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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会对 ICANN 政策产生影响吗？
当然。您作为互联网个人用户，对 ICANN 的政策制定具有发言权。并且 ICANN 社群渴望听取

您的更多建议。

在 ICANN，自下而上形成共识的多利益主体参与的流程随处可见。这意味着流程中的每个人

都具有发言权，并且大家会认真听取您的建议。提交到 ICANN 社群的每一项意见都会对我们

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在“域名品鉴”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会员如何使用这种自下而上形成共识的流程，来

对 ICANN 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在防止滥用互联网方面，一般会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ICANN 简介 
ICANN 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非营利性公益机构，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来自全球各地志愿者

的建议进行组织管理，致力于保持互联网的安全性、稳定性和互操作性。ICANN 提倡竞争并

帮助制定互联网政策。

具体而言，ICANN 的工作是协调互联网的全球 DNS（域名系统），即用于访问互联网上每台

电脑的唯一地址（名称和数字形式）系统。DNS 是互联网架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缺少

它互联网将无法正常运行。通过对 DNS 的协调工作，ICANN 对互联网的扩张与发展发挥着重

要影响。

ICANN 不会对互联网上的内容加以控制。它无法阻止垃圾邮件，也不处理与互联网访问相关

的事宜。

在 2012 年 6 月于布拉格召开的第 44 届 ICANN 会议期间举行的 ALAC 10 周年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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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的组织方式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的核心要素便是我们所说的“多利益主体参与模式”。这种分权管理模

式将个人、企业、非商业利益主体和政府置于同等地位。不同于自上而下由政府做决策的传

统管理模式，ICANN 采用的多利益主体参与模式实行基于社群形成共识的政策制定流程。其

理念是互联网管理应切合互联网本身的结构特点：无国界，对所有人开放。

支持组织 (SO) 负责制定政策建议并上报给 ICANN 董事会，ICANN 董事会拥有批准或否决政策建

议的最终权利。咨询委员会 (AC) 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咨询，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针对政策

制定提出问题。本手册将在下文中对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予以详细介绍。

ICANN 工作人员负责执行和实施由 ICANN 社群制定并由 ICANN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各项政策。

ICANN 监察官是与 ICANN 签约的独立、公正和中立的官员，对于因 ICANN 或董事会的决策、

作为或不作为或者因 ICANN 工作人员、董事会或选区组织机构的不公正待遇而产生的问题和

投诉，ICANN 监察官拥有审判权。

提名委员会由若干名社群志愿者组成，负责推选 ICANN 董事会的八名成员，以及一般会员咨

询委员会、国家和地区代码名称支持组织及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部分成员。

总

裁
和首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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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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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会员是什么？  
在 ICANN 多利益主体参与的政策制定模式中，一般会员是代表互联网个人用户的社群。

一般会员的组织方式   
一般会员社群采用自下而上的分级结构。

位于基层的是超过 150 个一般会员结构 (ALS)。这些由一般会员成员组成的地方组织分布在世

界各地。我们的目标是最终在每个国家设立至少一个 ALS。一般来说，互联网个人用户通过

加入本地 ALS 来加入一般会员社群。

这五个 RALO 如下所示：

■■ 非洲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AFRALO) 
http://www.atlarge.icann.org/afralo/

■■ 亚太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APRALO) 
http://www.atlarge.icann.org/apralo/

■■ 欧洲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EURALO) 
http://www.atlarge.icann.org/euralo/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LACRALO) 
http://www.atlarge.icann.org/lacralo/

■■ 北美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NARALO) 
http://www.atlarge.icann.org/naralo/

ALS RALO ALAC

非洲

亚太

欧洲

拉丁美洲/
加勒比群岛

北美

由
 RA

LO
 推

选

由
提

名
委

员
会

任
命

第 15 号席位
由一般会员
社群推选

董事会

ICANN 一般会员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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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简介 
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是 ICANN 内部针对互联网个人用户的主要组织机构。ALAC 的职责

