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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的相关概念 1 



什么是IP地址 

IP地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是指互联网协议地址
，又译为网际协议地址。 

IP地址是IP协议提供的一种统一的地址格式，它为互联网上
的每一个网络和每一台主机分配一个逻辑地址，是一长串数
字，不直观。 

IP协议是为计算机网络相互连接进行通信而设计的协议。在
因特网中，它是能使连接到网上的所有计算机网络实现相互
通信的一套规则，规定了计算机在因特网上进行通信时应当
遵守的规则。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UCLA），一个被称为JonPostel的人，从
事负责定期收集和整理相关协作研究单位和地址，之后再将搜集和整
理的资料在网络上予以公布，这就是IP地址最初始的模样 



由于IP地址具有不方便记忆并且不能显示地址组织的名称和性质

等缺点，人们设计出了域名，并通过网域名称系统（DNS，Domain 

Name System）来将域名和IP地址相互映射，使人们更方便地访问

互联网，而不用去记住能够被机器直接读取的IP地址数串 

域名的产生 



什么是域名 

又称网域（英语：Domain Name），是由一串用点“.”分隔

的名字组成的Internet上某一台计算机或计算机组的名称，

用于在数据传输时对计算机的定位标识（有时也指地理位置） 

域名特点：独一无二 不可重复 

域名后缀：.com、.net、.cn、.edu、.top、.xyz等 
例如：www.wikipedia.org是一个域名，和IP地址
208.80.152.2相对应 

Cheshire, S., Krochmal M. "RFC6761 - Special-Use Domain Names".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Retrieved 3 May 2015. 



这份域名地址的信息存放在一个叫域名服务器(DNS，Domain 

name server)的主机内，使用者只需了解易记的域名地址，

其对应转换工作就留给了域名服务器。域名服务器就是提供

IP地址和域名之间的转换服务的服务器。 

王协瑞．电子信息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0：第203页 

什么是域名 



域名是由国际组织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定义，分配和管理的。 

 

最初属于美国的资产及管理权，后来在各国的反响下独立出来一个国际组织，中立的

非盈利性机构专门来策划，分配，管理互联网。 

 

国别域名(如cn,jp,ru,en,us等)由ICANN分配给各国自己管理。如中国国家域名cn由

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管理。CNNIC把cn域名的注册手续外包给各个互联网服务

商(如阿里云，西部数码，美橙互联等域名注册商)，互联网服务商实际上是取得的代

理权，帮CNNIC卖 和管理cn域名，从中赚取差额利润。 

 

PS:你有钱有公司的话，你也可以去CNNIC申请成为代理商，卖域名。 

    



常见的域名com,net,org,biz等属于通用或行业顶级域名，不归哪个具体国家

管，归国际组织ICANN管，只不过ICANN把这些域名的注册外包给互联网服务

商。jp域名由日本管，uk域名由英国管，hk域名由香港管 



2014年6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引用专家发言:“目前美国掌握着全球互联网

13台域名根服务器（根DNS）中的10台。理论上，只要在根服务器上屏蔽该国家

域名，就能让这个国家的国家顶级域名网站在网络上瞬间“消失”。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具有全球独一无二的制网权，有能力威慑他国的网络边疆和

网络主权。譬如，伊拉克战争期间，在美国政府授意下，伊拉克顶级域名“.iq"

的申请和解析工作被终止，所有网址以“.iq”为后缀的网站从互联网蒸发。 



2004年，由于与利比亚在顶级域名管理权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终止了利比

亚的顶级域名.LY的解析服务，导致利比亚从网络中消失3天。 

对此，我们需要担心吗？我们需要做什么样？ 



域名分类 
按地域划分： 
国际域名 .com等 
国别域名 .cn、.us等 
中国国内域名 com.cn、gov.cn等 
国家地区域名 .ad（安道尔）、af（阿富汗） 
 

按机构划分：例 .net（网络提供商）、.org（非盈利组

织）、.edu（教育机构） 
 

域名级别划分： 
（顶级域名）、二级域名等，域名各部分之间是以“.”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域名种类  



举个例子 
 
.com(顶级域名) 
 
