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分发网络 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 共40页

内容分发网络 CDN

快速入门

产品文档



内容分发网络 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 共40页

【版权声明】

©2013-2023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云

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构成

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的

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复

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

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

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内容分发网络 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 共40页

文档目录

快速入门

从零开始配置 CDN

域名归属权验证

CDN 访问测试

配置 CNAME

域名接入常见问题

WordPress 建站的 CDN 缓存配置



内容分发网络 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 共40页

CDN 控制台添加域名接入指引

准备工作

1. 开通腾讯云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有关实名认证的更多问题请参考 实名认证基本介绍；

2. 开通 CDN/ECDN 服务； 

腾讯云 CDN 支持中国境内和中国境外两个服务区域，目前默认提供按流量小时计费方式。有关计费规则的更多说

明，请参考 计费说明。 

勾选同意服务条款后，单击开通服务，即可成功开通并开始使用 CDN/ECDN 服务。 

3. 已有一个自有域名和可访问的站点；

从零开始配置 CDN/ECDN 域名

第一步：添加域名

1. 登录 CDN 控制台；

快速入门

从零开始配置 CDN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5 14:18:00

07'18"

CDN 控制台添加域名接入指

引

https://cloud.tencent.com/edu/learning/quick-play/3915-677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


内容分发网络 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 共40页

2. 单击左侧菜单内的域名管理，进入域名管理列表；

3. 单击添加域名，添加一个新域名；

4. 配置加速域名基础信息：

配置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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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加速区

域

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加速区域：

中国境内：所有用户均使用腾讯云中国境内节点就近提供加速服务；选择该加速区域时，加速域名需

为已备案域名；

中国境外：所有用户均使用腾讯云中国境外节点就近提供加速服务，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

台湾等地区；选择该区域时，对加速域名备案不做要求；

全球：所有用户均由腾讯云全球节点提供就近服务，选择该加速区域时，加速域名需为已备案域名。

注意：

1. 根据您的加速区域，在源站配置时建议源站设立位置与区域相同，例如加速中国境内，源站需设置

在中国境内，如果设置在中国香港或其他境外区域，可能因存在跨境访问出现回源失败、回源速度慢

等情况。如果您的加速区域为全球，可以在添加域名后，在域名配置中为源站分别设置境内、境外独

立的区域源站配置。

2. 不同加速区域的计费策略不一样，详情请参考 CDN 计费策略 和 ECDN 计费策略； 

3. 如果您购买了区域流量包，请注意您的访问用户分布，区域流量包无法抵扣跨区域产生的流量，例

如：购买了北美区域500GB流量包，仅可以抵扣访问至北美节点的用户产生的流量消耗，如果用户

访问至南美节点产生的流量无法抵扣。

加速域

名

域名长度：

加速域名长度不超过81字符； 

域名备案/合规要求： 

1. 如果加速区域为中国境内、全球加速，域名需要已经在工信部进行过备案；如果加速区域为境外，

域名可以不需要备案；

2. 域名备案同步有一定的延迟，预计需1 - 2个小时，请您在备案完成后等待1 - 2个小时后再重试添

加域名；

3. 接入 CDN 的加速内容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若域名*.example.com、

*.a.example.com、b.a.example.com同时接入 CDN，域名b.a.example.com因存在违规内容导

致被封禁，则匹配该域名的*.example.com、*.a.example.com、b.a.example.com将全部被封

禁。

域名格式要求：

1. 支持接入域名为example.com、a.b.example.com 等形式域名，单域名接入后，当前加速配置

仅针对该域名生效，例如：接入域名为example.com，用户仅访问example.com有加速效果，若访

问www.example.com或m.example.com没有加速效果，需要单独接入 CDN 加速后生效。 

2. 支持含下划线的域名或中文域名转 punycode 码接入，中文域名需先以中文形式备案。

泛域名格式要求：

1. 支持接入*.example.com、*.a.example.com等形式的泛域名，接入泛域名后，暂不支持其子域

名或二级泛域名在其他账号中接入；例如：接入泛域名为*.example.com，用户访问域名

a.example.com匹配该泛域名，按照该泛域名配置加速；用户访问域名example.com不匹配该泛域

名，不具有加速效果; 

2. 在同一账号下，允许接入多层嵌套域名，如：*.example.com、*.path.example.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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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a.path.example.com在同一账号下允许同时接入，域名配置、流量统计可区分优先级进行统计，匹

配越精准优先级越高，例如：a.path.example.com访问将匹配a.path.example.com的域名配置，

b.path.example.com访问将匹配*.path.example.com的域名配置，c.example.com访问将匹配

*.example.com的配置，流量统计同理。 

3. 如果您当前需接入的泛域名已包含的子域名已在其他账号下接入，需在对应账号下删除对应的子域

名后，方可在当前账号下接入，例如：A账号已接入域名a.example.com，B账号如需接入

*.example.com，因为*.example.com已包含子域名a.example.com，需先删除A账号下的

a.example.com后方可在B账号下接入*.example.com； 

域名归属校验：

当您的域名账号符合以下条件时，需进行域名归属校验，校验方式可参考 域名归属权验证： 

1. 域名首次接入时，例如：a.example.com；该域名接入后，同级域名及次级域名如

b.example.com视为已有权限域名，默认可接入，无需校验。但上级域名如example.com接入仍需

校验；

2. 子域名已在其他账号下接入时，需进行域名归属校验验证当前域名归属权，如验证通过，可通过取

回域名接入当前账号；

3. 同级泛域名接入时，需校验，例如：a.example.com已接入，*.example.com接入时仍需校验，

*.a.example.com属于次级泛域名，可免校验接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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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加速类

