
關於使用 FrontPage 伺服器擴展的說明，可參閱線上說明（Frontpage 網站管理 >幫助）或訪
問 Microsoft 網站。
下面的 FrontPage 設定可通過面板進行更改：


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IIS Index Server 創建網站的全文本索引。



SMTP 郵件伺服器與發送者的郵箱地址。如果您使用通過郵件提交網站資訊的
FrontPage 表格，可選擇此選項。在域的 DNS 區指定的 SMTP 伺服器默認用於發送郵
件。如果尚未在網域名稱解析中指定 SMTP 伺服器，那麼 FrontPage 將使用運行在託管
該網站的伺服器上的郵件服務。

 更改任何此類設定：
1. 轉到網站 & 域標籤 > FrontPage > 設定。
2. 進行所需更改，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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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 FrontPage 網站
 要通過 FTP 發佈檔，請執行下列步驟：
1. 打開FrontPage程式。
2. 打開一個FrontPage網站：打開“檔”功能表，並選擇“打開網站”項。
3. 轉到“遠程網站”查看：按一下“網站”選項卡，然後按一下視窗下方的“遠端網站”
按鈕。
4. 設定遠端網站屬性：


按一下窗口右上方的“遠端網站屬性”按鈕。



選擇“FTP”作為遠端 Web 伺服器。



在“遠程網站位置”框中，鍵入您的主機名稱稱（如，ftp://ftp.your-domain.com）



在“FTP 目錄”框中，鍵入 FTP 目錄（如果您的主機公司已提供目錄）。如果公司未提供，
那麼則將此輸入框留空。



如果您的電腦或網路受到防火牆的保護，那麼請選擇“使用被動 FTP”。

5. 按一下“確定”連接至遠端網站。
遠端網站查看將顯示出您在本地和遠端網站中所擁有的檔。

6. 按一下窗口右下角的“發佈網站”按鈕。

 要在支援 FrontPage 伺服器擴展的伺服器上通過 HTTP 發佈檔，請執行下

列步驟：
1. 打開FrontPage程式。
2. 打開一個FrontPage網站：打開“檔”功能表，並選擇“打開網站”項。
3. 轉到“遠程網站”查看：按一下“網站”選項卡，然後按一下視窗下方的“遠端網站”
按鈕。
4. 按一下窗口右上方的“遠端網站屬性”按鈕。
5. 在“遠端網站”選項卡上，“遠端Web伺服器類型”下按一下“FrontPage或SharePoint服
務”。
6. 在遠端網站位置框裡，輸入網路位址，包括您需要發佈資料夾與檔的遠端網站
的協議，例如，http://www.your-domain.com，或點按流覽以找到該網站。
7. 執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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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安全套接子層（SSL）”建立安全通信管道從而阻止對關鍵資訊的偵聽，請按一下
“加密所需連接 (SSL)”。在您的 web 伺服器上使用 SSL 連接，伺服器必須配置一個來自
認可的證書機構的安全證書。如果該伺服器不支援 SSL，請清除該核取方塊。否則，您
將無法發佈資料夾與檔至遠程網站。



若要從正在發佈的網頁上移除指定的代碼類型，可在優化 HTML 標籤上，選擇您需要的
選項。



要更改預設選項以用於發佈，請在“發佈”選項卡上選擇所需選項。

8. 按一下“確定”連接至遠端網站。
“遠端網站”查看將顯示出您在本地和遠端網站中所擁有的檔。

9. 按一下窗口右下角的“發佈網站”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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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FrontPage 帳戶
如果您正使用 Microsoft FrontPage 與他人共同創制網站內容，您需要創建其他的 Microsoft
FrontPage 帳號。

 要創建其他 Microsoft FrontPage 帳戶，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在高級操作組裡，點按FrontPage。
4. 按一下“添加FrontPage帳戶”。
5. 指定下列內容：


帳號的用戶名與密碼



磁碟空間上限。如果您想要限制該帳戶所使用的磁碟空間量，請清除“無限制”核取方塊，
並在“硬碟配額”框內鍵入合適的值（以 MB 為單位）。
當超過了指定的上限時，用戶將無法上傳更多檔至網站空間。

6. 按一下“確定”。

 要更改其他 Microsoft FrontPage 帳戶的設定，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FrontPage。
2. 在列表裡點按所需帳號名稱。
3. 根據需要調整設定，並按一下“確定”以保存更改。

 要刪除其他 Microsoft FrontPage 帳戶，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FrontPage。
2. 選擇您需要移除的帳號相對應的核取方塊。
3. 按一下“刪除”。
4. 按一下“確定”以確認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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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虛擬目錄 (Windows 主機)
虛擬目錄是到現存物理目錄的一個連結，在伺服器上的硬碟上顯示。虛擬目錄可有多個指定的
設定如自訂 ASP.NET 配置，存取權限與使用密碼保護。
因為任何虛擬目錄可尤其自己的設定，包括定制的 ASP.NET 配置，虛擬目錄在設定您的 web
應用程式時特別重要，尤其是對於在 ASP.NET 裡寫入的。例如，如果您有三個 web 應用程式
使用 ASP.NET 版本 1.1，您需安裝一個 web 應用程式使用 ASP.NET 版本 2.0， 您可為 ASP.NET
2.0 應用程式創建一個虛擬目錄，並為此目錄配置 ASP.NET 設定以啟用 2.0 版本，然後就可成
功安裝所需應用程式。
虛擬目錄也可以用作別名。例如，您有一個 web 應用程式安裝在物理目
錄”/my_data/web_apps/forum”裡您的域 “example.com” 上。若要訪問此 web 應用程
式，使用者需要輸入難記憶又太長的 “example.com/my_data/web_apps/forum”。您可
在您虛擬主機的根裡創建叫做 forum 的虛擬目錄，並連結此虛擬目錄至
“/my_data/web_apps/forum”，因此想要訪問此 web 應用程式的使用者將需要輸入簡短易
記的”example.com/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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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虛擬目錄
 創建虛擬目錄：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您現在位於網站的根目錄。
3. 導航到您想要創建新虛擬目錄的目錄。
4. 按一下“創建虛擬目錄”。
注意：若要創建物理目錄而不是虛擬目錄，請按一下“創建目錄”，指定目錄名稱並按一下“確
定”。

5. 指定所需參數：


名稱 - 指定虛擬目錄名稱。



路徑 - 指定虛擬目錄路徑。


選中“創建與虛擬目錄名稱相同的物理目錄”核取方塊來自動創建與您正在創建的虛
擬目錄名稱相同的物理目錄。



清除創建與虛擬目錄名稱相同的物理目錄核取方塊並指定路徑選擇一個已經存在的
物理目錄。



腳本源訪問 - 如果設定讀取或寫入許可權，選中此核取方塊允許用戶訪問原始程式碼。
原始程式碼包括 ASP 應用程式中的腳本。



讀取許可權 - 選中此核取方塊允許使用者讀取檔或目錄及其屬性。



寫入許可權 - 選中此核取方塊，可允許用戶將檔和其相關屬性上傳到當前虛擬目錄中，
或更改寫啟用檔中的內容。僅當瀏覽器支援 HTTP 1.1 協定 PUT 功能才允許“寫入”訪問。



目錄流覽 - 選中此核取方塊允許使用者查看虛擬目錄中所列的檔和子目錄超文字。



日誌訪問 - 如果您想存儲有關虛擬目錄訪問的相關資訊，請選中此核取方塊。



創建應用程式 - 選擇此核取方塊使該目錄有一個 IIS 應用程式。該目錄與剩下的網站從
邏輯上是獨立的。



執行許可權 - 選擇虛擬目錄所允許的合適程式執行等級。





無 - 將只允許訪問靜態檔，例如 HTML 或影像檔。



僅限於腳本 - 僅允許運行腳本，而非可執行檔。



腳本和可執行檔 - 刪除所有限制，此時可以執行各種檔。

ASP 設定 - 設定基於 ASP 的 web 應用程式。


如果您正在使用在 IIS 設定的資料移轉限制下無法正常操作的 ASP 應用程式，可清
除與您需要更改與輸入所需數位的欄位對應的由父目錄定義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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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在伺服器級別啟用 ASP 應用程式調試，可清除相應的由父目錄定義核取方
塊並選擇啟用 ASP 伺服器級腳本調試核取方塊。



如果您需在伺服器級別啟用 ASP 應用程式調試，可清除相應的由父目錄定義核取方
塊並選擇啟用 ASP 伺服器級腳本調試核取方塊。

注意如果您正嘗試更改根虛擬目錄的 ASP 設定，預設核取方塊名稱將由 IIS 定義而不是
由父目錄定義。

6. 按一下“確定”。

 移除虛擬目錄：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選擇您需要移除的目錄相對應的核取方塊。
4. 按一下“刪除”。
5. 按一下“確定”以確認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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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虛擬目錄的 ASP.NET
 若要配置虛擬目錄的 ASP.NET 設定，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流覽所需目錄並點按有該目錄名稱的連接。
4. 按一下“ASP.NET設定”。
5. 創建決定使用資料庫的ASP.NET應用程式的資料庫連接資料的字串。該選項僅
在ASP.NET 2.0.x上可用。
當您首次打開“ASP.NET 配置”頁面時，將看到顯示出常用構造的示例連接參數。您可刪
除這些參數並指定自己的字串。


要添加字串，請將必需的資料填入“名稱”和“連接參數”輸入欄位，並按一下這兩個欄位
旁的 。



要刪除字串，請按一下該字串旁的

。

6. 創建被ASP.NET應用程式返回的自訂錯誤資訊：




要設定自訂錯誤消息模式，請從“自訂錯誤模式”功能表中選擇相應的選項：


開啟 － 自訂錯誤資訊已啟用。



關閉 －自訂錯誤資訊已禁用，同時顯示出詳細的錯誤資訊。



僅限遠端 － 僅對遠端使用者顯示自訂錯誤資訊，本地主機只顯示 ASP. NET 錯誤資
訊。

要添加自訂錯誤消息（該消息應用於“關閉”模式外的所有情況），請在“狀態碼”和“重定
向 URL”下輸入值，並按一下 。


“狀態碼”參數對導致重定向到錯誤頁面的 HTTP 狀態碼進行定義。



“重定向 URL”參數對錯誤頁面的 web 位址進行定義，該錯誤頁面將錯誤資訊呈現給用
戶端。

由於可能出現的衝突，您無法添加新的自訂錯誤消息（錯誤代碼已存在），但是您可以
為現有代碼重新定義 URL。


要從清單中刪除自訂錯誤消息，請按一下該消息旁的

。

7. 在“編譯和調試”欄位中配置編譯設定：


設定用於動態編譯檔的預設程式設計語言，可從預設網頁語言清單中選擇專案。



要啟用編譯二進位發行代碼，請將啟用調試核取方塊保留為空；



要啟用編譯二進位調試代碼，請選中啟用 調試核取方塊。這種情況下，包含錯誤的原始
程式碼片斷將顯示在診斷頁面消息中。

130

網站與網域名稱

注意：在調試模式下運行應用程式會消耗記憶體和降低性能。建議在測試應用程式時使用調
試模式；在部署應用程式到產品方案之前則禁用此模式。

8. 配置ASP.NET應用程式的編碼設定，請參考“全球化設定”部分：


要設定所有傳入請求採用的編碼，請在“請求編碼”欄位中輸入一個編碼值（預設為
UTF-8）。



要設定所有回應採用的編碼，請在“響應編碼”欄位中輸入一個編碼值（預設為 UTF-8）。



要設定用於解析 .aspx、.asmx 和 .asax 檔的預設編碼，請在“檔編碼”欄位中輸入一
個編碼值（預設為 Windows-1252）。



要設定處理傳入 web 請求時所需的默認區域性，請在“區域性”列表中選擇相應項。



要設定搜尋語系獨立化資源時所需的預設區域值，請在“UI 區域”清單中選擇相應項。

9. 在“代碼訪問安全性”欄位為ASP.NET應用程式設定代碼訪問安全信任級別。
“CAS 信任等級”是指為應用程式運行所指定的安全區域網站，用來定義應用程式可以訪問的
伺服器資源。
重要說明：如果一個程式集被分配的信任級別過低，則該程式集將不能正常運行。有關許可
權級別的更多資訊，請參見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en-us/dnnetsec/html/THCMCh09.asp?frame=true#c096
18429_010。

10. 如果您正使用ASP.NET 1.1.x，然後您可啟用在腳本庫設定欄位裡的輔助腳本。
如果您在網站上使用驗證web控制項，則需要指定腳本庫設定。


如果您需要使用輔助腳本（特別是對於用來驗證輸入資料的腳本）為 .NET framework
腳本庫提供設定。要執行此操作，請在“至 Microsoft 腳本庫的路徑”欄位輸入以前面帶有
斜線的網站根目錄開頭的路徑，或者按一下位於“至 Microsoft 腳本庫的路徑”欄位旁的資
料夾圖示並流覽至所需位置。



要初始化安裝指定位置上包含腳本的檔，請選中安裝核取方塊。如果指定位置已存有這
些檔，則它們將被重寫。

11. 在“會話設定”欄位中設定客戶會話參數：


要設定應用程式的預設驗證模式，請從“驗證模式”清單中選擇合適的選項。請注意，只
要使用了 IIS 驗證，就必須選擇“Windows”驗證模式。



設定允許的會話閒置時間，可輸入合適的分鐘至會話閒置時間欄位。

12. 按一下“確定”以應用所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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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虛擬目錄的 PHP
如要能夠使用需要 PHP4 或 PHP5 的 web 應用程式，您可以選擇個人虛擬目錄所需的 PHP 版
本。

 選擇虛擬目錄的 PHP 版本：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流覽所需目錄並點按有該目錄名稱的連接。
4. 在工具組裡，點按PHP設定。
5. 選擇所需的PHP版本並點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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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對虛擬目錄的存取權限
 要為虛擬目錄設定存取權限，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設定現有虛擬目錄的存取權限，在工具組裡，點按目錄存取權限。如果您需為現
有目錄內的子目錄設定許可權，可點按相應的圖示 。
4. 執行下列操作：


要設定檔/資料夾繼承父資料夾的許可權（如果原來沒有），可選擇核取方塊允許從父資
料夾繼承權限傳遞給此物件與所有子物件包括在此明確定義的這些專案。



若要設定包含在此資料夾內的檔與資料夾繼承您指定的資料夾許可權，可選擇核取方塊
用此處適用於子物件的項目代替所有子物件上的許可權項目。



更改或移除一組或一個用戶的許可權，可在組或用戶名稱列表裡點按所需名稱。如果該
組或用戶不在組或用戶名稱列表裡，可從位於清單上面的功能表裡選擇所需使用者或組
並點 ：此時該用戶/組將出現在“組或用戶名”列表中。選擇該用戶/組。
允許或否認所需組/用戶使用權限，可選擇許可權相對應的允許或拒絕核取方塊，列舉在
許可權針對<user/group name>下。如果允許或否認欄裡的核取方塊顯示為灰色，表示相應
的許可權從父資料夾繼承。



若要拒絕從父資料夾繼承的許可權，可在拒絕下選擇所需核取方塊。這將替代該文件/資
料夾所繼承的許可權。



若要允許從拒絕的父資料夾繼承的許可權，可清除允許從父資料夾繼承的許可權傳遞給
該物件或所有子物件包括那些在此明確定義的項目”核取方塊：這樣將刪除這些繼承的許
可權。然後在允許與拒絕下選擇所需核取方塊。



移除一個組或用戶的存取權限，可在 Group or user names 列表裡選擇所需名稱並點按靠
近名稱的圖示 。

5. 如果您需要對許可權進行高級調整，可點按高級按鈕，然後進行下面操作：


要為組或用戶創建許可權項，請選擇“組或用戶名”下拉清單中的相應名稱，然後按一下
。



若要設定或更改一個組或用戶對檔/資料夾的許可權，可在 Group or user names 列表裡選
擇所需名稱，並選擇許可權相對應的允許與拒絕核取方塊，許可權列於許可權針對於
<user/group name>下。



要為組或用戶刪除許可權項，請選擇“組或用戶名”下拉清單中的相應名稱，然後按一下
。



若要設定資料夾子物件如許可權針對於<user/group name>所定義的繼承權限，可選擇用此
處適用於子物件的項目代替所有子物件的許可權項目核取方塊，然後在適用於與必須繼
承權限的物件相對應的清單裡選擇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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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確定”。

 限制訪問一個虛擬目錄裡的檔與目錄：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 虛擬目錄。
3. 導航至您需要保護的目錄並點按保護標籤。
4. 按一下保護。
5. 指定可訪問該目錄的使用者，可點按添加用戶，指定用戶名與密碼，並點按確定。
6. 如果您需指定使用者嘗試訪問目錄時可看到的被保護區域的標題，可點按設
定，指定標題，並點按確定。

 要取消使用者訪問一個目錄的許可權，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 保護標籤。
2. 選擇與用戶名稱相對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除。