163.com （二级域名） 
 
mail.163.com.com （三级域名） 
 
每一级域名控制它下面其他级的域名，级别越高，权利越大。 



通用顶级域名 使用通用顶级域名的公司和个人是受尊重，追捧和有价值的 

通用顶级域名gTLD 
 
第一波gTLD于80年代发布，互联网发明不久，为第一代互联网
用户组织网站 
 
最初的七个顶级域名最受欢迎的顶级域名之一 
.com .edu .gov .int .mirl .net .org 



通用顶级域名ccTLD 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一串字母代表 紧跟在网址后面 
 
如网址中包含ccTLD 则安全的假设该网站引用了特定地理位置 
 
2018年报告 全球最受欢迎的10个ccTLD 
.cn 中国             .br 巴西 
.tk 托克劳           .eu 欧盟 
.de 德国             .fr 法国 
.uk 英国             .au 澳大利亚 
.ru俄罗斯 
.nl荷兰 
 
许多ccTLD所有者认为，使用专门的ccTLD可以为他们带来竞争优势 



有哪些受国内欢迎的顶级域名 
 

.cm 域名选择首选 

.cn 代表中国 

.net 注册量排名第二，代表网络 

.org 非盈利机构组织 

.com.cn 国家二级域名，代表中国公司，很多国内大企业首选 

.top 以行业发行的，输入容易，简单好记，品牌标杆域名，拥有较好     

的域名资源，深受投资者喜爱 



域名注册 

域名注册商 
国外：godaddy，namesilo 等域名注册商。推荐国外注册商，它
的好处是靠谱安全，价格相对便宜且支持支付宝，此外还会赠送
永久的whois保护（可以隐藏你的真实注册信息）。 
 
国内：万网（阿里收购）、新网等公司。 
国内的新网、万网等注册商注册的话，操作上会比较方便（因为
都是中文界面），但注册好之后的使用及续费方面的体验据说会
很差。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25074581 

使用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认可的在线注册商 



如何使用域名？ 

域名注册完成后，需通过服务商的DNS解析服务将该域名解析到自

己网站的IP地址才可以将域名投入使用。 

 

如果你只是因为好奇心驱使并不准备将该域名建站投入使用的话

，那你就可以先把它放着，抑或是做个“域名停靠” 



标示性：网络上的计算机通过域名这一中介被区分之后，就可以起到方面消费者
搜寻所需要的网址 
 
唯一性/全球性：网络覆盖面积具有全球性、IP地址分配的唯一性 
 
排他性：域名所有者在注册完成域名后，他人未经许可就不能擅自使用该域名。 
 
时间性：域名注册有时间限制，注册时可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时间选择，到期后如
不续展，则该域名重新进入公有领域。 
 
稀缺性：域名的稀缺性会导致其价值的升高。数量和质量上稀缺。 
 
价值性：具体是指域名的商业价值，一个有创意且便于识别记忆的域名可以有利
于企业的宣传推广，从而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提供条件。 
 

域名特征 



域名属于商标、版权，还是
其 他 类 型 的 知 识 产 权 ？ 

域名自成一体，什么都不属于。传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不论是版权法制度、专利法制度还是商标法制度都没有 
给域名一个其应有的地位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074581 

域名虽然也具有“标识性”，域名的作用同传统社会中包
括商标在内的商业标识的作用有类似之处 



域名的知识产权属性 



域名的知识产权保护 

现有的各国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都没有对域名的知识产权性质
做出最终的认定。  
 
从域名本身特征及网络的飞速发展看，域名权成为一种独立的
知识产权，可能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的承认。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有一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
中心”，对于解决域名争端有一个《统一域名争议解决规则》
适用。 

中细软知识产权.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074794/answer/152784754 



阿里和腾讯官网域名为什么不是在中国 

腾讯和阿里是在可以提供域名服务之前注册的域名。腾讯已经成为域名注册服务
商，阿里是收购了当时的万网，现在万网归于阿里云旗下 

技术方面的安全——比如常见的域名DNS攻击。 
 
知识产权方面的安全——MarkMonitor是全球最知名的域名知产保护机构，被公认为
目前最安全的域名注册服务商。 

目前他们的域名都停放在MarkMonitor旗下管理 



腾讯qq.com,阿里Alibaba.com、taobao.com, 京东jd.com, 华为
huawei.com,百度baidu.com,网易163.com等等 
 
google.com(http://g.cn)、apple.com、 Amazon.com(http://z.cn)、
YouTube.com、 facebook.com等等。 

全球流量最大的前十大网站也是全部使用MarkMonitor服务 

高安全意味着高收费 



域名纠纷 2 



域名抢注 

已故著名知识产权学者郑成思教授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提出了“域名抢
注”的问题。 

1995年或者1996年初域名恶意抢注问题是引起人们关注域名的源头 

域名抢注通常是指将代表企业品牌形象的各种商业标识抢在企业注册域名之 
前注册。“先申请，先注册原则” 