型

加速类型主要分为 CDN 静态加速和 ECDN 全站加速两大类，您可以根据您当前文件的类型，选择

合适的加速类型：

注意：

1. CDN 和 ECDN 分别采用不同的计费方式，其中 CDN 流量包仅适用于抵扣内容分发网络 CDN

产生的流量费用，不适用全站加速网络 ECDN。若需要了解更详细的对比和计费价格，请查看 产品

文档。

2. 当前部分特殊情况下暂不支持用户切换加速类型，请根据您的业务谨慎选择适合的加速类型，配置

后如需修改，可删除域名后重新添加。

内容分发网络CDN： 

适用于静态资源加速，静态资源指假如不同用户多次访问某一资源时，源站会返回相同内容。例如：

html、css 和 js 文件、图片、视频、软件安装包、apk 文件、压缩包文件等。 

您可以选择如下细分场景的加速类型，获得最优的加速效果：

CDN 网页小文件：适用于电商、网站、UGC 社区等以小型静态资源（如网页样式、图片和小文件）

为主的业务场景。

CDN 下载大文件：适用于较大文件，如游戏安装包、应用更新、应用程序包下载等业务场景。 

CDN 音视频点播：适用于在线音视频点播等音视频文件的点播加速业务场景。 

ECDN 全站加速： 

适用于动态资源加速，动态资源指假如不同用户多次访问某一资源时，源站会返回不同内容。 例如：

API 接口、.jsp、.asp、.php、.perl 和 .cgi 文件等。 

您可以选择如下细分场景的加速类型，获得最优的加速效果：

ECDN 动静加速：适用于各类网站首页等动静态数据相融合的业务场景。 

ECDN 动态加速：适用于账号登录、订单交易、API调用、实时查询等场景。

IPV6

访问

默认为关闭，开启后，当用户的客户端使用 IPV6 协议发起请求时，CDN 支持通过 IPv6 协议访问

CDN 节点。域名添加后，可自助开启/关闭此开关。 

注意：

仅中国境内支持 IPv6 访问。若域名的加速区域为全球，则开启 IPv6 访问开关后，仅中国境内生

效。若域名的加速区域为中国境外，则不可开启。

标签

标签用于从不同维度对资源分类管理。如现有标签不符合您的要求，请前往控制台 管理标签。 

1. 最多可添加 50 个标签； 

2. 仅支持选择存量标签（标签控制台 已经添加的标签）； 

3. 添加标签中标签键和标签值均为必选。

5. 配置源站基础信息

源站配置可选源站类型包括自有源、COS 源、第三方对象存储三种，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合适的源站，

各类型源站的配置方法如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382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ag/taglist%C2%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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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源站为自有源时，例如：自有服务器或 CVM 服务器资源，可选择源站类型为自有源，配置内容如下： 

配置项 说明

回源协

议

HTTP：回源请求使用 HTTP 请求，如未自定义源站端口的情况下，默认使用80端口回源，请确保

源站的80端口为放通状态； 

HTTPS：回源请求使用 HTTPS 请求，如未自定义源站端口的情况下，默认使用443端口回源，请

确保源站的443端口为放通状态；部分平台当前暂时未开放自定义 HTTPS 回源端口。 

协议跟随：按照用户访问的请求协议回源，例如：当用户访问为 HTTPS 请求时，即使用 HTTPS

请求回源；当回源协议为协议跟随时，无法自定义指定回源端口，以避免部分请求回源失败。

IPV6

源站

该选项仅当加速类型为 ECDN 动静加速或 ECDN 动态加速时，且加速区域为中国境内，可选择开

启，允许添加一个 IPV6 源站，支持 IPV6 回源。添加域名完成后不可再变更。 

注意：

1. IPV6 源站仅允许添加一个，不可与域名源站混填，不允许指定端口； 

2. 开启后，不允许切换加速域名至中国境外/全球。

源站地

址

源站地址允许用户填写回源地址、自定义端口、源站权重：

源站地址： 支持输入域名或 IP 地址，最多支持输入50个； 

自定义端口：用户指定回源使用的访问端口，如果您的源站未修改访问端口号，可无需填写，CDN

将根据回源协议使用默认端口回源；

权重：当配置有多个源站时，可以为每个源站划分权重，CDN 回源时将按照权重轮询回源。 

注意：

1. 源站地址不能与加速域名相同，或者是 A 域名回源B域名，再添加 B 域名回源 A 域名的情况，否

则会造成解析循环导致访问错误；

2. 如果您的 COS 源或第三方对象存储访问为公开读写，您也可以选择源站类型为自有源，填写

COS 源地址或第三方对象存储地址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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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源站为 COS 源时，可选择源站类型为 COS 源，配置内容如下： 

配置项 说明

回源协

议

HTTP：回 COS 源请求使用HTTP请求； 

HTTPS：回 COS 源请求使用 HTTPS 请求，COS 源默认支持 HTTPS 访问，建议选择HTTPS

回源；

协议跟随：按照用户访问的请求协议回COS源访问。

源站地

址

如果源站为 COS 源的情况下，CDN 支持通过下拉选择作为源站的腾讯云对象存储 COS 的

bucket 名称，可通过模糊搜索进行筛选。 

1. 首次添加 bucket 时，需要点击添加授权服务，授权 CDN 对该 bucket 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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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勾选同意授权后，单击确定，即可完成授权；

2.COS 源的 bucket 地址分为默认域名、静态网站域名、全球加速域名三种； 

默认域名：默认 bucket 访问域名，该域名可直接用于访问该存储桶； 

静态网站域名：如果当前 bucket 已开启静态网站配置，请使用该域名作为源站地址，否则可能导致

静态网站配置失效；

全球加速域名：如果您当前的 bucket 已开启全球加速，请使用该域名作为回源地址，否则可能导致

bucket 的全球加速配置失效。 

注意：

1. 如果您的存储桶配置了跨域规则，请同步在 CDN 的 HTTP 响应头内配置相同的跨域规则，否则

可能导致访问跨域问题；

2. 当前源站类型为 COS 源时，暂时仅允许添加一个源站。

私有存

储桶访

问

默认为关闭，当您的 COS 存储桶访问权限为私有读写时，请同步开启私有存储桶访问，CDN 在回

源时，将自动生成有效的访问密钥回源请求文件；如果您的 COS 存储桶访问权限为私有写公有读、

公有读写时，不需要开启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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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源站为第三方对象存储且开启了私有读写访问时，可选择源站类型为第三方对象存储，配置内容如下：

