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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域名注册、虚拟主机、服务器租用托管、CDN 加速、网站建设。 
 
域名注册： 
 
IP 地址是 Internet 主机的作为路由寻址用的数字型标识，人不容易记忆。因而产

生了域名（domain name）这一种字符型标识。域名就相当于一个家庭的门牌号

码，别人通过这个号码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你。 
IP 地址会变动，但是域名很少改变，所以对于虚拟主机服务器，都建议客户使用

别名解析（别名是解析到另外一个域名、A 记录则是解析到一个 IP 地址）。 
 
域名只有没有被人注册的才能注册（部分域名还需要特殊的单位才能注册，例如

教育专用域名（.edu.cn）和政府专用（.gov.cn）） 
  
目前 com\net\cn 域名注册后都需要实名认证审核通过后才可以正常解析使用。

实名认证通知：http://www.landui.com/help/show-3132.html 
 

 
 
常见域名解析记录说明： 
 
 A 记录：记录值为 IP 地址.常用于独立服务器或者 IP 不常变动的环境。 
 别名(cname)记录：记录值为一串其他域名。虚拟主机常用别名解析。 
 邮件（MX）记录：邮件记录，主要用于域名邮箱或者企业邮箱。 
 TXT 记录：一串特殊字符，主要用于验证域名权限和防垃圾邮件拦截（例如腾讯企业邮

箱开通后一般会建立两条 MX 记录和一条 TXT 记录） 
 
TTL 值：即 Time To Live，缓存的生存时间。指地方 dns 缓存您域名记录信息的时间，缓存

失效后会再次到 DNS 获取记录值。一般保持 DNS 服务商默认设置即可。TTL 越长改动后生

效时间越长，但是对 DNS 服务器压力比较小。反之 TTL 设置比较低，则对 DNS 服务器的请

求会比较频繁，对 DNS 服务器压力比较大。 
600（10 分钟）：建议正常情况下使用 600。3600（1 小时）：如果您 IP 极少变动（一年几次），

建议选择 3600，解析速度快。 
 

http://www.landui.com/help/show-3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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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解析实例： 

 

说明：其中@为顶级记录。例如对于 landui.com 这个域名，landui.com 为顶级。www.landui.com
为二级域名.subdomain.host.landui.com 为三级域名。 
 
域名常见问题参考文档： 
 续费失败但是费用已扣：http://docs.landui.com/?p=407 
 如何协助客户进行域名解析：http://docs.landui.com/?p=389 
 蓝队注册域名如何更换 DNS 和解析面板：http://docs.landui.com/?p=399 
 域名解析后如何测试是否正常解析并生效：http://docs.landui.com/?p=727 
 域名解析长时间不生效怎么办：http://docs.landui.com/?p=405 

 
处理域名问题特别留意的内容：域名状态是否正常、域名是否审核通过、域名 DNS 和解析

面板是否匹配、域名解析记录值是否按照规范填写。 
 
 
虚拟主机： 
  
在一台 web 服务器上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权限隔离建立不同的站点。每个站点有对应的磁盘

配额、资源限制、独立的号和 web 目录。可以通过虚拟主机控制面板进行常规管理。例如

文件修改、文件打包和解压、自定义错误页、自定义默认页、自定义 MIME 类型、域名绑定、

FTP 密码修改、主机暂停和开启。 
如果把独立服务器比作一套房，那么虚拟主机就类似于里面的一个床位。 
相对于独立服务器，用户可以操控的更少、可利用资源也比较少。但是适合与需求比较小同

事缺少专业服务器维护知识的客户。 

http://docs.landui.com/?p=407
http://docs.landui.com/?p=389
http://docs.landui.com/?p=399
http://docs.landui.com/?p=727
http://docs.landui.com/?p=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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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蓝队虚拟主机产品类型： 
 