是考量关系到互联网个人用户利益的 ICANN 活动，并相应提供建议。ALAC 关注的内容包括由 

ICANN 支持组织制定的政策，以及其他许多可以采纳社群意见和建议的问题。ALAC 在 ICANN 

的问责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还对一些 ICANN 与互联网个人用户的扩展活动进行协调。

根据《ICANN 章程》的规定，ALAC 由 15 名成员组成，其中有 10 名为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

由每个区域一般会员组织各推选 2 名，另外 5 名成员由提名委员会推选。提名委员会推选的

五名成员须分布在前述五个地理区域，换言之，就是要在每个地理区域中的国家/地区推选出

一位提名委员会任命的成员。

ICANN 的公众意见征询期
ICANN 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审议通过任何重大决议之前都会留出意见征询期供公众

发表意见。此类议题包括运营（如预算或战略规划）、技术（如安全报告和建议）及政策 

（如章程变更）方面的各种议题。

公众意见征询流程遵循以下原则：

■■ 每项议题的公众意见公开征询期不少
于 21 天。

■■ 如果收到公众意见，那么在意见征询
期结束后，即开始进入意见回复期，
至少持续 21 天。

■■ 如果在意见征询期未收到任何实质性意见，
则没有意见回复期。

■■ 在意见回复期，参与者应针对公众提交的
意见予以回复；不得引入有关该议题的新
意见。在撰写回复时，回复人应引用原发
帖人的用户名、意见提交日期以及任何相
关的文本。

如需了解所有当前正在公开征询公众意见的议题，请访问专门的公众意见征询页面 (http://
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该页面中包含相关公告、文档、意见征询位置和参

考资料来源的链接，同时提供详细说明和背景信息。 

意见征询期结束后，工作人员会发布一份公众意见总结报告，同时该报告将随所有公众意见

征询相关文档和收到的意见一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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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C 政策建议的创建流程
在新的公众意见 (PC) 处于开放状态时，ALAC 将会对其进行审核。在通过邮件列表和电话会议开展

一系列咨询活动后，ALAC 将就是否需要对该公众意见发表声明达成一致意见。如果需要，ICANN 

负责政策的工作人员将在 ALAC 的支持下，针对该公众意见在“At-Large Policy Development Page”

（一般会员政策制定页面）创建一个网页 – https://community.icann.org/x/bwFO。 

在创建该网页后，ALAC 将着手确定一位负责人，撰写针对该公众意见的最初报告草案。在

负责人完成草案后，将向一般会员发送为期五天的意见征询公告，征集对该草案的建议。 

意见征询活动结束后，在达成共识后会将收到的建议加入该草案。 

然后 ALAC 将举行一次为期五天的投票表决，确定是否通过该草案。在获得通过后，会将声

明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以及负责处理公众意见的 ICANN 工作人员。

https://community.icann.org/x/bw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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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C 针对哪些重大政策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这些政策问题对最终用户有何影响？ 

WHOIS

什么是 WHOIS？
WHOIS（发音同“who is”[意为“是谁”]；不是缩略词）是一个互联网协议，用于查询数据

库以获取某域名的注册信息（或 IP 地址）。WHOIS 协议最初是在 1985 年发布的 RFC 954 中作

出规定，其最新规定记载于 RFC 3912 中。ICANN 的 gTLD 协议要求注册机构和注册商提供一

个交互式网页和一个 WHOIS 服务端口 43，使公众可以免费访问已注册域名的相关数据。此

类数据通常称为“WHOIS 数据”，包含诸如域名注册时间和到期时间、名称服务器、注册人

联系信息、指定管理联络人和技术联络人的联系信息等要素。

WHOIS 服务通常用于识别商用域名的持有人，以及识别能够更正已注册域名的技术问题的相

关方。

WHOIS 对最终用户有何影响？ 
本质上，WHOIS 对最终用户的具体影响在于：隐私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平衡。 

