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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修改域名 DNS 服务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5 08:53:23

若您的 DNS 服务器不正确，需将域名 DNS 修改为提示的 DNS 地址，解析方可生效。

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查看 DNS 服务器是否正确：

1. 登录 DNSPod 管理控制台 ，单击 DNS 解析 > 我的域名，进入 “我的域名” 页面。

2. 查看需要查看的域名状态栏，若存在如下提示，则说明 DNS 服务器不正确。如下图所示：

3. 单击DNS 未设置，在弹出的 “未正确设置 DNS 服务器” 窗口中查看正确的 DNS 服务器。如下图所示： 

4. 获取正确的 DNS 服务器后，即可前往您的域名注册商处修改为对应地址。

操作场景

注意

新注册的域名 DNS 服务器地址默认为免费套餐对应的 DNS 服务器地址，若您不需要升级套餐，则无需调整 DNS 服务器地址。

操作步骤

查看 DNS 服务器

注意

不同解析套餐对应的 DNS 地址不同，请参考 各个套餐对应的 DNS 服务器地址 。

如您需要修改 DNS 服务器地址的域名在腾讯云注册，您可以按照下一步（腾讯云注册域名修改 DNS）进行操作。

如您需要修改 DNS 服务器地址的域名未在腾讯云注册，您可以参考 其他注册商域名修改 DNS  进行操作。

腾讯云注册域名修改 DNS

如果域名在腾讯云注册，或者已转入腾讯云，可以通过以下步骤修改 DNS 服务器：

https://console.dnspod.cn/dns/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9070


DNS 解析 DNSPo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 共55页

1. 登录 腾讯云域名注册控制台 ，进入 “我的域名” 页面。

2. 选择待修改 DNS 的域名，单击修改 DNS 服务器。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 “修改 DNS 服务器” 窗口中，选择您需要修改域名 DNS 服务器方式。如下图所示： 

如果域名在其他注册商处注册管理，您需要前往域名注册商提供的域名管理页面，修改为指定的域名 DNS。 

腾讯云为您提供部分注册商如何修改域名 DNS 的文档，您可以单击以下链接查看具体步骤：

注意

若您在当前页面未找到修改 DNS 服务器，请您先确认是否已切换至 腾讯云域名注册控制台 。

使用 DNSPod：自动为该域名匹配 DNSPod 服务器的 DNS 地址。

自定义 DNS： 填写您需要设置的 DNS 服务器地址。

说明

 自定义的 DNS 服务器域名不能是私建的 DNS 服务器域名，必须是解析商的权威 DNS 服务器域名。

其他注册商域名修改 DNS

阿里云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Google 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Domain 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NameSilo 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Namecheap 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Name 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GoDaddy 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商务中国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新网互联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爱名网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新网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美橙互联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omai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omain/
https://docs.dnspod.cn/dns/5ffd613346757d460d99ed5b
https://docs.dnspod.cn/dns/5ffd1c9a46757d460d99ed34
https://docs.dnspod.cn/dns/5ffd1aca46757d460d99ed2c
https://docs.dnspod.cn/dns/5ffd132746757d460d99ed24
https://docs.dnspod.cn/dns/5ffd0e0946757d460d99ed1c
https://docs.dnspod.cn/dns/5ffc364b46757d460d99ed14
https://docs.dnspod.cn/dns/5ffc15f646757d460d99ed0a
https://docs.dnspod.cn/dns/5ffc11c446757d460d99ecfa/
https://docs.dnspod.cn/dns/5ffc0a2c46757d460d99ecf2
https://docs.dnspod.cn/dns/5ffc07d146757d460d99ece9
https://docs.dnspod.cn/dns/5ffc060e46757d460d99ece0
https://docs.dnspod.cn/dns/5ffbffed46757d460d99ec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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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名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西部数码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百度智能云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华为云注册域名如何配置为 DNSPod 的 DNS 服务器  

https://docs.dnspod.cn/dns/5ffbccf346757d460d99eccd
https://docs.dnspod.cn/dns/5ffbc4f146757d460d99ecc4
https://docs.dnspod.cn/dns/5ffbbd8346757d460d99ecba
https://docs.dnspod.cn/dns/61978bc898b4774596a983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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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记录类型的设置方法

各记录类型说明及规则
最近更新时间：2021-10-21 10:37:49

各记录类型使用目的

记录类型 使用目的

A 记录 将域名指向一个 IP 地址（外网地址）。

CNAME 记录 将域名指向另一个域名，再由另一个域名提供 IP 地址（外网地址）。

MX 记录 设置邮箱，让邮箱能收到邮件。

NS 记录 将子域名交给其他 DNS 服务商解析。

AAAA 记录 将域名指向一个 IPv6 地址。

SRV 记录 用来标识某台服务器使用了某个服务，常见于微软系统的目录管理。

TXT 记录 对域名进行标识和说明，绝大多数的 TXT 记录是用来做 SPF 记录（反垃圾邮件）。

隐、显性 URL 记录 将一个域名指向另外一个已经存在的站点。

各记录类型冲突规则

说明

冲突  ：相同主机记录、相同线路，不同记录类型只能创建一条。例如，已有 www 的默认路线 A 记录，则不允许再添加 www 的默认路线 

CNAME 记录。

可多条  ：相同主机记录、相同线路、相同记录类型，可创建多条记录。例如，已有 www 的默认路线 A 记录，还可添加 www 的默认路线 

A 记录。

不冲突  ：相同主机记录、相同线路，不同记录类型可以共存。例如，已有 www 的默认路线 A 记录，还可添加 www 的默认路线 MX 记

录。

DNS 解析 DNSPod 针对同时添加 CNAME 与 TXT 相同的主机记录已进行优化处理，并在已知可能影响正常解析的情况下，允许您进行添加，如

使用此方式造成的解析质量问题，腾讯云不做服务等级协议（SLA）保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126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126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1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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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03:52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如何设置 A 记录：

通过添加 A 记录可将域名指向一个 IP 地址（外网地址），本文档指导您如何添加 A 记录。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 A 记录转发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单击添加记录，填写以下记录信息。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主机记录：选择子域名。例如添加  www.123.com   的解析时，您在 “主机记录” 处选择 “www” 即可。若是想添加 123.com  的解析，您在 “主机

记录” 处选择 “@” 即可。

记录类型：选择 “A”。

线路类型：选择 “默认” 类型，若您只选择其他单独线路（例如 “联通”），可能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解析。 

 例如，您只设置了一条联通线路，此线路类型为 “联通”、记录值为 119.29.29.29  的 A 记录，指向您的主机 IP 地址（例如 119.29.29.29 ，具体 IP 

地址请指向您的实际外网 IP 地址），那么您的网站只有联通用户能够访问，其他运营商用户（例如移动用户）则不能访问您的网站。此时若您需其他运营商用

户通过您的其他主机 IP（例如 8.8.8.8 ）访问网站，则您需要添加一条线路类型为 “默认”、记录值为 8.8.8.8  的 A 记录。

注意

在暂停联通线路的解析的情况下，添加 “默认” 类型记录可以保证联通用户访问不受影响。

记录值：只可以填写 IPv4 地址。例如，您需要访问的 IPv4 地址为 119.29.29.29 ，则填写  119.29.29.29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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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保存，完成添加。

