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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通用顶级域名 (gTLD) 计划简介

下一个热门域名会是什么？由您说了算！全球企业
家、企业、政府和社区不久就可申请推出和运营其自
己选择的通用顶级域名。  

什么是 gTLD？gTLD 是英文“generic Top-Level Do-
main”（通用顶级域名）的缩写，是一种互联网扩展
名，例如 .com、.net 或 .org。gTLD 数量目前约为 24 
个，但很快就会增长至数百个。

全球任何地方的实体均可申请设立并运营新 gTLD 注册机
构。申请时间从 2012 年 1 月 12 日开始，到 2012 年 4 月 
12 日截止，有关计划和申请的详情可访问站点  
http://icann.org/newgtlds。

概况

常见问答
申请新 gTLD 与购买域名一样吗？

不一样。目前，全球的组织和个人可以注册二级域名，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注册三级域名，而申请新 gTLD 的过程
要更为复杂。实际上，申请新 gTLD 就是创建并运营一项
支持互联网域名系统的注册业务。这牵涉到一系列重大
责任，因为新 gTLD 的运营商正在运行一部分可见的互联
网基础设施。

推行新 gTLD 会改变互联网的运行方式吗？

根域中 gTLD 数量的增加不会影响互联网运营方式，但可
能会改变通过互联网查找信息的方式或企业网上展示的
计划和组织方式等。

能否申请任何类型的 gTLD、是否有任何特定限制？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对全部拟申请的 
gTLD 字符串制定了一套特定技术规则。全部特定限制见
《申请人指导手册》。通过本计划，您可以申请基于拉
丁文的国际化域名 (IDN) 顶级域名。  

IDN 是什么？

IDN 是英文“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国际化域
名）的缩写。IDN 包括本地语言表达（不包括从 a 到 z 的 26 
个基本的拉丁字母）中使用的字符。IDN 可以由带读音区分
符号（例如重音）的拉丁字母或非拉丁语文字（如阿拉伯语
或汉字）中的字符构成。IDN 顶级域名能够帮助全球的互联
网用户以本地语言和文字来建立、使用顶级域名，这将给他
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和益处。

什么是《申请人指导手册》？

《申请人指导手册》为新 gTLD 申请人提供详细的步骤流
程。该指导手册载明了申请所需的文档和信息、申请人财务
和法律承诺以及在申请和评估期间需开展的工作。如需《申
请人指导手册》详情，可访问以下网址： 
http://icann.org/newgtlds。

评估费是多少？

评估费约为 18.5 万美元。申请人在注册时需为每个请求的
申请席位支付 5 千美元保证金。该保证金可用于抵免部分评
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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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新 gTLD 时，还要注意哪些其他费
用？

在某些需要进行特殊流程的情况下，申请人
可能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此外，注册者要
偿付业务自身启动和运营成本的资金。请参
见《申请人指导手册》的第 1.5.2 节。 

申请期间会发生什么情况、将持续 
多久？

申请期将持续 90 天。申请人应通过网络专
用申请界面“TLD 申请系统”(TAS) 进行申请，并通过该
界面回答问题及上传支持文件。申请期满后即进入各评
估阶段，每个评估阶段都有其预计持续时间。

评估流程持续多长时间？

评估流程预计持续 9 至 20 个月。可能需要通过多个申请
流程后才能做出最终决定。请参见《申请人指导手册》
的第 1.1 节。

如何评估 gTLD 申请？

评估标准和要求见《申请人指导手册》。所有申请都将
按照这些发布的标准进行独立评估。预定评估小组将负
责审核申请人是否满足这些预先确定的要求。

新 gTLD 申请获批后如何处理？

一旦某个申请被视为符合《申请人指导手册》标准并通
过所有评估和选择流程，包括异议流程和最终审批，申
请人即需要与 ICANN 签署协议并通过技术预授权测试，
然后新 gTLD 才可授权到根区域。