配置项 说明

厂商来

源

第三方对象存储已支持选择 AWS S3、阿里云 OSS、华为 OBS、七牛云 kodo；其中华为

OBS、七牛云 kodo 仍然在灰度测试阶段，如您有需要使用，可以联系腾讯云工程师进行开通。

回源协

议

您可以根据第三方对象存储的访问协议选择回源协议：

HTTP：回第三方对象存储请求使用 HTTP 请求，使用默认80端口回源； 

HTTPS：回第三方对象存储请求使用 HTTPS 请求，使用默认443端口回源。

源站地

址

请填写第三方对象存储可用的访问地址，CDN 对该地址格式没有严格限制，请确保地址可以访问，

域名地址格式可参照如下：

AWS S3：my-bucket.s3.ap-east-1.amazonaws.com； 

阿里云 OSS：my-bucket.oss-cn-beijing.aliyuncs.com； 

华为云 OBS：my-bucket.obs.cn-east-3.myhuaweicloud.com； 

七牛云 kodo：自定义访问域名，无固定格式。

私有存

储桶访

问

如果您的第三方对象存储访问权限为私有读写，请同步开启私有存储桶访问，开启后，您还需要单击

下方的密钥填写，填写相应的访问密钥信息；

6.配置完后，点击添加域名，进入下一步。

第二步：推荐配置

添加完域名后，您可以在推荐配置中，按照不同的加速类型，从提升资源命中率、提升访问性能、防止费用超额、提

升访问安全四个维度来配置您的 CDN，以实现最佳的加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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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暂不需要进行推荐配置，可点击返回域名管理，返回当前域名列表页或点击跳过，下一步，进入第三步配置

Cname 页面。 

推荐配置中默认为您提供了推荐配置项以及推荐配置内容，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点击提交配置后，将提交

所有配置并进入下一步。

2.1 提升资源命中率

推荐配置项 推荐配置的加速类型 推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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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配置项 推荐配置的加速类型 推荐配置

节点缓存过

期配置

CDN 网页小文件/CDN 大

文件下载/CDN 音视频点

播/ECDN 动静加速

对不常更新的图片、JS 等内容，可设置较长的缓存时间，以提

高节点的资源命中率；对动态文件一律不缓存。

注意：

如果您的源站资源更新后需要立刻更新 CDN 节点缓存，可使

用缓存刷新功能来主动更新 CDN 节点未过期的文件，更多请

参考：缓存刷新

推荐可配置（按照规则顺序，规则2优先级需高于规则1）： 

1. 全部文件缓存30天； 

2. 文件后缀包括 php/jsp/asp/aspx 的文件类型一律不缓

存。

缓存键规则

配置

CDN 网页小文件/CDN 大

文件下载/CDN 音视频点

播/ECDN 动静加速

CDN 节点可按照用户请求 URL 的？后参数区分资源版本，如

果当前资源未通过？后参数来区分版本，忽略？后参数，可以有

效提高资源的命中率。

推荐配置：

1. 当前资源如果通过？参数进行了不同版本区分，建议不忽略

参数或保留指定参数；

2. 针对未通过？后参数区分版本的资源，建议默认开启忽略参

数配置。

浏览器缓存

过期配置

CDN 网页小文件/ECDN 动

静加速

浏览器缓存规则可将不常更新的文件类型缓存在用户浏览器上以

提高用户的资源响应速度。

推荐配置：

指定不常更新的文件后缀或文件目录设置浏览器缓存时间，例

如：文件后缀包括 jpg/png/gif/bmp/svg/webp 等图片文

件，浏览器缓存时间为1小时。

2.2 提升访问性能

推荐配置项 推荐配置的加速类型 推荐配置

节点缓存过

期配置
ECDN 动态加速

对于动态加速类型，如果在节点内缓存文件，可能导致访问出错或无法

登录等情况。因此，在 ECDN 动态加速中，建议不缓存文件。 

推荐配置：全部文件设置为不缓存。

智能压缩配

置

CDN网页小文

件/ECDN动静加速

通过智能压缩配置，CDN 在返回内容时会按照设定规则对资源进行

Gzip 、 Brotli 压缩，有效减少传输内容大小，节省开销。 

推荐配置：

CDN 会默认为后缀

.js、.html、.css、.xml、.json、.shtml、.htm，大小为 256Byte

- 2MB 范围内的资源开启 Gzip 压缩。您可以按需添加文件类型配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76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2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76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501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76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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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配置项 推荐配置的加速类型 推荐配置

分片回源配

置

CDN 大文件下

载/CDN 音视频点

播

如果您的文件以静态大文件为主，开启分片回源后，针对回源的资源请

求，腾讯云将通过分片请求的方式回源，能够帮助提升回源文件响应速

度，提升大文件的分发效率。

推荐配置：

如果您的源站支持 range 请求，当您的文件大小大于4M时，推荐可开

启分片回源。

回源

301/302

跟随

CDN 网页小文

件/ECDN 动静加速

开启301/302跟随后，针对源站返回的301/302状态码，腾讯云 CDN

节点将主动跟随跳转，直至获取到对应的资源文件，无需用户端自行跳

转请求，可以减少返回链路耗时，提高响应速度。

推荐配置：

在存在多链路跳转的情况下推荐开启。

视频拖拽配

置
CDN 音视频点播

视频拖拽主要产生于视频点播场景中，开启此配置后，当用户拖拽播放

进度时，各节点可直接响应视频拖拽请求。开启视频拖拽后，缓存键规

则需同步配置为全部忽略参数

推荐配置：

视频点播场景下推荐开启。

2.3 防止费用超额

推荐配置项 推荐配置的加速类型 推荐配置

用量封顶配

置
所有加速类型

用量封顶配置可以让用户自行根据自己的费用承受能力，以及当前业务

量的预估，设定用量封顶告警以及对应的处置措施。

推荐配置：

开启用量封顶配置，按照实际用量需求配置用量封顶规则。

2.4 提升访问安全性

推荐配置项 推荐配置的加速类型 推荐配置

HTTPS

配置
所有加速类型

HTTPS 传输是一种加密可靠的传输协议手段，可有效保护您的传输数

据安全性，如果您的网站已支持 HTTPS 访问，建议配置 HTTPS 证

书。

IP 访问限

频配置
所有加速类型

通过 IP 访问限频配置，可一定程度上防范单一用户对资源、接口的恶意

访问，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限频配置值。请注意，IP访问限频无法

防范 DDoS 攻击。 

推荐配置：

建议开启，可根据网站实际访问量进行请求限频。

第三步：配置 CNAM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1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1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81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7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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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置 CNAME

