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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邮箱开通流程说明 

1、配置 DNS 说明 

在开通企业邮箱之前，请登录您企业网站的域名注册服务商的域名管理平台，进行 DNS
配置。下文将为您说明配置 DNS 的步骤： 

说明：下文中以 example.com 代指企业域名 

1.1 步骤说明 

使用263企业邮箱服务前，您需要修改 DNS 配置及指向： 

第一步：登录您的 DNS 托管帐户，并转到 MX 记录维护

页。 第二步：输入以下 MX 记录： 

example.com    优先级    5    mxwcom.263xmail.com 

example.com    优先级    10   mxcom.263xmail.com 

第三步：将CNAME记录修改为： 

pop.example.com     CNAME    popcom.263xmail.com 

smtp.example.com    CNAME    smtpcom.263xmail.com 

mail.example.com    CNAME    未定（个性化域名用，待补

充） 

第四步（可选）：将 TXT 设置修改为： 

example.com    TXT    v =spf1 include:spf.263xmail.com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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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范例 
范例一：新网 

 

 
范例二：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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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三：ename 

 

 

范例四：god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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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户端设置 

2.1 Outlook 客户端设置 

如果您使用 Outlook 客户端收发邮件，请参照以下流程进行设置（以 Outlook2007 为

例）： 

第一步：添加新的电子邮件账户 

点击“工具”菜单，选择“帐户设置”，帐户设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在帐户设置页面点击

“新建”添加新的电子邮件帐户： 

 

 

 在“添加新的电子邮件帐户”的第一个页面选择电子邮件服务器类型：“Microsoft 
Exchange、POP3、IMAP 或 HTTP”（默认选项），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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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页面提示将姓名、邮件地址、密码信息填写完整，然后勾选页面左下角的“手动配

置服务器设置或其他服务器类型”选项，并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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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Internet 电子邮件设置 

选择电子邮件服务类型：选择“Internet 电子邮件”选项，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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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nternet  电子邮件设置”页面填写相应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其他

设置”按钮： 

用户信息：填写您的姓名和邮件地址 

服务器信息：帐户类型：POP3 

                                 接收邮件服务器：pop.example.com（example.com 代指企业域名） 

                                 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example.com 

登录信息：用户名：请填写完整邮件地址 

                             密码：请填写与您填写的用户名相对应的电子邮件密码 

 

 

在“Internet 电子邮件设置”页面选择“发送邮件服务器”选项，勾选“我的发送服务器

（SMTP）要求验证”，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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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完成”按钮，保存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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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oxmail 客户端设置 

如果您使用 Foxmail 客户端收发邮件，请参照以下流程进行设置： 

第一步：建立新的用户帐户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以及“帐户名称”，点击“下一步”： 

 

 

第二步：指定邮件服务器 

填写以下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接收服务器类型：POP3 

接收邮件服务器：pop.example.com（example.com 代指企业域名） 

邮件帐户：请填写完整邮件地址 

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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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完成”按钮，保存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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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苹果电脑 Mail 客户端设置 

如果您使用苹果电脑 Mail 客户端收发邮件，请参照以下流程进行设置： 

第一步：添加帐户 

在“文件”菜单点击“添加帐户”，进入到“添加帐户”页面，输入“姓名、电子邮件地

址、密码”信息后点击“继续”。 

 

 

第二步：设置收发件服务器信息 

收件服务器设置信息如下： 

帐户类型：POP 

收件服务器：pop.example.com（example.com 代指企业域名） 

用户名称：请填写完整邮件地址 

密码：请填写与用户名称相对应的邮件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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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服务器设置信息如下： 

发件服务器：smtp.example.com（example.com代指企业域名） 

用户名称：请填写完整邮件地址 

密码：请填写与用户名称相对应的邮件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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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偏好设置 

设置完成后，在“Mail”菜单点击“偏好设置”选项，可以查看帐户信息，并进行高级

设置： 

 

 

在“高级”页签内，去掉“收取邮件后从服务器上删除其副本”前的勾选，以保证您收

到的邮件会在web上保留副本。并注意端口参数为：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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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员登录邮箱说明 

管理员使用 admin@example.com帐号，通过以下登录地址登录企业邮箱管理平台： 

1. http://www.263.net 

管理员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说明：在上述页面选择“管理员登录”，在提示框内输入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

录管理平台。 
 

三、操作与使用说明 

1、系统管理 

1.1 查看企业邮箱系统信息 

登录管理平台后，在管理首页即可看到企业邮箱的系统信息。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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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信息设置 
         登录管理平台后，请点击左侧导航栏的“企业信息设置”，进行企业信息设置和修改，您