说明

若您需指向的服务器在腾讯云购买，您可以查看 获取公网 IP 地址 。

MX 优先级：不需要填写。

TTL：为缓存时间，数值越小，修改记录各地生效时间越快，默认为600秒。

说明

 操作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请您 联系我们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79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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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ME 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8 10:09:26

如果需要将域名指向另一个域名，再由另一个域名提供 IP 地址，就需要添加 CNAME 记录，最常用到 CNAME 的场景包括做 CDN、做企业邮箱。本文档指导

您如何添加 CNAME 记录。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 CNAME 记录转发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单击添加记录，填写以下记录信息。如下图所示：

4. 单击保存，完成添加。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主机记录：填写子域名。例如，添加 www.123.com  的解析，您在 “主机记录” 处选择 “www” 即可。如果只是想添加 123.com  的解析，您在 “主

机记录” 处选择 “@” 即可。“@” 的 CNAME 会影响到 MX 记录的正常解析，添加时请您慎重考虑。

记录类型：选择 “CNAME”。

线路类型：选择 “默认” 类型，否则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解析。 

例如，您需要将联通用户指向 2.com ，所有非联通用户都指向 1.com 。您可以通过添加线路类型为默认、记录值为 1.com  和线路类型为联通、记录值

为 2.com  的两条 CNAME 记录来实现。

记录值：CNAME 指向的域名，只可以填写域名。

MX 优先级：不需要填写。

TTL：为缓存时间，数值越小，修改记录各地生效时间越快，默认为600秒。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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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 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03:52

如果需要设置邮箱，让邮箱能收到邮件，就需要添加 MX 记录。本文档指导您如何添加 MX 记录。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 MX 记录转发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单击添加记录，填写以下记录信息。

4. 单击保存，完成添加。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主机记录：填写子域名，通常选择 “@” 或 “mail”。例如，如果 “主机记录” 选择 “@”，邮箱地址是  xxx@123.com 。如果 “主机记录” 选择 

“mail”，邮箱地址会变为  xxx@mail.123.com 。

记录类型：选择 “MX”。

线路类型：选择 “默认” 类型，否则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解析，邮件无法收取；MX 一般不需要做智能解析，直接默认即可。

记录值：可以是域名，也可以是一个 IP 地址。

如果记录值为域名，指向的域名必须有 A 记录，记录生成后会自动在域名后面补一个 “.”。 

例如，设置一个 MX 记录的记录值为 mail.123.com ，需要添加一个主机记录为 “mail” 的 A 记录。

如果记录值为 IP 地址，直接填写邮件服务器 IP 即可，记录生成后同样会自动补一个 “.”。

TTL：为缓存时间，数值越小，修改记录各地生效时间越快，默认为600秒。

MX 优先级：数值越低，优先级别就越高。

邮件会先尝试发送到 MX 优先级为5的 mxbiz1.qq.com 。 

如果尝试失败，邮件会发送到 MX 优先级为10的 mxbiz2.qq.com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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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03:53

如果需要将子域名交给其他 DNS 服务商解析，则需要添加 NS 记录。建议您使用腾讯云系统默认的 NS 记录。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 NS 记录转发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单击添加记录，填写以下记录信息。如下图所示：

4. 单击保存，完成添加。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主机记录：填写子域名。例如，需要将 www.123.com  的解析授权给其他 DNS 服务器，您在 “主机记录” 处选择 “www” 即可，并且授权出去的子域

名不会影响其他子域名的正常解析。

说明

主机记录选择 “@”，则不允许添加、修改、删除 NS 记录，如需进行相关操作，请前往 DNSPod 控制台 。

记录类型：选择 “NS”。

线路类型：选择 “默认” 类型，否则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解析。

记录值：要授权的 DNS 服务器域名，记录生成后会自动在域名后面补一个 “.”。

注意

要授权的 DNS 服务器域名不能是私建的 DNS 服务器域名，必须是解析商的权威 DNS 服务器域名。

MX 优先级：不需要填写。

TTL：为缓存时间，数值越小，修改记录各地生效时间越快，默认为600秒。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https://console.dnspo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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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18:43

通过添加 AAAA 记录可将域名指向一个 IPv6 地址。本文档指导您如何添加 AAAA 记录。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 AAAA 记录转发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单击添加记录，填写以下记录信息。如下图所示：

4. 单击保存，完成添加。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主机记录：填写子域名。例如，添加 www.123.com  的解析，您在 “主机记录” 处选择 “www” 即可。如果只是想添加  123.com  的解析，您在 

“主机记录” 处选择 “@” 即可。

记录类型：选择 “AAAA”。

线路类型：选择 “默认” 类型，否则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解析。 

  如果您希望特定用户指向特定的 IP，可以通过分线路的方式进行设置。例如，联通用户单独访问  1030::C9B4:FF12:48AA:1A2B ，其他用户访问 

ff06:0:0:0:0:0:0:c3 。

记录值：填写 IP 地址，只可以填写 IPv6 地址。

MX 优先级：不需要填写。

TTL：为缓存时间，数值越小，修改记录各地生效时间越快，默认为600秒。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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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V 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5:33

SRV 记录用来标识某台服务器使用了某个服务，常见于微软系统的目录管理。本文档指导您如何添加 SRV 记录。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 SRV 记录转发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单击添加记录，填写以下记录信息。如下图所示：

4. 单击保存，完成添加。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主机记录：服务的名字.协议的类型。例如，设置为 _sip._tcp 。

记录类型：选择 “SRV”。

线路类型：选择 “默认” 类型，否则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解析。

记录值：优先级 权重 端口 主机名。记录生成后会自动在域名后面补一个 “.”。 

例如，设置为 0 5 5060 sipserver.example.com 。

MX 优先级：不需要填写。

TTL：为缓存时间，数值越小，修改记录各地生效时间越快，默认为600秒。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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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T 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5:33

如果希望对域名进行标识和说明，可以使用 TXT 记录，绝大多数的 TXT 记录是用来做 SPF 记录（反垃圾邮件）。本文档指导您如何添加 TXT 记录。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 TXT 记录设置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单击添加记录，填写以下记录信息。如下图所示：

4. 单击保存，完成添加。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主机记录：填写子域名。例如，添加 www.123.com  的 TXT 记录，您在 “主机记录” 处选择 “www” 即可。如果只是想添加 123.com  的 TXT 记

录，您在 “主机记录” 处选择 “@” 即可。

记录类型：选择 “TXT”。

线路类型：选择 “默认” 类型，否则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解析。

记录值：没有固定的格式。大部分时间，TXT 记录是用来做 SPF 反垃圾邮件的。最典型的 SPF 格式的 TXT 记录例子为 “v=spf1 a mx ~all”，表示只

有这个域名的 A 记录和 MX 记录中的 IP 地址有权限使用这个域名发送邮件。

MX 优先级： 不需要填写。

TTL：为缓存时间，数值越小，修改记录各地生效时间越快，默认为600秒。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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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显性 URL 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5:33

将一个域名指向另外一个已经存在的站点时，需要添加 URL 记录。本文档指导您如何将 URL 进行隐性/显性转发。

添加 URL 转发记录时，涉及到的两个域名已完成备案。未经备案的域名无法添加 URL 转发。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隐性/显性转发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单击添加记录，填写以下记录信息。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说明