添加域名后，您还需要配置 CNAME 才能使加速生效。我们为您提供了两种配置 CNAME 的方式，详情请见 配置

CNAME。

如何验证 CNAME 是否生效

1. 在配置完成 CNAME 后，您可以在添加域名的第三步中，单击验证 CNAME 状态，查看当前域名 CNAME 是

否生效，如果生效状态显示为已生效，则当前 CNAME 解析已正确生效，域名已启动 CDN 加速，如果当前生效

状态未生效，需检查当前是否已完成 CNAME 配置，如果确认当前 CNAME 已正确配置，可能是当前解析生效

延迟问题，您也可以选择用第3种方式进行验证。 

2. 您可以在控制台的域名管理列表内查看，如果域名的 CNAME 解析已有正确解析提示，表示当前 CDN 域名加速

已生效。如果有两条 CNAME 解析的情况下，其中一条生效即可。 

3. 您也可以使用 nslookup 或 dig 命令来查看当前域名的解析生效状态。如果您的系统为windows系统，在

window系统中打开cmd运行程序，以域名 www.test.com为例，您可以在 cmd 内运行：nslookup -

qt=cname www.test.com，根据运行的解析结果内，可以查看该域名的 CNAME 信息，如果与腾讯云 CDN

提供的 CNAME 地址一致，即当前 CDN 加速已生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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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系统为 Mac 系统或 Linux 系统，可以使用 dig 命令进行验证，以域名www.test.com为例，您可以在

终端内运行命令：dig www.test.com，根据运行的解析结果内，可以查看该域名的 CNAME 信息，如果与腾讯

云 CDN 提供的 CNAME 地址一致，即当前的 CDN 加速已生效。  

  

了解缓存、刷新、预热相关概念

1. 添加域名后，您可以根据自身的文件类型配置 CDN 缓存，CDN 缓存可以帮助您将静态文件缓存于边缘节点内，

以更快地响应用户的文件请求，减少回源流量。详情请参见 节点缓存过期配置。

2. 缓存刷新主要应用于用户文件已被节点缓存，有新文件发布或文件违规的情况下，由用户主动触发缓存刷新，删除

节点内的缓存资源。详情请参见 缓存刷新。

3. 缓存预热主要应用于用户有大文件或热点文件访问时，可以通过预热将文件提前缓存至腾讯云 CDN 节点内，避免

用户访问时需要回源访问，可以有效减少回源流量，同时提升用户的访问体验。详情请参见 缓存预热。

常见问题

1. example.com 的域名接入后， www.example.com 有加速效果吗？ 

没有， example.com 和 www.example.com 分别属于两个域名，需要在控制台上全部接入才会有 CDN 加速效

果。

2. *.example.com 的域名接入后， example.com 有加速效果吗？ 

没有，若您添加了 *.example.com ，只能支持类似 a.example.com 及 a.b.example.com 域名的加速，若

example.com 域名也需要接入 CDN 加速，您需要单独添加 example.com 域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76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2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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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域名归属校验？

1. 域名首次接入时，例如：a.example.com；该域名接入后，同级域名及次级域名如b.example.com视为已有权

限域名，默认可接入，无需校验。但上级域名如example.com接入仍需校验；

2. 子域名已在其他账号下接入时，需进行域名归属校验验证当前域名归属权，如验证通过，可通过取回域名接入当前

账号；

3. 同级泛域名接入时，需校验，例如：a.example.com已接入，*.example.com接入时仍需校验，

*.a.example.com属于次级泛域名，可免校验接入。

4. 当您的域名托管于当前账号下的腾讯云 DNSPod 内且未在其他账号下接入时，可免校验快速接入腾讯云 CDN。

（如果该域名已被其他账号接入，请通过手动校验后取回）

方法一：DNS解析验证（推荐）

1. 在添加域名时，如果该域名需校验，在域名下方会提示需验证域名归属权，单击验证方法；

2. 验证方法中，默认为 DNS 解析验证。 

使用 DNS 解析验证的方式，需要您前往该域名的解析服务商，在主域名下添加一个主机记录值为_cdnauth的

TXT 记录。

域名归属权验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3 15:12:23

注意：

无论您需要新增的域名为 c.b.a.example.com 、 *.example.com 或 test.example.com ，多级域名下

主机记录值仍应添加在主域名下，例如：添加的域名是 c.b.a.example.com ，需要新增一条解析记录为

_cdnauth.example.com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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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DNS 解析添加方法参考： 

如果您的解析服务商在腾讯云 DNSPod 上，可进入 DNS 解析 DNSPod 控制台，找到该域名并单击解析，添加

一条记录类型为 TXT 的 DNS 记录，主机记录填写为_cdnauth，记录类型选择为 TXT，记录值填写为腾讯云

CDN 提供的记录值，其余选项按照默认参数填写即可。 

阿里云 DNS 解析添加方法参考： 

如果您的解析服务商在阿里云，可以在阿里云的域名解析控制台内找到该域名，然后点击右侧的解析设置，记录类

型选择为TXT，填写腾讯云 CDN 提供的主机记录、记录值，其余保持为默认参数填写即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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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完解析记录后，等待 TXT 记录值生效，生效后，您可点击下方的验证按钮，即可完成域名归属校验；如果验

证失败，请确认当前 TXT 记录值在域名解析服务商内是否已生效或是否填写了正确的 TXT 记录值；如何检测

TXT 记录是否生效？ 

4. 完成域名归属校验后，如果当前域名已在其它账号下接入，需要切换至当前账号下接入时，您还需要点击取回按钮

取回域名，请注意，域名取回后，原账号下的该域名配置将会被清除；

方法二：文件验证

1. 在添加域名时，如果该域名需校验，在域名下方会提示需验证域名归属权，单击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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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验证方法内，选择文件验证的方式，

3. 单击下载文件 verification.html；

4. 将该文件上传至您主域名的服务器（例如您的 CVM、COS、阿里 ECS、阿里 OSS 等）根目录下，例如：当前

添加的域名为 test.example.com，您需要将该文件上传至 example.com 的根目录下或 test.example.com 的

根目录下；

5. 确保可通过 http://example.com/verification.html 或 http://test.example.com/verification.html 访问至到

该文件后，即可单击验证按钮进行验证。如果文件内的记录值与我们提供的记录值是一致的，即可验证通过；如果

验证失败，请确保上述文件链接可访问，并且您上传的文件为正确文件，可通过访问文件的链接与所下载的文件进

行比对是否一致；

6. 完成域名归属校验后，如果当前域名已在其它账号下接入，需要切换至当前账号下接入时，您还需要点击取回按钮

取回域名，请注意，域名取回后，原账号下的该域名配置将会被清除；

具体场景操作示例：

需加速的域名： a.test.com ，源站为对象存储 COS：

1. 将生成的验证文件 verification.html 上传到对象存储 COS 的根目录。 

注意：

文件验证的方式已支持通过将文件上传至子域名进行验证，DNS 验证暂不支持，如您需要通过子域名操

作域名归属验证，请使用文件验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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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加速域名的解析处增加一条 CNAME 记录，将其指向 COS 源站域名。 