 若要移除目錄保護並允許共用可無限制地看到目錄內容：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 保護標籤。
2. 按一下移除保護。
3. 點按確定確認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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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虛擬目錄設置
 更改一個虛擬目錄的設置：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流覽您需更改首選項的目錄，並點擊相應的圖示
屬性。

，或點擊所需目錄裡的目錄

4. 更改所需設置：


名稱 - 指定虛擬目錄名稱。



路徑 - 指定虛擬目錄連結的物理目錄的路徑。



腳本源訪問 - 如果設置讀取或寫入許可權，選中此核取方塊允許用戶訪問原始程式碼。
原始程式碼包括 ASP 應用程式中的腳本。



讀取許可權 - 選中此核取方塊允許使用者讀取檔或目錄及其屬性。



寫入許可權 - 選中此核取方塊，可允許用戶將檔和其相關屬性上傳到當前虛擬目錄中，
或更改寫啟用檔中的內容。僅當流覽器支援 HTTP 1.1 協定 PUT 功能才允許“寫入”訪問。



目錄流覽 - 選中此核取方塊允許使用者查看虛擬目錄中所列的檔和子目錄超文字。



日誌訪問 - 選擇您需存儲關於訪問虛擬目錄的資訊的核取方塊。



創建應用程式 - 選擇 web 目錄創建一個 IIS 應用程式的核取方塊。該目錄與剩下的網站
從邏輯上是獨立的。



執行許可權 - 選擇虛擬目錄所允許的合適程式執行等級。


無 - 將只允許訪問靜態檔，例如 HTML 或影像檔。



僅限於腳本 - 僅允許運行腳本，而非可執行檔。



腳本和可執行檔 - 刪除所有限制，此時可以執行各種檔。



允許使用父路徑 - 當訪問現存目錄以上的資料夾時在路徑名稱裡允許使用雙週期。此操
作允許用戶在不知道資料夾名稱與層級位址的情況下往上移動目錄樹。如果選定此選
項，父路徑目錄將不選擇屬性裡的執行許可權核取方塊，因此應用程式沒有未經授權運
行父路徑裡的程式的功能。



允許在 MTA（多執行緒單元）模式下執行應用程式 - 選中此核取方塊允許在多執行緒
(MTA)模式下執行應用程式。否則，應用程式將以單執行緒單元 (STA) 模式執行。使用
STA 時，每個應用程式池都將在專用的進程中執行。而使用 MTA 時，多個併發應用程
式池將在單一執行緒中執行，這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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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默認文檔 - 選擇此核取方塊允許使用現存目錄的預設文檔。當使用者訪問 web 上的
沒有具體檔案名的目錄時（例如，使用 http://www.example.com ¬Û ¹ï© ó
http://www.example.com/index.html ），將發送此默認文檔。如果清除該核取方塊，選
擇目錄流覽核取方塊，web 伺服器將返回一個資料夾清單。如果清除該核取方塊，選擇
目錄流覽核取方塊，web 伺服器將返回一個資料夾清單。



預設文檔搜索順序 - 請指定 IIS 搜索預設文檔的順序，並將它找到的第一個可用檔發送
給用戶。如果未發現匹配項，IIS 將按預設內容頁禁用時的情況進行處理。



允許匿名訪問 - 如果您需要設置此目錄為網路使用者無需認證便可訪問的共用目錄，可
選擇此選核取方塊。



需要 SSL - 選擇此核取方塊啟用只通過 SSL 加密連接訪問資料夾。



ASP 設置 - 設置基於 ASP 的 web 應用程式。


如果您正在使用在 IIS 設置的資料移轉限制下無法正常操作的 ASP 應用程式，可清
除與您需要更改與輸入所需數位的欄位對應的由父目錄定義核取方塊。



如果您需在伺服器級別啟用 ASP 應用程式調試，可清除相應的由父目錄定義核取方
塊並選擇啟用 ASP 伺服器級腳本調試核取方塊。



如果您需在伺服器級別啟用 ASP 應用程式調試，可清除相應的由父目錄定義核取方
塊並���擇啟用 ASP 伺服器級腳本調試核取方塊。
注意如果您正嘗試更改根目錄的 ASP 設置，預設核取方塊名稱將由 IIS 定義而不是由
父目錄定義。

5.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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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和刪除 MIME 類型
多用途 Internet Mail Exchange (MIME) 類型給 web 流覽器或郵件應用程式發出指令如何處理
從一個伺服器接收的檔。例如，當一個 web 流覽器在伺服器上請求一個專案，同時也在請求物
件的 MIME 類型。某些 MIME 類型（如圖形）可以顯示在流覽器中；其他的如文字處理文檔需
要顯示外部應用程式。
當一個 web 伺服器向一個客戶 web 流覽器交付一個網頁，同時也發送正在發送的資料的 MIME
類型。如果其中帶有特定格式的附加檔或內嵌檔，IIS 就會告訴用戶端應用程式內嵌檔或附加
文件的 MIME 類型。因此客戶應用程式就知道如何處理或顯示從 IIS 接收到的資料。
IIS 只能處理已註冊的 MIME 類型的檔。這些類型可在全球 IIS 級別與網站或虛擬目錄級別進行
定義。全球級別定義的 MIME 類型將由所有網站與虛擬目錄繼承，而在網站域或虛擬目錄級別
定義的只能用於定義的區域。否則，如果 web 伺服器接收到未註冊的 MIME 類型的檔請求，將
返回 404.3 （未找到）錯誤。

 為一個虛擬目錄添加一個新 MIME 類型。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導航至所需虛擬目錄並點擊有該目錄名稱的連接。
4. 按一下MIME類型選項卡。
5. 按一下添加MIME類型。
6. 指定下列內容：


請在副檔名欄位鍵入檔案名的副檔名。不管是什麼副檔名，所有檔副檔名需以一個點號
(.) 或一個萬用字元 (*) 開頭。



在內容欄位中指定檔的內容類別型。



您可以從列表中選擇適當的值，也可以定義新的內容類別型。若要實現此操作，可選擇
自訂並在收件箱裡輸入內容類別型。

7. 按一下確定完成創建。

 為一個虛擬目錄添加一個新 MIME 類型。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導航至所需虛擬目錄並點擊有該目錄名稱的連接。
4. 選擇MIME類型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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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列表中的所需MIME類型。


請在副檔名欄位鍵入檔案名的副檔名。不管是什麼副檔名，所有檔副檔名需以一個點號
(.) 或一個萬用字元 (*) 開頭。



在內容欄位中指定檔的內容類別型。



您可以從列表中選擇適當的值，也可以定義新的內容類別型。若要實現此操作，可選擇
自訂並在收件箱裡輸入內容類別型。

6.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為一個虛擬目錄移除一個新 MIME 類型。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虛擬目錄（在高級操作組裡）。
3. 導航至所需虛擬目錄並點擊有該目錄名稱的連接。
4. 選擇MIME類型選項卡。
5. 選擇您需要移除的帳號相對應的核取方塊。
6. 按一下移除。
7. 確認刪除操作並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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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IIS 應用程式池 (Windows)
IIS 應用程式池包括所有安裝在您網站上的 web 應用程式。如果您的服務供應商為您的網站分
配了一個專用的 IIS 應用程式池，您可隔離您網站使用的 web 應用程式與託管網站於同一伺服
器上的其他託管使用者使用的 web 應用程式。因為每個應用程式池單獨運行，一個應用程式池
中的錯誤不會影響到其他應用程式池中的應用程式。
您一打開應用程式池，網站上所有的 web 應用程式都將使用該池。

 啟用您網站的專用 IIS 應用程式池：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您網站的專用IIS應用程式池（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按一下“啟用”。
4. 要限制此應用程式池可以使用的CPU資源量，可選擇啟用CPU監控核取方塊並
輸入一個百分數至最大CPU使用（%）框裡。
5. 按一下“確定”。

 停止在應用程式池裡運行的所有應用程式：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您網站的專用IIS應用程式池（在高級操作組裡）。
2. 按一下“停止”。

 要啟動應用程式池中的所有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您網站的專用IIS應用程式池（在高級操作組裡）。
2. 按一下“啟動”。
如果您運行的應用程式有記憶體漏洞或在長時間工作後變得不穩定，您需要不時地重啟這些應
用程式。

 要重啟應用程式池中的所有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您網站的專用IIS應用程式池（在高級操作組裡）。
2. 按一下“回收”。

 啟用您網站的專用 IIS 應用程式池：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您網站的專用IIS應用程式池（在高級操作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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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發佈與 Web 部署（Windows）
Web 部署（Web 部署工具）是一款 Microsoft 工具，能夠很大程度上簡化您網站與 Web 應用程
式的遷移、管理與部署 。更準確地說，您可在您喜歡的環境寫入代碼，如在 Visual Studio®
(IDE) 或 WebMatrix® （開發工具），然後通過 Web 部署定期發佈更新到您的生產伺服器。

Visual Studio® 和 WebMatrix® 的不同點
如果您正尋找一個能夠讓您無縫發佈代碼更新到帳戶的環境，您可在 Visual Studio® 和
WebMatrix® 之間進行選擇。


Visual Studio® 是用於寫 .NET 應用程式與任何範圍網站的典型整合式開發環境 (IDE)。它
有大量可擴展基本功能的外掛程式。但是，如要在 Visual Studio 中運行與調試您的應用程
式，您應執行額外的配置（如準備資料庫與調整環境設定）。因此，該工具更適用於高級的
用戶。



使用 WebMatrix® ，您有一套內置的應用程式範本，因此開箱即可使用應用程式（
WordPress、Joomla）。如果您相應快速添加應用程式到您的客戶帳戶或開始運行該應用程
式，您只需要從清單中選擇該應用程式，WebMatrix® 將透明地為你對該應用程式進行配
置。而且您可以不退出 WebMatrix® 工具立即找到並訂閱主機方案。總的來說該工具適合
無經驗用戶使用，通過已準備好的應用程式與模式提升開發速度。有關如何安裝和使用
WebMatrix® 的詳情可進入http://www.microsoft.com/web/webmatrix/.

至於為您的項目選擇哪種工具取決於您自己。
如果在 Visual Studio® 和 WebMatrix® 中配置 Web 發佈
一般來說，如要在您的環境中設定 web 發佈，您需要打開發佈設定並指定您客戶帳戶的 IP 位
址與您用於登入控制台的用戶名與密碼。
在 WebMatrix® 中，可在首頁 > 發佈中找到發佈設定。您可手動或以 Panel 自動生成的 XML
檔形式提供提供這些設定。要為某個網站下載該文件，點按相應的 下載 連結（進入 網站 & 域
> 高級操作 > Web Deploy 發佈設定）。如果 Web Deploy 在 Panel 伺服器上安裝並在運行時這
些設定才可用。如果您沒看到這些設定，請聯繫您的主機提供商。
欲瞭解如何在 WebMatrix® 中設定 web 發佈的步驟，可訪問
http://www.microsoft.com/web/post/how-to-publish-a-web-application-using-webmatrix。
若要瞭解更多有關在 Visual Studio® 中發佈設定的資訊，可訪問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7z83t16a.aspx。
注意：您可任意決定是否安全轉移更新到您的客戶帳戶（通過在發佈設定中選擇相應的選項來
實現）。如果您的主機提供商沒有有效的 SSL 證書，在嘗試發佈時就會出現錯誤。要解決該問
題，請聯繫您的主機提供商請求説明或避免使用安全連接。
保證 WebMatrix® 發佈設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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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 WebMatrix® 發佈設定的 XML 檔可能包括進入一個客戶帳戶的密碼。管理員可對 Panel
進行配置，設定 XML 檔不包括這些密碼。如果管理員想要提高系統的安全並阻止密碼被盜，
他們可設定 XML 檔不包括密碼。客戶需要直接在 WebMatrix® 輸入密碼。可在工具 & 設定 >
伺服器設定頁面選擇新選項。

章 5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
Parallels Web Presence Builder（也稱為 編輯器）是一個視覺化編輯器，能夠讓小型企
業所有者和個人快速方便地創建網站。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您不用寫入代碼或
配置伺服器來啟動博客、打開線上商店或設定網站的任何其它形式。您只需通過拖拽的
方式即可添加組成您網站的內容塊（文本、圖片庫、線上商店），並填充相關內容，然後
發佈。完成了！
開始創建網站
當您開始創建網站時，您無需寫入文本、搜尋圖片並調整網站外觀。選擇適合您網站的
主題，Web Presence Builder 將會生成包含也該主題相關的頁面、圖片和文本的網站範
本。Web Presence Builder 每次生成一個設計，使用的元素設計搭配是隨機的，所有可
確保您獲得的網站設計將不會重複出現。
您已選定主題後，將會收到提示輸入其它資訊，Web Presence Builder 會把這些資訊添
加到網站頁面，例如，您的電話號碼將會在 聯繫我們 頁面上顯示。
欲瞭解更多有關開始創建網站的資訊，請查看 創建網站 (P 146).
導入在 SiteBuilder 4.5 中創建的網站
如果您已經有 SiteBuilder 4.5 創建的網站且託管於某處，可導入該網站到新的客戶帳戶
。瞭解如何遷移 SiteBuilder 4.5 網站至 Web Presence Builder 可查看小節 從 SiteBuilder
4.5 導入網站 (P 147).
填充網站內容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好網站後您就可以填充內容。您主要的編輯工具是 Web
Presence Builder 主選單。您可通過功能表進行以下操作：


修改您網站的結構:添加或移除頁面



編輯網站設計：更改顏色和佈局



填充網站內容：移除不使用的預定義內容並添加你自己的元素：


文本



圖片和圖片庫



視頻



腳本



博客。



搜尋框



其它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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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的訪問者在社交媒體 如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共用您網站上的資訊：添加相應
的按鈕到您網站的頁面。

要瞭解更多有關在編輯器中可執行操作的資訊，可參閱小節 熟悉 Web Presence Builder 編
輯器 (P 144)。
進入小節 編輯網站 (P 149) 瞭解管理網站外觀和內容的相關說明。
設定通過互聯網可訪問網站
您編輯完網站後，可設定通過互聯網對其進行訪問。要讓人們在您的網域名稱下看到您
的網站，可點按主功能表中相應的按鈕 發佈 該網站。當您點按該連結時，Web
Presence Builder 會生成組成您網站的靜態頁面和腳本並把這些頁面和腳本放在伺服器
上合適的位置，以至於當人們輸入您的網域名稱時就可看到。欲瞭解更多有關發佈網站
的資訊，可進入 發佈網站至互聯網 (P 177)。
您還可以把網站副本放置 Facebook 上來吸引更多訪問者 - 這是一個很受歡迎的社交媒
體。參閱 發佈網站副本至 Facebook (P 178) 瞭解操作詳情。

本章內容：
熟悉 Web Presence Builder ............................................................................... 144
創建網站............................................................................................................ 146
從 SiteBuilder 4.5 導入網站 ............................................................................... 147
編輯網站............................................................................................................ 149
儲存與載入網站副本 .......................................................................................... 175
發佈網站到 Internet ........................................................................................... 177
在 Facebook 上發佈網站副本 ............................................................................ 178
在 Dashboard 上查看網站訪問統計、評論和新訂單 ........................................... 180
刪除網站............................................................................................................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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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 Web Presence Builder
Web Presence Builder 編輯器的介面有兩個主要的部分：您的網站與主要選單。
網站包含多個元素或模組。每個模組可分別編輯。在此處我們可以讓您熟悉網站模組編輯的主
要規則。所有模組的規則都類似。
當在也一個頁面上添加一個模組時，您可選擇只在當前頁面顯示（特定頁面模組）或在網站所
有頁面上顯示（網站範圍模組）。搜尋、廣告、網站徽標、導航 和 Breadcrumbs 模組例外：當
您添加這些模組時，就已放置在網站的所有頁面上。
只在當前頁面上放置一個模組，可選擇 模組 標籤下的模組，並拖拽到標有文本為 僅在此頁
面上 的任何區域。此類區域位於主要內容塊內且接近每個側邊欄的頂部。
要把一個模組放置到網站的所有頁面上，可選擇 模組 標籤下的模組，並拖拽到標有文本為
在所有頁面上 的任何區域。此類區域位於主要內容塊的上面或下面，側邊欄、頁眉和頁腳中
。
如要找到或編輯一個網站模組，可把滑鼠懸浮在您想要更改的網站部分上。模組周圍將出現虛
線框。在虛線框附近將出現一個提示移動、編輯或移除模組的控制台。
環繞特定頁面模組的虛線框是綠色的，而環繞網站範圍模組的是藍色的。
該編輯器主功能表提供了網站編輯選項，分為 5 個選項卡：