基础主机系列：只支持 asp 和 php，不附送 sqlserver 和 mysql 数据库，限制了 IIS 并发数、

站点带宽、站点可用流量。 
适合访问比较少，站点资源小的站点。站点程序只能是 HTML 静态或者 asp\php+access。（我

司 IIS 主机都支持 access 数据库） 
 
极速商务系列：只支持 asp 和 php。同时附送数据库。根据不同的价格，主机的大小配额不

同、附送的数据库大小也不同。 
IIS 并发和站点带宽不限。部分型号限制了站点能使用的总流量。 
适合个人和企业网站使用。 
 
企业主机系列：支持 asp\php\dot net 程序,同时附送数据库。产品型号不同其对应的空间大

小和数据库配额也不同。 
适合对服务器资源需求比较高的站点使用。 
 
LINUX 主机系列：支持 php+mysql.目前 php 版本为 php5.3 和 php5.6 两个版本，可以进行切

换。Web 服务为 apache.附送 mysql 数据库。 
适合 php+mysql 组合的站点使用。 
 
JSP 主机系列：JAVA 程序专用主机。不限流量和带宽。目前为 JDK 版本为 1.6。附送 mysql
数据库。 
适合 jsp+mysql 类站点。 
 
多线主机：根据不同的产品型号支持的脚本语言不通。资源限制、数据库是否附送直接参考

站点上对应产品描述。 
目前为河南 BGP 机房。 
多线主机特点：所在机房线路为多线，不同运营商网络访问网络延迟都比较低。 
适合网站定位全国的站点。相对来说多线主机产品价格要稍微比单线主机贵一些。 
 
香港主机：国内主机都需要域名备案后才能进行绑定。部分不想备案或者备案有难度的客户

会选择国外主机。香港主机相对与美国主机速度更快（香港 ping 值一般为 60ms 左右,美国

服务器则在 200ms 以上。） 
适合不备案站点并对网络需求比较高的客户。 
 
美国主机：和香港主机一样，都不需要进行域名备案。在国内访问速度比国内主机和香港主

机稍慢。价格方面相比香港和国内主机同型号产品更便宜一些。 
适合外贸站或者站点面向国外客户的用户。 
 
ASP.NET 主机系列：该产品只支持 dot net 程序，不支持 asp 和 php 程序。附送 sqlserver 数
据库。如果后期不再使用 dot net 程序则需要换为其他支持 asp\php 脚本的产品才能上传

asp\php 程序文件进行使用。 
 
网店主机：适合各中小型网店使用。不限制带宽、流量、IIS 并发。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1.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2.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3.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4.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4.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5.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6.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7.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7.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8.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8.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9.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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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空间系列：此系列主机支持 asp\php 并附送数据库。站点空间大小最低都为 1000M。但

是限制了 IIS 并发数、站点带宽、站点总流量。 
适合网站文件比较大但是访问相对较少同事对速度需求不高的客户使用。 
超级空间系列主机相比其他系列同大小的主机价格更便宜，但是也要特别留意起并发数和带

宽限制往往决定了其访问速度比较慢。 
 
独立 IP 主机：独立 IP 主机支持 asp\php\dot net 程序、同时附送数据库。不限制 IIS 并发数

和站点带宽。每个站点会分配一个独立的 IP 地址。 
非独立 IP 主机是共享 IP。即有多个客户的站点绑定在该 IP 上。独立 IP 则只有一个站点使用

该 IP，独立 IP 对 SEO 比较友好。而且不会因为其他站点遭受攻击影响到站点访问（共享 IP
虚拟主机，如果这个 IP 被攻击封禁，则所有解析到这个 IP 的站点都暂时无法访问，而独立

IP，如果不是攻击这个独立 IP 对应的站点，则不会封禁到这个 IP） 
比较适合对 SEO 需求比较高的站点。 
我司目前独立 IP 主机只有香港机房系列主机。 
 
虚拟主机产品特别留意的地方： 

 
 超级主机系列站点带宽和 IIS 并发限制常导致站点打开资源加载缓慢，在分析站点打开

加载慢问题时特别留意其使用的主机产品型号。 
 独立 IP 主机目前在 103.61.222.3 和 103.61.223.3 的服务器。只要 ping 出来解析的 IP 为

103.61.223.*（对应虚拟主机服务器 103.61.223.3）和 103.61.222.*（对应虚拟主机服务

器 103.61.222.3）的，都为虚拟主机。 
 
如何判断客户反馈问题中给的网站是虚拟主机： 
首先 ping 其提供的网址，看解析的 IP 是否为虚拟主机服务器 IP。 
后台管理中心业务管理——虚拟主机管理 搜索其域名。除了 116.55.241.100 和

116.55.241.123 的都能直接搜到绑定的站点域名。 
目前虚拟主机 IP： 
 
昆明虚拟主机服务器： 
116.55.227.245、116.55.241.55（116.55.241.110）、220.165.3.131（220.165.3.155）、
116.55.242.172（116.55.242.49）、116.55.241.100、116.55.241.123 
 
河南 BGP 主机： 
16.255.230.68 
 
香港虚拟主机： 
103.250.15.131、103.250.15.187、103.250.15.188、103.250.15.140、103.61.222.*、103.61.223.* 
 