最终用户如果希望成为注册人，必须对自身利益进行权衡，以确定是否在 WHOIS 目录之中将

自己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公诸于众。尤其因为注册这些信息有可能给最终

用户带来各种困扰，包括垃圾邮件和个人信息被盗等。

但是，这些信息的收集也可能让最终用户受益。具体来说，准确的 WHOIS 数据可以协助执法

人员调查垃圾邮件和网络钓鱼等违法行为，从而保护最终用户的利益。

注册商委任协议 (RAA)

什么是 RAA？
个人或法人实体如果希望注册通用顶级域名 (gTLD) (www.icann.org/en/resources/registries/listing) 

下的域名，可通过  ICANN 委任的注册商来实现。 ICANN 在全球各地有数以百计的委任

注册商，可以提供当地语言支持服务。如需获取目前 ICANN 委任注册商的名单，请访问 

www.internic.net/regist.html 。域名注册人与 ICANN 委任注册商之间通过签订一份注册协议，来

约束双方的关系。

ICANN 发布了《注册人权利和责任》文件，其中确定和总结了 2009 年版注册商委任协议 (RAA) 

和 ICANN 共识性政策与规范（已纳入 RAA）中规定的注册人现有的权利和责任。这份文件

由 GNSO 与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联合工作组初步拟定，并征询注册商的意见之后完成定稿。

如需查看《注册人权利和责任》文件，请访问 www.icann.org/en/resources/registrars/registrant-

rights-responsibi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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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实体如果想要提供 gTLD 下的域名注册服务并享有 gTLD 注册机构的直接访问权，

均需获得  ICANN 的委任。为此，相关实体必须申请委任，并证明其具备成为注册服务

商所必须的技术、运营和财务能力。ICANN 会与委任的每个注册商签订独立的注册商委

任协议 (RAA)，以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约束双方的行为。如需查看协议内容，请访问  

www.icann.org/en/resources/registrars/raa/ra-agreement-21may09-en.htm 。

RAA 对最终用户有何影响？ 
总体而言，ICANN 制定的政策皆体现在构成域名系统的各种组织之中，包括注册机构和注

册商。ICANN 与这些实体之间的合同会影响他们的业务行为，从而影响最终用户。就此而

论，RAA 合同对最终用户而言至关重要。 

再则，RAA 是 ICANN 执行其针对注册机构和注册商制定的规章制度时所采用的主要工具。如

果最终用户认为注册机构和注册商违反了其合同义务，可联系 ICANN 合规部门进行投诉。从

这点来讲，RAA 对最终用户的权利起着保护作用。 

国际化域名 (IDN)
什么是 IDN？ 
IDN 是一种域名，其包含并非以二十六个基本拉丁字母“a-z”书写的本地语言脚本中使用的字

符。IDN 可以包含许多欧洲语言中带变音符号的拉丁字母，也可以包含非拉丁文字符号，例如

阿拉伯文或中文。许多语言还会使用除欧洲数字“0-9”以外的数字类型。基本拉丁字母与欧

洲阿拉伯数字在域名之中称为“ASCII 字符”（ASCII = 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这些字符也包

含在范围更广的“Unicode 字符”之中，而 Unicode 字符构成 IDN 的基础。

此处需要考虑的是，“主机名规则”要求所有类型的域名仅使用上面列出的 ASCII 字符存储在 

DNS之中（连字符“-”是除此之外可使用的唯一一个例外）。因此，IDN 的 Unicode 形式需要

进行特殊编码才能输入到 DNS 之中。

区分这些形式时会用到以下术语：

一个域名是由一系列“标签”（以“点”分隔）组成。IDN 标签的 ASCII 形式称为“A 标签”

。在 DNS 协议中定义的所有操作都只使用 A 标签。用户希望显示的 Unicode 形式称为“U 标

签”。通过示例可了解二者的区别，例如作为 U 标签显示的  （北印度语“测试”，梵

文），应用“ASCII 兼容编码”（简称 ACE）的特殊形式产生的相应 A 标签为：xn–11b5bs1di。

仅包含 ASCII 字母、数字和连字符的域名称为“LDH 标签”。尽管 A 标签与 LDH 标签的定义重

叠，但仅由 LDH 标签组成的域名如“icann.org”不属于 I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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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N 对最终用户有何影响？ 
IDN 对最终用户有三个方面的潜在影响：最终用户的体验更有益，互联网的分割，欺诈。