3. 完成上述操作后，确认可通过 http(https)://加速域名/verification.html 访问到验证文件。单击验证按钮，即可

通过验证。

方法三：API 接口操作

1. 首先，调用 CreateVerifyRecord 接口，生成一条针对该接入域名的 TXT 解析记录。 

{ 

"Response": { 

"Record": "202009071516044acd018wf498457628cn75ba018ec9cv", 

"RecordType": "TXT" 

"RequestId": "8518c99c-a8eb-4930-a7d0-eff586d9cc37", 

"SubDomain": "_cdnauth", 

} 

}

2. 在域名解析处（如DNSPOD）配置上这条TXT解析记录。

3. 调用 VerifyDomainRecord 接口，验证该解析是否生效。 

{ 

"Response": { 

"RequestId": "b6926bb2-d0b5-42bc-b17f-e4402bdb9e9b", 

"Result": "true" 

} 

}

4. 验证成功后，即可调用 AddCdnDomain 接口新增域名。

常见问题

如何手动检测域名归属校验的 TXT 记录值是否生效？

Windows 系统示例： 

例如接入域名为 test.example.com ，可以在系统内打开 cmd 命令界面内，输入 nslookup -qt=tx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81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81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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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dnauth.example.com ，根据当前的 TXT 结果，可以查看解析记录是否生效或是否正确。 

 

Linux/Mac 系统示例： 

例如接入域名为 test.example.com ，可以在命令界面内，输入 dig _cdnauth.example.com txt ，根据当前的

TXT 结果，可以查看解析记录是否生效或是否正确。 

云点播域名提示无法直接接入？

您当前域名已在云点播的自定义分发加速域名中接入，因同一加速域名无法重复配置，如果您还需要在 CDN 控制台

使用该加速域名，您需要先删除云点播内的加速域名（请注意先停用域名后再进行删除，仅停用仍然会有冲突），删

除后，等待约1分钟左右即可在 CDN 控制台内接入，或者可以使用不同的其他子域名接入至 CDN 控制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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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 CDN 控制台完成域名的添加和配置后，为了保证现网业务不受影响，建议您进行 CDN 访问测试，若访问正

常，再切换 DNS 解析至腾讯云。

操作步骤

1. 登录 CDN 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域名管理进入域名管理页面，搜索到需要测试 的加速域名，如

www.qcdntest.cn。 

2. 复制分配的 CNAME 域名，获取 CDN 节点 IP 

CNAME地址：www.qcdntest.cn.cdn.dnsv1.com.cn 

打开终端命令窗口，在命令行中执行命令：ping www.qcdntest.cn.cdn.dnsv1.com.cn，返回的 IP 即为 CDN

加速节点。

  

3. 设置本地 hosts 文件 

将步骤2获取的节点 IP（110.185.117.235）和加速域名（www.qcdntest.cn）绑定到电脑本地 hosts 文件

中，填写方法为 IP 域名，其中IP地址在前，加速域名在后，中间用空格分隔。 

Windows系统：hosts 文件路径位置为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按照下图所示进行绑

定。

CDN 访问测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3 10:37:21

注意：

模拟访问等同于正常的 CDN 访问，因此也会产生 CDN 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费用（如果测试的是增值服

务），计费方式与正常使用 CDN 的计费方式相同。详细信息请参见 计费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内容分发网络 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5 共40页

  

Mac系统：进入终端（命令窗口）里，输入 sudo vi/etc/hosts ，回车后再输入密码，再回车就可以打开 hosts

文件。进入后，输入 i 就可以编辑了。填写方法参照上述 Windows 的即可。

4. 进行模拟访问测试

打开本地浏览器，访问加速域名对应的测试 URL，建议通过浏览器自带的开发者工具查看请求/响应头。示例如

下：

开发者工具打开方法：打开谷歌浏览器窗口右上方的菜单，选择工具 > 开发者工具(Tools > 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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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或使用快捷键 F12。 

说明：

1. 您需要确认 Remote Address 的 IP 是否与您在步骤3中绑定的 IP 一致

若一致，表明访问 CDN 节点正常，您可以将域名解析切换至腾讯云 CDN；

若不一致，说明没有请求到绑定的CDN节点IP，您需要确认hosts设置是否正确并生效

2. 若返回4xx、5xx等异常状态码，可以绑定源站进行测试，若与源站一致，请检查源站；若与源站不一

致，请检查 CDN 回源配置是否正确，如源站IP，回源协议、回源HOST等。

3. 首次访问可能会因为节点没有缓存导致响应慢，您可以预热后再进行访问测试。

预热方法：登录 CDN 控制台，单击左侧目录的刷新预热，进入后可按需提交 URL 预热任务：

判断是否缓存命中的方法：有返回以下任意一个，即代表缓存命中，否则代表缓存未命中。

X-Cache-Lookup: Hit From MemCache 

X-Cache-Lookup: Hit From Disktank 

X-Cache-Lookup: Cache Hi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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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腾讯云 CDN 内成功完成添加域名后，腾讯云 CDN 会为您的域名分配一个专属的 CNAME 地址，您还需要

完成 CNAME 配置，才可以将用户的访问指向腾讯云 CDN 节点，使CDN加速生效。

方法一：一键配置 CNAME

如果您当前的域名已托管于腾讯云 DNSPod 内，且当前账号有该域名的解析权限，则可以在添加完域名后，使用一

键配置完成域名配置。您可后续前往 dnspod 控制台 管理解析记录。

1. 在添加完域名后，在第二步推荐配置内可选择跳过或提交配置，进入第三步配置 CNAME 界面；如果您已跳过配

置返回了域名管理界面，请参考第三步；

2. 在配置 CNAME 界面内，如果当前域名已托管在 DNSPod 内，可单击右上角的一键配置按钮进行 CNAME 配

置；

3. 如果您在添加域名时，第一步完成后直接返回了域名管理界面内，也可以在域名管理列表内，鼠标悬浮在

CNAME 前的图标上，即可看到相关提示，单击一键配置进入 CNAME 配置界面。 

配置 CNAME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0:45:41

注意：

1. 为避免解析冲突，若域名解析原来有配置 A 记录或 MX 记录，则添加 CNAME 记录时，应当将原 A 或

MX 记录暂停解析或删除。

2. 因为 DNS 变更解析到实际生效需要一段时间，期间可能会导致网站暂时不可访问，请您留意变更操作对

业务的影响。

3. 为避免业务受到影响，当暂停或停用 CDN 加速时，域名解析应注意从 CDN CNAME 域名改回到源

站。

4. 请注意，CNAME 域名不可以直接作为访问域名使用。

注意：

请确保当前账号有该域名的解析操作权限，若为子账号或协作者账号，请联系主账号授权。例如：授权对应

CDN 加速域名的写权限 + QcloudDNSPodFullAccess 权限。

https://console.dnspod.cn/dn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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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腾讯云 CDN 将默认为您在 DNSPod 内针对该域名增加一条 CNAME 解析记录值，TTL 默认值为600。如果