模組。在此您可選擇必要的模組並拖拽到頁面的任何位置以填充網站內容。



設計.在此處您可以為您的網站選擇佈局和主要的顏色方案，更改不同元素的顏色並選擇字
體和邊框樣式。



網頁.在此您可添加與刪除頁面，重命名頁面，編輯頁面元資訊如描述與用於搜尋引擎的關
鍵字，或標誌為隱藏頁面使您的訪問者無法從網站功能表進行訪問。



文檔.在此處您可以上傳不同格式的文檔、圖片或其它檔至您的帳戶。然後您可以非常容易
地把可進入到這些文檔的連接插入至您的網站頁面上。或者，您可以把檔保留在主機帳戶
上以備自己使用。



設定。在此您可編輯網站名稱、搜尋引擎的描述與關鍵字，上傳網站圖示（favicon），優
化您網站在搜素引擎結果的排名，連接您的網站至 Google Analytics，並在 Facebook 頁面
上添加您的網站副本。

在主功能表裡，您還可進行以下操作：




訪問 Dashboard 以執行以下操作：


訪問有關網站訪問量的統計。該統計由 Google Analytics 提供。



訪問網站訪客在您網站頁面上的新評論。該評論功能由 Disqus 提供。



訪問客戶在您線上商店下的新訂單。該線上商店的功能由 Ecwid 提供。

使用保存與恢復選項保存並上傳您的網站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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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Web Presence Builder 入門視頻教程，訪問 使用者指南，或給我們發送您的回饋。如要
實現此操作，可在説明功能表裡選擇相應的選項。



使用發佈選項發佈您的網站。



拒絕任何對網站的更改，通過更多 > 重新開始開始創建一個新的網站這不會刪除您已發佈
的網站副本。



通過選擇更多 > 移除網站從該編輯器上刪除當前網站草案。這不會刪除您已發佈的網站副
本。

您可為了方便拖拽主功能表到頁面的任何位置或最小化該選單。
您還可在頁面任何位置訪問快顯功能表裡主功能表的所有選項。如要打開快顯功能表，需點按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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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網站
為了儘量方便您創建網站，Web Presence Builder 為您提供了一套預置的網站主題。當您開始
創建網站時，可選擇最適合您的一個主題，而 Web Presence Builder 就會生成一個網站並帶有
跟該主題相關的內容。例如，如果是零售店將會包含一個價格清單範本，或藝術家網站上會包
含一個圖片庫。如果您未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主題，您可以聯繫您的服務提供者要求他們為您創
建相應的範本並添加到可用主題清單中。
當您開始創建網站時，Web Presence Builder 還會提示您提供有關您或您公司的資訊。Web
Presence Builder 將會自動添加該資訊到合適的頁面中，例如添加到 關於我們 和 聯繫我們
頁面中。
注意： Web Presence Builder 將不會存儲或使用您提供的資訊到網站頁面以外的任何其它地
方。之後您可以更改或移除該資訊。

 若要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裡開始創建一個網站：
1. 點按相應的連結發佈Web Presence Builder：


如果您的訂閱中只有一個網域名稱，請點按 發佈 Web Presence Builder （進入 首頁 標
籤或 網站 & 域 標籤進行操作）。



如果您有多個網域名稱，可點按相應的連結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裡編輯。

2. 選擇一個網站主題。
3. 輸入網站名稱並選擇網站語言。
4. 提供資訊以預填寫您的網站。
5. 點按提交並創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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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SiteBuilder 4.5 導入網站
如果您有通過 SiteBuilder 4.5 創建的網站可以把該網站導入 Web Presence Builder。
注意： 不支援從更早期版本的 SiteBuilder 或其它內容管理系統導入網站。
如果您的網站是通過更早期的 SiteBuilder (4.4 或更早) 創建的，而您需要遷移該網站，您可以
進行以下操作：


聯繫您的主機提供商請求他們把您的帳戶升級到最新版本的 Web Presence Builder。



可通過複製貼上內容的方式來手動遷移網站。

在網站導入過程中，大部分的網站結構和內容可以成功遷移。但是我們不能保證會遷移所有內
容。
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成功導入以下元素：


網站地圖。



統計頁面，包括文本模組中的連結和圖片。注意超過 30 KB 的文字區塊可能會被切分；因
此，部分文本可能會丟失。



橫幅（如果不是自訂圖片）。



標語、網站標題。



徽標（如果不是自訂圖片）。



頁腳文本。



元資訊（關鍵字、描述）。

其它模組只有作為帶有統計內容、連結和圖片的文本小部件才能成功導入。按鈕無法導入。圖
片庫結構可以導入但是不包括圖片。

 要從 SiteBuilder 4.5 導入網站：
1. 打開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在主題選擇螢幕上，點按 從SiteBuilder 4.5
導入網站。
2. 輸入你想要導入的網站的互聯網地址（網域名稱）。例如：
http://example.com.
3. 選擇該核取方塊確認您已經瞭解到在導入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問題的情況，並點
按 導入網站。
4. 導入網站後，流覽並根據需要進行編輯 (P 149)。您可以對比導入後的網站和
原始網站並手動添加丟失的資訊。
5. 編輯完成時，發佈網站至您的客戶帳戶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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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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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網站
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裡，您幾乎可更改網站的每個元素。大部分元素可立即更改 - 您打
開使用元素的一個頁面，進行編輯，立刻就能看到更改結果。網站範圍元素，例如只在一個地
方更改 搜尋 模組和 廣告 模組，而此更改會應用到網站的每個頁面。
注意： 如果您正使用 Internet Explorer，我們強烈建議您避免使用瀏覽器縮放來更改瀏覽器視
窗裡的文本大小。請注意 Web Presence Builder 中的網站將執行正常大小（100%）同時在此
情況下看起來也是最好的。

本節內容
結構： 頁面與導航 ............................................................................................ 149
設計：設計範本、版面、樣式、顏色方案與標頭 ................................................ 151
內容文本、圖表、圖像、視頻、表格與腳本 ....................................................... 157
面向網站管理員的設定與工具 ............................................................................ 172

結構： 頁面與導航
此小節描述了如何在網站上添加頁面，在網站結構裡如何設置位置，以及添加導航連結。

本節內容
添加與移除頁面 ................................................................................................. 150
添加與移除導航連結 .......................................................................................... 151

150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

添加與移除頁面
您的網站可以有兩個級別的嵌套。您可以創建的頁面的總數量取決於您的主機方案。當您達到
分配的頁面數量時該編輯器會通知您。帶有美元符號 ($) 的圖示將會在 添加頁面 按鈕之上顯
示。

 若要在您的網站上添加一個新頁面：
1. 轉到頁面標籤。
2. 按一下“添加頁面”。新頁面將以綠色突出顯示。
3. 通過拖拽或使用箭頭標記放置新頁面。
4. 指定頁面標題。
5. 指定在搜尋引擎結果頁面顯示的內容描述以及搜素引擎用於搜尋網頁面的關鍵
字。
注意： 頁面名稱與頁面連結名稱是必填欄位。描述與關鍵字是選填欄位。如果您指定頁面
的關鍵字，需以逗號隔開，無空格。

6. 如果您需要設定您的網站訪問者不可見該頁面，可選擇隱藏頁面核取方塊。
7. 如果您要用密碼認證來限制對該頁面的訪問，可選擇被保護頁面核取方塊並指
定用戶名與密碼。
8.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若要更改頁面位置或屬性：
1. 轉到頁面標籤。
2. 選擇要編輯的頁面。
3. 通過拖拽或使用箭頭標記更改頁面位置。
4. 編輯頁面標題。
5. 編輯或移除在搜尋引擎結果頁面顯示的內容描述以及搜素引擎用於搜尋網頁面
的關鍵字。
注意： 頁面名稱與頁面連結名稱是必填欄位。描述與關鍵字是選填欄位。如果您指定頁面
的關鍵字，需以逗號隔開，無空格。

6. 如果您需要設定您的網站訪問者不可見該頁面，可選擇隱藏頁面核取方塊。
7. 如果您要用密碼認證來限制對該頁面的訪問，可選擇被保護頁面核取方塊並指
定用戶名與密碼。
8.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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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刪除網站的一個頁面：
1. 轉到頁面標籤。
2. 選擇要移除的頁面。
3. 按一下刪除頁面。
4.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添加與移除導航連結
帶有進入網站頁面連結的橫向巡覽列預設插入網站頁眉下面或上面。您每次添加、更改、移動
或移除頁面都會自動更新。
如果您使用網站上的側邊欄，標頭下的橫向欄僅包括進入第一級頁面的連結，而側邊欄顯示第
二與第三級連結。
您可通過拖拽移動導航塊到網站的其他區域。
對於每個導航塊，您都可以指定功能表裡應包括那個級別的頁面，更改功能表對齊方式（例如
，頁面居中顯示而不是預設的左對齊），以及更改用於連結的字體顏色、樣式與大小。若要更
改這些設定，請把滑鼠放在導航塊上並點按編輯。
如果您偶然移除了一個導航塊，可重新插入。操作步驟是，進入模組 選項卡，選擇導航， 然
後拖拽到您要添加的頁面位置。導航塊將被插入網站的所有頁面。
為了方便訪問者，您還可添加當前位置導航塊。當前位置導航是連結鏈，顯示使用者從網站主
頁到當前頁面的路徑。如要添加當前位置導航塊，進入模組 選項卡，選擇當前位置巡覽列，
然後拖拽到您要添加的頁面位置。導航塊將被插入網站的所有頁面。

設計：設計範本、版面、樣式、顏色方案與標頭
本小節描述如何更改網站的佈局、顏色方案與標頭元素。

本節內容
更改您網站的版面.............................................................................................. 152
選擇網站顏色、背景圖片、字體以及邊框和角的樣式 ......................................... 154
更改網站標頭元素..............................................................................................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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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您網站的版面
您的網站佈局可由以下元素組成：










標頭。這是最頂部的一個區域，往往在這個區域放置橫幅圖片和公司徽標。您可以在標頭
處進行以下操作：


從標頭區域移動橫幅圖片和徽標到頁面上的任何地方。



通過移除所有元素來降低標頭高度至 25 圖元。



更改標頭寬度從默認大小到 100%，令標頭大小適合頁面寬度。

內容區域這是網站的主要部分用於放置大部分網站內容。您可以在內容區域進行以下操作
：


調整內容區域的高度。



把內容區域分成幾列。您可以通過拖拽新模組到內容區域的左邊或右邊邊緣並插入模組
的方式來實現。



通過移動內容到左邊或到右邊的方式來更改內容區域中的各列的位置。

側邊欄。有多個縱向列用於放置所有類型的模組，包括網站範圍和特定頁面的。您可以對
側邊欄進行以下操作：


添加一個側邊欄並放置內容區域的左邊或右邊。



添加兩個側邊欄。這兩個側邊欄將會被放置內容區域的左邊和右邊。



調整側邊欄的高度和寬度。



移動側邊欄到頁面的頂部並放置到標頭區域的左邊或右邊。



切換側邊欄的位置。

頁腳。這是最底部的區域，通常放置公司名稱、聯繫信息或版權聲明。您可以在頁腳進行
以下操作：


通過移除所有元素來降低頁腳高度至 25 圖元。



更改頁腳寬度從默認大小到 100%，令標頭大小適合頁面寬度。

頁腳下的廣告塊.根據您的主機方案，可能會在網站頁腳下面顯示包含來自主機提供商的一
些廣告文字區塊。如果您的網站上出現了廣告塊，您可以升級到其它主機方案而移除該廣
告塊。

 要更改您網站的佈局：
1. 轉到 設計 選項卡 > 佈局 選項卡。
2. 選擇側邊欄的數量：在 側邊欄 下，選擇 無，一個，或 兩個。
3. 選擇側邊欄的位置：


要移動側邊欄到網站的另一邊，或切換側邊欄的位置（如果您有兩個側邊欄），請點按
切換側邊欄。



要移動側邊欄到頁面的頂部，可在佈局模式中點按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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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頁面元素的大小：


要設定網站頁面的總寬度，可在 網站寬度 下，選擇以下當中的一項：


固定型版本：不管瀏覽器窗口大小是多少，您網站的版面將是固定大小。在這樣的
情況下，需指定網站寬度（以圖元為單位）。



流動型版本：基於瀏覽器窗口大小的比例：在此情況下，需指定網站寬度對瀏覽器
視窗大小的百分比。



要更改標頭和頁腳以及主要內容區域的寬度以適應頁面寬度，可點按佈局模式中的相應
元素。



如果您已經選擇使用，可在 最小列高度（按圖元） 下， 指定主要內容區域和每個側邊
欄的高度。
該值顯示了您無內容網站元素的高度。當您添加內容到側邊欄與主要內容區域時，將根
據內容多少拉伸高度。



要保證側邊欄和內容區域縱向並排，可選擇核取方塊 拉伸側邊欄和內容區域至頁腳。



如果您有一個或兩個側邊欄，可在 側邊欄寬度（按圖元） 下， 指定每個側邊欄的寬度
。主要內容區域的大小將自動生成。



在 空白大小（按圖元） 下，指定縱向或橫向空白的大小。空白是指相鄰元素邊緣之間
的空間。

5.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154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

選擇網站顏色、背景圖片、字體以及邊框和角的樣式
您網站的常規顏色方案或叫做樣式集，有四種顏色組成。每種顏色可一次用於多個網站元素。
你可通過設計 選項卡 > 顏色選項卡調整單個元素的顏色。

 如要選擇網站的常規顏色方案：
1. 轉到 設計 選項卡 > 方案 選項卡。
2. 在功能表裡選擇您網站的顏色方案或樣式集。
您將看到組成您網站顏色方案的四種顏色。

3. 如要調整網站顏色方案的一種顏色，可點按相應的顏色欄位並更改十六進位顏
色代碼值或使用顏色選擇器選擇一種顏色。
注意： 這些修改將會覆蓋之前在 顏色 選項卡上對單個元素所做的顏色修改。

4.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要為單個網站元素設定顏色或背景圖片：
1. 轉到設計 選項卡 > 顏色選項卡。
2. 在功能表裡選擇網站元素。
3. 調整元素背景顏色的方式是點按背景顏色欄位並編輯十六進值或在顏色選擇器
裡選擇顏色。
4. 如果您想要使用漸層填充，可選擇漸層選項，然後從功能表裡選擇模式。
5. 如果您想要使用背景圖片，請選擇 圖片 選項，上傳圖片，並指定放置圖片的
位置以及是否平鋪該圖片。
6. 對於帶文本的元素，可通過點按對應的顏色欄位並編輯十六進顏色代碼值或在
顏色選擇器裡選擇顏色來實現字體顏色的調整。
注意：在方案選項卡對樣式集做的修改將覆蓋在顏色選項卡做的更改。

7.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如要選擇您網站的標題與正文文本的字體：
1. 轉到設計 選項卡 > 字體選項卡。
2. 對於每種字體類型，可在功能表裡選擇字體與大小。
3. 對於標題，可選擇字體修飾。您可使用粗體（B圖示）斜體（I圖示）。
注意：此處做的設定僅定義您網站字體的常用規則。您可立即調整單個元素的字體。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

155

4.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要為網站元素選擇角的形狀（方形或圓形）：
1. 轉到設計 選項卡 > 角選項卡。
2. 在 頁面區域 功能表下，選擇您想要更改角的元素。
3. 執行下列操作：


要使用圓角，請選擇相應的核取方塊。



要使用方角，請選擇相應的核取方塊。

4.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如要選擇網站元素的邊框：
1. 轉到 設計 選項卡 > 邊框 選項卡。
2. 在網站內部邊框下拉式功能表裡選擇您網站內部元素的邊框樣式。
3. 選擇會有邊框的元素。
注意： 您只可為您的網站所有元素選擇一個內部邊框樣式，但是您可選擇該邊框是否用於
某個元素。

4. 在網站外部邊框下拉式功能表裡選擇您網站外部邊框的樣式。
5. 按一下“確定”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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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網站標頭元素
網站標頭由以下元素組成：


橫幅。您可以對橫幅進行以下操作：


上傳您自己的橫幅圖片或 SWF 格式的 Flash 檔。



從 Web Presence Builder 庫中選擇一個橫幅並進行應用。



移除橫幅並使用填充顏色或圖片的背景。



從標頭區域移除橫幅以及所有其它元素以降低高度為 25 圖元。



移動橫幅到內容區域並插入到某個頁面或網站的所有頁面。
注意： 每個網站您只能使用一個橫幅。如果您選擇插入橫幅到某個頁面，那麼您就無
法把該橫幅添加到網站的其它頁面上。基於此因素，我們建議您把橫幅放置網站範
圍的區域。



徽標圖片。您可以對徽標進行以下操作：


上傳您自己的徽標圖片或 SWF 格式的 Flash 檔。



從標頭區域移動徽標到網站空間的其它部分，例如側邊欄和內容區域。



可插入任何數量的徽標圖片到網站範圍的區域。



通過指定所需尺寸（按圖元）或拖拽圖片的邊和角來調整徽標大小。



移除徽標。



網站名稱。這通常會包含公司名稱或網站簡要描述，例如“John Doe’s Recipes”。



網站標語。這通常包括對您網站或公司標語的描述。

 如要更改橫幅圖片或標頭的其它元素（徽標、網站名稱或標語）：
1. 點按橫幅圖像。
2. 執行下列操作：


如要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圖庫裡的圖像，可選擇選自我們的圖庫，然後從圖像
清單菜單中選擇圖像。若要説明您找到一個合適的圖像，可選擇推薦選項或在輸入框裡
輸入關鍵字。