可以设置企业联系人信息，设置后，会自动给客服人员发送设置邮件，由客服人员与您联系确

认后，生效新的企业信息： 

 

 
企业联系人信息包括：企业名称、企业联系人姓名、企业联系人邮箱、企业联系人电

话、企业联系人手机、企业联系人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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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修改管理员密码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修改管理员密码”，可以修改企业邮箱管理员密码： 

 

        管理员密码长度 5~20 位，需包含至少字母 a~z（区分大小写）、数字 0~9、特殊字符

（#,*,@等）中的至少两种字符。 

2、域帐户管理 

2.1 部门用户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部门用户管理”，进入“部门用户管理”页面，部门用户管理页面可进

行部门、用户列表的展示和管理。 
1、页面右侧将呈现所有部门的分级结构，系统会默认显示所有部门的帐号列表。 
2、部门结构以树型显示，并且默认先显示所有的一级部门列表。若某个部门下存在子部

门，点击该部门名称前面的“+”号，页面将以树型结构呈现子部门。 
3、当您选中某个部门，右侧置顶的位置会提示您该部门直属下级部门的数量，系统会显

示您选择这个部门下的所有直属用户（不包含子部门的用户）的帐号列表，您可以对这些帐

号进行管理操作，可以点击“所有部门”来查看该部门下所有的帐号列表（所有的子部门下

的用户帐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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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部门管理 

部门管理操作包括部门新建、编辑、排序、删除。 
部门组织结构除支持菜单操作外，也支持拖拽和右键操作。 
1、 通过拖拽操作可以实现部门排序、用户转移 
2、 通过右键操作可以实现部门新建、编辑、删除 

 

2.1.1.1 添加部门 

点击菜单“添加部门”可在组织结构中添加部门，具体页面如下图所示: 

 
 
说明： 
1、 在同一个父部门内，只能创建唯一名称的子部门。在不同的父部门内，可以创建相同名称

的子部门。 
2、 添加部门时可以选择是否自动生成部门邮件列表。 

生成部门列表默认选择“否”，即不生成部门邮件列表。 
当选择“是”时，需要输入邮件列表名称，并选择同步更新设置。同步更新选为“是”，

则部门成员发生变化时邮件列表会得到同步更新。 
3、 部门信息添加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添加部门，点击“保存并新增”可以保存已添加部

门并进行新部门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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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编辑部门 

选择部门后，点击菜单中的“编辑部门”，可以编辑部门信息。 

 
 

编辑部门页面可对部门全部信息进行修改。如只需修改部门名称，可在部门组织结构中

点击需要修改的部门，通过右键操作进行重命名。 

2.1.1.3 删除部门 

当前鼠标选中某个部门时，点击菜单中的“删除部门”，或右键选择“删除部门”可将该

部门彻底删除。 
1、 若该部门下存在子部门，系统将提示您无法立即删除，必须先删除所有的子部门，才可以

删除该部门。 
2、 当部门下存在帐号时，也不能删除该部门，必须先删除该部门下所有的帐号，才可以删除

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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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用户管理 

2.1.2.1 添加用户 

点击菜单“添加用户”可在单个添加用户，具体页面如下图所示： 

 
 

添加用户页面除了添加邮箱基本信息之外，还可以对邮箱的高级信息进行设置。例如邮

箱的启用禁用状态、是否加入通讯录、邮箱别名、所属部门、所属邮件列表、所属角色、EM
状态、EM 能否添加联系人。 
 
在菜单中点击“批量添加用户”即可批量导入用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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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下载示例 CSV 文件，按照页面提示进行导入即可。 
 

2.1.2.2 编辑用户 

在用户列表中勾选用户后，点击菜单中的“编辑用户”，可以对已添加的用户信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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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修改完所需编辑信息后，点击确定即可保存 
2、 如仅需修改密码，修改密码后点击“仅修改密码”即可保存新密码。 
 
在用户列表中勾选用户后，点击菜单中的“批量编辑用户”，可以对已添加的用户信息进行批

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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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删除用户 

选中一个或多个用户，点击菜单中的“删除用户”，可将该用户彻底删除。删除后，该用

户的所有收发邮件将一并删除。 
 
如果需要删除的帐号很多，可以通过批量删除功能实现。批量删除操作主要为需要成批

删除邮箱帐户的管理操作提供方便。通过文本文件的方式编辑批量帐户的列表，通过批量操

作一次性删除列表中的帐户。 
在邮箱用户管理页面中点击“批量删除”，进入批量删除邮件用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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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用户别名管理 