1996-1997 年
初。我国有
一部分企业
的商标或商
号在国外被
抢注为域名，
这样的问题
一时间成为
新闻界的宠
儿 

CNNIC成立后，
伴随着我国
域名注册数
量的剧增，
域名抢注问
题不再是海
外的专利 

从 1997 年 开
始，我国法
院开始处理
域名纠纷。
这些域名纠
纷中很大一
部分都是域
名与商标、
商号等商业
标识引起的
纠纷 

1999 年 ， 有
关域名纠纷
的案件开始
在我国的某
些法院出现。 

2000年伊始，
最高人民法
院颁布了与
域名有关的
司法解释，
即《域名司
法解释》 



2002年，很多网民看到了域名的珍贵性，开始大量投资域名，很多简短的、纯数字
的、英文名词的、双拼的、纯声母的域名随着抢注的增多，而变得越来越稀有。 
 
2015年，域名交易出现了空前的火热 

案例1：2014年，一个就是中国商人徐俊花了340w美金从孩之宝公司买下了
game.com的域名。然后16年，转手把该域名作价一亿元RMB，卖给了游戏矩阵
CEO徐乐新开的一家游戏公司。 
 
案例2：2014年，趣游宣布1500万元买下youxi.com域名，这个域名在几年前还
握在一个私人商家手里，最开始好像花了四千多元钱。中间不知道转手几次，
十年内价格增长了3000倍。 
 



美国域名法律保护制度 

《联邦商标反淡化法》（ＦＴＤＡ） 

《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ＡＣＰＡ） 

日本域名法律保护制度 

《有关域名注册等事项之规则》 

《日本域名纠纷处理办法》 

《日本域名纠纷处理办法程序规则》 

《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 中国域名法律保护制度 



案例4：2015年4月，李先生以3000万元的价格买入了“weixin.com”域名 
 
2015年12月，腾讯公司向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秘书处就争议域名
“weixin.com”提出投诉。 
 
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续使用“weixin.com”域名 
 
结果除了仲裁费用，腾讯没有花一分钱，就把该域名拿到了手里。域名这一块
的相关法律，实质上是越来越完善了。 



一些大公司想办法抢注域名，如阿里巴巴，几乎注册了所有和阿里相关的域名

，alimama，aligege，aliyeye，alinainai等等。 

 

2015年的时候，据说有人叫价搜狗CEO王小川，出售域名http://sougou.com，

据说是个天价。搜狗公司不想花钱也没啥法律依据，于是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

想法sogou。于是2017年之前，搜狗的域名一直是，2017年11月之后，改成了

sogo。 



域名对企业的重要性 

1.减少检索成本。 

当你想进入某个网站却不知道具体域名需要百度搜索的时候，前五位几乎全是
广告。优秀好记的域名可以有效的降低这期间的损失，http://zhihu.com的域
名。 

2.电子商务时代的明信片 

3.全天候网络免费宣传 

4.域名和产品相关联，赋予产品新的价值。案例：完美世界拿下新域名，

www.88.com。 



从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则来看，域名的注册的与商标的注册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
一旦确定，宜早不宜晚。 
 
从品牌塑造的角度来讲，公司名称、产品或服务名称（品牌）及公司域名最好能够相
同或尽可能保持一致。 
 
一旦公司与产品名称确定下来，初创企业与创始团队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
公司与产品名称（品牌）确定公司的域名，并加紧注册该等域名。 
 
如果公司心仪的域名已经被第三方注册，公司拟从第三方处购买的话，一般来讲也是
宜早不宜晚，当公司或其产品（服务）尚名不见经传的时候，购买域名的代价不会太
大，但当公司或其产品（服务）有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后，再购买域名时的代价就大
多了。 



（1）除了注册我们正式使用的域名与商标之外，公司将与该等正式使用的商标与域
名相似的商标或域名，或者容易与正式使用的商标或域名相混淆的商标或域名，一
并进行注册，防止该等商标或域名被第三方注册后，对公司正式使用的商标或域名
造成不良影响。 
 
（2）将正式使用的商标不仅注册在公司产品或服务对应的类别上，也注册在与公司
产品与服务对应的类别相近的类别上或者应避免被他人使用的类别上（如公司拟为
化妆品注册商标时，除了应在“化妆品”类别上注册商标外，还应在”洁厕“类别
上注册商标，以避免被他人将商标使用在洁厕类产品上，对公司的化妆品牌形象造
成影响）。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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