若要使用您自己的圖像，可選擇選自我的檔，點按流覽，並選擇您需要的圖像。您應只
使用 GIF、JPEG 與 PNG 格式的圖像，最好不寬於 900 圖元。



若要使用 SWF 格式的 Flash 檔，可選擇選自我的檔，點按流覽，並選擇您需要的檔。



如要移除圖像，可選擇無圖像並制定標頭塊的高度（以圖元為單位）。

3. 如果您想要調整橫幅來適合標頭區域的大小，可選擇 適合圖片大小 核取方塊
。
4. 在顯示橫幅元素下，選擇您需要在標頭裡顯示的元素相應的核取方塊。
5. 如果您想要移除徽標圖像或上傳自己的徽標，可點按徽標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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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您想要更改網站名稱或標語，可點按標頭上相應的欄位並進行更改。
要設定更容易看到網站名稱和標語，可選擇 輪廓 核取方塊。這會在文本周圍添加黑色或
白色的輪廓，一個圖元寬。如果網站標題或標語的字體顏色是黑色的，那麼輪廓的顏色就
會是白色的，反之亦然。
注意您可以自由地在標頭區域內移動帶有網站名稱、描述和徽標的模組。
如果您偶然移除了橫幅，可重新插入。

 若要插入橫幅：
進入模組 選項卡，選擇橫幅， 然後拖拽該模組到您要添加的任何網站範圍的區域。

 若要插入徽標：
進入模組 選項卡，選擇網站徽標， 然後拖拽該模組到您要添加的任何網站範圍的區域。您可
以上傳新的徽標圖片或 SWF 格式的 Flash 檔，並把該徽標向左、中間或右對齊。
通過指定所需尺寸（按圖元）或拖拽圖片的邊和角來調整徽標大小。
注意： 當您使用游標調整圖片大小時，會自動關閉選項 保留原來的長寬比。

內容文本、圖表、圖像、視頻、表格與腳本
本節描述如何填充網站內容以及如何使用編輯器模組的功能提升您的網站。
當在也一個頁面上添加一個模組時，您可選擇只在當前頁面顯示（特定頁面模組）或在網站所
有頁面上顯示（網站範圍模組）。搜尋、廣告、網站徽標、導航 和 Breadcrumbs 模組例外：當
您添加這些模組時，就已放置在網站的所有頁面上。


只在當前頁面上放置一個模組，可選擇 模組 標籤下的模組，並拖拽到標有文本為 僅在此
頁面上 的任何區域。此類區域位於主要內容塊內且接近每個側邊欄的頂部。
要把內容區域分成多列並在其中插入模組，可拖拽該模組到內容區域的左邊或右邊邊緣然
後插入。注意側邊欄區域無法分成列。



要把一個模組放置到網站的所有頁面上，可選擇 模組 標籤下的模組，並拖拽到標有文本
為 在所有頁面上 的任何區域。此類區域位於主要內容塊的上面或下面，側邊欄、頁眉和
頁腳中。

您可添加到網站的模組數量取決於您的主機方案。當您達到分配的模組數量時該編輯器會通知
您。帶有美元符號的 ($) 圖示將會在編輯器工具列中的模組圖示上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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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表格、超連結、Flash 檔與圖像
您開始對網站內容進行操作之前，我們建議您選擇合適的網站語言，可進入 設定 標籤 > 語
言 > 網站語言 功能表進行操作。
網站語言是網站範圍的設定，可定義您添加到網站的內容的語言。會影響以下部分：


將會顯示某些網站元素（尤其是協力廠商服務提供的元素）如 Google Search 和圖片庫中
的導航按鈕使用的語言。注意並不是所有協力廠商服務和編輯器提供的模組都會支援所有
可用語言。



您將要在編輯器中輸入文本方向（從左往右或從右往左）。如果您選擇從右往左的語言，您
的網站內容和設計將會啟用 RTL。

注意： 更改網站語言不會以新語言重新載入當前選擇的網站主題。主題語言將會保持不變，
但是文本方向將會更改。

 若要添加文本、清單、表格或圖像到某個頁面：
1. 轉入模組選項卡，選擇文本 & 圖像，並拖拽模組到此頁面。


要添加一個帶有文本和圖片的模組到當前頁面，可拖拽該模組到標有 僅在此頁面上 文
本的任何區域。此類區域位於主要內容塊內且接近每個側邊欄的頂部。
要把內容區域分成多列並在其中插入模組，可拖拽該模組到內容區域的左邊或右邊邊緣
然後插入。注意側邊欄區域無法分成列。



要添加一個帶有文本和圖片的模組到網站所有頁面，可拖拽該模組到標有 在所有頁面
上 文本的任何區域。此類區域位於主要內容塊的上面或下面，側邊欄、頁眉和頁腳中
。

2. 在螢幕上輸入文本並使用模組工具列上的圖示格式化文字，添加表格、超連結
與圖像。
文本 & 圖像模組的工具列可提供訪問以下工具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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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網頁內移動文本與圖像塊。
2. 移除字塊包括其內容。
3. 保存更改。
4. 取消更改。
5. 移動工具列。
6. 選擇該段落類型與字體。注意 Google Chrome 不支援終端字體。
7. 選擇字體大小。
8. 選擇字體類型。粗體、斜體、底線與刪除線。
9. 選擇文本與背景顏色。
10. 選擇文本對齊：左對齊、居中、右對齊或兩端對齊（對齊左右邊距，詞與詞之間添加空格）
。
11. 增加與減少段落縮進。
12. 開始編號或專案符號清單。
13. 插入表格並指定行與列的數目。
插入表格後，就可在工具列裡訪問多個額外圖示。可使用這些圖示更改表格行與儲存格的
屬性，插入並移除行與列，篩分與合併表格儲存格。
14. 插入鍵盤上沒有的符號，例如版權與商標標誌以及其他統一符號。
15. 插入行。
16. 編輯頁面的 HTML 原始程式碼。
17. 取消與恢復更改。
18. 添加與移除您網站頁面或外部資源的超連結。在網頁指定部分插入 HTML 錨以至於您可從
網站同一或其他頁面進行連結。要瞭解更多有關添加超連結的資訊，可查看 超連結、進入
郵寄地址的連結和錨連結.
19. 插入 SWF 格式的 Flash 對象。
20. 插入圖像，調整其大小，指定替代文本與文本環境。在不支援圖像或配置不顯示圖像的瀏
覽器裡顯示替代文本而不是圖像。
如果您想在某一個頁面上插入任何圖片，需考慮使用圖庫 模組而不是 文本 & 圖像模組。
通過圖庫，您可上傳本地電腦的圖片或使用發佈到 Picasa Web Albums 圖片共用服務的圖
片。要瞭解更多有關 圖片庫 模組的資訊，請查看 圖片庫。
如果您想要添加幻燈片來顯示多張圖片，可使用 圖片滑塊 模組。要瞭解更多有關 圖片滑
塊 模組的資訊，請查看 圖片滑塊。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

161

嵌入的視頻。
您可在網頁上嵌入來自視頻分享網站上的視頻片段，例如 YouTube（youtube.com），Vimeo
（vimeo.com），MySpace（myspace.com），與 Dailymotion（dailymotion.com）。

 如要在網頁上插入視頻：
1. 轉入模組選項卡，選擇嵌入視頻，並拖拽模組到此頁面。
2. 插入視頻連結或選擇選項嵌入代碼，然後貼上來自文件共用網站上的代碼。
3. 按一下“確定”。

 要刪除視頻，請執行下列步驟：
把滑鼠放在該視頻上並點按移除。

聯繫表格。
如果您想要您的網站訪問者能夠從您的網站發送資訊給你，您可添加一個聯繫表格。

 若要添加聯繫表格：
1. 轉入模組選項卡，選擇聯繫表格，並拖拽模組到此頁面。
2. 在設定選項卡上，指定一下內容：


收件人電子郵寄地址。您可以指定多個郵寄地址，用逗號 (,) 分號 (;) 隔開。



資訊主題。



發送資訊的按鈕上顯示的文本。



保護免受垃圾帖子自動入侵。如果您想要避免受到腳本或垃圾 bots 病毒通過聯繫表格發
送的垃圾郵件可選擇核取方塊 啟用保護免受垃圾帖子自動入侵。
該保護基於高效的 reCAPTCHA 機制。在聯繫表格中，該機制會以輸入框的形式顯示並
由變形的僅人類可辨識度字詞或符號組合伴隨而存在。在通過聯繫表格發送資訊之前，
使用者會收到提示要求識別符號並輸入符號。

3. 如果您想要從表格添加、移動、移除輸入欄位，或更改標籤，可點按欄位選項
卡，並進行所需更改。
4. 如果您想要更改發送資訊時顯示的預設資訊“您的資訊已發送。感謝您。“可點
按回復選項卡並輸入新的文本。
5. 按一下“確定”。

 若要移除聯繫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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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滑鼠放在該表格上並點按移除。

博客
如果您想要在您的網站上保留線上日記，或定期發佈一個主題的文章並自動按時間順序顯示，
那麼您則需要一個博客。
只能在沒有子頁面的第一級頁面中添加博客模組。在博客帖子中，您可以使用文本、圖片、嵌
入到視頻和腳本。每個博客帖子都可以有一個供搜尋引擎使用的鮮明的頁面描述和元資訊。注
意博客帖子不會在 頁面標籤 (P 150) 上列舉。
想讓您的訪客給您的帖子進行評論，您需要通過 Disqus 註冊，這是一個協力廠商服務，可為
您的網站提供評論功能並保留所有的評論。

 若要添加博客到網站空間：
1. 轉入模組選項卡，選擇博客，並拖拽模組到此頁面。
2. 在模組屬性中，指定以下資訊：


在頁面上顯示的博客數量。



指定網站訪客是否能進行留言評論。

3. 按一下“確定”。
4. 要啟用評論功能，請點選連結 點按此處添加新博客帖子。
5. 在空白博客帖子底部的灰色資訊框中點按
6. 通過Disqus進行註冊，請點按 註冊 按鈕。即會在新瀏覽器視窗或選項卡中打
開註冊表格。
7. 指定下列內容：


您的網站 URL、所需名稱和短名稱（唯一的 ID）。之後您將需要在博客模組設定中指定
該網站的 ID（短名稱）來啟用評論功能。



評論版主的用戶名、密碼與郵寄地址。將會發送確認資訊至該郵寄地址，因此務必確保
該資訊是有效的。

8. 按一下繼續。
9. 指定語言和其它設定，請點按 繼續。
10. 在註冊表格的最後一個步驟中，無需進行進一步操作。只需退出Disqus網站即
可。
11. 查看您郵件收件箱以找到來自Disqus的確認資訊。在此資訊中，點按該連結核
真實位址。
12. 返回到已經打開博客模組屬性的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的瀏覽器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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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標題為 在此處應用註冊期間收到的網站ID（短名稱） 的框內，輸入或貼上您在
第7步驟通過Disqus註冊期間指定的網站ID。
14. 按一下“應用”。
15. 按一下“確定”。
現在您的博客就可接受訪客的評論，您可以發佈您的第一個博客帖子。

 若要添加博客帖子：
1. 進入含有博客模組的網站頁面。
2. 點選連結 點按此處添加新的博客帖子（可能還會顯示為 新的帖子標題）。
3. 輸入帖子標題和內容。
如果您想要更改帖子日期，可在欄位 Posted dd.mm.yy 內點按然後從日曆中選擇日期。
如果您的帖子冗長包含多個文本模組、圖片和嵌入到視頻，您可能只想要在您博客的主頁
面對網站訪客顯示帖子的一部分（帖子的開頭部分）。要實現此操作，需要在編輯博客帖子
的同時，移動分配器元素（包含一行 -------- 拖拽該行到不在帖子清單中顯示的模組的上面
--------） 到所需區域。

4. 按一下“確定”。
5. 如果您想要查看、編輯或移除將在搜尋引擎結果頁面中顯示的頁面描述和搜尋
引擎用於查找頁面的關鍵字，可點按帖子標題右邊的空白區域，然後點按SEO
設定 選項卡。
注意： 帖子連結名稱 是必填欄位。元描述 與 元關鍵字是選填欄位。如果您指定頁面的
關鍵字，需以逗號隔開，無空格。

6. 要返回至博客的主頁面，可點按您剛剛創建的帖子下麵的 返回 連結。

 若要移除博客帖子：
1. 進入含有博客模組的網站頁面。
2. 把滑鼠放在該帖子標題上並點按移除。
3. 按一下“是”確認刪除。

 若要編輯博客帖子：
1. 進入含有博客模組的網站頁面。
2. 點按帖子標題。
3. 進行所需更改，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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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移除博客和其所有帖子內容：
1. 進入含有博客模組的網站頁面。
2. 把游標置放於連結 點按此處添加新博客帖子 上並點按 移除。
3. 按一下“是”確認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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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如果您想要允許您的網站訪客在您的網站空間中留言評論，您需要在這些網站空間中插入評論
模組。
該評論功能由 Disqus 提供支援，這是一項可存儲和處理所有評論的協力廠商服務。在您的訪
客可留言評論之前，您需要通過 Disqus 註冊一個帳戶然後在評論模組設定中指定一個網站 ID
。
您可以在單個網站上插入多個評論模組。因為網站上的所有評論模組都會使用同一個網站 ID，
因此您在插入第一個評論模組時，在模組設定中指定網站 ID 一次即可。

 要在網頁上添加評論功能：
1. 轉入模組選項卡，選擇評論，並拖拽模組到此頁面。
2. 如果您還未使用Disqus註冊帳戶可點按 註冊 按鈕。即會在新瀏覽器視窗或選
項卡中打開註冊表格。
3. 指定下列內容：


您的網站 URL、所需名稱和短名稱（唯一的 ID）。之後您將需要在評論模組設定中指定
該網站的 ID（短名稱）來啟用評論功能。



評論版主的用戶名、密碼與郵寄地址。將會發送確認資訊至該郵寄地址，因此務必確保
該資訊是有效的。

4. 按一下繼續。
5. 指定語言和其它設定，請點按 繼續。
6. 在註冊表格的最後一個步驟中，無需進行進一步操作。只需退出Disqus網站即
可。
7. 查看您郵件收件箱以找到來自Disqus的確認資訊。在此資訊中，點按該連結核
真實位址。
8. 返回到已經打開評論模組屬性的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的瀏覽器視窗。
9. 在標題為 在此處應用註冊期間收到的網站ID（短名稱） 的框內，輸入或貼上您在
第3步驟通過Disqus註冊期間指定的網站ID。
10. 按一下“應用”。
11. 按一下“確定”。
現在您就可發佈網站至客戶帳戶並可以開始接收來自訪客的評論。
除了添加和查看評論外，您還可以進行以下操作：


編輯評論。



刪除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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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評論為垃圾評論。



禁止用戶（按郵件或 IP 地址）在您的網站上發佈評論。



更改設定，如評論外觀，並移除引用 URL。您可以通過在www.disqus.com上登入到您的
帳戶來進行操作，並進入 設定 標籤。

 要審核評論：
1. 以網站管理員的身份登入Disqus。您可以通過以下當中的一種方式進行操作：


進入www.disqus.com訪問 Disqus 網站並進行登入。



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編輯器中，進入您有評論模組的頁面並點按 添加新評論 欄位
。點按 發帖子 按鈕，點按左邊功能窗格中的 Disqus 連結，輸入您的用戶名和密碼，
並點按 登入。

2. 您登入至Disqus後，您可以通過以下的方式審核評論：


在 Disqus 網站上，使用 Dashboard 和 Admin 區域的項。



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編輯器中或發佈的網站上，進入您有評論模組的頁面，把游
標放置您想要審核的評論上，使用評論旁邊的 審核 連結。

另外，您還可以使用當某人在您網站上留言時 Disqus 發送給您的通知資訊中的連結來審核評
論。

 要在網頁上移除評論功能：
1. 在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中，進入包含評論模組的網站頁面。
2. 把游標置放於 添加新評論 欄位上並點按 移除。
3. 按一下“是”確認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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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和其它可下載的檔
該編輯器現在會提供一個控制台方便處理您客戶帳戶中的檔。您可以上傳文檔、圖片以及各種
格式的檔到該編輯器（在 文檔 標籤上），然後把進入這些檔的連結插入您的網站頁面上。另
外您也可以把這些檔保留在您的客戶帳戶上以備自己使用。