 本文档以 http://a.com  跳转到  http://cloud.tencent.com/  为例。

隐性转发：用的是 iframe 框架技术、非重定向技术，效果为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a.com  回车，打开网站内容是目标地址 

http://cloud.tencent.com/  的网站内容，但地址栏显示当前地址 http://a.com  。

注意

目标地址不允许被嵌套时，则不能使用隐性转发（例如 QQ 空间，不能使用隐性转发）。 

目标地址不支持添加 IP 地址  或 IP 地址 + 端口号  转发方式。

显性转发：用的是301重定向技术，效果为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a.com  回车，打开网站内容是目标地址 http://cloud.tencent.com/  的网站内容，且

地址栏显示目标地址 http://cloud.tencent.com/ 。

前提条件

说明

添加 URL 转发记录前域名需在腾讯云完成备案或接入备案后才可正常使用。详情请查看 备案概述 。

转发记录后域名需在工信部完成备案（任意接入商）。

操作步骤

隐性转发：

 

显性转发：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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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保存，完成添加。

主机记录：填写子域名前缀。

记录类型：选择 “隐性 URL” 或者 “显性 URL”。

线路类型：选择 “默认” 类型，否则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解析。

记录值：必须为完整的地址，即必须带有协议、域名，可以包含端口号和资源定位符。

MX 优先级：不需要填写。

TTL：为缓存时间，数值越小，修改记录各地生效时间越快，默认为6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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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 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0:25:33

如果您需要授权指定 CA 机构为您的域名签发 SSL 证书，以防止 SSL 证书错误签发，则需要添加 CAA 记录。本文档指导您如何添加 CAA 记录。

1. 登录 DNSPod 管理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并单击需要添加 CAA 记录的域名，进入该域名的 DNS 解析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单击【添加记录】，填写以下记录信息。如下图所示：

tag 字段说明：

4. 单击【确定】，完成添加。

操作场景

注意

CAA 解析记录请前往 DNSPod 管理控制台  进行设置。

操作步骤

主机记录：填写子域名。例如，添加 www.dnspod.cn  的解析，您在 “主机记录” 处填写 “www” 即可。如果只是想添加 dnspod.cn  的解析，您在 

“主机记录” 处选择 “@” 即可。

记录类型：选择 “CAA”。 

线路类型：选择 “默认” 类型，否则会导致部分 CA 机构无法进行认证。

记录值：

CAA 记录的格式为：[flag] [tag] [value]，是由一个标志字节的 [flag] 和一个被称为属性的 [tag]-[value]（标签-值）对组成。您可以将多个 CAA 字段

添加到域名的 DNS 记录中。

字段 说明

flag 可填写0或128，用于标志认证机构。默认情况下填写0，表示如果颁发证书机构无法识别本条信息，进行忽略。

tag 支持 issue、issuewild 和 iodef。

value CA 的域名或用于违规通知的电子邮箱。

字段 说明

issue CA 授权单个证书颁发机构发布的任何类型域名证书。

issuewild CA 授权单个证书颁发机构发布主机名的通配符证书。

iodef CA 可以将违规的颁发记录 URL 发送给某个电子邮箱。

权重：不填写，可忽略。

MX 优先级：不填写，可忽略。

TTL：默认600秒是最常用的，不用修改。如需修改，可参考 TTL 如何填写？

https://console.dnspod.cn/dns/list
https://console.dnspod.cn/dns/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68#ttl-.E5.A6.82.E4.BD.95.E5.A1.AB.E5.86.99.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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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或启用解析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5:33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暂停记录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请选择您需要暂停的解析记录，并单击操作栏的暂停。如下图所示：

4. 当您需要恢复使用时，请单击操作栏的开启。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暂停解析记录：如果您在使用解析过程中，暂时不需要某条解析记录，您可以将该解析记录暂停，暂停后在请求过程无法查询此解析记录，解析生效时间为您

设置的 TTL 时间。

开启解析记录：已暂停的解析记录可以通过开启重新使用，开启后解析即可生效。

操作步骤

方式一

说明

若您需要暂停多个解析记录，请先勾选解析记录，并单击上方的暂停。

说明

若您需要开启多个解析记录，请先勾选已暂停的解析记录，并单击上方的开启即可恢复解析。

方式二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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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某个域名包含的所有解析暂时不需要，建议您可以设置暂停解析。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暂停记录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更多，选择暂停解析。如下图所示： 

3. 当您需要恢复使用时，请单击操作栏的更多，选择开启解析。如下图所示：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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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解析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0:25:33

一般情况下，您的解析记录需要变更，可直接进行修改，本文档指导您如何修改解析记录。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修改记录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请选择您需要修改的解析记录，并单击操作栏的修改。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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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解析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0:25:33

在您不需要某条解析记录时，可进行删除操作，删除后该记录将不生效，请谨慎操作。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删除记录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3. 请选择您需要删除的解析记录，并单击操作栏的删除。如下图所示：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若您需要删除多个域名的所有解析记录，请先勾选对应域名，并单击上方的批量操作，选择删除解析。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方式一

说明

若您需要删除多个解析记录，请先勾选解析记录，并单击上方的删除。

方式二

说明

也可选择需要进行删除记录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更多，选择删除解析。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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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L 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18:43

TTL（Time to live），是指各地 DNS 服务器缓存解析记录的时长。

假设 TTL 设定为10分钟，当各地的 DNS 服务器接收到域名的解析请求时，会向权威服务器发出请求获取到解析记录，并在本地服务器保存10分钟，在10分钟

内，解析请求将从本地缓存中读取，缓存失效后才会重新获取记录值。建议正常情况下设定10分钟即可，使用不同套餐版本的解析能设定的 TTL 最低值不同。

解析套餐版本 最低 TTL

免费版 600s

专业版 60s

企业版 1s

尊享版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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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记录如何选择

子域名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5 08:53:23

子域名在域名系统等级中，属于更高一层域的域。例如， cloud.dnspod.cn  和 www.dnspod.cn  是 dnspod.cn  的两个子域名，而 dnspod.cn  则是顶级

域 .cn  的子域名。

1. 登录 DNSPod 管理控制台 ，单击 DNS 解析 > 我的域名 > 域名详情，进入 “域名详情” 页面。

2. 查看需要查看的域名状态栏，若存在如下提示，则说明 DNS 服务器不正确。如下图所示：

当您在添加域名解析时，使用子域名的方式添加解析记录，主机记录可以使用字符 a-z、A-Z、0-9、短划线（-）、中文汉字组合成为当前解析套餐的域名级

别，主机记录总长度不能超过100个字符，每个级别不能超过50个字符，域名级别表示可在主机记录填写的域名级数，级数之间以点 . 为分割。 

例如， www.dnspod.cn  为1级， m.www.dnspod.cn  为2级，以此类推。 

下列以 “免费套餐” 为例子，设置子域名级别为2级的解析记录：

验证解析生效请您参考相关文档：

概念

子域名级别说明

解析套餐版本对应子域名级别

解析套餐版本 子域名级别

免费版 5

专业版 20

企业版 30

尊享版 不限制

说明

填写主机记录时，您可以使用通配符 *  来匹配所有的子域名。详情请参考： 泛解析说明 。

如需使用更多子域名级别，您可以升级购买解析套餐版本。详情请参考： 升级解析套餐 。

注意事项

解析生效相关

生效时间相关

https://console.dnspod.cn/dns/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90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78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05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1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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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解析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1 10:19:47