点击菜单栏中的“设置别名”，即可进入别名管理页面： 

 
 
在用户列表中勾选用户后，点击“设置别名”可以对该用户设置邮箱别名：每个邮箱可以

设置两个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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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理员管理 
超级域管理员是邮局默认的管理员，可以完成企业邮箱的各项管理功能。超级域管理员

可以定义一些普通域管理员帐号，通过权限定义实现部分或全部域管理功能。 
点击“管理员管理”，进入管理员管理页面，对域管理员进行管理。 

 

 
 
 

2.2.1 添加管理员  

点击“添加”进入添加管理员页面，在以下界面中，可以定义一个新的管理员帐号，新管

理员的定义可以由超级域管理员或具有管理员管理权限的普通管理员进行。 



中国企业邮箱第一品牌

本文最终解释权归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2.2.2 编辑管理员  

在管理员列表中选择需要编辑的管理员，点击菜单中的“编辑”选项，即可对管理员信息进

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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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删除管理员  

勾选一个或多个管理员，点击菜单中的“删除”选项，即可删除管理员。 

2.2.4 查看管理权限  

在管理员列表点击“权限”列的“详细”链接，进入管理员权限列表，可以查看该管理员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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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邮件列表管理 
点击“邮件列表管理”进入邮件列表管理页面，在此页面可以完成邮件列表的添加、删

除、修改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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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添加邮件列表  

点击菜单中的“添加”可以添加一个新的邮件列表：  

 
 

填写完整其他信息后点击“保存”保存此邮件列表，点击“保存并再新建一个列表”会将此

列表保存后再进入新建邮件列表页面。  

 

说明： 

1、 列表名称：为数字0~9、字母a~z组合，长度不超过15。 

2、 列表描述：列表的相关说明。不超过64字符 

3、 列表内容：可以从部门组织结构中选取列表内容，也可以手动输入列表内容。列表内容可

以添加外域的电子邮箱地址。地址间以逗号“,”分隔，支持粘贴。 

4、 设置权限：分五级，任何邮箱用户可用、任何本域邮箱用户可用、只有邮件列表成员及指

定用户可用、只有指定用户可用、只有指定域可用。 

 

2.3.2 编辑邮件列表  

勾选一个邮件列表，点击“编辑”，即可进入邮件列表编辑页面，修改邮件列表的相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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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删除邮件列表  

选择一个或多个邮件列表，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邮件列表。 邮件列表一经删除无

法恢复。 

2.3.3 导出邮件列表  

勾选一个或多个邮件列表，点击“导出”，可以 txt 文件格式将邮件列表导出。 

2.4 企业通讯录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菜单中“域帐户管理”目录下的“企业通讯录管理”，可以查看和管理企业

组通讯录。 

 

 

2.4.1 通讯组管理 

2.4.1.1 添加通讯组 

点击菜单中的“添加通讯组”可以添加新的通讯组。 

 

 

2.4.1.2 编辑通讯组 

选择通讯组后，点击菜单中的“编辑组”，可以编辑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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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删除通讯组 

当前鼠标选中某个通讯组时，点击菜单中的“删除”，或右键选择“删除”可将该部门彻

底删除。 
1、 只有自添加的通讯组可以删除，部门组织结构中的组不能删除。 
2、 若该通讯组下存在子通讯组，系统将提示您无法立即删除，必须先删除所有的子通讯组，

才可以删除该组。 
3、 当通讯组下存在联系人时，可选择将组下的联系人同时删除，或只删除组，不删除联系

人。 
 

2.4.2 企业联系人管理 

2.4.2.1 添加企业联系人 

点击“菜单”中的添加联系人，可以在通讯录中添加新的联系人。  
企业联系人可以添加外域联系人。 

 
  

2.4.2.1 编辑企业联系人 

在企业联系人列表页面勾选需要编辑的企业联系人，点击“编辑”菜单，可以编辑企业

联系人信息。 



中国企业邮箱第一品牌

本文最终解释权归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2.4.2.1 删除企业联系人 

在企业联系人列表页面勾选一条或多条企业联系人，点击“删除”菜单，可以删除企业

联系人。 
注：只能删除自添加的企业联系人信息，部门组织结构中企业联系人不能删除。如需隐

藏部门组织结构中的企业联系人信息，可以在编辑用户页面选择“不加入企业通讯录”。 

2.4.3 导出企业通讯录 

点击菜单中的“导出”选项，可以将通讯录导出。 

2.4.4 发送企业通讯录  

点击菜单中的“发送”选项，可以将通讯录发送至全域用户或指定用户。企业通讯录将

以附件形式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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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域信息管理 