 要上傳檔到客戶帳戶上：
1. 轉到文檔標籤。
2. 按一下“上傳”。
3. 選擇該文件並點按 打開。
現在要讓您的網站訪客能夠下載該檔，您需要在網站空間中插入可進入該檔的連結。

 要插入可進入檔的連結：
1. 選擇您想要插入連結的文本。
2. 在 文本 & 圖像 模組的工具列上，點按圖示
3. 選擇選項 該網站上的文檔
4. 選擇您的檔並點按 確定。

 要從客戶帳戶上移除檔：
1. 轉到文檔標籤。
2. 選擇該檔並點按 移除。
3. 確認刪除操作並按一下“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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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網路上共用的按鈕
如果您想要讓您的訪問者很容易在社交網路或線上書簽服務上分析您的內容，可插入帶按鈕的
工具列，實現在 Facebook、Twitter、Myspace 以及其他服務上分享。

 若要在網頁上添加功能實現在社交媒體工具列上分享：
1. 轉入模組選項卡，選擇社會共用，並拖拽模組到此頁面。
2. 選擇工具列的外觀。
3. 如果您想要修改工具列上的社會網路與共用服務清單，可把滑鼠放在圖示[+]上
並點按設定連結。
您發佈網站後就可顯示對服務清單做的更改。

4. 按一下“確定”。
注意： 當有人使用 Tweet 按鈕在 Twitter 上共用您的內容時，tweets 的計數器不會立刻增長。
計數器更新需要幾個小時的時間。

 若要移除社會媒體工具列：
把滑鼠放在該工具列上並點按移除。

網站搜尋
如果您想讓您的訪問者可在您的網站上搜尋資訊，您可在網站上添加搜尋欄。在網頁上插入搜
尋欄後，該搜尋欄將自動添加到網站的所有頁面上。
該搜尋欄預設配置使用 Google 搜尋引擎。如果您想要使用其他搜尋引擎，您可獲得搜尋腳本
代碼並插入該代碼至搜尋 模組。

 若要在網站上添加搜尋欄：
1. 轉入模組選項卡，選擇搜尋，並拖拽模組到此頁面。
2. 執行下列操作：


如果您想要使用 Google 提供的搜尋服務，可選擇 Google 選項。



如果您想要使用其他搜尋引擎，可選擇其它並貼上您從該服務獲取的代碼。
需確保您輸入的代碼是正確的，因為 Web Presence Builder 不會驗證該代碼。

3. 按一下“確定”。
此搜尋欄將出現在您發佈後的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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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移除一個搜尋欄，請執行下列步驟：
把滑鼠放在該搜尋欄上並點按移除。

線上商店
如果您想要通過您的網站銷售產品或服務，可使用線上商店與購物車模組以添加功能齊全的線
上商店到您的網站上。每個網站只可添加一個商店。
線上商店功能由 Ecwid - 協力廠商 SaaS 解決方案提供商提供，可存儲並處理您所有的資料，
包括帶圖像的產品目錄、訂單與客戶支付。

 若要添加線上商店到網站上：
1. 轉入模組選項卡，選擇線上商店，並拖拽模組到此頁面。
2. 如果沒有在Ecwid上的帳戶，可在上面創建一個，如果您在Ecwid上通過Web
Presence Builder已經有帳戶並想要在您網站上顯示，可指定現存商店的ID。
如果在 Ecwid 上還未有帳戶，可進行以下操作：

a. 在模組設定裡，請在常規選項卡上選擇選項通過Ecwid註冊。
b. 鍵入您的姓名、電子郵寄地址與密碼。您將使用該電子郵寄地址與密
碼登入Ecwid與管理您的線上商店。
c. 按一下發送。來自Ecwid的確認資訊將發送至您的電子郵寄地址。您將
需要確認在三天內您擁有該電子郵寄地址，否則線上商店將會被停用
。
如果在 Ecwid 上您已經有帳戶，可選擇選項輸入現存商店的 ID，指定該商店的 ID 以及您在
註冊帳戶過程中指定的郵寄地址，並點按應用。
注意： 如果直接在 Ecwid 網站上而不是通過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的線上商店，您可
以進行以下操作：通過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一個新的 Ecwid 帳戶，登入之前存在的
Ecwid 帳戶，匯出所有項到 CSV 檔。之後，登入新帳戶並導入該檔。

3. （可選步驟。）如果您想讓您的客戶通過拖拽到購物袋圖示的方式添加物件到
購物車，可轉入模組 選項卡，選擇購物車模組，並把該模組拖到頁面上。
注意該購物袋圖示將被插入您網站上的所有頁面上。如果您不需要，可不使用購物車模組
。您的客戶仍可使用產品目錄區頂部的購物袋連結添加物價到購物車並進行核查。

4. （可選步驟。）如果您想要更改產品目錄的外觀，在模組設定裡，轉入查看選
項卡。
5. 如要設定您的線上商店，以物件填充產品目錄，以及移除Ecwid默認添加的水
果與蔬菜，可點按模組工具列上的管理連結。
Ecwid 控制台即會在新瀏覽器視窗或選項卡中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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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Ecwid控制台裡完成設定商店後，返回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並點按
重新載入連結（在線上商店模組工具列上）。
您必須使用重新載入連結使您的線上商店內容與 Ecwid 上的線上商店同步。

7. 按一下確定完成商店設定。

 如要管理線上商店：
把滑鼠放在該產品目錄上並點按管理。Ecwid 控制台即會在新瀏覽器視窗或選項卡中打開。
注意： 發佈網站後，您還可以在 Dashboard (P 180) 上查看有關新訂單的資訊。

 如要移除線上商店：
把滑鼠放在該產品目錄上並點按移除。

自訂腳本
您可插入在 PHP、JavaScript 或 VBScript 裡寫入的自訂腳本到您網站的任何頁面。

 如要在網頁上插入腳本：
1. 轉入模組選項卡，選擇腳本，並拖拽模組到此頁面。
2. 貼上代碼到輸入欄位裡。
對於 PHP，可使用開放式標記<?php。需確保您輸入到該欄位的代碼是正確的，因為 Web
Presence Builder 不會驗證該代碼。

3. 按一下“確定”。
您的代碼只有在已發佈的網站才能啟動。

 若要刪除腳本：
把滑鼠放在該腳本塊上並點按移除。

廣告
如果您正參加交換橫幅廣告或其他線上廣告專案，可能需要在您的網站上添加廣告塊。在網頁
上插入廣告塊後，該搜尋欄將自動添加到網站的所有頁面上。

 若要添加廣告塊：
1. 轉入模組選項卡，選擇廣告，並拖拽模組到此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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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貼上您的廣告供應商提供的代碼到輸入欄位。
需確保您輸入到該欄位的代碼是正確的，因為 Web Presence Builder 不會驗證該代碼。與
一些廣告供應商合作，您需首先驗證您的帳號。

3. 按一下“確定”。
廣告將出現在發佈後的網站上。

 若要移除廣告塊：
把滑鼠放在該廣告塊上並點按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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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網站管理員的設定與工具
本節闡述以下操作：


更改網站名稱、描述與關鍵字。



上傳網站土條（favicon）。



在高級子選項卡上設定您的網站以在搜尋結果裡增加曝光率並嵌入各種搜尋引擎服務。



防止您網站上的某些頁面或區域被搜尋引擎檢索並在搜尋結果中顯示。

 若要編輯您的網站名稱、描述與關鍵字：
1. 轉到設定選項卡> 基本選項卡。
2. 指定您的訪問者在訪問您網站時能夠看到的作為他們瀏覽器視窗標題的網站名
稱。
3. 若要在瀏覽器標題視窗顯示您的網站名稱與當前頁面名稱來增加您的網站在搜
尋引擎結果的認可率，可選擇添加網站名稱到頁面標題核取方塊。
4. 添加您網站的簡短描述（最多255個字元）。
該描述將被用於新頁面的預設描述。當有人看到您的網站時搜尋引擎就會顯示這些描述。

5. 提供描述您網站的一列關鍵字（建議是10 - 15個關鍵字）。
這些關鍵字將被用於新頁面的預設關鍵字。這些關鍵字會被搜尋引擎進行分析，並且當有
人搜尋這些關鍵字時可用於顯示您的網站。

6. 按一下“確定”儲存更改。
Favicon 是您訪問網站出現在瀏覽器位址欄裡的小圖示，在書簽清單裡的網站名稱旁邊。您可
使用各種網站工具創建一個 favicon 並在此處通過 Web Presence Builder 編輯器上傳您的
favicon。您所有的網站訪問者都會看到此 favicon。

 若要上傳您網站的一個 favicon：
1. 轉到設定選項卡> 基本選項卡。
2. 按一下“流覽”並選擇favicon上傳的位置。favicon將被上傳。
3. 按一下“確定”儲存更改。

 若要移除您網站的一個 favicon：
1. 轉到設定選項卡> 基本選項卡。
2. 點按移除（在Favicon裡）。favicon將被移除。
3. 按一下“確定”儲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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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註冊網站或註冊網站管理員協助服務時，大部分搜尋引擎需要您核實網站所有權。核查一
般有上傳或創建一個指定檔案名的檔來實現。

 若要核查網站所有權：
1. 轉到設定選項卡 > 高級選項卡。
2. 提供核查檔：


如果您知道搜尋引擎請求的核查檔案名，可在創建核查檔欄位裡提供核查檔案名並點按
確定。Web Presence Builder 將在正確的位置創建該檔。



如果您已經從一個搜尋引擎下載了您的核查檔，需上傳該核查文件到上傳核查文件欄位
裡並點按確定。

3. 核查檔創建或上傳而且您的網站已經發佈後，請在搜尋引擎網站上確認您的所
有權。
4. 按一下“確定”儲存更改。

 如要編輯您網站的 HTML <head> 部分（例如，添加所有權核查元代碼

）：
1. 轉入Web Presence Builder主功能表的設定選項卡，然後進入高級子選項卡。
2. 點按編輯中繼資料。
3. 在提供的欄位裡插入代碼並點按添加。
注意：根據 HTML 標準僅允許有效的 HTML 標記（在<head> 部分）。只有在您發佈您的
網站後才會應用對中繼資料做的更改。

4. 按一下“確定”儲存更改。
Google Analytics 是一個能夠允許您瞭解更多有關您的訪問者資訊的工具。您在 Google
Analytics 裡註冊並獲取代碼後，您就可在您的網站上嵌入 Google Analytics。

 若要嵌入 Google Analytics：
1. 在Google Analytics裡註冊並獲取代碼。
2. 轉到設定選項卡 > 高級選項卡。
3. 按一下 嵌入Google AdSense。
4. 插入您在Google Analytics上獲得的代碼到對應欄位並點按 添加。
注意：只有在您發佈您的網站後 Google Analytics 就可開始運行。

5. 按一下“確定”儲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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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搜尋引擎將向您詢問您的網站地圖以進行分析並優化。您可以從 Web Presence Builder 編
輯器下載您的網站地圖。

 如要下載您的網站地圖：
1. 轉到設定選項卡 > 高級選項卡。
2. 點按下載網站地圖。
3. 點按確定開始下載sitemap.xml文件。
要防止搜尋引擎檢索您網站上的某些頁面，您可以添加相應的指令到 robots.txt 文件。該
檔存儲於要發佈網站的客戶帳戶上。

 要防止搜尋引擎檢索您網站上的某些頁面：
1. 轉到設定選項卡 > 高級選項卡。
2. 點選連結 編輯robots.txt。
3. 輸入指令到輸入欄位。每個指令為一行。
例如，防止所有搜尋引擎 robots 和 crawlers 檢索您客戶帳戶上的目錄 /private 和檔
/my_secret.html 的內容，可添加以下行：
User-agent:*
Disallow:/private/
Disallow:/my_secret.html
要瞭解更多有關 robots.txt 檔和您使用的指令的資訊，可參閱
http://www.robotstxt.org/robotstx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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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與載入網站副本
在進行網站的內容編寫與設計方面時，您可為每個網站在伺服器上儲存多個副本並使用儲存的
副本（也稱為快照）恢復網站。在以下各種情況儲存網站副本非常有幫助：


您可為同一個網站準備多個版本，以備之後載入查看，選擇設計最好最合適的版本，最後
發佈到網站。



如果您想要對網站的設計與內容做較大的更改或進行試驗，需保證您可安全取消更改，以
免出錯。

注意：來自圖片庫模組的圖片不以快照形式儲存。這些圖像儲存在您的客戶帳戶或 Picasa
Web Albums（如果您選擇了該選項）上。

 若要儲存現有設計與內容：
1. 在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主功能表裡，可點按 儲存 選項旁邊的圖示
。
注意：如果您點按儲存，快速儲存的網站副本將以名稱自動儲存快照進行儲存。之後您可
恢復該網站，通過點按主功能表裡的恢復選項。

2. 在打開的列表裡，選擇一個空余的儲存段，輸入備份副本的名稱，並點按儲存
。

 若要從儲存的副本恢復網站：
1. 在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主功能表裡，可點按 恢復 選項旁邊的圖示
。
注意：如果您點按恢復，將恢復一個網站（從上次您點按儲存實現的快速儲存副本）。

2. 在打開的列表裡，選擇一個網站副本並點按載入。
3. 點按 是 確認您要恢復。

 如要下載網站副本：
1. 在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主功能表裡，可點按 儲存 選項旁邊的圖示
。
2. 選擇要下載的副本並按一下

（下載）圖示。

3. 在您的電腦上選擇您需要保持檔的目錄並點按確定。

 如要上傳網站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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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主功能表裡，可點按 恢復 選項旁邊的圖示
。
2. 點按靠近您需要上傳副本的區域的

（上傳） 圖示。

3. 在SSB格式裡流覽網站快照檔並進行選擇。
4. 如果您需要從已上傳的快照恢復網站，可選擇該快照並點按載入。

 如要移除網站副本：
1. 在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主功能表裡，可點按 儲存 選項旁邊的圖示
。
2. 找到待移除的網站副本，請按一下相應的

（移除）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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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網站到 Internet
當您的網站設計與內容已準備好發佈到 Internet，可點按主選單右上角的發佈。Web Presence
Builder 將自動發佈您的網站到您服務商指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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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acebook 上發佈網站副本
在 Internet 上發佈網站後，您就可通過在流行社交網站上 - Facebook（www.facebook.com）
發佈網站副本來吸引更多訪問者。
Facebook 上的網站副本將會顯示你網站上大部分內容，但是，以下更改將會應用到網站的設
計與版面和功能裡：


標頭、側邊欄與頁腳將會顯示。



導航功能表只在網頁頂部顯示。



頁面寬度將被限於 520 圖元。對於寬於 520 圖元的頁面，將會顯示一個水準捲軸。



字體與其大小、顏色將根據 Facebook 的設計進行改變，除非網站所有者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編輯器裡對字體屬性有特定選擇。



將顯示在社會網站上共用的圖片庫、網店與連結。



任何指向 Facebook 上其它頁面的連結都無效。

 如果您想要添加一個網站副本到 Facebook，可進行以下操作：
1. 在主選單裡，點按設定 選項卡 > 社會媒體 選項卡。
2. 選擇核取方塊在Facebook上顯示我的網站副本。
3. 點選連結添加您的網站副本到Facebook。Facebook首頁即會在新瀏覽器視窗或
選項卡中打開。
4. 如果登入您Facebook帳戶，可輸入您的郵寄地址與密碼，並點按登入。
5. 如果您沒有想要顯示網站副本的Facebook頁面，可進行創建。操作如下，點
按現在創建，並根據導向進行操作。創建好頁面後，返回到Facebook上的
Parallels Web Presence Builder頁面，該頁面在其他瀏覽器視窗或標籤顯示。
6. 按一下“添加Parallels Web Presence Builder應用程式”。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帳戶上的
網站與Facebook上的副本進行同步。
7. 如要確認在您頁面上添加該應用程式，可點按添加Parallels Web Presence Builder
。
現在您的副本已成功添加。如要查看，可在左邊的 Facebook 導航板裡點按網站連結。
您標誌網站上的更改並通過 Web Presence Builder 編輯器重新發佈該網站時，您在 Facebook
上的網站副本也相應地進行更新。

 若要從 Facebook 上移除網站副本，可進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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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Web Presence Builder編輯器主功能表裡，點按設定 選項卡 > 社交媒體 選
項卡。
2. 清除核取方塊在Facebook上顯示我的網站副本。
3. 按一下“確定”來確認。
4. 轉入您的Facebook頁面並從該頁面移除Web Presence Builder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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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ashboard 上查看網站訪問統計、評論
和新訂單
發佈網站後，您可以從 Web Presence Builder 的主功能表訪問 Dashboard 來執行以下任務：


訪問有關網站訪問量的統計。統計由 Google Analytics 提供，在您於網站設定中指定
Google Analytics 的代碼後就可使用該統計（如 針對網站管理員的設定和工具 (P 172) 部
分描述所示）。



