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乎机构号认证指南



认证所需资料

选择机构类型

提交机构资质材料

填写运营人员信息

完善帐号基本信息

1. 机构资质：如工商营业执照/
执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社会信用代码证/法人登记

2. 运营人员信息：运营负责人
的手机号、身份证、身份证
照片和本人手持身份证照

3. 行业资质：涉及特殊行业需
提供行业资质，特殊行业列
表请查看附录四

认证流程 所需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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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流程

第一步：上传清晰的机构资质（工商营业执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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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全称不可更改，若需更改可

邮件咨询 org@zhihu.com；

2.若机构资质有变化，需上传工商

营业执照、社会信用代码证等，

清晰彩色扫描件或照片；

3. 证件不能含有仅授权其他平台

使用的字样。

入驻后，所有资料将保留于后台;若资料无变化，认证时无需更改

第二步：填写运营人姓名、身份证、身份证照片等信息

1.需上传手持身份证、身份证人像

面两张照片，且保证都能看清名字、

身份证号等信息；

2. 手指请勿遮挡身份证号。



认证流程

1.如属「金融、医疗医药」等行业

请上传该行业材料，见附录四；

2.帐号名称应为基于公司品牌名、

产品、商标的全称或无歧义简称，

见附录一；

3. 头像需清晰、健康，能够代表机

构或品牌形象，见附录二。

第三步：设置帐号的行业、名称、头像等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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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信支付认证审核费用。（如无

服务码可不填写；如想了解服务码，

请私信@知乎机构号团队）

第四步：支付认证费用

https://www.zhihu.com/people/St.Pancras/activities


常见问题

1. 为什么要收取认证费用？

知乎机构号认证费用为人工审核服务费，为 300 元/次，每申请一次认证均需支付一次

费用。发起一次认证，即有 3 次补充或修改资料的机会，并且可就产生实际支付金额

的部分申请开具发票。

温馨提示：若认证过程中 3 次补充或修改资料的机会用完，还未成功认证，审核费用

不予退还。若继续认证，则需再次支付 300 元认证审核费。

2. 认证权益包括什么？

认证后的机构号拥有蓝色认证标识、名称唯一保护、搜索结果排序优先、数据分析功

能、高级盐值权益等权益。

3. 认证有效期是多久？

• 帐号认证成功状态自认证成功之日起算，有效期为 365 天；

• 机构应在认证成功状态过期前 45 个自然日内发起并完成认证年审。如未能及时完

成认证年审或者机构号认证年审失效，机构号认证成功状态将在到期之日取消，到

期后该机构号不再享有认证成功的相应权益。认证到期前 45 天，系统将提示「已

认证，还有 N 天到期」，届时机构可开始申请新一轮「认证年审」；

a.若年审在有效期内通过，则新的认证有效期从原有效期结束后次日开始计算；

b.若年审在有效期外通过，则新的认证有效期从审核通过日起开始计算。

4. 认证后如何开具发票？

认证完成后（包括认证成功和认证失败，认证审核中不能开具），都支持就产生的实

际支付金额部分申请开具发票。发票申请入口：「管理中心-资产管理-发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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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hihu.com/organization/verify/invoice/issue


常见问题

5.认证时如何修改公司全称？

知乎机构号的公司主体各项信息涉及到证明材料、所属权资质等相关事宜，故不机构

号的公司主体暂不支持修改，如遇特殊情况需修改公司主体，需向 org@zhihu.com

邮箱发送申请。

6.认证时名称被占用，该怎么办？

已认证的机构号名称具有唯一性，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不能与已认证成功帐号名称

重复。如你拥有该名称的合法权益（已注册商标），请主动搜索该帐号名称，点击进

入主页进行「举报」。

7. 代理商服务码是什么，如何获取？

「代理商服务码」是针对代理商下的机构客户，即代理商购买不同类型的服务码后，

把服务码发放给机构，机构在认证选择权益环节填写服务码来兑换相应优惠券。优惠

券用于抵扣认证费用，机构如无「代理商服务码」可不填写。

如需了解通过代理商购买服务码，请私信联系@知乎机构号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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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hihu.com/people/St.Pancras/activities


附录一

1. 帐号名字数：3 - 40 个字符（1 个汉字算 2 个字符），中英文不限；

2. 帐号名称不可设置无意义特殊字符，如★☺☆ ♡♪ ♫等；

3. 帐号名称不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4. 帐号名称不可包含「最高级」、「最佳」、「第一」、「国家级」