对于互联网体验完全基于非拉丁字母脚本的最终用户而言，IDN 的影响十分明显甚至至关重

要。它至少意味着这些最终用户可以访问以前无法访问的网页和信息。这项功能本身已显现

出非凡的意义，数以百万的互联网用户以前使用非母语脚本和语言浏览网页时困难重重，甚

至无法浏览网页，现在已变得轻而易举。

在互联网的分割方面，IDN 的引入可以减少最终用户无法访问特定字符集的情况，从而改善可

用性。例如，如果最终用户群只能使用基于拉丁语的键盘，则他们在访问域名为阿拉伯文、

梵文或中文脚本的网站时可能十分困难甚至无法访问。 

IDN 的引入也可能使互联网欺诈现象增加。具体来讲，某些带有基于拉丁文的字母的非 ASCII 

字符可能被钓鱼网站用来窃取个人信息。例如，某注册人恶意注册了类似于某热门网站的地

址，只是将该网站地址中的字母“a”换成了“ä”。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用户可能会被蒙骗

而将自己的个人信息提供给该钓鱼网站。 

ICANN 的战略和经营计划

ICANN 有什么样的战略和经营计划？ 
ICANN 会制定一份三年期战略计划（每年进行评审和更新），一份经营计划及预算草案的框

架，以及一份年度经营计划。

ICANN 的计划流程是持续不断地，并且其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允许重叠：

• 战略计划，其中广泛征求了社群意见，通常是在七月和二月之间制定

•  经营计划及预算草案的框架，12 月开始制定，其中纳入了社群意见并且设定了目标

• 经营计划及预算草案在每年 5 月 17 日前发布，供社群进行最后审查

今年批准的 2012-2015 年战略计划已于 2012 年 5 月 6 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董事会特别会议上

获得 ICANN 董事会一致通过。

战略计划是经营计划及预算的依据，并帮助确定 ICANN 的年度目标和任务优先级。

ICANN 的战略和经营计划对最终用户有何影响？
ICANN 的战略和经营计划对最终用户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维持多利益主体参与模式的关键组

成部分。 

ICANN 的战略和经营计划实现了 ICANN 作为组织而非实体的可持续性。ICANN 处于多利益主

体系统的中心位置，不仅必须自我维持，还必须不断发展。而社群的意见，包括最终用户的

意见，是 ICANN 得以自我维持和不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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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gTLD

什么是新 gTLD？
ICANN 的使命是维护全球互联网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引入并促进域名注

册的竞争机制，同时确保域名系统 (DNS)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005 年，ICANN 的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根据 2000 年和 2003 年实施的多轮测试的结果，

开始拟定有关引入新 gTLD 的政策。GNSO 是通用顶级域名的决策机构，它鼓励全球参与到互

联网的技术管理之中。

在两年的政策制定过程中，ICANN 广泛而详细地征求了其全球互联网社群的意见，包括政府、

民间团体、企业和知识产权利益主体以及技术专家的意见。

2008 年，ICANN 董事会一致通过了 GNSO 关于实施新 gTLD 的 19 条具体政策建议，其中提出

了一些分配标准及合同条件。

在批准该政策后，ICANN 执行了开放、包容、透明的实施过程，以解决利益主体关心的各种问

题，例如知识产权和社群利益的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 DNS 稳定性等。这项工作包括针