3.1 系统日志查询 

3.1.1 管理员操作日志 

在“系统日志查询”页面点击“管理员操作日志”，可以查看企业邮局管理员的操作记

录。 

 

 

3.1.2 用户登录日志 

在“系统日志查询”页面点击“用户登录日志”，可以查看域内邮箱用户最后一次登录邮箱

的时间、登录IP、登录方式（web/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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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域内公告管理 

3.2.1 公告邮件管理 

在“域内公告管理”页面选择公告邮件管理，可以给域内用户发送域公告。 

 

3.2.2 设置欢迎信 

在“域内公告管理”页面选择“设置欢迎信”，可以为域内新开通用户设置欢迎信。 
 



中国企业邮箱第一品牌

本文最终解释权归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3.3 批量任务管理 
点击左侧菜单中“批量任务管理”，可以查看批量任务信息： 

 
 
 
 
 
 
 
 
 
 
 

3.3.1 查看任务  

点击批量任务管理页面的“查看”按钮，就可以看到该次任务执行的结果，包括任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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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失败次数和失败的细则。  

 

3.3.2 删除任务  

在批量任务管理页面选择一个或多个已经执行的批量任务，点击“删除”就可以删除该批量

任务的执行情况。 

4、域个性化管理 

4.1 邮箱页面管理 
点击左侧菜单中的“邮箱页面管理”可以对邮箱页面进个性化设置： 

 
 
说明： 
1、 自定义企业标志图片 logo 

图片格式：165×60（宽×高）尺寸，小于 100K 的 jpg 或 gif 格式文件。  
2、 自定义邮箱横幅图片（banner）  

图片格式：468×60（宽×高）尺寸,小于 100K 的 jpg 或 gif 格式文件。 
3、 自定义企业签名（footer）  

修改用户的 footer 文件：在输入框内填写企业的 footer，点击“修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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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footer： 需要关闭自定义企业签名（footer）功能时，点击“删除签名”。 
4、 企业 webmail 退出地址 

设置企业 webmail 退出地址：管理员可以在此修改 webmail 邮箱登录后，点击“退出”时的

退出地址。 
需要修改时，在域个性化管理页面的最后一行，“企业 webmail 退出地址”后面的文字输入

框中填写邮箱的退出地址，点击保存即可。 

4.2 邮箱功能管理 

 

 
邮箱功能管理功能，可按“角色”对用户邮箱功能进行设置。您可以添加角色，并为角

色赋予相应的功能权限，然后将用户添加到指定角色。 
“默认角色”在系统创建时自动生成，默认拥有最高权限，在您创建新的角色之前所有

用户归属于默认角色。 
 

4.2.1 添加角色 

点击菜单中“添加角色”选项，可以添加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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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编辑角色 

在角色列表中选择已添加的角色，点击菜单中的编辑角色，即可对角色进行辩解。 

4.2.3 删除角色 

在邮箱功能管理页面，选择需要删除的一个或多个角色，点击菜单中的“删除”选项，

即可删除该角色。 
角色删除后，该角色中的所有用户将会被移入默认角色。 

 



中国企业邮箱第一品牌

本文最终解释权归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4.3 邮箱安全管理 
点击左侧菜单中的“邮箱安全管理”可以对邮箱进行安全管理。 
 

 
说明： 
1、 域级黑白名单设置： 

设置全域级别的黑白名单，所有收信均需经过域级过滤后才能投递到域内收件人邮箱。 
2、 反垃圾级别设置： 

为全域用户统一设置反垃圾级别，可以选择只对新用户生效，还是应用于全域用户 
3、 不明文件夹提醒设置： 

统一为全域用户设置不明文件夹提醒，可以选择只对新用户生效，还是应用于全域用户 

5、增值服务 

5.1 邮箱用户监控 
点击左侧菜单“增值服务”下的“邮箱用户监控”，进入邮箱用户监控页面。 

管理员可以对用户邮箱进行监控，其中包括查看文件夹、查看地址本功能、查看邮箱参

数设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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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查看文件夹 

选择需要监控的邮箱地址后，点击“查看文件夹”进入到查看文件夹页面： 

 