当您在添加域名解析时，使用泛解析的方式添加解析记录，主机记录可以使用 * 符号代替当前解析套餐的域名级别，域名级别表示可在主机记录填写的域名级数，

级数之间以点为分割。

例如， www.domain.com  为1级， m.www.domain.com  为2级，以此类推。 

下列以 “免费套餐” 为例子：

当您需要解析的多个子域名对应为同一个 IP 时，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添加：

概念

泛解析：使用通配符 *  来匹配所有的子域名。

混合泛解析：在泛解析的基础上，增加一个限制，使记录可以按照需求进行分类。

泛解析级别说明

普通添加方式。

泛解析添加方式。

说明

若您使用的是专业版套餐，例如，您域名为 domain.com ，以此类推，可使用 * 代替专业版套餐的域名级别。例如 m.www.domain.com  、

n.m.www.domain.com 。

混合泛解析级别说明与上述一致。添加解析记录时，主机记录可以使用 * 符号代替当前解析套餐的域名级别。

解析套餐版本 泛解析级别 混合泛解析级别

免费版 5 -

专业版 20 -

企业版 30 -

尊享版 不限制 不限制

示例

泛解析

普通添加方式：当您有多个子域名时，需添加多条记录进行解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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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解析的多个子域名可以按照某一个限制来分组，而每组对应的 IP 只有1个，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添加：

相比普通添加记录的方式，通过混合泛解析添加记录的方式更为简化。

验证解析生效请您参考相关文档：

泛解析添加方式：当您有多个子域名时，只需添加一条记录，即可对多个子域名进行解析。如下图所示：

相比普通添加记录的方式，通过泛解析添加记录的方式更为简化。

混合泛解析

普通添加方式：当您有多个子域名时，需添加多条记录进行解析。如下图所示：

混合泛解析添加方式：当您有多个子域名时，只需按照分组添加记录，即可对多个子域名进行解析。如下图所示：

说明

混合泛解析可通过在 * 前添加字符或者在 * 后添加字符。且仅支持添加3个字符。例如： aaa* 或者 *aaa 。

混合泛解析仅支持企业套餐。

注意事项

解析生效相关

生效时间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05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1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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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类型如何选择

解析线路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1 17:08:34

一般意义上，解析只负责为用户解析出 IP 记录，不判断用户来源。此情况会造成所有用户只能解析到固定的 IP 地址上，而智能解析会判断用户的来路并将智能化

处理后的 IP 返回给用户。例如，判断用户的上网线路是联通或电信，再智能返回对应服务器的 IP。线路列表与不同套餐支持的解析线路如下：

适用于免费版、专业版、企业版、尊享版

适用于免费版、专业版、企业版、尊享版

适用于专业版、企业版、尊享版

适用于专业版、企业版、尊享版

适用于专业版、企业版、尊享版

适用于专业版、企业版、尊享版

适用于企业版、尊享版

智能解析线路的使用场景

基本线路

默认 电信 联通 移动 教育网 广电 铁通 境内 境外

搜索引擎

百度 谷歌 有道 必应 搜狗 奇虎 搜索引擎

云厂商

腾讯云 阿里云 华为云 百度云 京东云 金山云

亚马逊云 GoogleCloud 微软Azure UCloud 青云 网易云

世纪互联 蓝汛云

国内大区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中国港澳台地区

大洲

北美洲 大洋洲 非洲 南极洲 南美洲 欧洲 亚洲

二级运营商

科技网 长城宽带 方正宽带 珠江数码 电信通 天威视讯

华数宽带 盈通网络 中联网盟 中信网络 驰联网络 巨龙宽带

东方有线 维实嘉业 皓宽网络 歌华有线 北京教育信息网

国内省份

北京 天津 上海 广东 四川 重庆

浙江 山东 江苏 辽宁 河北 河南

湖北 湖南 福建 江西 安徽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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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企业版、尊享版

陕西 黑龙江 吉林 广西 云南 内蒙古

新疆 贵州 甘肃 海南 宁夏 青海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中国台湾

省份运营商

北京电信 天津电信 上海电信 广东电信 四川电信 重庆电信

浙江电信 山东电信 江苏电信 辽宁电信 河北电信 河南电信

湖北电信 湖南电信 福建电信 江西电信 安徽电信 山西电信

陕西电信 黑龙江电信 吉林电信 广西电信 云南电信 内蒙电信

新疆电信 贵州电信 甘肃电信 海南电信 宁夏电信 青海电信

西藏电信

北京移动 天津移动 上海移动 广东移动 四川移动 重庆移动

浙江移动 山东移动 江苏移动 辽宁移动 河北移动 河南移动

湖北移动 湖南移动 福建移动 江西移动 安徽移动 山西移动

陕西移动 黑龙江移动 吉林移动 广西移动 云南移动 内蒙移动

新疆移动 贵州移动 甘肃移动 海南移动 宁夏移动 青海移动

西藏移动

北京联通 天津联通 上海联通 广东联通 四川联通 重庆联通

浙江联通 山东联通 江苏联通 辽宁联通 河北联通 河南联通

湖北联通 湖南联通 福建联通 江西联通 安徽联通 山西联通

陕西联通 黑龙江联通 吉林联通 广西联通 云南联通 内蒙联通

新疆联通 贵州联通 甘肃联通 海南联通 宁夏联通 青海联通

西藏联通

北京铁通 天津铁通 上海铁通 广东铁通 四川铁通 重庆铁通

浙江铁通 山东铁通 江苏铁通 辽宁铁通 河北铁通 河南铁通

湖北铁通 湖南铁通 福建铁通 江西铁通 安徽铁通 山西铁通

陕西铁通 黑龙江铁通 吉林铁通 广西铁通 云南铁通 内蒙古铁通

新疆铁通 贵州铁通 甘肃铁通 海南铁通 宁夏铁通 青海铁通

西藏铁通

北京教育网 天津教育网 上海教育网 广东教育网 四川教育网 重庆教育网

浙江教育网 山东教育网 江苏教育网 辽宁教育网 河北教育网 河南教育网

湖北教育网 湖南教育网 福建教育网 江西教育网 安徽教育网 山西教育网

陕西教育网 黑龙江教育网 吉林教育网 广西教育网 云南教育网 内蒙古教育网

新疆教育网 贵州教育网 甘肃教育网 海南教育网 宁夏教育网 青海教育网

西藏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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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企业版、尊享版