对《申请人指导手册》多个版本的草案进行公众意见征询及审查。

2011 年 6 月，ICANN 董事会批准了该手册并授权启动新 gTLD 计划。该计划的目标包括强化

竞争机制和丰富消费者的选择，以及通过引入新的 gTLD，包括新的 ASCII 顶级域名和 IDN 顶

级域名，让更多人享受创新成果。

新 gTLD 对最终用户有何影响？

鉴于新 gTLD 计划仍处于初始阶段，因此无法确定其对最终用户的实际影响或者是否会对最

终用户产生影响。但是，有三种潜在影响必须予以考虑：域名混淆、可靠性和技术问题。

首先是域名混淆。最终用户可能必须去了解他们已经使用的网站和服务的新名称。另外，最

终用户可能不得不认识到，“.com”不再是网站地址的首选。 

其次是信任问题。根据新 gTLD 名称使用情况的不同，有些名称可能会获得可靠性高的评

价，而另外一些则可能被认为不可靠。这可能导致最终用户停止使用那些被认为“不可靠”

的 gTLD 来开展业务。 

第三是技术问题。这包括网络浏览器搜索工具栏无法正常工作之类的小问题，以及认证中心发

放给新 gTLD 的证书存在冲突，或者其他网站已经在内部使用 gTLD 等诸如此类较大的问题。 

虽然如此，但新的 gTLD 也有可能对最终用户产生正面的影响。新 gTLD 将催生更多可用的 

“产品”，从而给最终用户带来更为丰富的选择。另外，一旦特定 gTLD 的信任度已经建立

起来，最终用户可能就会在开展交易、浏览网页或查找信息时更加放心。例如，如果最终用

户知道只有通过验证的银行才会以 .bank 注册域名，他们在使用该 gTLD 时就会获得更加有益

而且安全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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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利益

什么是公众利益？ 
依据 ICANN 的机构文档，ICANN 在运营时必须遵循“从整个互联网机构群体的利益出发”这

一原则。ICANN 始终坚持一个多利益主体、私营主导、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过程。此外，结

果反映这种政策制定过程能够体现公众利益，并且能够灵活地满足互联网及其用户不断变化

的需求。

作为 ICANN 的核心价值观，ICANN 致力于在各级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积极寻求并支持广

泛而知情的参与，以此体现互联网在功能、地域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  

ICANN 已发表承诺：ICANN 及其下属主体应当在允许的最大范围内，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进

行运作（该方式与设计好的流程保持一致）以确保公平性。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其决策结果能够反映公众利益，并对所有的利益主体负责，ICANN 承诺

维护并改进关于公众意见、问责制和透明度的稳健机制，以确保决策的结果能够反映公众利

益并对所有利益主体负责。

公众利益对最终用户有何影响？ 
无论是作为最终用户体验的管理人，还是处于缺乏既得利益的状态，ALAC 都倡导为最终用

户提供最大利益。

小提示/参与工具
常见问题

■ 是不是只有 ALS 成员才能参加 RALO 电话会议？否！

 •  非洲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AFRALO) 电话会议：https://community.icann.org/x/JgUt 
 •  亚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APRALO) 电话会议： 

https://community.icann.org/x/rogi 
 •  欧洲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EURALO) 电话会议：https://community.icann.org/x/Pooi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LACRALO) 电话会议： 

https://community.icann.org/x/mIwi  
 •  北美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NARALO) 电话会议： 

https://community.icann.org/x/6o0i
■ 是不是只有 ALAC 成员才能参加 ALAC 电话会议？否！

 •  ALAC 电话会议：https://community.icann.org/x/_pQi
■ 是不是只有 ALS 代表才能加入工作组或以其他方式做出贡献？否！

 •  ALAC 电话会议：https://community.icann.org/x/_pQi

指南

•  加入一般会员社群的新手指南 
http://www.icann.org/en/about/learning/beginners-guides/participating-at-large-beginners-
guide-06mar12-en

•  加入 ICANN 的新手指南 http://www.icann.org/en/about/learning/beginners-guides/participating-
01nov12-en

• 一般会员维客培训指南 https://community.icann.org/x/v4Cv

http://www.icann.org/en/about/learning/beginners-guides/participating-01nov12-en
http://www.icann.org/en/about/learning/beginners-guides/participating-01nov1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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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册