您的域名内已有一条 CNAME 解析记录值，为了防止 CNAME 解析冲突，将会为您自动删除原有的 CNAME

解析记录并增加一条新的 CNAME 解析记录值。 

5. 配置完成后，可单击右上方的验证 CNAME 状态，查看当前 CNAME 是否已生效，如果在一键配置后还未生

效，请您稍等，CNAME 解析生效根据 TTL 设置需要一定时间。 

方法二：手动配置 CNAME

注意：

新增的 CNAME 配置将实时生效，如果是修改 CNAME 配置，根据所设置的 TTL 时长生效时间不一（默

认为600s，即10分钟），如果您修改了 CNAME 配置后，控制台内仍显示当前未完成 CNAME 配置，可

忽略，通过其他方式判断当前 CNAME 是否生效，参考 如何判断 CDN 是否生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11202#.E5.A6.82.E4.BD.95.E5.88.A4.E6.96.AD-cdn-.E6.98.AF.E5.90.A6.E7.94.9F.E6.95.88.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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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DNSPod 控制台配置方法：

1. 在添加域名后，进入第三步：配置 CNAME 中，在 CNAME 信息内，复制当前域名的 CNAME 值； 

或者在域名管理列表内，可复制对应域名的 CNAME 值；

2. 前往 DNS 解析 DNSPod 控制台，找到对应的域名，单击解析按钮； 

3. 单击添加记录，为该域名添加一条解析记录，解析记录填写参考如下：

参数 填写说明

主机记录

可参考如下示例填写：

加速域名为www.example.com，主机记录值填写 www； 

加速域名为example.com，主机记录值填写为@； 

加速域名为test.example.com，主机记录值填写为 test； 

加速域名为a.b.example.com，主机记录值填写为 a.b； 

加速域名为*.example.com，主机记录值填写为*； 

加速域名为*.test.example.com，主机记录值填写为*.test。

记录类型 选择 CNAME。

线路类型 建议保持为默认。

记录值 填写第一步所复制的 CNAME 信息。

MX 优先级 无需填写。

TTL（秒） 建议保持为默认值600s。

4. 单击保存后，即可完成 CNAME 配置。

如何验证 CNAME 是否生效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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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配置完成 CNAME 后，您可以在添加域名的第三步中，单击验证 CNAME 状态，查看当前域名 CNAME 是

否生效，如果生效状态显示为已生效，则当前 CNAME 解析已正确生效，域名已启动 CDN 加速，如果当前生效

状态未生效，需检查当前是否已完成 CNAME 配置，如果确认当前 CNAME 已正确配置，可能是当前解析生效

延迟问题，您也可以选择用第3种方式进行验证。 

2. 您可以在控制台的域名管理列表内查看，如果域名的 CNAME 解析已有正确解析提示，表示当前 CDN 域名加速

已生效。如果有两条 CNAME 解析的情况下，其中一条生效即可。 

3. 您也可以使用 nslookup 或 dig 命令来查看当前域名的解析生效状态。如果您的系统为 Windows 系统，在

Window 系统中打开 cmd 运行程序，以域名www.test.com为例，您可以在 cmd 内运行：nslookup -

qt=cname www.test.com，根据运行的解析结果内，可以查看该域名的 CNAME 信息，如果与腾讯云 CDN

提供的 CNAME 地址一致，即当前 CDN 加速已生效。 

如果您的系统为 Mac 系统或 Linux 系统，可以使用 dig 命令进行验证，以域名www.test.com为例，您可以在

终端内运行命令：dig www.test.com，根据运行的解析结果内，可以查看该域名的 CNAME 信息，如果与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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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CDN 提供的 CNAME 地址一致，即当前的 CDN 加速已生效。 

常见问题：

域名的 CNAME 已经修改，为什么控制台上还显示未生效？

新增的 CNAME 配置将实时生效，如果是修改 CNAME 配置，根据所设置的 TTL 时长生效时间不一（默认为

600s，即10分钟）。如果您已确定完成了正确的 CNAME 配置，可忽略控制台内提示。

example.com的域名接入后，www.example.com有加速效果吗？

没有， example.com 和 www.example.com 分别属于两个域名，需要在控制台上全部接入才会有 CDN 加速效

果。

CNAME 域名可以当访问域名使用吗？

不可以，CNAME 域名为腾讯云 CDN 分配给每个域名的专属加速地址，不可以直接作为访问域名使用，需要用户

将接入的业务域名 CNAME 到该地址上，访问用户的业务域名，即可有 CDN 加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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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接入域名？

您可以在 CDN 控制台中接入域名，详情请参见 域名接入。

接入 CDN 的域名有什么要求？

1. 加速域名长度不超过81字符；

2. 如果加速区域为中国境内、全球加速，域名需要已经在工信部进行过备案；如果加速区域为境外，域名可以不需要

备案；

3. 域名备案同步有一定的延迟，预计需1 - 2个小时，请您在备案完成后等待1 - 2个小时后再重试添加域名；

4. 支持含下划线的域名或中文域名转 punycode 码接入，中文域名需先以中文形式备案。

5. 支持接入*.example.com、*.a.example.com等形式的泛域名，接入泛域名后，暂不支持其子域名或二级泛域名

在其他账号中接入；例如：接入泛域名为*.example.com，用户访问域名a.example.com匹配该泛域名，按照该

泛域名配置加速；用户访问域名example.com不匹配该泛域名，不具有加速效果;