如何及何时能看到正在申请哪个 gTLD、谁在申请该 
gTLD？

申请期结束后，ICANN 将核实每项申请是否完成。申请提交
期结束后的几周内，ICANN 将对所有完成的有待评估的申请
的公共部分进行公布。

如何对申请提出异议？

所有顶级域名 (TLD) 的申请名单在 ICANN 的网站上发布后， 
将会留出一段时间，允许第三方通过预设定的争议解决程
序来提出正式异议。异议将由独立的争议解决服务提供商 
(DRSP) 而非 ICANN 来处理。 

如果某人申请的字符串代表我的品牌或商标，我该怎
么办？

您可以向选定的 DRSP 提出异议来处理“法律权利”异议。
有关这些程序的详细信息，如谁有申诉权，在哪里及如何
提出异议，以及异议要花多少费用，都可以在《申请人指
导手册》的模块 3 和相关的“新 gTLD 争议解决程序”中找
到。

常见问答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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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  请访问站点 http://icann.org/newgtlds，以查看

 —《申请人指导手册》

 —完整的常见问题

 —教学视频

 —更多内容。

•  通过 Twitter @newgtldsicann 关注我们

•  我们的邮箱是 newgtld@icann.org

ICANN 创建之前的八个 gTLD

2008 年 6 月，在 ICANN 巴黎会议期
间，ICANN 董事会批准了有关将新 gTLD 
引入互联网寻址系统的 GNSO 建议。 

ICANN 的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在 2005 年 
12 月至 2007 年 9 月期间实施了政策发展流
程，制作出了一套用于实施计划时的原则和
建议。

《申请人指导手册》的第一版于 2008 年 10 月
公布，记录了 ICANN 如何实施 GNSO 政策建
议，是向申请人介绍该计划要求和评估流程
的综合指南。 

《申请人指导手册》草案进行了多次反复修订，是多年来
精心实施 GNSO 政策建议、ICANN 利益主体社群认真审查和
反馈的结果。《申请人指导手册》的每个版本都进行了发
布以征求公众意见。经过对千余条公众意见的审议，才形
成了今天的计划。

历史

2010

2011

2004
.asia、.cat、.jobs、.mobi， 
.post、.tel、.xxx 和 .travel

2005

2000
.aero、.biz、.coop、.info、.

museum、.name 和 .pro

2007

2008

2009

1998 年之前
.com、.edu、.gov、.int， 
.mil、.net、.org 和 .arpa

《申请人指导手册》2011 年 5 月
•  2011 年 4 月讨论草案
•  2010 年 11 月（提议最终版）
•  2010 年 5 月（第 4 版）
•  2010 年 2 月（摘录）
•  2009 年 10 月（第 3 版）

•  2009 年 5 月（摘录）
•  2009 年 3 月（第 2 版）

《申请人指导手册》（第 1 版）2008 年 10 月

ICANN 成功进行了之前两轮
新 gTLD 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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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CANN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成立于 1998 年，旨在协调全球互联网的唯一标识符。如果
没有这种协调，我们就不会拥有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ICANN 是一个非营利性公益机构，拥有来自于世界各地
的参与者，致力于保持互联网的安全性、稳定性和互操作性。ICANN 鼓励竞争并制定与互联网唯一标
识符相关的政策。ICANN 不控制互联网上的内容。它无法阻止垃圾邮件，也不处理与互联网访问相
关的事宜。不过，通过在互联网命名系统中发挥协调作用，ICANN 对互联网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
实实在在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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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gTLD 正在改变互联网。看看它们将在
您的组织中引发什么。

谁应该了解更多关于新 gTLD 的内容？

•  广告、市场营销和品牌专业人士
•  投资者
•  政府
•  非营利组织
•  贸易协会
•  商标所有者 
•  知识产权律师

                      http://icann.org/newgtlds
 

下一个热门域名会是什么？由您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