•   一般会员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At-Large+Brochure+Workspace
•   非洲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AFRALO)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FRALO/AFRALO+Brochure
•  亚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APRALO)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PRALO/APRALO+Brochure
•   欧洲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EURALO)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EURALO/EURALO+Brochure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LACRALO)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LACRALO/LACRALO+Brochure
•   北美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NARALO)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NARALO/NARALO+Brochure

一般会员结构（组织）

•  我应该如何参与？  http://www.atlarge.icann.org/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3may05.htm
• 哪些组织可以成为 ALS？ http://www.atlarge.icann.org/framework.htm
• 为何成为 ALS？ http://www.atlarge.icann.org/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23may05.htm
• 加入我们！ http://www.atlarge.icann.org/joinus
• ALS 新手工具包 https://community.icann.org/display/atlarge/ALS+Starter+Kits

媒体

•  ALAC 主席 Olivier Crépin-Leblond 主题为“What is ALAC and At-Large”（何为 ALAC 和一般会

员）的播客  https://www.icann.org/en/about/learning/podcasts/icann-start-10mar11-en
•  ALAC 主席 Olivier Crépin-Leblond 主题为“The 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 (ALAC) and the At-Large 

Community”（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和一般会员社群）的 PowerPoint https://community.
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41888801/At-Large+Policy+Process+-+OCL.ppt?version=2&mod
ificationDate=1370904530344

•  ICANN 董事会成员 Sébastien Bachollet 主题为“At-Large and 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 
101”（一般会员和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101）的 PowerPoint https://community.icann.org/
download/attachments/31165556/At-Large_101_Sept2011_EN_V2.pptx?version=1&modificationD
ate=1328054399000

社交媒体

•  脸谱网 http://www.facebook.com/icann.atlarge
•  推特 http://twitter.com/ICANN_AtLarge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user/AtLargeStaff/videos
•  myicann.org

■■ 在公众意见征询页面上查看当前的议题并发表观点，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news/public-comment 

■■ 查看社群维客页面并积极参与，请访问： 
https://community.icann.org/dashboard.action 

■■ 阅读每月通讯“政策更新”，请访问： 
http://www.icann.org/en/resources/policy/update 

■■ 订阅通讯 (http://www.icann.org/en/news/newsletter/signup) 和新闻推送  
(http://www.icann.org/en/news/rss) 

■■ 访问 ICANN 会议网站，了解有关以往和今后会议的信息，请访问： 
http://meetings.icann.org/ 

https://community.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41888801/At-Large+Policy+Process+-+OCL.ppt?version=2&modificationDate=1370904530344
https://community.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41888801/At-Large+Policy+Process+-+OCL.ppt?version=2&modificationDate=1370904530344
https://community.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41888801/At-Large+Policy+Process+-+OCL.ppt?version=2&modificationDate=1370904530344
https://community.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31165556/At-Large_101_Sept2011_EN_V2.pptx%3Fversion%3D1%26modificationDate%3D1328054399000
https://community.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31165556/At-Large_101_Sept2011_EN_V2.pptx%3Fversion%3D1%26modificationDate%3D1328054399000
https://community.icann.org/download/attachments/31165556/At-Large_101_Sept2011_EN_V2.pptx%3Fversion%3D1%26modificationDate%3D13280543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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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ORG 和 MYICANN.ORG 中的内容

功能说明：

1# 最新信息置于最上方：主页上会 
显示最新的董事会活动以及近期 
正在公开征询公众意见的最新 
议题。

2# 团体：现在所有访客均可以直接 
从 ICANN 的主页转到任何支持组织 
或咨询委员会的页面。

3# 公众意见征询：任何人均可以针 
对社群或组织当前探讨的任何现 
有问题表达公众意见。

4# 多语言内容栏：选择某种语言可立即查看该语言版本的所有可用材料，材料按
日期先后顺序排列。

5#页脚缩写助手：键入缩写词可查看相应定义。

6# 内联缩写助手：将鼠标指针悬停在网站 HTML 部分中带下划线的术语上可显示缩
略词的定义。

7#ICANN 全球：在此阅读 ICANN 的所有 RSS 和 Twitter 留言。

8# 社群维客页面：针对特定目的创建的网页，例如为工作组创建的页面，所有社
群成员可以在此页面中通过轻松、协作的方式编辑内容。

MyICANN.ORG

5

8

3

7

2

4

1

6

MyICANN 信息门户于 2012 年 10 月正式启
用，及时递送来自 ICANN 社群各方各面
的时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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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缩略词列表