等绝对化语言和极限性用语；

5. 帐号名称不可包含标语、口号（slogan）等广告性质宣传语句；

6. 非政府机关及事业机构，帐号名称如包含「中国」、「中华」等政

府官方性质词汇，或「高考」、「托福」等具有官方教育机构性质

的名称，需补充相关资质；

7. 非媒体类帐号不可使用易被用户误解为媒体帐号的名称，如 「xx 报

道」、「xx 报」、「xx 电视台」等；

8. 非政府机关及事业机构不得使用国家机关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

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

9. 不可使用易被理解为知乎官方性质的名称，如「知乎」、「知乎刘

看山」、「智者天下」等；

10. 除注册商标、知名品牌外不得以个人化昵称认证企业帐号，如「xx 

人」、「xx 公司 CEO」；涉及名人引用需取得相关授权；

11. 已认证的机构号名称具有唯一性，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不能与已

认证成功帐号名称重复。如在先的帐号有侵权行为，请通过知乎提

供的侵权投诉渠道进行投诉；

12. 帐号名称应为基于公司品牌名、产品、商标的全称或无歧义简称，

不可仅为通用词语，如「科技」、「自驾游」。易混淆词汇应在帐

号名称中添加行业、地区、行业性质等限定词；

13. 不可包含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或存在其他不良信息的情形。

知乎机构号命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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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1. 头像最小尺寸 360px × 360px，支持 png 和 jpg 格式，文件不超

过 5M ；

2. 头像图片要求健康，能够代表机构或品牌形象；

3. 头像图片不可含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方式、二维码，网址不可作为主

元素使用；

4. 头像图片不可带有影响视觉的水印；

5. 头像图片不可包含与知乎官方商标、LOGO 、卡通形象相关的元素；

6. 头像图片除创始人、形象代言人等可代表机构形象的肖像外，不可

使用其他任何形式的个人肖像；

7. 头像图片不可包含易与知名机构混淆元素，不可包含有歧义内容，

不可侵权；

8. 非国家机构头像，图片不可包含国旗、国徽、党旗、党徽、团旗等

元素。

知乎机构号头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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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知乎机构号目前不接受以下类型的机构入驻：

1. 经营贵金属投资、虚拟币投资、外汇交易、互联网金融、信托、私

募基金等相关金融业务的机构；

2. 从事美容整形、戒毒、保健品、植发、成人用品销售等相关医疗业

务的机构；

3. 返利类平台、招商加盟类平台；

4. 从事情感咨询/挽回业务的机构；

5. 知乎认为不适宜入驻的其他机构。

知乎机构号行业准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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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若机构所属行业/子行业类别，或「帐号名称」涉及特殊行业，需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质文件。

以下为特殊行业及需提供的行业资质：

行业资质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需提供的机构号行业资质

网络服务

音乐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网络电台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直播／视频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含网络表
演））

招聘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快消 特殊化妆品

1.《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或《化妆品生产企业卫
生许可证》或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批准文
件
2.如果涉及进口化妆品，需要补充提供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批件或备案登记

金融

消费贷 银监会审批的消费贷金融牌照《金融许可证》

银行 《金融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许可证》

股票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期货外汇
《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或《经营证券期货业务
许可证》

基金
《经营基金业务许可证》或《经营证券期货业务
许可证》

信托 《金融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许可证》

证券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典当
《典当经营许可证》或《特种行业许可证》或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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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需提供的机构号行业资质

金融

保险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或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

《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或

《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或

《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或

《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或

《经营保险资产管理业务许可证》或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互联网金融
银监会备案证明材料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金融办批准文件

贷款
银监会备案证明材料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金融办批准文件

医疗医药

口腔/眼科医院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医疗器械
1.医疗器械生产：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或《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2.医疗器械经营、销售：《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保健食品

1.国产保健食品：《国产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2.进口保健食品：《进口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3.保健品生产：《食品生产许可证》（经营项目
须包含保健食品生产）
4.保健品经营：《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项目
须包含保健食品销售）

OTC

1.《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许可证》或《互联网药
品信息服务许可证》
2.药品生产研发:《药品生产许可证》
3.药品经营：《药品经营许可证》
4.如需以药品名称入驻，需提供《药品批件》或
《药品注册批件》

药品交易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许可证》或《互联网药
品信息服务许可证》

附录四 行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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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需提供的机构号行业资质

医疗医院

药品信息展示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许可证》

药品生产研发

1.《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

2.如需以药品名称入驻，需提供《药品批件》或

《药品注册批件》

动物医院 《动物诊疗许可证》

专业服务 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许可证》

附录二附录四 行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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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知乎机构号

如有问题请私信@知乎机构号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