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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官方号开号流程 

1.1 背景概述 

目前报名参与官方号为产品内测阶段，收到站内信的网站可点击相应链接进

入开通，其他未收到站内信邀请的网站请等待项目正式上线，注册页面和开通流

程转发均无效。 

本文档是为通过站长平台站内信，进入开通官方号的网站提供的服务指导手

册。用户完成开通流程后，建立站长平台百度账号和百度官方号的对应关系，完

成开通后可进行落地页改造、数据提交等后续操作。 

开号请注意： 如果您使用主域维度进行开通官方号，请务必在完成开通

流程后，登录站长平台-工具-我的网站-站点管理中将已经验证的站点（开通官

方号使用的主域下相应子域）添加到官方号中；如果您使用站点维度进行开通官

方号，可以根据站点情况，登录站长平台-工具-我的网站-站点管理中，选择已

经验证的站点（相应主域下的子域）添加到官方号中。添加站点界面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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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站长平台百度账号尚未开通官方号/原百家号 

如果您的站点尚未开通过官方号，您可以从以下 2 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进行开

通，请根据以下流程进行开通操作。 

1）通过站内信进入官方号开通入口，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请点击右上方下载”官方号接入说明文档”! 

2）在开通首页，您可以了解官方号的定义、价值等详细信息。点击开通官方号

服务按钮进入下一步操作，如图 1.2.2 所示。 

 

图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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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此页面您可以选择“注册百度官方号”或者“已有其他官方号/原百家号“操

作 

a）点击”注册百度官方号”，进入官方号一站式平台进行注册，如图 1.2.3

所示。完成该填写操作后，我们将在 1-2 个工作日内通过短信的形式回复您审核

结果。请收到注册成功短信后回到本页面完成后续操作，后续操作参照 1.3。 

 

图 1.2.3 

b）点击“已有其它官方号/原百家号”,该情况适用于已有其它百度官方号

或已有原百家号的平台，在此输入已有其它百度官方号或原百家号名称，如图

1.2.4 所示。 

 

图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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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后可看到账号相关详细信息，点击发送验证码，该官方号或原百家号的

注册拥有者，将收到验证码，将获取到的手机验证码在当前页面填入，验证码校

验成功后，点击确认，关联站点，如图 1.2.5 所示。 

 

图 1.2.5 

关联站点成功后，站长平台百度账号将自动成为该官方号的授权运营者。关

联站点成功后界面，如图 1.2.6 所示。 

 

图 1.2.6 

您已完成官方号开通操作，请点击“了解如何提交官方号内容”跳转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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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跳转链接进入站长平台数据引入页面。请您详细了解内容格式并上传内容。 

 

1.3 站长平台百度账号已注册官方号/原百家号 

1）通过站内信进入官方号开通入口，如图 1.3.1 所示。 

 

图 1.3.1 

2）通过站内信进入官方号开通入口，如图 1.3.2 所示。 

 

图 1.3.2 

3）系统已识别您当前账号已开通官方号，在此页面您可以选择“使用当前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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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原百家号”或者“已有其它官方号/原百家号”进行操作。 

a） 如果您是当前官方号管理者，并且想直接使用当前百度官方号进行操作，

选择“使用当前官方号/原百家号”。点击发送验证码，将系统向官方号发出的

正确手机验证在当前页面填入，验证码校验成功后，点击确认。 

b）如果您非官方号管理者，可以选择“已有其它官方号/原百家号”，同时

请联系官方号注册拥有者。在获取拥有者授权后。输入已有其它百度官方号/原

百家号名称，校验通过可看到账号相关详细信息，点击发送验证码，系统将向官

方号拥有者发出的手机验证码，请在当前页面填入，验证码校验成功后，点击确

认。 

4） 选择并完成上述 a 或者 b 操作后，关联站点成功，界面如图 1.3.3。 

 

图 1.3.3 

5）关联站点成功后，站长平台百度账号将自动成为该官方号的授权运营者。关

联站点成功后界面，如图 1.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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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当您已完成官方号开通操作，请点击“了解如何提交官方号内容”，通过跳

转链接进入站长平台数据引入页，请详细了解内容格式并上传内容。如果搜不到

关联的站点，请点击“添加网站”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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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官方号页面技术改造要求 

2.1 背景概述 

所有参与官方号项目的站点 URL 数据都需要根据以下要求进行代码改造，

主要包含以下 3 个方面：官方号关注 bar（ MIP 或 H5 页面）、canonical 标签、

官方号结构化数据提交。数据引入相关关注功能代码、格式校验操作、数据提交

说明等，可以通过登录站长平台－工具－官方号－数据引入中查看、操作。 

 