A

ALAC 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互联网个人用户在 ICANN 流程中表达意见和关切的主要组织机构。
全球用户通过自发组成的小型团体参与活动，这类团体称作一般会
员结构 (ALS)，它们是区域一般会员组织 (RALO) 的下属团体。 

ASO 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地址支持组织）

代表区域互联网注册机构 (RIR)，RIR 是监管特定地理区域内互联网
号码资源分配的公司。只有 RIR 代表才可加入。 

ATRT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Review Team（问责制和透明度

审查小组） 
由社群代表组成的小组，负责审查 ICANN 的问责制、透明度及其为
全球互联网用户谋求利益的实际行动。  

B

BCUC Business and Commercial Users Constituency（商业和企业用户
选区组织）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选区组织之一，在 ICANN 流程中代表商业和
企业用户的意见。

 

C

CCNSO Country Code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国家和地区代码
名称支持组织）

代表国家/地区代码顶级域名 (ccTLD) 的管理机构，例如英国的 .uk 
注册机构或德国的 .de 注册机构。只有 ccTLD 管理人员才可加入。

D

DNS 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

此系统允许互联网用户通过键入名称（如 www.icann.org）即可被
定向到机器可以识别的唯一互联网协议地址（如 192.0.34.163）。

DNSSEC 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域名系统安全扩展）

DNSSEC 通过对 DNS 记录附加一层加密签名提高了基础设施级别
的安全性。有了这一技术，用户可以确定数据来源于有据可考的
明示来源，而且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的名称映射准确无误。符合 
DNSSEC 规定的名称服务器还会否定存在，即向用户指出某个名称
不存在。DNSSEC 主要有两大策略：(1) 区域运营商通过引入公钥-私
钥对在自己的区域发起数字签名的流程；(2) 父域和子域之间建立起
信任链，最终使系统成为可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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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AC 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政府咨询委员会）

代表政府和政府机构。只有经过正式认可的政府代表或国际组织代
表才可加入 GAC。

GNSO 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是负责制定通用顶级域名相关政策的主要机构，
由七个下属团体组成： 

• 商业和企业用户 
• 非商业用户 
• gTLD 注册机构 
• 注册商 
• 知识产权组织 
• 互联网服务与连接服务提供商 
• 非营利性运营问题选区组织

GTLD Generic Top Level Domain（通用顶级域名）

包含三个或三个以上字母的互联网域名后缀，如 .com、.net 和 .asia。

I

IANA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

该机构负责唯一代码和编号系统的分配和维护工作，在推动着域名
系统发展的技术标准（“协议”）中会用到这些唯一代码和编号系
统。十多年来，ICANN 一直代替 IANA 执行其上述职能。  

IDN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国际化域名）

包括并非由 26 个基本拉丁字母书写的本地语言所用字符。

IPC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stituency（知识产权选区组织）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四个选区组织之一。其代表全世界知识产权所
有者的观点和权益，重点关注商标、版权和相关知识产权以及它们
与域名系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IPv4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互联网协议版本 4）
开发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其容量大约仅为 40 亿个 IP 地址，这些 
IP 地址已经全部分配给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用户。IPv4 地址的格式
为：192.0.2.53。

IPv6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互联网协议版本 6）
具有 128 位地址空间，支持 340×1036 个地址。IPv6 地址的格式
为：2001:0db8::53。在出现连续两个冒号的位置，中间的所有片段
只能包含 0。因此如果没有双冒号，则可以将上面的示例地址扩展
为 2001:0db8:0000:0000:0000:0000:000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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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TP Inter-Registrar Transfer Policy（注册商之间的转让政策）