省份云厂商

北京腾讯云 天津腾讯云 上海腾讯云 广东腾讯云 四川腾讯云 重庆腾讯云

浙江腾讯云 山东腾讯云 江苏腾讯云 辽宁腾讯云 河北腾讯云 河南腾讯云

湖北腾讯云 湖南腾讯云 福建腾讯云 江西腾讯云 安徽腾讯云 山西腾讯云

陕西腾讯云 黑龙江腾讯云 吉林腾讯云 广西腾讯云 云南腾讯云 内蒙古腾讯云

新疆腾讯云 贵州腾讯云 甘肃腾讯云 海南腾讯云 宁夏腾讯云 青海腾讯云

西藏腾讯云

北京阿里云 天津阿里云 上海阿里云 广东阿里云 四川阿里云 重庆阿里云

浙江阿里云 山东阿里云 江苏阿里云 辽宁阿里云 河北阿里云 河南阿里云

湖北阿里云 湖南阿里云 福建阿里云 江西阿里云 安徽阿里云 山西阿里云

陕西阿里云 黑龙江阿里云 吉林阿里云 广西阿里云 云南阿里云 内蒙古阿里云

新疆阿里云 贵州阿里云 甘肃阿里云 海南阿里云 宁夏阿里云 青海阿里云

西藏阿里云

北京华为云 天津华为云 上海华为云 广东华为云 四川华为云 重庆华为云

浙江华为云 山东华为云 江苏华为云 辽宁华为云 河北华为云 河南华为云

湖北华为云 湖南华为云 福建华为云 江西华为云 安徽华为云 山西华为云

陕西华为云 黑龙江华为云 吉林华为云 广西华为云 云南华为云 内蒙古华为云

新疆华为云 贵州华为云 甘肃华为云 海南华为云 宁夏华为云 青海华为云

西藏华为云

北京百度云 天津百度云 上海百度云 广东百度云 四川百度云 重庆百度云

浙江百度云 山东百度云 江苏百度云 辽宁百度云 河北百度云 河南百度云

湖北百度云 湖南百度云 福建百度云 江西百度云 安徽百度云 山西百度云

陕西百度云 黑龙江百度云 吉林百度云 广西百度云 云南百度云 内蒙古百度云

新疆百度云 贵州百度云 甘肃百度云 海南百度云 宁夏百度云 青海百度云

西藏百度云

北京京东云 天津京东云 上海京东云 广东京东云 四川京东云 重庆京东云

浙江京东云 山东京东云 江苏京东云 辽宁京东云 河北京东云 河南京东云

湖北京东云 湖南京东云 福建京东云 江西京东云 安徽京东云 山西京东云

陕西京东云 黑龙江京东云 吉林京东云 广西京东云 云南京东云 内蒙古京东云

新疆京东云 贵州京东云 甘肃京东云 海南京东云 宁夏京东云 青海京东云

西藏京东云

北京金山云 天津金山云 上海金山云 广东金山云 四川金山云 重庆金山云

浙江金山云 山东金山云 江苏金山云 辽宁金山云 河北金山云 河南金山云

湖北金山云 湖南金山云 福建金山云 江西金山云 安徽金山云 山西金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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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山云 黑龙江金山云 吉林金山云 广西金山云 云南金山云 内蒙古金山云

新疆金山云 贵州金山云 甘肃金山云 海南金山云 宁夏金山云 青海金山云

西藏金山云

北京UCloud 天津UCloud 上海UCloud 广东UCloud 四川UCloud 重庆UCloud

浙江UCloud 山东UCloud 江苏UCloud 辽宁UCloud 河北UCloud 河南UCloud

湖北UCloud 湖南UCloud 福建UCloud 江西UCloud 安徽UCloud 山西UCloud

陕西UCloud 黑龙江UCloud 吉林UCloud 广西UCloud 云南UCloud 内蒙古UCloud

新疆UCloud 贵州UCloud 甘肃UCloud 海南UCloud 宁夏UCloud 青海UCloud

西藏UCloud

北京青云 天津青云 上海青云 广东青云 四川青云 重庆青云

浙江青云 山东青云 江苏青云 辽宁青云 河北青云 河南青云

湖北青云 湖南青云 福建青云 江西青云 安徽青云 山西青云

陕西青云 黑龙江青云 吉林青云 广西青云 云南青云 内蒙古青云

新疆青云 贵州青云 甘肃青云 海南青云 宁夏青云 青海青云

西藏青云

北京亚马逊云 天津亚马逊云 上海亚马逊云 广东亚马逊云 四川亚马逊云 重庆亚马逊云

浙江亚马逊云 山东亚马逊云 江苏亚马逊云 辽宁亚马逊云 河北亚马逊云 河南亚马逊云

湖北亚马逊云 湖南亚马逊云 福建亚马逊云 江西亚马逊云 安徽亚马逊云 山西亚马逊云

陕西亚马逊云 黑龙江亚马逊云 吉林亚马逊云 广西亚马逊云 云南亚马逊云 内蒙古亚马逊云

新疆亚马逊云 贵州亚马逊云 甘肃亚马逊云 海南亚马逊云 宁夏亚马逊云 青海亚马逊云

西藏亚马逊云

北京网易云 天津网易云 上海网易云 广东网易云 四川网易云 重庆网易云

浙江网易云 山东网易云 江苏网易云 辽宁网易云 河北网易云 河南网易云

湖北网易云 湖南网易云 福建网易云 江西网易云 安徽网易云 山西网易云

陕西网易云 黑龙江网易云 吉林网易云 广西网易云 云南网易云 内蒙古网易云

新疆网易云 贵州网易云 甘肃网易云 海南网易云 宁夏网易云 青海网易云

西藏网易云

北京微软Azure 天津微软Azure 上海微软Azure 广东微软Azure 四川微软Azure 重庆微软Azure

浙江微软Azure 山东微软Azure 江苏微软Azure 辽宁微软Azure 河北微软Azure 河南微软Azure

湖北微软Azure 湖南微软Azure 福建微软Azure 江西微软Azure 安徽微软Azure 山西微软Azure

陕西微软Azure 黑龙江微软Azure 吉林微软Azure 广西微软Azure 云南微软Azure 内蒙古微软Azure

新疆微软Azure 贵州微软Azure 甘肃微软Azure 海南微软Azure 宁夏微软Azure 青海微软Azure

西藏微软Azure

北京GoogleCloud 天津GoogleCloud 上海GoogleCloud 广东GoogleCloud 四川GoogleCloud 重庆GoogleCloud

浙江GoogleCloud 山东GoogleCloud 江苏GoogleCloud 辽宁GoogleCloud 河北GoogleCloud 河南Google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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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企业版、尊享版

适用于企业版、尊享版

湖北GoogleCloud 湖南GoogleCloud 福建GoogleCloud 江西GoogleCloud 安徽GoogleCloud 山西GoogleCloud

陕西GoogleCloud 黑龙江GoogleCloud 吉林GoogleCloud 广西GoogleCloud 云南GoogleCloud 内蒙古GoogleCloud

新疆GoogleCloud 贵州GoogleCloud 甘肃GoogleCloud 海南GoogleCloud 宁夏GoogleCloud 青海GoogleCloud