2.2 第三方站点调用寒武纪 bar 使用要求 

2.2.1 适用于 H5 改造的第三方站点方案 

如果您的站点为非 mip 化的第三方站点，那么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寒武纪

bar 调用操作。 

1） 步骤一：引入官方号 SDK 

进入站长平台—官方号－数据引入－关注功能代码，选择 H5 页面，按

照要求复制添加在被改造页面中即可。页面如图 2.1。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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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骤二：按站点需要设置展现 bar 的位置（只允许添加 2 个，后期会审核） 

请您根据站点自身页面需要，从以下位置中选择合适的地方进行设置。 

a) 吸顶 bar，如图 2.2 所示。 

 

图 2.2 

b) 文章段落间 bar，如图 2.3 所示。 

 

图 2.3 

c) 底部 bar，如图 2.4 所示。 

 

图 2.4 

 请注意，展现 bar 在样式上没有预留左右边距，若页面自身没有设置边

距，建议请在页面中选择，并复制相应代码添加在被改造的页面中，如图 2.5

所示。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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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适用于经 MIP 改造的第三方站点方案 

如果您的站点为经 mip 改造的第三方站点，那么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寒武

纪 bar 调用操作。 

1）步骤一：引入寒武纪 MIP 组件的 SDK 

进入站长平台－官方号－数据引入－关注功能代码，选择 MIP 页面，按照

要求复制添加在被改造页面中即可。页面如图 2.6 所示。 

 

图 2.6 

2）步骤二：使用寒武纪 MIP 组件 

MIP 页面的关注 bar 组件如下，请添加在被改造页面中，如图 2.7 所示。 

 

图 2.7 

 建议：紧挨<body>标签添加，能够提供更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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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官方号页面添加 canonical 标签 

官方号页面技术改造需要您在您的官方号页面添加 canonical 标签，以下为

添加标签操作流程。 

Head 部分添加 canonical 标签： 

<link rel="canonical" href="http(s)://xxx" />  

要求 href 的内容为 mip 页或 h5 页对应的 PC 页地址。如果有 PC 页的，尽

量指向 pc 页面。MIP 关于 canonical 尽量以 PC 为主。如果没有 PC 页的情况，

请根据以下情况，进行操作。 

1） 当前页面是 mip 页面的可以填写对应的 h5 页面地址，如果也没有 h5 页面，

可以指向自身页面； 

mip 新改造域名，建议尽量和原 h5 域名保持规律的对应关系，举例如下图

2.1 所示： 

 

图 2.8 

2）当前页面如果是 h5 页面，且没有 pc 页，可以指向自身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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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结构化数据提交代码 

2.4.1 官方号页面添加 JSON-LD 格式数据 

官方号页面技术改造需要您在您的官方号页面添加添加的 JSON-LD格式数据，

具体 JSON-LD 示例如下所示。 

<script type="application/ld+json"> 

{  

"@context":"https://zhanzhang.baidu.com/contexts/cambrian.jsonld", 

 "@id": "https://zhanzhang.baidu.com/", 

 "title": "百度站长平台_让网站更具价值", 

 "images": [ 

 "https://ss0.bdstatic.com/5aV1bjqh_Q23odCf/static/superman/i

mg/logo/bd_logo1_31bdc765.png", 

 "https://ss0.bdstatic.com/5aV1bjqh_Q23odCf/static/superman/i

mg/logo_top_ca79a146.png", 

 "https://m.baidu.com/static/index/plus/plus_logo.png" 

 ], 

"description": "全球最大的面向中文互联网管理者、移动开发者、创业者

的搜索流量管理的官方平台。提供有助于搜索引擎收录的工具、SEO 建议、API

接口、多端适配服务的能力等。", 

 "pubDate": "2017-06-06T08:00:01", 

}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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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字段描述 

@context: 必选字段，结构化数据 json-ld 的 schema 地址，保持和上例

一致； 

@id: 必选字段，当前网页的 url； 

title: 必选字段，展现在官方号首页中的标题，建议长度：20 个字符以内； 

images: 可选字段，展现在官方号首页中的图文信息，如果字段存在仅允

许提供 1 张图或 3 张图的数据；图片大小控制在 5M 以内，且要求必须为横版

图片； 

description: 可选字段，标明网页的内容摘要； 

pubDate: 必选字段，标明网页的发布时间。 

 

2.5 数据提交 

请根据以下步骤进行数据提交操作。 

1）第一步，确认页面符合落地页体验规范，通过官方号－数据提交－格式校验

工具，校验修改代码是否符合技术要求，如图 2.9 所示。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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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步，关于提交数据 

a）官方号主页数据 

指提交后可以展示在官方号主页下面的数据；尽量提交网站每日新增页面，

通过登录站长平台－工具－官方号－数据提交－主页数据推送接口，进行线上提

交， 每日限额提交 50 条高质量内容 url，其中技术随机抽 5 条进官方号主页生

效。原创、内容丰度高等优先，如网站自身产生高质量内容较多，可单独联系对

应商务接口人申请调整配额，是否调整由百度官方号运营团队评估确认网站质量

后反馈。 

通过站长平台－工具－官方号－数据提交－主页数据－推送接口，推送 url

数据提交给百度。主页数据提交界面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b）官方号非主页数据 

网站原有页面以及超出每日 5 条限额的改造数据，请通过登录站长平台－工

具－官方号－数据提交－非主页数据-推送接口，数量每日 20w 限额；官方号非

主页数据除不会展示在官方号主页下面外，其他搜索优待条件一致，建议网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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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修改站点数据提交，实现最佳。非主页数据提交界面图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请注意，当使用寒武纪 mip 组件时，该结构化数据必须位于寒武纪 mip