IRTP 是 GNSO 于 2004 年一致通过的政策，其目的是为注册人提供一
种透明、可预测的方式来在注册商之间实现域名注册转让。 

ISPC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Constituency（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选区

组织）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一个选区组织，负责针对有关域名系统管理的
政策问题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建议。

N

NCSG Non-commercial Stakeholders Group（非商业利益主体团体）

ICANN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民间协会组织，NCSG 是 GNSO 的四大
利益主体团体之一，于 2008 年经 ICANN 董事会批准成立。教育、
数字版权、社区网络、公共政策宣传及诸多其他领域的非商业组
织和个人均可加入该团体。

NCUC Non-commercial Users Constituency（非商业用户选区组织）

GNSO 非商业利益主体团体内部的一个选区组织，代表非商业个人
和非营利性组织的观点。

NGPC 新 gTLD 计划委员会

ICANN 董事会的委员会，负责制定与新 gTLD 计划有关的战略和财
务决策。具有与 ICANN 董事会相等的权力。

NPOC Not-for-pro�t Operational Concerns Constituency（非营利性运

营问题选区组织）

该选区组织属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非商业利益主体团体，代表关
注服务提供方面的运营问题的非营利性组织。

P

PDP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政策制定流程）

ICANN 章程规定的一套正式程序，为那些用以协调全球互联网唯
一标识符系统的政策的发起、内外部审查、推行时机和批准提供
指导。

R

RA RA – Registry Agreement（注册协议）

ICANN 与其注册商之间签署的协议。

RAA RAA – Registrar Accreditation Agreement（注册商委任协议）

ICANN 与经过认可的注册商之间签署的协议。该协议将陈述双方
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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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rSG Registrar Stakeholder Group（注册商利益主体团体）

代表域名注册商。注册商是可代表注册人验证域名可用性并保留
域名的组织。

RSSAC
Root Server System Advisory Committee（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

员会）

代表负责运营全球 13 个根名称服务器的组织，以及与权威性根服
务器系统的稳定技术运营有关的其他组织。 

RySG
Registries Stakeholder Group（注册机构利益主体团体）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中的一个利益主体团体，代表 ICANN 的当前签约
注册机构的利益。注册机构是在每个顶级域名中注册的所有域名的
权威性主数据库。

S

SSAC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dvisory Committee（安全性和稳定性咨

询委员会）

SSAC 负责针对互联网名称和地址分配系统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向 
ICANN 机构群体和理事会提供有关问题的建议。只有收到邀请的
人员才可加入。

U

UDRP Uniform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普遍认可的一套政策和程序，规定了适用于所有 ICANN 认可注册商
的域名注册争议解决方式，例如针对损害到现有品牌或商标利益主
体利益的滥用注册问题的解决方式。 

W

WHOIS
WHOIS（发音同“who is”；不是缩略词）是一个互联网协议，用
于向数据库查询某域名或 IP 地址的注册信息。ICANN 的 gTLD 协议
要求注册机构和注册商提供一个交互式网页和一个 WHOIS 服务端口 
43，使公众可以免费访问已注册域名的相关数据。此类数据包括域
名注册日期和到期日期、名称服务器、注册人联系信息及指定管理
联系人和技术联系人的联系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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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CANN 
ICANN 的使命是维护全球互联网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若要与其他互联网用户联系，您必须在自己的计算机中输入名称或数字形式的地址。这个地址必须是唯一的，这
样计算机之间才可以相互识别。ICANN 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这些唯一标识符。如果没有这种协调，我们就不能
拥有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 

ICANN 成立于 1998 年，是一个非营利性公益机构。ICANN 吸引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它致力于维护互联网的
安全性、稳定性和互操作性。ICANN 提倡竞争，并负责制定与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相关的政策。

ICANN 并不监管互联网上的内容。它不能阻止垃圾邮件，也不负责处理互联网访问相关事宜，但通过协调互联网
命名系统，它对互联网的扩张与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cann.org。

一个世界。一个网络。

www.ic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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