訪問網站訪客在您網站頁面上的新評論。您設定評論功能後就可在 Dashboard 上看到評論
（如 博客 (P 162) 和 評論 (P 165) 部分所描述）



訪問客戶在您線上商店下的新訂單。您設定一個線上商店後就可在 Dashboard 上看到新訂
單（如 線上商店 (P 169) 部分所描述）。

 要查看網站訪問統計：
1. 在主選單上，點按Dashboard。
2. 如果您是第一次訪問dashboard，請確認您網站與Google帳戶的關聯：
a. 點按 登入Google Analytics。
b. 登入您的Google帳戶。
c. 確認您要允許訪問您的帳戶。
3. 在 網站訪問統計 圖表中，點選連結 查看更多圖表，或點按

圖示。

概要 部分會顯示過去 30 天內的以下統計：


在 設定檔報告 下當前選定的度量詳細圖表。



過去 30 天內總的訪問量。



新訪問的數量



用戶訪問網站的平均時間。



頁面查看的數量。



每次訪問頁面查看的數量



新訪問的百分率

流量源概要 部分顯示了過去 30 天內您的訪客來自的網站地址。(direct) 項顯示了直接在其
瀏覽器中輸入網址訪問您網站的訪客比率。
訪客位址 部分顯示了過去 30 天內訪客的地理地址。

 要查看來自網站訪客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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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選單上，點按Dashboard。
2. 在 評論 下點選連結 查看，或點按

圖示。

3. 要進入評論的網頁，可點按 連結至評論。
4. 要進入Disqus網站審核評論，可點按 管理評論。

 要查看訪問您線上商店的客戶提交的訂單：
1. 在主選單上，點按Dashboard。
2. 在 訂單 下點選連結 查看，或點按

圖示，然後點按 訂單 標籤。

3. 要進入Ecwid網站處理訂單，可點按 管理訂單。

181

182

使用 Web Presence Builder 創建網站

刪除網站
當您從 Web Presence Builder 編輯器刪除網站，只會移除編輯器中打開的當前網站草案和儲存
的網站副本（快照）。不會移除發佈到您主機帳戶上的網站副本。

 要從編輯器中刪除當前的網站副本：
在 Web Presence Builder 編輯器主功能表裡，選擇更多 > 移除網站。

章 6

通過 FTP 訪問您的網站
更新您網站內容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通過 FTP 上傳內容。FTP（檔案傳輸通訊協定）是標
準的網路通訊協定，能夠允許檔在兩個主機（如您的電腦或 Panel 伺服器）間傳輸轉移。
Panel 作為 FTP 伺服器運行時，用戶應使用 FTP 用戶端訪問伺服器上的目錄。Panel 提
供了 FTP 所有主要功能：


授權訪問伺服器。 在更改 FTP 訪問認證 (P 183)中可瞭解更多。



用於協同工作的多個用戶帳戶。在此部分添加 FTP 帳戶 (P 184)中瞭解更多。



匿名 FTP 訪問：沒有授權可進行訪問，例如，共用軟體更新。可在設定匿名 FTP 訪問
(P 186)小節裡瞭解更多。

本章內容：
更改 FTP 訪問驗證憑據 ......................................................................................183
添加 FTP 帳戶 ....................................................................................................184
設定匿名 FTP 訪問 .............................................................................................186

更改 FTP 訪問驗證憑據
 更改 FTP 帳號用戶名或密碼：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主機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託管網站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按一下“虛擬主機設定”。
4. 輸入一個新的用戶名或密碼。
5. 按一下“確定”。

184

通過 FTP 訪問您的網站

添加 FTP 帳戶
如果您想與他人合作製作您的網站或為其他用戶託管子域，您可為他們創建其他的 FTP
帳號。

 要創建其他 FTP 帳戶，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按一下“FTP訪問”。
4. 在其他FTP帳號標籤上，可點按創建其他FTP帳號。
5. 指定下列內容：


FTP 帳號名稱。輸入一個任意的名稱。



主目錄。選擇使用者連接 FTP 帳號時進入的目錄。



FTP 密碼。



硬碟配額（在 Windows 主機上）。若要限制 FTP 使用者可占的磁碟空間容量，可
清除無限制核取方塊，該核取方塊靠近硬碟配額框，然後輸入以百萬位元組為單
位的磁碟空間容量。



讀取許可權（在 Windows 主機上）。允許 FTP 使用者查看主目錄的內容並下載檔
案，可選擇讀取許可權核取方塊。



寫入許可權（在 Windows 主機上）。允許 FTP 用戶創建、查看、重命名並刪除主
目錄裡的目錄，可選擇寫入許可權核取方塊。
在 Window 主機上，如果您不授予任何許可權，將連接至 FTP 帳號，但使用者將
無法看到主目錄的內容。

6. 按一下“確定”。

 要更改現有 FTP 子帳戶的屬性，請執行以下操作：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按一下“FTP訪問”。
4. 在其他FTP帳號標籤上，在列表裡點按所需FTP帳號名稱。
5. 進行所需更改，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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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刪除其他 FTP 帳戶，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按一下“FTP訪問”。
4. 在其他FTP帳號標籤上，選擇您需移除的FTP帳號相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
除。
5. 確認刪除操作並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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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匿名 FTP 訪問
如果您的網站託管於一個專用的 IP 位址上（不與其他用戶或網站共用），您可在網站內
創建一個其他用戶可通過 FTP 匿名下載或上傳檔的目錄。匿名 FTP 一打開，用戶將可使
用“匿名”用戶名與密碼登入至目錄，位址如 ftp://ftp.your-domain.com。

 要允許匿名 FTP 訪問，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按一下“FTP訪問”。
4. 按一下“匿名FTP”選項卡。
5. 執行下列操作：
a. 若要啟動匿名FTP服務，請按一下“啟用”。
b. 要設定在使用者登入FTP網站時顯示的歡迎消息，請選中“顯示登
入消息”核取方塊，然後根據需要在輸入欄位中鍵入消息文本。
請注意，並非所有的 FTP 客戶都可顯示歡迎消息。

c. 允許訪問者上傳檔至/incoming目錄，可選擇允許上傳至傳入目
錄核取方塊。
d. 允許用戶在/incoming目錄裡創建子目錄，可選擇允許在傳入目
錄裡創建目錄。
e. 要允許從 /incoming目錄下載檔案，請選中“允許從傳入目錄下
載”核取方塊。
f. 限制上傳檔所占的磁碟空間容量，可清除無限制核取方塊，與限
制在傳入目錄裡的磁碟空間選項相對應，然後指定容量，以KB為
單位。
此為硬配額：當達到上限時，用戶將無法添加更多檔至目錄。

g. 限制同時連接至匿名FTP伺服器的數量，可清除無限制核取方塊
，與限制同時連接的數量選項相對應，並指定允許連接的數量。
h. 若要限制匿名的FTP連接的頻寬，可清除無限制核取方塊，與 限
制此虛擬FTP域的下載頻寬選項相對應，然後鍵入每秒的最大頻寬
，以KB為單位。
6.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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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匿名 FTP 服務的設定或關閉此服務。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點按網站 & 域標籤。
3. 按一下“FTP訪問”。
4. 按一下“匿名FTP”選項卡。
5. 執行所需操作：


根據需要調整設定，並按一下“確定”。



若要關閉匿名 FTP 服務，請按一下“停用”。

章 7

郵件
您可直接從控制台創建並移除郵件帳戶，設定郵件郵件轉發，對垃圾郵件病毒的防護，
等等。欲瞭解有關郵件服務配置的詳情，可參閱配置郵件就 (P 190)。
如果您想要使用一些郵箱發佈新聞與進行促銷，或設定群組討論，可嘗試郵寄清單功能
。這是多個用戶訂閱的郵寄地址。在此部分使用郵寄清單 (P 198)中瞭解更多。

本章內容：
添加郵件帳戶..................................................................................................... 189
郵件配置............................................................................................................ 190
使用郵寄清單.....................................................................................................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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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郵件帳戶
 創建一個郵箱位址：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按一下“郵件”選項卡。
3. 點按創建郵箱地址。
4. 在 @ sign之前輸入郵箱位址的左邊部分，如果您帳號上有多個網域名稱
，可選擇創建郵箱位址所在的網域名稱。
5. 選擇郵箱核取方塊。
只有在您需要使用此位址作為郵件轉發器時清除此核取方塊才有意義，此轉發器將轉
發所有接受郵件至其他的位址。

6. 指定郵箱大小或使用供應商政策或您服務計畫定義的預設大小。
7. 指定最少五位元的拉丁字母組成的密碼。
8. 按一下“確定”。

 若要移除郵寄地址：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按一下“郵件”選項卡。
3. 選擇您需移除的郵箱位址對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除。
4. 若確認移除，請按一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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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配置
Panel 可允許您在兩個級別上配置郵件服務：


配置郵件帳戶設定。這些設定只影響郵件帳戶。比如，在哪兒轉發收到的資訊或如何
處理潛在垃圾郵件。欲瞭解更多有關郵件帳戶上可進行操作的資訊，請參閱配置郵件
帳戶 (P 191)。



配置全球郵件設定 這是訂閱級別的設定會影響訂閱內的所有遊戲。比如，Panel 應
該使用哪種 webmail 系統，或者如何處理發送給不存在用戶的郵件。在您的主機方案
中可能無法進行此類設定。若要瞭解有關如何更改全球郵件設定的資訊，請參閱（高
級）配置全球郵件設定 (P 197)。

本節內容
配置郵件帳戶 .....................................................................................................191
(高級) 配置全域郵件設定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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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郵件帳戶
如果供應商政策允許通過控制台創建郵件帳號與服務，那麼您可創建並使用下面幾類郵件服務
：


與您網域名稱相關聯的郵箱。



電子郵件：與用戶主郵寄地址相關的其他郵寄地址。可供使用和發佈到 Internet 上的臨時
郵件別名。若郵件別名開始收到大量垃圾郵件，則可刪除該別名並創建新別名。



電子郵件轉發：對於每個郵件帳戶，都可以設定郵件重定向服務，可將所有來件發到另一
郵寄地址。



自動回復：對每個郵件帳戶來說，都可以啟用自動回復服務，並將預先定義好的郵件回復
給所有來件。若發送 “不在公司”或”在休假”通知時會非常有用。



保護不受垃圾郵件的入侵：針對每個郵件帳戶，您可設定反垃圾郵件篩檢程式可查看所有
接收資訊。此外，還可指定如何處理被識別為垃圾郵件的資訊：可移除這些資訊、移動到
指定資料夾、或只是添加某個文本到資訊主題。



保護不受病毒的入侵：Panel 可查看所有接收和發送郵件是否有病毒.

本節內容
設置郵件轉發 .................................................................................................... 192
創建郵件別名 .................................................................................................... 192
創建自動回復 .................................................................................................... 193
保護不受垃圾郵件的入侵： ............................................................................... 194
保護不受病毒的入侵： ......................................................................................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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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郵件轉發
 若要設置郵件重定向到多個電子郵寄地址，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郵件 標籤 > 電子郵寄地址 > 轉發標籤。
3. 選中啟用郵件轉發核取方塊。
4. 指定郵件必須轉發到的一個或多個郵寄地址。指定多個郵寄地址時，需以空格
、逗號、分號隔開，或另起一行。
5. 按一下確定。
6. 如果您無需保存轉發的資訊到郵箱裡，可轉入郵件標籤 > 郵寄地址，清除郵箱
核取方塊，並點擊確定。

 關閉郵件轉發：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郵件 標籤 > 電子郵寄地址 > 轉發標籤。
3. 清除打開郵件轉發核取方塊，並點擊確定。

創建郵件別名
 添加或移除郵件帳號的其他郵寄地址（電子郵件別名）：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郵件 標籤 > 電子郵寄地址 > 電子郵件別名標籤。
3. 執行下列操作：


若要添加一個位址，可輸入至電子郵件別名框裡，並點按確定。



若要刪除地址，請按一下待刪除地址右側的“刪除”連結。

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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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自動回復
 若要設置自動回復郵寄地址：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郵件 標籤 > 電子郵寄地址 > 自動回復標籤。
3. 選擇啟用自動回復核取方塊，並指定下麵設置：


自動回復資訊主題。



資訊格式。建議您選擇純文字選項，因為一些接收者可能無法看到 HTML 格式的文本。



編碼。建議您選擇 UTF-8 編碼以保證您資訊裡字母正常顯示。



資訊文本。



轉發地址。如果你需要轉發接收資訊到其他的郵寄地址，可在此框裡輸入郵寄地址。



附件。如果您需要在您的資訊裡添加附件，可點擊流覽並選擇一個檔。

4. 按一下確定。

 若要設置自動回復郵寄地址：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郵件 標籤 > 電子郵寄地址 > 自動回復標籤。
3. 關閉自動回復，可清除啟用自動回復核取方塊，並點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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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不受垃圾郵件的入侵：
 若要啟用郵箱的垃圾郵件過濾功能：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郵件 標籤 > 電子郵寄地址 > 垃圾郵件篩檢程式標籤。
3. 選擇核取方塊為此郵寄地址啟用垃圾郵件過濾。
4. 指定如何處理被歸為垃圾郵件的資訊。


如果您需使用您本地機上的軟體過濾郵件，可選擇選項通過添加下面文本至資訊主題標
識垃圾郵件資訊，然後指定垃圾郵件篩檢程式如何標識已被認可為垃圾郵件的資訊。
”X-Spam-Flag：並且向每封被辨別為垃圾郵件的郵件主題行的起始位置添加
“*****SPAM*****”Yes” 標頭預設添加至資訊源，如果您需要的話，垃圾郵件篩檢程式也
將添加一個指定的文字串至主題行的開頭與郵件正文。



如果您信任垃圾郵件篩檢程式的準確性，您可能想要將篩檢程式設定為自動刪除所有被
辨識為垃圾郵件的來件。若要進行此操作，可選擇選項刪除所有垃圾郵件資訊。



如果您正通過 IMAP 協議訪問您的郵箱並希望篩檢程式移動所有被認為是垃圾郵件的資
訊到稱為 Spam 的 IMAP 資料夾，可選擇選項移動垃圾郵件到 Spam 資料夾。
因為所有的資訊在 30 天后會自動從 Spam 資料夾裡移除。您需定期查看 Spam 資料夾
的內容以確保未丟失任何重要資訊，並移動所有非垃圾郵件的資訊返回至收件箱資料夾
。
當選定了移動垃圾郵件至 Spam 資料夾時，您可調試垃圾郵件篩檢程式並通過從收件箱
移動垃圾郵件資訊到 Spam 以及從 Spam 移動非垃圾郵件資訊到收件箱來提高篩檢程式
的準確性。

5. 如果您希望調整垃圾郵件篩檢程式的敏感度，可點按顯示高級設定，並輸入郵
件被視為垃圾郵件的分數。
SpamAssassin 對每封郵件的內容和主題行執行多種不同測試。結果，每封郵件都會記錄
一些分數。分數越高，這封郵件為垃圾郵件的可能性越大。例如，一個郵件的主題行包含
文字串”BUY VIAGRA AT LOW PRICE!!!”，其郵件正文得 8.3 分。預設情況下，篩檢程式
敏感度設定認為當郵件分數大於等於 7 時即被標識為垃圾郵件。


如果您使用現存的設定收到很多垃圾郵件資訊，要使篩檢程式更敏感，可嘗試在垃圾郵
件篩檢程式敏感度框裡設定一個更小的值，例如，6。



如果因為垃圾郵件篩檢程式認為您的郵件是垃圾郵件，而導致您錯過了這類郵件，您可
通過在 Spam filter sensitivity 框裡設定更高的值來降低篩檢程式的敏感度。

注意：想要進一步提高垃圾郵件篩檢程式的準確性，您可按照本節所描述的使您的垃圾郵
件篩檢程式對郵件資訊進行識別學習。

6. 如果您不想錯過某個發送者的郵件，可輸入該郵寄地址或網域名稱至白名單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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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中放一個位址，或者用逗號、冒號、空格將多個位址分開。您可以使用星號 (*) 替代
多個字母，用問號 (?) 替代單一字母。例如：address@mycompany.com、
user?@mycompany.com、*@mycompany.com。指定 *@mycompany.com 會將
mycompany.com 郵件網站下的所有電子郵寄地址添加到白名單。

7. 如果您不需要接收來自某個域或單個發送者的郵件，可輸入該郵寄地址或網域
名稱至黑名單欄位。
一行中放一個位址，或者用逗號、冒號、空格將多個位址分開。您可以使用星號 (*) 替代
多個字母，用問號 (?) 替代單一字母。例如：address@spammers.net,
user?@spammers.net, *@spammers.net. Specifying *@spammers.net 將阻止整個郵件域
的 spammers.net。