西藏GoogleCloud

北京蓝汛云 天津蓝汛云 上海蓝汛云 广东蓝汛云 四川蓝汛云 重庆蓝汛云

浙江蓝汛云 山东蓝汛云 江苏蓝汛云 辽宁蓝汛云 河北蓝汛云 河南蓝汛云

湖北蓝汛云 湖南蓝汛云 福建蓝汛云 江西蓝汛云 安徽蓝汛云 山西蓝汛云

陕西蓝汛云 黑龙江蓝汛云 吉林蓝汛云 广西蓝汛云 云南蓝汛云 内蒙古蓝汛云

新疆蓝汛云 贵州蓝汛云 甘肃蓝汛云 海南蓝汛云 宁夏蓝汛云 青海蓝汛云

西藏蓝汛云

北京世纪互联 天津世纪互联 上海世纪互联 广东世纪互联 四川世纪互联 重庆世纪互联

浙江世纪互联 山东世纪互联 江苏世纪互联 辽宁世纪互联 河北世纪互联 河南世纪互联

湖北世纪互联 湖南世纪互联 福建世纪互联 江西世纪互联 安徽世纪互联 山西世纪互联

陕西世纪互联 黑龙江世纪互联 吉林世纪互联 广西世纪互联 云南世纪互联 内蒙古世纪互联

新疆世纪互联 贵州世纪互联 甘肃世纪互联 海南世纪互联 宁夏世纪互联 青海世纪互联

西藏世纪互联

大区运营商

华北电信 华北联通 华北移动 东北电信 东北联通 东北移动

华东电信 华东联通 华东移动 华中电信 华中联通 华中移动

华南电信 华南联通 华南移动 西南电信 西南联通 西南移动

西北电信 西北联通 西北移动

华南教育网 华北教育网 华东教育网 华中教育网 东北教育网 西南教育网

西北教育网

国家

安道尔 阿联酋 阿富汗 安提瓜和巴布达 安圭拉 阿尔巴尼亚

亚美尼亚 荷属安德列斯 安哥拉 阿根廷 东萨摩亚 奥地利

澳大利亚 阿鲁巴 奥兰群岛 阿塞拜疆 波黑 巴巴多斯

孟加拉 比利时 布基纳法索 保加利亚 巴林 布隆迪

贝宁 圣巴泰勒米岛 百慕大 文莱达鲁萨兰 玻利维亚 荷兰加勒比区

巴西 巴哈马 不丹 布韦岛 博茨瓦纳 白俄罗斯

伯里兹 加拿大 可可斯群岛 刚果(金) 中非 刚果(布)

瑞士 象牙海岸 库克群岛 智利 喀麦隆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捷克斯洛伐克 古巴 佛得角 库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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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岛 塞普路斯 捷克 德国 吉布提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联邦 阿尔及利亚 厄瓜多尔 爱沙尼亚 埃及

西撒哈拉 厄立特里亚 西班牙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斐济

福兰克群岛 米克罗尼西亚 法罗群岛 法国 加蓬 英国

格林纳达 格鲁吉亚 法属圭亚那 根西岛 加纳 直布罗陀

格陵兰岛 冈比亚 几内亚 法属德洛普群岛 赤道几内亚 希腊

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

岛
危地马拉 关岛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赫德和麦克唐纳群

岛

洪都拉斯 克罗地亚 海地 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

以色列 马恩岛 印度 英属印度洋领地 伊拉克 伊朗

冰岛 意大利 泽西岛 牙买加 约旦 日本

肯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柬埔寨 基里巴斯 科摩罗 圣基茨和尼维斯

朝鲜 韩国 科威特 开曼群岛 哈萨克斯坦 老挝

黎巴嫩 圣卢西亚 列支顿士登 斯里兰卡 利比里亚 莱索托

立陶宛 卢森堡 拉托维亚 利比亚 摩洛哥 摩纳哥

摩尔多瓦 黑山 法属圣马丁 马达加斯加 马绍尔群岛 马其顿

马里 缅甸 蒙古 北马里亚纳群岛 法属马提尼克群岛 毛里塔尼亚

蒙塞拉特岛 马耳他 毛里求斯 马尔代夫 马拉维 墨西哥

马来西亚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新卡里多尼亚 尼日尔 诺福克岛

尼日利亚 尼加拉瓜 荷兰 挪威 尼泊尔 瑙鲁

纽爱 新西兰 阿曼 巴拿马 秘鲁 法属玻里尼西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巴基斯坦 波兰
圣皮艾尔和密克隆群

岛
皮特克恩岛

波多黎各 巴勒斯坦 葡萄牙 帕劳 巴拉圭 卡塔尔

法属尼留旺岛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俄罗斯 卢旺达 沙特阿拉伯

所罗门群岛 塞舌尔 苏丹 瑞典 新加坡 圣赫勒拿

斯罗文尼亚
斯瓦尔巴特和扬马延

岛
斯洛伐克 塞拉利昂 圣马力诺 塞内加尔

索马里 苏里南 南苏丹
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
萨尔瓦多 荷属圣马丁

叙利亚 斯威士兰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
乍得 法国南部领地 多哥

泰国 塔吉克斯坦 托克劳群岛 东帝汶 土库曼斯坦 突尼斯

汤加 土耳其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图瓦卢 坦桑尼亚 乌克兰

乌干达 美国海外领地 美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梵蒂岗

圣文森特和格陵纳丁斯 委内瑞拉 英属维京群岛 美属维京群岛 越南 瓦努阿鲁

瓦里斯和福图纳群岛 西萨摩亚 也门 马约特 南非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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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企业版、尊享版

适用于企业版、尊享版

适用于尊享版

津巴布韦 科索沃

美国各州

亚拉巴马州 阿拉斯加州 亚利桑那州 阿肯色州 加利福尼亚州 科罗拉多州

康涅狄格州 特拉华州 佛罗里达州 乔治亚州 夏威夷州 爱达荷州

伊利诺伊州 印第安纳州 爱荷华州 堪萨斯州 肯塔基州 路易斯安那州

缅因州 马里兰州 马萨诸塞州 密歇根州 明尼苏达州 密西西比州

密苏里州 蒙大拿州 内布拉斯加州 内华达州 新罕布什尔州 新泽西州

新墨西哥州 纽约州 北卡罗来纳州 北达科他州 俄亥俄州 俄克拉荷马州

俄勒冈州 宾夕法尼亚州 罗得岛州 南卡罗来纳州 南达科他州 田纳西州

德克萨斯州 犹他州 佛蒙特州 弗吉尼亚州 华盛顿州 西弗吉尼亚州

威斯康星州 怀俄明州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印度各邦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安得拉邦 阿鲁纳恰尔邦 阿萨姆邦 比哈尔邦 恰蒂斯加尔邦

昌迪加尔 达德拉-纳加尔哈维利 达曼-第乌 德里 果阿邦 古吉拉特邦

哈里亚纳邦 喜马偕尔邦 查谟-克什米尔邦 贾坎德邦 卡纳塔克邦 喀拉拉邦

中央邦 马哈拉施特拉邦 曼尼普尔邦 梅加拉亚邦 米佐拉姆邦 那加兰邦

奥里萨邦 本地治里 旁遮普邦 拉贾斯坦邦 锡金 泰米尔纳德邦

特伦甘纳邦 特里普拉邦 北阿坎德邦 北方邦 西孟加拉邦

省份二级运营商

北京广电 广东广电 天津广电 上海广电 四川广电 浙江广电

山东广电 江苏广电 辽宁广电 河北广电 河南广电 湖北广电

湖南广电 福建广电 陕西广电 重庆广电 江西广电 安徽广电

山西广电 黑龙江广电 吉林广电 广西广电 云南广电 内蒙古广电

新疆广电 贵州广电 甘肃广电 海南广电 宁夏广电 青海广电

西藏广电

北京科技网 天津科技网 上海科技网 广东科技网 四川科技网 重庆科技网

浙江科技网 山东科技网 江苏科技网 辽宁科技网 河北科技网 河南科技网

湖北科技网 湖南科技网 福建科技网 江西科技网 安徽科技网 山西科技网

陕西科技网 黑龙江科技网 吉林科技网 广西科技网 云南科技网 内蒙古科技网

新疆科技网 贵州科技网 甘肃科技网 海南科技网 宁夏科技网 青海科技网

西藏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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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 www.dnspod.cn 设置默认线路解析到 8.8.8.8 ，广东线路解析到 9.9.9.9 ，广东电信线路解析至 10.10.10.10 ，则广东的电信运营商用户访问将

