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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IP 地址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互联网 IP 地址资源使用的管理，保障互联网
络的安全，维护广大互联网用户的根本利益，促进互联网业的健康发
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从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等

具有 IP 地址管理权的国际机构获得 IP 地址的单位和具有分配 IP 地
址供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单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直接从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等具有 IP 地址管理权的国

际机构获得 IP 地址自用或分配给其他用户使用的单位统称为第一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
直接从第一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获得 IP 地址除自用外还分配给本

单位互联网用户以外的其他用户使用的单位为第二级 IP 地址分配机
构（以下各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的级别依此类推）。
第四条

国家对 IP 地址的分配使用实行备案管理。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以下简称“信息产业部”）

对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公益性互联网络单位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的 IP 地址备案实施监督管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通信管理局”）
对本行政区域内其他各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的 IP 地址备案活动实施监
督管理。
第六条

信息产业部统一建设并管理全国的互联网 IP 地址数据

库，制定和调整 IP 地址分配机构需报备的 IP 地址信息；各省通信管
理局通过使用全国互联网 IP 地址数据库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各级 IP 地
址分配机构报备的 IP 地址信息。
第七条

各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应当通过信息产业部指定的网

站，按照 IP 地址备案的要求以电子形式报备 IP 地址信息。
第八条

各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在进行 IP 地址备案时，应当如实 、

完整地报备 IP 地址信息（需报备的 IP 地址信息参见本办法附录）。
第九条

各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应自取得 IP 地址之日起二十个工

作日内完成 IP 地址信息的第一次报备。
第十条

各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申请和分配使用的 IP 地址信息发

生变化的，IP 地址分配机构应自变化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通过信息
产业部指定的网站，按照 IP 地址备案的要求以电子形式提交变更后

的 IP 地址信息。
各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的联系人或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应自变
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报备变更后的信息。
第十一条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 IP 地址信息的报备，由各基础

电信业务经营者集团公司（总公司）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省级公
司（省级分支机构）共同完成。
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集团公司（总公司）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完
成由其申请、使用和分配到省级公司（省级分支机构）的 IP 地址信
息的报备。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省级公司（省级分支机构）按照
本办法的规定统一完成该省级公司（省级分支机构）及其所属公司 （分
支机构）申请、使用和分配的 IP 地址信息的报备。
第十二条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科学技术网、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互联网、中国长城互联网等公益性互联网的网络管理单位
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统一完成其申请、使用和分配的 IP 地址信
息的报备。
第十三条

IP 地址分配机构同时是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的，

应当如实记录和保存由其提供接入服务的使用自带 IP 地址的用户的
IP 地址信息，并自提供接入服务之日起五日内，填报 IP 地址备案信
息，进行备案。
第十四条
管理制度。

各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的 IP 地址

第十五条

各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分配 IP 地址时，应当通知其 下

一级 IP 地址分配机构报备 IP 地址信息。
第十六条

信息产业部和省通信管理局及其工作人员对 IP 地址

分配机构报备的 IP 地址信息，有保密的义务。
信息产业部和省通信管理局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他人提供 IP 地
址分配机构报备的 IP 地址信息，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

定的，由信息产业部或者省通信管理局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的，给予警告或者处人民币一万元罚款，或者同时处以上两种处
罚。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未建立 IP 地址管理制度

的，由信息产业部或者省通信管理局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的，给予警告或者处人民币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或者同时
处以上两种处罚。
第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前直接从亚太互联网信息中心等具有 IP

地址管理权的国际机构获得 IP 地址供本单位使用或者分配 IP 地址供
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应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
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完成备案手续。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3 月 20 日起实施。

附录：

需报备的 IP 地址信息

一、备案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备案单位名称、备案单位地址、备
案单位性质、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联系人姓名、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子邮件等。
二、备案单位的 IP 地址来源信息，包括 IP 地址来源机构名称、
IP 地址总量、各 IP 地址段起止地址码等。
三、备案单位的 IP 地址分配使用信息，包括：
（一）本单位自用的 IP 地址信息，包括 IP 地址总量、各 IP 地
址段起止 IP 地址码、IP 地址使用方式、网关 IP 地址、网关所在地
址；
（二）尚未分配的 IP 地址信息，包括 IP 地址总量、各 IP 地址
段起止地址码；
（三）向其他用户分配的 IP 地址信息，包括所分配的用户基本
信息（包括用户名称、单位类别、单位所属行业、单位详细地址、联
系人姓名、联系人电话、联系人电子邮件）、所分配的 IP 地址总量、
各 IP 地址段起止地址码、网关 IP 地址、网关所在地址、IP 地址使
用方式。
四、自带 IP 地址的互联网接入用户信息，包括用户基本信息（含
用户名称、单位类别、单位所属行业、单位详细地址、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联系人电子邮件）、自带 IP 地址总量、IP 地址段起止
地址码、自带 IP 地址的来源、网关 IP 地址、网关所在地址、IP 地
址使用方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