8. 如果您使用Windows客戶帳號，您可指定可信任的語言與字元集。使用指定語
言和所定義字元寫的郵件將會通過垃圾郵件篩檢程式的檢查，不會標示為垃圾
郵件。
9. 在Windows客戶帳號上，您可指定必須接受來自某個電腦或網路的郵件的IP位
址。指定網路位址時，可在斜杠後輸入一個位址並添加一個網路遮罩。例如，
192.168.10.10/24。
10. 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的帳號已經啟用了伺服器上的 SpamAssassin 垃圾郵件篩檢程式並且您正通過 IMAP 協
議訪問您的郵箱，您可提供垃圾郵件偵查的準確性。

 要提升垃圾郵件檢測的準確度，請執行下列操作：
1. 通過網路郵件或電腦上的郵件用戶端訪問郵箱。
2. 在您的收件箱資料夾裡查看信。移動所有垃圾郵件資訊至垃圾郵件資料夾。這
可以提高SpamAssassin垃圾郵件篩檢程式識別垃圾郵件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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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不受病毒的入侵：
保護您的系統以免病毒侵入，請不要打開可疑的郵件附件，並在伺服器上啟用病毒防護，如果
您的託管公司提供了此服務，請務必在您的個人電腦上安裝一個防火牆與殺毒軟體。同時，將
您的作業系統保持在最新狀態，並及時安裝安全修補程式和補丁。

 要打開郵箱的防病毒保護，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郵件 標籤 > 電子郵寄地址 > 反病毒程式標籤。
3. 選擇核取方塊為此郵寄地址啟用病毒防護。
4. 選擇所需的郵件掃描模式。您可以在掃描接收的郵件、發送的郵件或兩者同時
掃描之間進行切換。
5. 按一下“確定”。
當收到一個被感染的資訊時，您將收到郵件提示。如果您的供應商使用 Kaspersky Antivirus，
您將可以對其進行配置，轉入郵件標籤 > 郵寄地址 > 反病毒程式標籤。

 要關閉郵箱的防病毒保護，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郵件 標籤 > 電子郵寄地址 > 反病毒程式標籤。
3. 清除核取方塊為此郵寄地址啟用病毒防護。
4.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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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 配置全域郵件設定
您可配置下面適用於在一個訂購下創建的所有域的郵件服務設定：


郵件服務狀態。您可開關郵件服務。如果關閉了郵件服務，將無法發送或接收郵件資訊。



郵件彈出設定。當有人發送郵件資訊到您域下不存在的郵箱位址，郵件伺服器默認接受郵
件並處理此郵件，當在域下未找到此接收者，伺服器將返回此郵件與一個錯誤資訊至發送
者。您可以選擇下列操作：





繼續返回所有此類郵件至發送者（彈出資訊選項），



轉發所有此類郵件到指定的電子郵寄地址（“轉發至”選項）



轉發所有此類郵件到指定 IP 地址的另一郵件伺服器（轉發到外部郵件伺服器，IP 位址選
項），僅限 Windows 主機。



拒絕接收此類郵件，同時不通知寄件者（“丟棄”選項）。

Webmail 如果您的服務計畫可選擇您的帳號使用的 webmail 程式，您將可在全球郵件設定
裡進行選擇。

 配置郵件服務設定：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郵件標籤，然後點按更改設定。
3. 進行所需更改，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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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郵寄清單
訂閱該郵寄地址的用戶數。郵寄列表用於一次向多個收件人發送郵件。發給郵寄清單的內容可
包含多種資訊，圖像、多媒體和連結等。
如何工作：若要在面板中創建郵寄列表，訂閱用戶。然後發送郵件到郵寄列表位址，所有註冊
者都會收到。

 若要設定郵寄列表，並訂閱用戶：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到郵件標籤 > 郵寄清單。
3. 按一下“創建郵寄列表”。
4. 鍵入郵寄列表位址，若有多個網站，選擇創建郵寄列表的網站。
5. 若要訂購用戶至郵寄清單，可輸入他們的郵寄地址，每行一個位址。
6. 通知郵寄清單管理員關於郵寄清單創建的資訊，可選擇核取方塊通知管理員關
於郵寄清單創建的資訊。
7. 按一下“確定”。

 若要訂閱或取消訂閱用戶：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到郵件標籤 > 郵寄清單。
3. 按一下郵寄列表地址。
4. 執行下列操作：


若要訂購用戶至郵寄清單，可輸入他們的郵寄地址至訂購者欄位，每行一個位址。



若要取消訂購用戶，可從訂購者欄位移除他們的地址。

5. 按一下“確定”。

 要刪除郵寄清單，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到郵件標籤 > 郵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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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您需移除的郵寄清單對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除。
4. 若確認移除，請按一下“是”。

 關閉郵寄清單服務與所有在選定訂購下創建的郵寄清單：
1. 轉到郵件標籤 > 郵寄清單。
2. 按一下關閉此服務。

 打開當前選定訂購的郵寄清單服務：
1. 轉到郵件標籤 > 郵寄清單。
2. 按一下啟用此服務。

預定任務

如果您需在指定的時間於您的託管帳號上運行腳本，可使用面板裡的任務調度器以使系統自動
運行腳本。

本節內容
預定任務 (Linux) ............................................................................................... 200
預定任務 (Windows) .........................................................................................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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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任務 (Linux)
如果您需在指定的時間於您的託管帳號上運行腳本，可使用面板裡的任務調度器以使系統自動
運行腳本。
在面板的安裝過程中，可自動創建下面的任務：


autoreport.php – 提交關於域的日、周與月報告（三項獨立任務）



backupmng – 每隔 30 分鐘啟動預定的網站備份



統計 – 生成域使用的資源統計



mysqldump.sh - 為三個 MySQL 資料庫創建備份副本：psadump、MySQL 和 Horde 資料
庫

因為這三項任務都與統計、資料庫以及報告相關，因此建議您不要更改或移除。

 要預定任務，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預定任務（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按一下“預定新任務”。
4. 選擇啟用核取方塊。
5. 指定運行命令的時間：


分 - 輸入從 0 到 59 之間的值



小時 - 輸入從 0 到 23 之間的值



日期 - 輸入從 1 到 31 之間的值



月 - 輸入從 1 到 12 之間的值，或者從下拉清單中選擇月份



星期 - 輸入從 0 到 6 之間的值（0 指星期日），或者從功能表中選擇

您可以使用 UNIX crontab 輸入格式預定時間。在該格式中，您可以：


輸入一些值，並用逗號隔開。用連字號連接的兩個數字表示所包括的範圍。例如，在某
個月的 4 號、5 號、6 號和 20 號運行任務，則鍵入“4-6”和“20”。



插入星號以指定該欄位所允許的範圍。例如，要每天運行任務，則在“日期”文字方塊中
鍵入“*”。

要預定任務在每 N 個週期運行，請輸入組合“*/N”，此處 N 為該欄位（分、小時、天、月）
的有效值。例如，“分鐘”欄位中的“*/15”預定每隔 15 分鐘啟動任務。
您可以鍵入月份和星期幾的縮寫，即該單詞的前三個字母：Aug、Jul、Mon、Sat 等等。當
時縮寫名稱無法使用逗號隔開或與數位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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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要運行的命令。在“命令輸入”框中鍵入該命令。
例如，如果您在指定時間運行備份創建任務，並將備份檔案發送到您的郵箱中，則需在“命
令”輸入框中指定下列命令：
/usr/local/psa/admin/sbin/backupmng

7. 按一下“確定”。

 要在專案開始時接收通知：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預定任務（在高級操作組裡）。
2. 點按 設定 並指定通知策略。

 要暫時掛起預定任務的執行，請完成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預定任務（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找到您需掛起的任務並在命令欄裡點按相應的連結。
4. 清除啟用核取方塊並點按確定。

 要繼續執行預定的任務：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預定任務（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找到您需重新執行的任務並在命令欄裡點按相應的連結。
4. 選擇啟用核取方塊並點按確定。

 若要取消任務：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預定任務（在高級操作組裡）。
3. 選擇您需取消的任務左邊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除。
4. 確認刪除操作並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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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任務 (Windows)
如果您需在指定的時間於您的託管帳號上運行腳本，可使用面板裡的任務調度器以使系統自動
運行腳本。
在面板的安裝過程中，可自動創建下面的任務：


更新放病毒資料庫 – 更新 Parallels Premium 防病毒資料庫。



統計計算 - 生成資源使用統計資訊，如流量和磁碟空間。

因為這三項任務都與統計、資料庫以及報告相關，因此建議您不要更改或移除。

 要預定任務，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預定任務（在高級操作組裡）。
3. 按一下“預定新任務”。
4. 如果您要在創建之後立即啟動您的預訂任務，請選中“啟用”核取方塊。
5. 在“描述”欄位中輸入您的任務名稱。
6. 在“預訂程式通知”中，指定當運行任務時預定程式是否需要通知您。下麵是可
用的選項：


禁用 - 不必通知。



發送至默認郵箱 - 向您的默認郵寄地址發送通知。



發送至我指定的郵箱 - 向在相應欄位指定的郵箱發送通知。你選擇該選項後，您需在
右邊的欄位裡輸入所需郵箱位址。

7. 指定需運行的命令或可執行的檔。在“可執行檔的路徑”輸入框中鍵入命令。如
果您需要通過某些選項運行該命令，那麼請在“參數”欄位鍵入命令。


例如，若要運行統計計算任務來計算磁碟空間，並瞭解 example.com 和 example.net 網
站的更多資訊，則需在輸入框“可執行檔路徑”中指定下列路徑：
C:\Program Files\Parallels\Parallels
Panel\admin\bin\statistics.exe
並在“參數”欄位中指定下列選項：
•
disk-usage—process-domains=example.com, example.net
–verbose



如果您需想使用任務預定程式運行您自己的 PHP 腳本，您需在可執行檔路徑輸入框裡
指定下面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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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ogram Files (x86)\Parallels\Parallels
Panel\Additional\PleskPHP5\php.exe
並在“參數”欄位中指定腳本位置：
C:\Inetpub\vhosts\mydomain.tld\httpdocs\myscript.php

8. 在“任務優先順序”中選擇相應優先順序。任務優先順序可以設定為“低”、“正常”
或“高”。
9. 指定運行命令的時間，可在時、日期、月或星期欄位裡選擇合適的核取方塊。
10. 按一下“確定”預定任務或按一下“現在運行”來預定任務並立即運行。

 要暫時掛起預定任務的執行，請完成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預定任務（在高級操作組裡）。
3. 選擇您需掛起的任務並在描述欄裡點按相應的連結。
4. 清除“啟用”核取方塊。
5. 按一下“確定”。

 要繼續執行預定的任務，請完成下列步驟：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預定任務（在高級操作組裡）。
3. 選擇您需重新執行的任務並在描述欄裡點按相應的連結。
4. 選中“啟用”核取方塊。
5. 按一下“確定”。

 若要取消任務：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可在
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預定任務（在高級操作組裡）。
3. 選擇您需取消的任務左邊的核取方塊並點按移除。
4. 確認刪除操作並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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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網站結合了自訂資料處理應用程式或被指定動態生成網頁，你則需要一個資料庫來存
儲或索取資料。
在 Panel 中您可手動為您的網站創建新的資料庫 (P 205)，創建資料庫副本 (P 206)並管理資料
庫使用者帳戶 (P 207)。執行這些操作需進入 網站 & 域標籤 > 資料庫。此外，您可使用
Panel 提供是協力廠商資料庫管理工具編輯資料庫中的表格，匯出並導入資料 (P 206)，然後
運行 SQL 佇列。這些工具在 Webadmin 連結下（進入 網站 & 域 標籤 > 資料庫），且因資料
庫的類型不同而會有不同。例如，Panel 應用 phpMyAdmin 管理 MySQL 資料庫。
注意從應用程式目錄安裝應用程式時，也會自動創建所需的全部資料庫及其使用者帳戶。而且
，您可分配一個手動創建的使用者帳戶給 web 應用程式創建的資料庫。欲瞭解更多資訊，請查
看小節 使用網站應用程式 > 應用程式資料庫。
使用 ODBC 訪問資料庫
如果您想要部署通過開來源資料庫連接 (ODBC) 驅動操作資料庫的應用程式，需要在作業系
統中創建一個相應的 ODBC 資料來源。適用於 Windows 的 Panel 能夠允許您為大量支援的
ODBC 驅動添加新的 ODBC 資料來源。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使用 ODBC 訪問資料庫 (P 208)
章節。
欲瞭解這些操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本章相應的小節。

本節內容
創建資料庫 ........................................................................................................ 205
訪問資料庫 ........................................................................................................ 205
複製資料庫 ........................................................................................................ 206
匯出和導入資料庫.............................................................................................. 206
管理資料庫使用者帳戶....................................................................................... 207
使用 ODBC 訪問資料庫 (Windows) ...................................................................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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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資料庫
Panel 能夠讓您在 網站 & 域 標籤 > 資料庫 頁面上創建和移除資料庫。
您可指定其名稱來創建資料庫。如果您的訂閱給與您相應的許可權，您可選擇一個資料庫類型
和將要創建資料庫的資料庫伺服器。
一個資料庫必須有一個使用者帳戶與其相關聯。否則，無法訪問該資料庫。您可通過選定 創
建新的資料庫使用者 核取方塊來創建資料庫使用者和資料庫。另外，您還可清除該核取方塊
之後再選擇一個用戶，例如，當您想要使用現有用戶帳戶時。欲瞭解更多資訊請查看 資料庫
使用者帳戶 (P 207)。
注意您只可移除 APS 應用程式不適用的資料庫和資料庫使用者。如果所需核取方塊呈灰色顯
示，表示此資料庫被一個 web 應用程式使用，您可通過移除相應的應用程式來移除該資料庫。

訪問資料庫
您創建資料庫並分配了資料庫使用者後，就可以從 Panel 使用 Webadmin 連結（在 網站 & 域 標
籤 > 資料庫 頁面上）進行訪問。在此種情況下，Panel 會自動使用相應的資料庫使用者驗證憑
據。
如果您想用使用其它工具（如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訪問您的資料庫或設定一些應
用程式可訪問該資料庫，您需要如下面操作提供這些工具和應用程式：


要連接 MySQL 和 PostgreSQL，您需要提供主機名稱（ IP 位址）以及資料庫使用者登入
名和密碼。



要連接 Microsoft SQL Server，您還需要指定 Microsoft SQL Server 實例。對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Panel 會使用 MSSQLSERVER2008 實例。因此，主機名稱可指定為
mydomain.com\MSSQLSERVER2008 或 123.123.123.123\MSSQLSERVER2008.對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Panel 會使用預設的實例 (MSSQL 2005)，而您則不需要指定
實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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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資料庫
Panel 允許您從在 Panel 中集成的資料庫伺服器中複製資料庫到其它伺服器以及任何遠端伺服
器，條件是源和目標伺服器是同一類型，例如同為 MySQL。
您可通過 網站 & 域 > 資料庫 > 複製 來複製資料庫並指定目標伺服器、訂閱和資料庫名稱。
對於一個遠端伺服器，您應在 資料庫目的伺服器 清單中選擇 其它 並提供額外的資訊。


遠端伺服器的主機名稱或 IP 地址。



遠端資料庫伺服器管理員的 用戶名 和 密碼。例如，MySQL 管理員驗證憑據。

注意：當您選擇現有的資料庫作為目的資料庫時，與來源資料庫中有相同名稱目的資料庫將會
被替換。
副本類型
當您複製資料庫時，您可選擇是否創建包括表格中所有資料的完整資料庫副本（ 創建完整副本
選項）或只複製結構。後一種情況，Panel 將會在目的資料庫中創建沒有資料的表格。

匯出和導入資料庫
就 Panel 而言，要匯出資料庫就意味著保存來源資料庫到一個可用於存儲或分佈的檔中。導入
資料庫就相當於存儲來自檔的資料到目的資料庫。.您可以導入資料庫到相同的或其它的資料
庫伺服器上。唯一的限制是目的資料庫應該是相同更多類型、例如，MySQL。
匯出資料庫的一個原因是備份用。Panel for Windows 提供獨立的功能是用於備份資料庫 (P
214)，而 Panel for Linux 匯出是創建獨立資料庫備份檔案的唯一選擇。
匯出和導入功能是通過 Webadmin 連結（ 網址 & 域 > 資料庫 中）由資料庫管理工具提供的。
注意：建議導入資料到一個新的資料庫。
欲瞭解使用資料庫管理工具匯出和導入的說明，請參閱內置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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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料庫使用者帳戶
當操作 Panel 中的資料庫時，Panel 會代表與資料庫相關聯的使用者帳戶訪問該資料庫。因此
每個資料庫應至少有一個相關聯的用戶帳戶，否則您就無法對其進行訪問。
任何資料庫使用者都可設定為某個資料庫的 默認 用戶。即使有其它使用者與該資料庫相關聯
Panel 也將一直使用該預設使用者帳戶訪問資料庫。如果資料庫有多個相關聯的用戶帳戶，沒
有默認的用戶帳戶，將會使用第一個帳戶。
資料庫使用者的類型
在 Panel 中有兩類資料庫使用者帳戶：