返回 10.10.10.10 的 IP 地址，广东非电信运营商用户访问将返回9.9.9.9的 IP 地址，非广东地区用户访问将返回 8.8.8.8 的 IP 地址。 

此时若暂停广东电信线路或广东线路的解析，全国地区的解析都不会受到影响，将全部返回 8.8.8.8 的 IP 地址。所以无论是否添加地区或者运营商的线路，一定

需要先添加好默认线路的解析。

搜索引擎线路可以设置百度、谷歌等的蜘蛛抓取不同的 IP 地址。例如，将 www.dnspod.cn  设置默认线路解析到 8.8.8.8 ；百度线路解析到 9.9.9.9 ；搜狗

线路解析到 10.10.10.10 ，则用户通过搜狗搜索到站点进行访问，将返回 10.10.10.10 的 IP 地址；通过百度搜索访问，将返回 9.9.9.9 的 IP 地址；直接访

问站点，将返回 8.8.8.8 的 IP 地址。

北京长城宽带 天津长城宽带 上海长城宽带 广东长城宽带 四川长城宽带 重庆长城宽带

浙江长城宽带 山东长城宽带 江苏长城宽带 辽宁长城宽带 河北长城宽带 河南长城宽带

湖北长城宽带 湖南长城宽带 福建长城宽带 江西长城宽带 安徽长城宽带 山西长城宽带

陕西长城宽带 黑龙江长城宽带 吉林长城宽带 广西长城宽带 云南长城宽带 内蒙古长城宽带

新疆长城宽带 贵州长城宽带 甘肃长城宽带 海南长城宽带 宁夏长城宽带 青海长城宽带

西藏长城宽带

北京中联网盟 天津中联网盟 上海中联网盟 广东中联网盟 四川中联网盟 重庆中联网盟

浙江中联网盟 山东中联网盟 江苏中联网盟 辽宁中联网盟 河北中联网盟 河南中联网盟

湖北中联网盟 湖南中联网盟 福建中联网盟 江西中联网盟 安徽中联网盟 山西中联网盟

陕西中联网盟 黑龙江中联网盟 吉林中联网盟 广西中联网盟 云南中联网盟 内蒙古中联网盟

新疆中联网盟 贵州中联网盟 甘肃中联网盟 海南中联网盟 宁夏中联网盟 青海中联网盟

西藏中联网盟

北京中信网络 天津中信网络 上海中信网络 广东中信网络 四川中信网络 重庆中信网络

浙江中信网络 山东中信网络 江苏中信网络 辽宁中信网络 河北中信网络 河南中信网络

湖北中信网络 湖南中信网络 福建中信网络 江西中信网络 安徽中信网络 山西中信网络

陕西中信网络 黑龙江中信网络 吉林中信网络 广西中信网络 云南中信网络 内蒙古中信网络

新疆中信网络 贵州中信网络 甘肃中信网络 海南中信网络 宁夏中信网络 青海中信网络

西藏中信网络

北京驰联网络 天津驰联网络 上海驰联网络 广东驰联网络 四川驰联网络 重庆驰联网络

浙江驰联网络 山东驰联网络 江苏驰联网络 辽宁驰联网络 河北驰联网络 河南驰联网络

湖北驰联网络 湖南驰联网络 福建驰联网络 江西驰联网络 安徽驰联网络 山西驰联网络

陕西驰联网络 黑龙江驰联网络 吉林驰联网络 广西驰联网络 云南驰联网络 内蒙古驰联网络

新疆驰联网络 贵州驰联网络 甘肃驰联网络 海南驰联网络 宁夏驰联网络 青海驰联网络

西藏驰联网络

广东巨龙宽带 湖北巨龙宽带

注意

上述内容仅针对在售套餐版本，个人豪华版、企业基础版、企业I~III 等旧版本套餐请以实际使用为准。

地区或运营商线路使用说明

搜索引擎线路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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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搜索引擎线路是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的集合。

SEO优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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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18:44

即搜索引擎推送功能，提供域名为搜索引擎的蜘蛛抓取，加快域名被收录的速度，目前不同套餐版本均支持 SEO 优化。

解析套餐版本 SEO 优化

免费版 百度、谷歌、搜搜、有道、必应、搜狗、奇虎

专业版 百度、谷歌、搜搜、有道、必应、搜狗、奇虎

企业版 百度、谷歌、搜搜、有道、必应、搜狗、奇虎

尊享版 百度、谷歌、搜搜、有道、必应、搜狗、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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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线路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18:44

自定义解析，就是可以自己定义某 IP 段去访问指定的主机服务器。

当您需要更细致的区分线路，或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定义某 IP 段访问指定的主机服务器，或者屏蔽某个 DNS/区域用户访问网站时，便可以开启自定义解析功能

了。

自定义解析

注意

定义的 IP 段是必须为用户递归 DNS 的 IP。

递归 DNS 的 IP 为：上网客户端 DNS 的出口 IP，即后端 IP。

后端 DNS 段的获取需要自己收集的。

自定义解析使用场景

注意

自定义线路的优先级高于系统定义的线路。

谷歌 DNS 仍旧遵循 google 扩展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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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分组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5:34

线路分组是指可以将多个线路定义为一个分组，解析时设置线路可以选择该分组，则分组内的所有线路都会生效。

1. 登录 DNS 解析 DNSPod 控制台 ，进入域名解析列表管理页面。

2. 选择需要设置线路分组的域名行，进入该域名的管理页面。

3. 单击线路分组页签，并单击新建线路分组。如下图所示：

4. 在新增分组弹窗中填写内容。如下图所示：

概述

注意

 一个线路只能属于一个分组。

添加方式

注意

免费版域名不支持线路分组，如需使用请先升级解析套餐。

各解析套餐可设置线路分组的数量限制可查看 线路分组相关 。

说明

如果您在其他的域名里已经设置过线路分组，可以直接进行复制操作。

填写分组名称。

根据您的实际需求选择需要添加的线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12675#.E5.90.84.E8.A7.A3.E6.9E.90.E5.A5.97.E9.A4.90.E5.8F.AF.E8.AE.BE.E7.BD.AE.E7.BA.BF.E8.B7.AF.E5.88.86.E7.BB.84.E7.9A.84.E6.95.B0.E9.87.8F.E9.99.90.E5.88.B6.E6.98.AF.E5.A4.9A.E5.B0.91.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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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DNS 解析 DNSPod 控制台 ，进入域名解析列表管理页面。