5.1.2 查看地址本 

选择需要监控的邮箱地址后，点击“查看地址本”进入到查看地址本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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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查看邮箱参数设置 

选择需要监控的邮箱地址后，点击“查看邮箱参数设置”进入到查看邮箱参数设置： 

 

5.2 邮件分类过滤 
邮件分类过滤功能分为条件设定、动作设定两类，当本域收到的邮件满足相应条件时，

触发相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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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M应用管理 
管理员可以通过EM企业应用功能，将企业自建应用和企业订购应用添加到此处进行统

一管理。 

5.3.1 企业应用管理 

点击左侧菜单“增值服务”下的“EM 应用管理”，进入 EM 企业应用页面。 
管理员可以对 EM 企业应用进行添加、编辑、删除、隐藏/显示、上移/下移等操作，并可

设置用户管理接口访问权限。  
 

 

 

在本页设置的企业应用会显示在EM客户端上。员工可以通过EM进入相应的企业应用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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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实现从 EM 上直接登录到相应的企业应用，无需再次输入该企业应用的用户名

和密码，则需要企业按照《263EM 企业应用统一认证接口规范》在原有企业应用系统上开发

接口与 EM 对接。 

5.3.2 个人应用管理 

 

 

5.4 企业邮件搬家 
 

企业邮件搬家功能是专门提供给263企业邮件用户，用于迁移企业邮件的功能。能够将旧

邮件系统内邮箱帐号对应的密码和收件箱内的邮件安全迁移到263企业邮件系统。企业邮件搬

家功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邮件用户迁移企业邮件的难度，使得域内用户更快、更容易的迁

移。 

5.4.1 开通关停 

点击左侧菜单“增值服务”下的“企业邮件搬家”，进入企业邮件搬家页 

 

企业邮件搬家功能需要单独开通，首次登录时默认为关停状态。点击页面菜单中的开通

按钮，即可开通企业邮件搬家功能，开通后页面如图所示。 

 



中国企业邮箱第一品牌

本文最终解释权归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企业邮件搬家功能操作流程：  

第一步：域管理员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邮箱用户管理>进行批量或单个添加域内邮箱

帐号。邮箱帐号名和旧邮件系统的帐号名需要一致，邮箱密码和旧邮件系统的密码不能一

致，且密码强度至少为中的级别，建议为强的级别。否则可能会导致域内用户无法顺利完成

企业邮件的搬家操作。 

第二步：域管理员通知域内用户用旧邮件系统的邮箱帐号和邮箱密码登录企业邮件系统

（支持网页登录和邮件客户端登录），企业邮件系统会自动帮助域内用户进行企业邮件的搬

家操作。 

企业邮件搬家注意事项：  

1、 从企业邮件搬家功能开通之日起，允许有30天的搬家时间。一旦超过30天，邮件系统会自

动将域的企业邮件搬家功能关停。如果确实有域内用户未能在30天时间内完成搬家，可以

再次开通企业邮件搬家功能。 

2、 如果需要关停，请选择“关停”按钮关停企业邮件搬家功能。在关停企业邮件搬家期间，您

所在的域内用户将无法进行企业邮件搬家。 

3、 企业邮箱搬家期间需保证旧邮件系统服务器处于启用状态，旧邮件系统服务停止后将无法

进行企业邮件搬家。 

5.4.2 设置认证参数 

设置认证参数页面如图所示： 

 

认证参数设置需要填写以下内容：  

• POP服务器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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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端口号 

• POP认证帐户是否包含域名 

说明：“POP认证帐户是否包含域名”可参见客户端软件设置时POP服务器设置：域内用户

设置客户端软件POP服务器时，如果帐户名需要填写全名mymail@domainname，则此处应选

“POP认证时包含域名”；如果只需要填写mymail，则此处应选“POP认证时不包含域名”  

填写认证信息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测试认证参数是否正确页 

 

 

此处需要填写一个在原有邮箱系统中能够正常使用的邮箱帐号和密码，用来测试pop认证

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如果 POP 认证参数设置通过测试，您就可以批量添加用户，通知用户登录 263 邮箱以触

发企业邮件搬家操作。 

5.4.3 查看搬家情况 

点击页面菜单的“查询域内用户搬家结果”选项，进入到查询域内用户搬家结果页面。搬

家结果查询支持“单帐户查询”和“批量查询”。 
单帐户查询：在输入框输入用户邮件地址，点击查询，可查询该用户的邮箱搬家结果。 
批量查询：包括成功搬家批量查询和未成功搬家批量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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