只能訪問某個資料庫的使用者帳戶.
如果您與管理網站的人員合作，並想允許他們訪問資料庫，那麼您應為其創建單獨的使用
者帳戶。每個此類帳戶只能訪問一個資料庫。這樣，您首先要創建一個資料庫然後創建使
用者帳戶。



可訪問所有資料庫的全域使用者帳戶.
全域用戶可訪問 所有 現有資料庫還可以訪問所有新創建的資料庫。
如果您打算在您的網站上安裝多個 web 應用程式，創建一個全域帳戶會更方便，因為所有
應用程式可以使用該帳戶訪問其資料庫。這樣，在安裝應用程式時您就可以創建一個全域
用戶帳戶並指定該帳戶。
注意：一個全域使用者只能在一個資料庫伺服器內部使用。如果您使用多個資料庫伺服器
，可為每個伺服器分別創建全域用戶帳戶。

使用資料庫使用者操作
您可以在所需訂閱的 網站 & 域 > 資料庫> 用戶 標籤上創建、更新或移除資料庫使用者。
當創建資料庫使用者時，您會被提示提供訪問資料庫的使用者驗證憑據以及指定使用者將訪問
的資料庫名稱。 一個 全域資料庫使用者可通過為 資料庫名稱 選擇 任何 來進行創建。
注意：
1. 那你可以移除與使用者相關的資料庫來僅移除預設的資料庫使用者。另外您還可以編輯該用
戶和清除 設定該資料庫的預設使用者 選項，並移除該用戶。
2. 如果資料庫使用者通過 APS 應用程式創建的，您只能通過移除相應的應用程式來移除該使
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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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DBC 訪問資料庫 (Windows)
如果您的應用程式需要通過 ODBC 訪問外部資料庫，您可在 Panel 中創建所需的 ODBC 連接
。您創建 ODBC 連接後，您可以自訂該應用程式以使用該 ODBC 連接來訪問資料庫中的資訊
。
注意該資料庫不一定是外部資料庫，ODBC 也可用於訪問本地資料庫。
使用 ODBC 連接的操作
您可以在 網站 & 域> ODBC 資料來源 頁面（在 高級操作 組中）進行創建、更改和移除 ODBC
連接。
當您創建 ODBC 連接時，您應該提供連接名稱和描述以及所需驅動。根據所選的驅動類型，您
會被提示指定一些其它資訊，如進入資料庫的路徑、使用者驗證憑據和其它連接選項。

章 8

（高級）備份和恢復資料
不幸地是資料丟失是現在很容易出現的問題。出現的原因有多種：硬體故障、駭客攻擊
、等等。為了減少資料丟失造成的損失，Panel 提供了備份/恢復功能。在備份 Panel 的
過程中，請保存您帳戶配置與所有的網站內容到多個檔。您可在之後的任何時間恢復備
份，或僅返回 Panel 到穩定狀態。
本章描述了如何在您的 Panel 中執行以下操作：


備份所有與您帳號與網站相關的資料。在備份帳戶與網站 (P 212)部分中瞭解更多。



備份資料庫 (Windows)在備份資料庫（Windows ） (P 214)部分中瞭解更多。



Schedule backups.在此部分預定備份 (P 215)中瞭解更多。



恢復備份存檔檔裡的資料。在此部分恢復資料 (P 218)中瞭解更多。

本章內容：
備份資料............................................................................................................ 210
管理備份檔案..................................................................................................... 215
恢復資料............................................................................................................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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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資料
Panel 會根據您的需要執行以下兩類備份：


客戶帳戶配置此類備份容量較小便於恢復帳戶設定以防配置出現問題。



客戶帳戶配置和網站內容.此類備份需要更多磁碟空間和系統資源，因為 Panel also
還會保存所有網站的內容。此類完整的備份時防止資料丟失的最佳方式。

您可在任何時候手動備份也可計畫在某個時段進行。例如，計畫在訪問最少的夜間進行
完整備份。要瞭解計畫備份的詳情請參閱 計畫備份 (P 215).
保存備份
在 Panel 中有兩種保存備份的方式：


在 Pane 管理的主機伺服器上.所有備份檔案和其它帳戶內容都將保存在您的 Panel 伺
服器上。注意此類備份會佔用訂閱提供的磁碟空間。



在遠端的 FTP 伺服器上。所有備份檔案都將保存在遠端的 FTP 庫中。注意此類備份
不會佔用訂閱提供的磁碟空間。要瞭解配置 Panel 保存備份到 FTP 帳戶的說明請查看
以下部分。

創建受密碼保護的備份
自 Panel 11.0 起，您可以通過密碼來保證您備份中敏感性資料的安全。此類保護可在您
外部備份存儲受到損壞的情況下防止攻擊者洩露您的備份資料。
您可在以下環境中指定備份密碼：


在您的 FTP 庫設定中 (網站 & 域 > 備份管理 > 個人 FTP 庫設定) 中



當從 Panel 內部庫中下載備份檔案到一些外部存儲中時。

當上傳這些備份到 Panel 並進行恢復時，您會收到提示要求您提供用於保護的密碼。
重要說明：
如果您忘了用於備份保護的密碼，將無法在恢復。因此建議您把密碼和相關備份檔案
放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配置面板使用一個 FTP 庫
如果您將要使用 FTP 伺服器存儲備份檔案，您應該進入 帳戶 標籤 > 備份我的帳戶和網
站 > 個人 FTP 庫設定 指定其設定：


FTP 伺服器 IP 地址或主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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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要用來存儲備份檔案的伺服器上的目錄。



用來訪問 FTP 帳戶的用戶名和密碼。



Panel 將用於保護備份檔案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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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帳戶和網站
 備份所有與您帳號及所有訂購相關的資料：
1. 轉入帳號標籤 > 備份我的帳號與網站>備份。
2. 指定下列內容：


備份檔案名首碼與描述。您無法指定一個任意的檔案名，但是，您可設定面板添
加一個首碼至備份檔案名。注意面板可自動添加備份檔案創建的日期與時間（國際
標準時）到備份檔案名。



拆分備份檔案。創建一個多卷備份，可選擇相應的核取方塊指定每卷的大小（MB
為單位）。



備份檔案存儲位置。選擇您想用來存儲備份檔案的庫。



備份完成後發送郵件通知。如果希望在備份完成後收到通知，請鍵入郵寄地址。



備份資料內容。您可以只備份使用者帳戶設定，或使用者帳戶設定及所有使用者
資料（包括資料庫）。



掛起域直到備份任務已完成。選擇此選項禁止使用者在備份時更改網站內容或設
定。
注意： 若選擇此選項，此該備份檔案恢復資料後，則需手動啟用每個網站上的
網站別名（若有）。可在 網站 & 域 標籤 > 域別名 > 打開 標籤上進行操作
。

3. 按一下“備份”。
備份完成後，備份檔案則會保存到所選庫中。

 備份所有與訂購相關的網站：
1. 如果您訂購了多個託管套裝軟體並可訪問與您帳號相關的多個網站空間，
可在螢幕頂部的訂購功能表裡選擇所需的網站空間。
2. 轉入帳號標籤 > 備份網站>備份。
3. 指定下列內容：


備份檔案名首碼與描述。您無法指定一個任意的檔案名，但是，您可設定面板添
加一個首碼至備份檔案名。注意面板可自動添加備份檔案創建的日期與時間（國際
標準時）到備份檔案名。



拆分備份檔案。創建一個多卷備份，可選擇相應的核取方塊指定每卷的大小（MB
為單位）。



備份檔案存儲位置。選擇您想用來存儲備份檔案的庫。



備份完成後發送郵件通知。如果希望在備份完成後收到通知，請鍵入郵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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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資料內容。您可選擇備份：


僅僅是網站設定。



郵箱裡有或沒有郵件帳號與資訊的所有設定與資料。



僅僅有資訊的郵件帳號。

掛起域直到備份任務已完成。選擇此選項禁止使用者在備份時更改網站內容或設
定。
注意： 若選擇此選項，此該備份檔案恢復資料後，則需手動啟用每個網站上的
網站別名（若有）。可在 網站 & 域 標籤 > 域別名 > 打開 標籤上進行操作
。

4. 按一下“備份”。
備份完成後，備份檔案則會保存到所選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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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和恢復資料庫 (Windows)
如果您正使用 Windows 客戶帳號，您可備份並之後恢復您網站使用的資料庫、資料庫使
用者帳號與資料。
您可以：


備份域資料庫與所有資料及使用者帳號。



恢復備份存檔檔裡的資料。



下載、上傳與移除資料庫備份檔案。



刪除恢復後未配對的用戶。

重要說明： Panel 不備份已存儲的流程、視圖與觸發器。備份工具會忽略這些物件，因
此無法恢復這些物件。

 備份資料庫：
1. 轉到網站 & 域標籤 > 備份管理器 > 資料庫備份庫。
2. 使用資料庫功能表，選擇您需備份的資料庫。
3. 按一下“備份”。
4. 指定備份檔案名，並按一下“確定”。
5. 如果您希望下載最終的備份檔案，請在備份結束後，按一下下一頁上的檔
案名。指定保存檔的位置，並按一下“保存”。
6. 按一下“確定”。

 要恢復資料庫，請執行下列步驟：
1. 登入控制台。
2. 進入 網站 & 域 標籤 > 備份管理> 資料庫備份庫，選擇您想要恢復的備份
檔案的對應核取方塊並點按 恢復。
如果伺服器上沒有備份檔案，則需要將本機上的備份檔案上傳到伺服器庫中。

3. 選擇相應的核取方塊確認恢復並點按確定。

 若要上傳備份檔案到備份庫，請執行下列操作：
1. 轉到控制台 > 網站 & 域標籤 > 備份管理器 > 資料庫備份庫並點按上傳備
份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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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資料庫名稱功能表裡選擇您需上傳備份檔案的資料庫。
3. 按一下“流覽...”並選擇所需備份檔案。
4. 若希望在備份檔案上傳後即刻恢復資料庫內容，則選中“上傳後即刻恢復資
料庫備份”核取方塊。
5. 按一下“確定”。
資料庫備份檔案即會上傳到指定資料庫的備份庫中。

預定備份
 若要預定資料備份：
1. 轉入帳號標籤 > 備份我的帳號與網站>預定備份設置。
2. 選擇啟動此備份任務核取方塊並制定下面的相關資料：


執行備份的時間和頻率。



應添加至備份檔案名的首碼。



拆分備份檔案。創建一個多卷備份，可選擇相應的核取方塊指定每卷的大小（MB
為單位）。注意卷大小不可以超過 4095 MB。



備份檔案存儲位置。選擇您想用來存儲備份檔案的庫。



存放在庫中備份檔案最大數量。如果希望反復備份檔案，請鍵入次數：當達到限
制時，最早的檔將被刪除。



若出現備份錯誤，則發郵件通知。若要在備份過程中出錯發送郵件通知，請鍵入
所需的郵寄地址。



備份資料內容。您可只備份帳號設置或帳號設置與所有資料。



掛起域直到備份任務已完成。選擇此選項禁止使用者在備份時更改網站內容或設
置。

3. 按一下確定。

管理備份檔案
本節內容
上傳和下載備份檔案 .......................................................................................... 216
上傳和下載資料庫備份檔案 (Windows) .............................................................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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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和下載備份檔案
從 Panel 下載備份檔案
要從 Panel 庫中下載備份檔案，可在 帳戶 標籤 > 備份我的帳戶和網站 上選擇相應的備
份檔案名稱並指定檔的地址。開始下載前，Panel 會提示您輸入備份密碼。
將備份檔案上傳到 Panel
要上傳備份檔案到 Panel 庫，可使用 帳戶 標籤 > 備份我的帳戶和網站 > 上傳檔到伺服
器庫 嚮導。開始上傳前，Panel 會提示您輸入以下備份參數：


備份檔案地址.



密碼。
這是您用於保護備份資料的密碼。如果您不使用密碼保護，可保持相應欄位為空。
注意：如果您提供的密碼錯誤，Panel 將會警告您，但是還是會上傳備份到伺服器。
在備份恢復過程中，您將會被提示再次輸入密碼。

刪除備份檔案
要從 Panel 庫中移除備份檔案，請在 帳戶 標籤 > 備份我的帳戶和網站 上選擇您想要移
除的備份檔案相應的核取方塊並點按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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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和下載資料庫備份檔案 (Windows)
 若要上傳備份檔案到備份庫，請執行下列操作：
1. 轉到網站 & 域標籤 > 備份管理器 > 資料庫備份庫並點按上傳備份檔案。
2. 在資料庫名稱功能表裡選擇您需上傳備份檔案的資料庫。
3. 按一下“流覽...”並選擇所需備份檔案。
4. 如果您希望備份檔案一上傳就立刻恢復資料庫內容時，可選擇上傳即立刻
恢復資料庫備份核取方塊。
5. 按一下“確定”。
資料庫備份檔案即會上傳到指定資料庫的備份庫中。

 若要從備份庫下載備份檔案，請執行下列操作：
1. 轉到網站 & 域標籤 > 備份管理器 > 資料庫備份庫。
2. 在資料庫功能表裡，選擇您需流覽其備份檔案的資料庫。如果希望流覽網
站上的所有資料庫備份檔案，則請選中“所有網站資料庫”。
3. 按一下與要下載的備份檔案相關的 圖示。
4. 選擇保存備份檔案的位置，並按一下“保存”。
此時，備份檔案將從備份庫中下載。

 若要從備份庫移除備份檔案，請執行下列操作：
1. 轉到網站 & 域標籤 > 備份管理器 > 資料庫備份庫。
2. 在資料庫功能表裡，選擇您需移除其備份檔案的資料庫。如果希望流覽網
站上的所有資料庫備份檔案，則請選中“所有網站資料庫”。
3. 選擇您需要移除的資料庫備份檔案相對應的核取方塊。按一下“刪除”，確
認刪除並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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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資料
本節內容
保存備份............................................................................................................ 218
恢復資料庫 (Windows) ...................................................................................... 219

保存備份
您從以下處保存的備份檔案中恢復資料：


Panel 內部庫.
要從 Panel 庫中恢復備份檔案，可在 帳戶 標籤 > 備份 我的帳戶和網站 > 伺服器庫
標籤上選擇您想要恢復的備份檔案名。



外部的 FTP 庫.
要從 Panel 庫中恢復備份檔案，可在 帳戶 標籤 > 備份 我的帳戶和網站 > 個人 FTP
庫 標籤上選擇您想要恢復的備份檔案名。

你選擇備份檔案後，Panel 將會開始恢復嚮導。您將會被提示指定以下恢復參數：


待恢復資料的類型。



Suspend website until restoration task is completed. 如果您希望用戶在恢復網站的過程中
修改網站內容或設定時避免可能的衝突，請選擇此選項。



當恢復任務結束時，發送郵件通知。 鍵入郵寄地址，如果您希望恢復結束後控制台
郵件通知您。



衝突解決策略。 指定衝突發生時執行的操作。



備份安全設定如果該備份受密碼保護，請輸入密碼到 密碼 欄位。注意 Panel 無法查
看您輸入的密碼是否錯誤：備份將會成功恢復但是可能會損壞。
如果您想要重設使用者密碼，可清除 提供密碼 選擇。

在資料恢復過程中，如果出現任何錯誤或衝突，嚮導將會提示您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案。
依照螢幕上的指南完成嚮導。

（高級）備份和恢復資料

219

恢復資料庫 (Windows)
 如果資料庫已存在，則僅需恢復它的內容：
1. 轉到網站 & 域標籤 > 備份管理器 > 資料庫備份庫。
2. 在列表中選擇所需備份檔案並點按恢復選定檔。
如果伺服器上沒有備份檔案，您可上傳備份檔案至本地機的伺服器庫。瞭解更多資訊
，可參閱小節上傳、下載與移除資料庫備份檔案。

3. 選擇相應的核取方塊確認恢復並點按確定。
如果您正在恢復 MS SQL 資料庫，可能會有出現部分未配對的資料庫使用者。若要允
許這些使用者訪問和使用資料庫，則需要修復這些使用者。更多資訊，可參閱小節恢
復孤立的資料庫使用者。

本節內容
資料庫恢復後修復 ..............................................................................................219

資料庫恢復後修復
如果您正在恢復 MS SQL 資料庫，可能會有出現部分未配對的資料庫使用者。若要允許
這些使用者訪問和使用資料庫，則需要修復這些使用者。

 查看資料庫是否有孤立的使用者並進行修復:
1. 轉入網站 & 域標籤> 資料庫（在高級操作組裡）> 資料庫名稱。
2. 如果您看到警告提示有多個未配對使用者需要修復才可以正常工作，則說
明有待修復的未配對用戶。
3. 修復被孤立的用戶，可點按與您需修復的用戶相對應的現在修復按鈕。
4. 提供這些使用者的密碼並點按修復。
如果使用者是無需密碼的系統使用者，則留空密碼欄位進行修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