6. 在同一账号下，允许接入多层嵌套域名，如：*.example.com、*.path.example.com、a.path.example.com

在同一账号下允许同时接入，域名配置、流量统计可区分优先级进行统计，匹配越精准优先级越高，例如：

a.path.example.com访问将匹配a.path.example.com的域名配置，b.path.example.com访问将匹配

*.path.example.com的域名配置，c.example.com访问将匹配*.example.com的配置，流量统计同理。

7. 如果您当前需接入的泛域名已包含的子域名已在其他账号下接入，需在对应账号下删除对应的子域名后，方可在当

前账号下接入，例如：A账号已接入域名a.example.com，B账号如需接入*.example.com，因为

*.example.com已包含子域名a.example.com，需先删除A账号下的a.example.com后方可在B账号下接入

*.example.com；

CDN 是否支持泛域名接入？

CDN 目前已经支持泛域名接入，但需要进行域名归属权验证，验证通过后方可接入或取回域名。 

除此之外：

1. 若泛域名，如 *.test.com 已经在腾讯云接入，则不支持该泛域名的任意子域名在其他账号接入。

2. 若您已经接入泛域名 *.test.com ，则在仅此账号下支持接入 *.path.test.com 等形式的泛域名。

3. 若账号下同时存在多个嵌套域名，*.test.com、*.path.test.com、a.path.test.com，则域名配置、统计均按照

匹配度从高到低匹配。例如 a.path.test.com 请求视为 a.path.test.com 域名的请求，b.path.test.com 请求视

为 *.path.test.com 域名的请求。

云点播域名提示无法直接接入？

您当前域名已在云点播的自定义分发加速域名中接入，因同一加速域名无法重复配置，如果您还需要在 CDN 控制台

使用该加速域名，您需要先删除云点播内的加速域名（请注意先停用域名后再进行删除，仅停用仍然会有冲突），删

域名接入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3 15:10: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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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后，等待约1分钟左右即可在 CDN 控制台内接入，或者可以使用不同的其他子域名接入至 CDN 控制台内。

CDN 配置大概需要多久？

CDN 配置时间一般为5分钟以内生效，部分配置因执行任务数较多需5-15分钟生效，请您耐心等待配置完成。

源站 IP 可以配置多个吗？

您可配置多个源站 IP。当您配置了多个 IP 后，CDN 在回源请求时会随机访问所填 IP 中的某一个。当某一个 IP 回

源失败次数超出阈值，该 IP 默认会隔离300秒，不再向此源站回源。

域名接入 CDN 之后，如何绑定 CNAME？

您可以参考 CNAME 配置 文档中的操作说明，在您的 DNS 服务商处绑定 CNAME。

CDN 支持的业务类型有哪些？

业务类型选择，决定了域名调度的资源平台，不同资源平台加速配置存在一定差异，请选择与您业务相匹配的业务类

型：

网页小文件：适用于电商、网站、UGC 社区等以小型静态资源（如网页样式、图片和小文件）为主的业务场景。

下载大文件：适用于较大文件，如游戏安装包、应用更新、应用程序包下载等业务场景。

音视频点播：适用于在线音视频点播等音视频文件的点播加速业务场景。

动静加速：适用于各类网站首页等动静态数据相融合的业务场景。

动态加速：适用于账号登录、订单交易、API 调用、实时查询等场景。

CDN 加速后出现资源为旧的、内容未更新、内容错误等异常。

CDN 节点会按照 节点缓存过期配置 缓存资源，若 CDN 节点的缓存未过期，则不会主动回源站更新资源。 

若源站资源更新后，需要立刻更新 CDN 节点的缓存，可使用 缓存刷新 功能主动更新 CDN 节点未过期的缓存，使

CDN 节点缓存与源站资源保持一致。

如何修改 CDN 域名所属项目？

登录 CDN 控制台，选择左侧菜单栏的【域名管理】，单击域名或操作栏的【管理】，Tab【基本配置】页中，可修

改所属项目。若您要修改多个域名的所属项目，可在【域名管理】页选中多个域名，在上方【更多操作】中选择【编

辑项目】，即可同时修改多个域名的所属项目（一次最多可选50个域名）。

域名已在工信部进行过备案了，为何添加 CDN 加速域名提示域名未备案？

备案完成后，一般工信部信息同步以及腾讯云 CDN 备案信息拉取均需要一定周期，请您等待24小时后再进行接入。

注意：

使用 CDN 权限体系的用户，此操作可能导致子用户权限变动，请谨慎操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28/31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767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refresh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


内容分发网络 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4 共40页

加速域名 / 源站支持配置端口吗？

加速域名端口：目前 CDN 加速的端口默认支持80、443、8080三个端口，暂不支持其他端口。

源站端口：支持源站地址后配置端口，可配置端口（1 - 65535）。

什么是 CDN 回源 HOST 配置？

回源 HOST 是指 CDN 节点在回源过程汇总，在源站访问的站点域名。您在源站配置的 IP/域名能够指引 CDN 节

点回源时指向对应的源站服务器，如果您的源站服务器内，同时部署了若干个 Web 站点，回源 HOST 配置可以帮

助指定访问某个指定的站点域名。如果您的源站只有一个站点，默认不需要更改回源 HOST，默认为加速域名即可。 

当您的源站为 COS 源或第三方对象存储时，回源 HOST 不可修改，默认为回源地址。

如何判断 CDN 是否生效？

1. 您可以在控制台的域名管理列表内查看，如果域名的 CNAME 解析已有正确解析提示，表示当前 CDN 域名加速

已生效。如果有两条 CNAME 解析的情况下，其中一条生效即可。 

2. 您也可以使用 nslookup 或 dig 命令来查看当前域名的解析生效状态。

如果您的系统为 windows 系统，在 window 系统中打开 cmd 运行程序，以域名 www.test.com 为例，您

可以在 cmd 内运行：nslookup -qt=cname www.test.com，根据运行的解析结果内，可以查看该域名的

CNAME 信息，如果与腾讯云 CDN 提供的 CNAME 地址一致，即当前 CDN 加速已生效。 

如果您的系统为 mac 系统或 linux 系统，可以使用 dig 命令进行验证，以域名 www.test.com 为例，您可以

在终端内运行命令：dig www.test.com，根据运行的解析结果内，可以查看该域名的 CNAME 信息，如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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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CDN 提供的 CNAME 地址一致，即当前的 CDN 加速已生效。 