代码<script src="https://mipcache.bdstatic.com/extensions/platform/ 

v1/mip-cambrian/mip-cambrian.js"></script>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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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官方号落地页体验规范 

3.1 背景概述 

对寒武纪落地页体验进行把控：包括净化广告，交互便捷程度等问题的规范，

以达到 Native App 的页面精美程度，呈现完美的浏览体验。 

 

3.2 详细规范 

3.2.1 获取成本 

1）加载时间 

首页首屏加载时间不得超过 3s。 

2）页面整体布局 

a ) 页面需要适配移动端，无需用户手动放大或缩小。 

b）页面主体突出明确，主体内容位于页面靠前（首屏）且中心的位置。 

c）广告不得对主体信息产生干扰影响，不得出现任何形式的弹窗广告、遮

盖主体内容的浮层或整屏广告。 

d）主体内容之外的页面内容排版样式友好。 

3）获取权限 

用户可以直接获得信息，不需要付出极大的权限成本。不得强制登录才能浏

览和使用；不得强制下载 app 获取内容等。 

 

3.2.2 浏览体验 

1）主体布局 

a ) 页面主体突出，正文内容换行、分段得体，阅读方便。不得出现主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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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和背景颜色相近，内容辨别困难的情况。 

b）主体不允许分页。 

2）文本字号和行间距 

字号=14px/16px & 行间距=字号*（0.42~0.6） 

3）链接和链接间距 

字号=14px &纵向间距=13px；字号=16px &纵向间距=14px。 

4）图片 

图片清晰，位置统一（如统一居中）。不得出现图片不能正常展现、图片模

糊等现象。 

5）视频/音频 

可直接播放，并可达到视频类 app 当前播放效果。不得出现需要下载指定播

放器后才播放的情况；不得出现视频/音频质量差的情况。 

6）app 下载 

可直接下载并安装使用，app 为最佳版本。不得出现捆绑下载、下载的非最

佳版本的情况。 

7）文档 

可直接阅读，文档的浏览体验好。不得出现下载后才可阅读的情况。 

 

3.2.3 广告体验 

1）定义 

a）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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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为了某种特定的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媒体，公开而广泛地向公众传递信

息的宣传手段，泛指所有在落地页中出现的用户传播行为，包括站外商业广告，

站内的 app 推广、二维码、运营活动、广告专题页面。内容详情、图片、评论

及内容推荐，不算作广告。 

b )主体内容 

对于内容详情页来说，主体内容指从标题开始至正文内容结束，翻页键也被

视为主体内容，文章后的评论、分享、推荐等不视为主体内容。对于首页&列表

页来说，主体内容略宽泛，可以认为是页面最想表达的内容总和。对于正文内容

不足首屏的页面，如糗事百科或内容很简短的问答类页面，评论算进主体内容。 

c )首屏 

用户点击搜索结果后进入到移动页面，不滑动屏幕即看到的所有内容，称为

首屏。 

d）一屏 

任意停留时看到的所有内容，称为一屏。 

2）广告面积 

主体内容前广告面积不得超过 10%；主体内容中不得出现任何广告；主体内

容之后，一屏广告面积不得超过 40%。 

示例如图 3.1 所示：正文插入广告，且一屏广告面积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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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3）广告内容 

a）不得出现低俗（灰色广告从严）、赌博、法律规定的违禁品或服务（包括

纯文字的任何形式广告）。 

示例如图 3.2 所示：低俗广告。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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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得出现诱导、欺骗、虚假广告。 

示例如图 3.3 所示：诱导广告。 

 

图 3.3 

4）广告样式 

a）悬浮弹窗广告 

不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悬浮弹窗广告（遮屏、置底、两侧悬浮）。 

b）广告闪动/抖动不固定 

不允许有影响阅读体验的闪动、抖动不固定的情况。 

c）广告与功能按钮重叠 

不得放在用户容易误点的区域，如播放、购买功能按钮和广告有重叠。 

d）广告分布 

广告和正文主体之间需要留出适当距离。 

4）广告设计 

需做到字体规整，字号适当，配色美观，不使用低俗、恶心、恶意博取眼球

的图片，留白得体，优秀广告示例如图 3.4、图 3.5、图 3.6 所示。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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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图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