美国虚拟主机： 
192.74.229.2、98.126.6.172-182、174.139.150.10-12 
 
部分服务器由于线路或者 DDOS 封禁的原因会临时增加 IP，可以通过 ping 测试一般解析别

名的都为虚拟主机。如果不确定直接到虚拟主机中进行信息搜索。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11.html
http://www.landui.com/hosting/index-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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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档： 
 
蓝队网络购买的虚拟主机如何进行管理：http://docs.landui.com/?p=565 
虚拟主机更换服务器流程：http://docs.landui.com/?p=590 
虚拟主机切换版本后恢复到初始版本：http://docs.landui.com/?p=731 
JSP 虚拟主机部署：http://docs.landui.com/?p=737 
 
 
云主机产品： 
 
云主机为通过虚拟化技术为客户提供具有独立的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虚拟服务器。购买云主机

产品的客户可以选择安装提供的操作系统（目前按为 windows2003\2008R2\2012R2、
centos6.X\7.X、debian 和 ubuntu 系统） 
云主机具有隔离的运行环境、特定大小的内存、CPU、带宽、硬盘资源。相对于独立实体服

务器，具有更高的扩展性和维护性。 
使用云主机的客户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主要为带宽、CPU、内存、硬盘）。

客户可以像操作自己的电脑一样，通过远程连接进行软件安装、服务器配置和使用。在不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我司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对客户服务器的使用我司不进行干涉。 
云主机相对与虚拟主机客户可以进行的操作和使用范围都更加广泛。 
技术部针对云主机产品主要协助客户进行服务器环境搭建、服务器故障处理，保障客户服务

器的稳定运行。 
 
目前云主机产品区域和 IP 段： 
 
昆明主机：116.55.241.*、220.165.3.*、116.55.242.*、182.247.238.* 
 
贵州主机：123.249.24.* 
 
河南 BGP 主机：116.255.230.* 
 
香港主机：103.250.15.*、45.127.0.* 
 
云主机都可以根据客户提供的会员名或者服务器 IP 地址在管理中心通过业务管理——云主

机管理搜索找到对应的信息。云主机管理面板可以进行服务器开关机、服务器系统重装、服

务器配置查看等操作。 
 
云主机一般都是通过远程登陆进行管理。在服务器故障不能远程连接上的时候通过宿主机进

行管理和故障处理。 
 
云主机系统重装参考文档：http://docs.landui.com/?p=628 
 
 
 
 

http://docs.landui.com/?p=565
http://docs.landui.com/?p=590
http://docs.landui.com/?p=731
http://docs.landui.com/?p=737
http://docs.landui.com/?p=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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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服务器租用、托管： 
租用、托管的实体服务器都放置于机房、相对云主机来说上架周期更长、维护也没有云主机

方便。 
此类产品直接在管理后台——业务管理——IDC管理搜索会员名或 IP信息可以找到对应的流

水号、机柜号、产品开通和到期时间。 
 
参考文档： 
IDC 机房维护、管理手册 http://docs.landui.com/?p=594 
昆明电信租用、托管如何让机房协助重启：http://docs.landui.com/?p=643 
 
 
CDN 加速： 
 
百度百科：DN 的全称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即内容分发网络。其基本思路是尽可能

避开互联网上有可能影响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的瓶颈和环节，使内容传输的更快、更稳定。

通过在网络各处放置节点服务器所构成的在现有的互联网基础之上的一层智能虚拟网络，

CDN 系统能够实时地根据网络流量和各节点的连接、负载状况以及到用户的距离和响应时间

等综合信息将用户的请求重新导向离用户最近的服务节点上。其目的是使用户可就近取得所

需内容，解决 Internet 网络拥挤的状况，提高用户访问网站的响应速度。 
 
简单描述就是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运行商放置代理服务器，在访客访问时候进行 DNS 智能

解析，解析到最近和最优的节点上，减少网络因素对访问的影响。同时节点服务器对静态资

源进行缓存，在下一次访客请求的时候，如果资源有缓存则直接从缓存服务器上获取，减轻

源站服务器的带宽压力。 
 
参考文档： 
CDN 常见问题和检查：http://docs.landui.com/?p=540 
 
特别注意的内容：佛山节点需要域名备案且提交机房增加白名单才可正常访问，否则访问提

示未发送任何数据。 

 

 
网站建设： 
公司有专门的建站团队，网站建设不需要技术部进行参与，不再做介绍。 

http://docs.landui.com/?p=594
http://docs.landui.com/?p=643
http://docs.landui.com/?p=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