CDN 文件无法下载

文件无法下载，建议您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

1. 检查源站是否能正常下载。

2. 检查 CDN 域名配置是否正确。检查 CDN 控制台 > 基本配置 > 回源 host，请确保您配置的回源 host 域名能够

支持访问，否则会导致回源失败的情况，影响您的业务。

3. 检查源站安全策略：请确认源站是否配置了安全策略导致回源失败，若有，可将获取 CDN 回源 IP 网段后，源站

做加白处理。

wordpress 配置 CDN 加速后，后台登录不上。

WordPress 涉及到登入（后台登入目录 /wp-admin）、接口等动态请求，如果缓存设置不得当会造成登录异常，

建议您将相应的动态文件类型的缓存时间设置为不缓存。具体操作请参见 WordPress 建站的 CDN 缓存配置。

源站配置中提示回源协议不正确或端口号错误？

腾讯云 CDN 源站配置中支持自定义端口号，当您的回源协议选择为 HTTP 回源时，默认的回源端口为80端口，选

择为 HTTPS 回源时，默认回源端口为443端口，如果您配置了自定义端口，将使用自定义端口回源。因此，您在配

置源站时，需要确认使用正确的回源协议及端口号，才能保障回源成功。常见的配置错误有：

1. 回源协议选择为 HTTP，但是源站只支持 HTTPS 回源，导致回源失败；

2. 回源协议选择为 HTTP，自定义端口号为443，实际源站回源协议为 HTTPS，回源协议需要修改为 HTTPS；

3. 回源协议选择为 HTTP，自定义端口号更改为8080，实际上源站已关闭8080端口访问，此时端口不通导致回源

失败。

如果您的回源协议选择正确，提示80或443端口不通，请自定义回源端口来确保回源以正确端口号回源。在您填写源

站信息后，平台内将自动检测您的源站端口是否可以连通，您可以根据提示检查当前的回源协议或端口号是否正确，

以保障可正常访问，避免回源失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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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不支持 top 域名吗?

目前 CDN 已经支持接入 .pw 和 .top 域名。

腾讯云 CDN 支持中文域名吗?

目前 CDN 已全量支持包含下划线的域名以及中文域名转 punycode 码接入。

中文域名需先以中文形式进行相关备案。

中文域名，例如“中文.域名”，开白之后，可通过第三方工具转换成为 “xn--fiq228c.xn--eqrt2g” 后接

入。

含下划线域名，例如 “test_qq.tencent.cloud”，可直接添加。

在 CDN 管理下关闭接入域名，关闭后 CDN 节点上的文件会怎么样？

若您关闭当前已接入 CDN 的域名加速服务，则 CDN 节点将会保留对应域名的接入配置，但不再产生 CDN 流量，

同时该域名也将无法访问。

新增域名报错提示："子账号未配置cam策略"

子账号在进行新增域名、查询数据等操作时，若主账号未对该子账号进行授权，则会提示"子账号未配置cam策略"。

可由主账号在 访问管理-策略 创建 CDN 相关服务策略并授权给子账号。授权后可通过 访问管理-用户-用户列表 查

看子账号权限。

如何关闭/删除加速域名，域名关闭/删除后，配置会保留吗？

如果您需要停止加速，可以在 CDN 控制台中关闭加速服务，关闭加速域名后，即可删除加速域名，具体操作可以参

见 域名操作。如果您关闭加速域名后，无法执行删除，可能是域名当前状态还在关闭中，或者您当前用户身份为协作

者身份，协作者的操作权限由 CDN 服务的创建者主账号创建配置，需要分配对应域名的删除权限才可以操作。 

域名关闭后，您当前的配置资源将仍然保留，但是不会继续为您提供加速服务，此时用户请求会返回404状态码。删

除域名后，其配置将立刻删除，无法恢复。

如何让 example.com 、 www.example.com 、 m.example.com 同时具有 CDN 加速效

果？

1. 因为example.com、www.example.com、m.example.com分别属于不同域名，您需要分别接入 CDN 即可具

有 CDN 加速效果，如果域名配置相同，可以通过批量添加域名或复制域名配置进行添加；

2. 如果您的域名访问资源相同，例如example.com与www.example.com将访问相同资源，您可以通过在域名解析

服务商设置隐性 URL 或显性 URL 的方式实现301跳转指向已有 CDN 加速的域名。详情可参考：设置隐、显性

URL 记录。

CDN 支持 websocket 连接吗？

建议您使用 ECDN 动静态加速或 ECDN 动态加速，可以在高级配置中开启 websocket 连接超时配置，最大允许

配置为300s，在加速类型为 CDN 网页小文件加速、CDN 大文件下载加速、CDN 音视频点播加速，使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createV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241
https://docs.dnspod.cn/dns/help-redirect-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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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ocket 连接容易断开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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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ordPress 建站的节点缓存过期配置建议

后台登入地址 /wp-admin 目录下的资源，需要设置不缓存，否则会导致后台登入相关资源被缓存，登录出错。

如果有其他接口相关的资源，同样需要设置不缓存。

php;jsp;asp;aspx动态文件后缀的资源，需要设置不缓存（CDN 默认缓存规则）；

html;js;css后缀文件更新较频繁，需要根据更新频率设置缓存时间。建议设置缓存时间7天，不设置强制缓存

（若您需在缓存未过期场景下，主动更新 CDN 节点的缓存资源，可通过缓存刷新功能提前删除指定 URL 或目录

的缓存）；

其余全部文件缓存30天（CDN 默认缓存规则）。

在 CDN 默认缓存规则的基础下，按如下操作新增规则

1. 登录 CDN 控制台；

2. 单击左侧菜单内的域名管理，进入域名管理列表；

3. 选择需要配置的域名，单击管理进入域名配置页面；

4. 单击缓存配置，切换至缓存配置标签页，即可查看节点缓存过期配置；

WordPress 建站的 CDN 缓存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5 17:25:1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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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新增规则，类型为目录，内容为/wp-admin，缓存选项为不缓存，单击确定。 

6. 单击新增规则，类型为文件后缀，内容为 html;js;css，缓存选项为缓存，缓存时间为7天，强制缓存为否，单击

确定。

7. 按照优先级顺序，底部优先级高于顶部，单击调整优先级，拖动"/wp-admin目录不缓存规则"规则调整至底部，

使该规则优先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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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调整完成后的缓存规则为：

/wp-admin 目录下的所有资源不缓存；

php;jsp;asp;aspx 文件后缀的资源不缓存；

html;js;css 文件后缀的资源缓存7天；

其余全部文件缓存3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