2. 选择需要已设置线路分组的域名行，进入该域名的管理页面。

3. 单击记录管理页签，并单击添加记录。

4. 您可在线路类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设置的线路分组。如下图所示：

如有疑问可见 线路分组常见问题 。

使用线路分组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1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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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均衡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8 14:21:23

基于解析实现的负载均衡，原理是相同主机记录、记录类型、线路类型下设置不同的记录值，根据权重值随机返回对应记录值。如果在同一主机记录、记录类型、

线路类型下有多个服务器，需要将访问流量分摊到各个服务器上，可以使用 DNS 解析来实现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支持 A  与 CNAME 记录，各记录设置示例如下：

负载均衡介绍

说明

解析返回得到的记录值是按权重值随机得到的记录值，不会根据服务器负载和运行状况进行分配。

A 记录负载均衡

主机记录 记录类型 线路类型 记录值 TTL 权重

www A 默认 1.1.1.1 60 50

www A 默认 2.2.2.2 60 50

CNAME 记录负载均衡

主机记录 记录类型 线路类型 记录值 TTL 权重

www CNAME 默认 www.dnspod.cn 60 50

www CNAME 默认 www.dnspod.net 60 50

负载均衡使用限制

说明

使用不同解析套餐版本能设定不同负载均衡数目上限不同。

负载均衡数指相同主机记录、记录类型、线路类型的记录数。

套餐版本 负载均衡数

免费版 2 条

专业版 10 条

企业版 30 条

尊享版 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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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ME 加速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2 17:30:55

CNAME 加速功能是腾讯云 DNSPod 自主研发，旨在解决用户在设置多条 CNAME 解析记录时，递归服务器需要多次请求授权服务器，导致解析耗时增加的

问题。

假设 a.com ， b.com ， c.com  都是在 DNSPod 解析的域名：

一般情况下，递归需要到授权服务器请求三次才能得到 www.a.com  的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 

启用 CNAME 加速功能，授权服务器会把 CNAME 记录和最终的 A 记录一次返回给递归，递归服务器由请求三次授权服务器，减小到请求一次，如下图所示： 

这样就极大地减少了请求和应答中网络通信消耗的时间，让解析变得更快，特别是在设置多条 CNAME 解析记录的情况下，加速效果更明显。

1. 登录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进入 “域名解析列表” 管理页面。

2. 选择您需要开启 CNAME 加速功能的域名行，进入该域名的管理页面。

3. 单击域名设置页签，选择功能设置 > CNAME 加速，并单击 开启 CNAME 加速功能。如下图所示： 

功能介绍

域名 记录类型 记录值

www.a.com CNAME www.b.com

www.b.com CNAME www.c.com

www.c.com A 1.2.3.4

功能开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DNS 解析 DNSPo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2 共55页

加速效果

注意

该测试是清空缓存之后的，并且修改设置需要等待 TTL 过期。

开启 CNAME 加速前 query-time 1021 msec： 

开启 CNAME 加速后 query-time 410 msec： 

解析耗时减小59.84%，提升幅度相当明显。

注意事项

开启 CNAME 加速的相关域名必须使用腾讯云 DNS 解析或者 DNSPod 平台的解析服务，否则无法开启该功能或者加速失败，严重的甚至会造成解析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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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对于已经开启 CNAME 加速的域名，当系统检测到域名没有使用腾讯云 DNS 解析服务时（例如域名注册到期、域名更换到其他 DNS 解析服务提供商

等），会自动关闭该 CNAME 加速功能，当检测到域名又重新使用 DNSPod 解析服务时，会自动再开启 CNAME 加速。

同一域名下的不同子域名无需再单独开启 CNAME 加速，系统会自动加速。

域名转出之前应该关闭 CNAME 加速功能。如果已经转出，而系统还没有扫描到该域名当前的状态时，您可以亲自或 联系技术  支持去关闭 CNAME 加速功

能。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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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云资源记录说明

添加关联到云服务器公网的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18:44

通常您的需求是给一组云服务器设置一个公网子域名，在 DNS 解析中可以轻松完成给云服务器设置公网子域名的任务，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试验一遍。

假设已经添加一个域名，例如 qcloud-example.com （ qcloud-example.com  用于演示，实际操作时请替换为您的真实添加成功的域名），目标是给一组云

服务器设置一个公网子域名，例如 www.qcloud-example.com  。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待添加记录的域名，进入 “记录管理” 页面。

3. 在 “记录管理” 页面，单击添加记录。如下图所示： 

1. 在 “添加记录” 页面，将 “主机记录” 设置为 “www”（ www.qcloud-example.com 中的 "www" 为主机记录）。

2. 在 “添加记录” 页面，将 “记录类型” 设置为 “A”。

3. 在 “添加记录” 页面，单击 “记录值” 文本框，选择 “关联云资源”。如下图所示： 

4. 在弹出的 “关联云资源” 窗口中，根据实际需求，勾选需关联的云服务器，单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添加记录

关联云资源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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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保存，记录列表中显示该新添加记录即表示添加成功。如下图所示：

说明

该子域名的线路类型为默认。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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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 域名诊断工具  中输入公网子域名，例如 www.qcloud-example.com ，DNS 生效检验为正常则表示该记录的解析没有问题。如下图所示： 

https://domaintool.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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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关联到云服务器的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18:44

在您需要修改子域名关联的公网云服务器或是主机记录时，您可以通过 DNS 解析轻松的修改云服务器关联记录，请通过下面的例子验证。

假设已经在 DNS 解析中添加关联到云服务器公网的子域名 internal.qcloud-example.com （ internal.qcloud-example.com  用于演示，实际操作时请替

换为您的真实添加成功的域名），目标是更改关联的云服务器。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待更改关联记录的域名，单击解析，即可进入 “记录管理” 页面。如下图所示： 

3. 在 “记录管理” 中，选择待更改关联记录的子域名，在操作栏中单击修改，进入 “修改” 界面。

4. 在 “修改” 界面中，找到域名关联的记录值，单击修改。如下图所示： 

5. 在弹出的 “关联云资源” 窗口中，根据实际需求，更改需关联的云服务器，单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修改关联记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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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锁定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5:34

使用解析锁定，可以防止域名和解析记录被恶意篡改等，提高数据安全性。

1. 登录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待锁定域名解析的域名行，单击更多，选择开启域名锁定。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 “设置锁定” 中，设置锁定天数，单击确定，完成锁定。

1. 登录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窗口中，选择待解除域名锁定的域名行，单击更多，选择解除域名锁定。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 “邮件解锁域名” 窗口中，单击确定，主账号的邮箱将收到域名解锁确认的邮件。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锁定域名

注意

若您需要的域名需要开启锁定的功能，请确保您的域名已进行解析，否则无法开启域名锁定。添加解析操作请查看 快速添加域名解析 。

注意

域名锁定后，在加锁期间不接受用户在 DNS 解析上的任何更改，为您的解析保驾护航。解析锁定仅锁定您在 DNS 解析控制台上解析记录的更改

操作。 

域名锁定后，该域名操作解析相关功能置灰，并且解析记录界面会提示 “锁定域名不能进行此操作”。

解锁域名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domain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domain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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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邮件确认链接，进入域名解析记录设置页，提示 ”解锁成功“ ，域名可以进行解析增删改查操作。 

如为协作者用户操作，请联系主账号确认该邮件且操作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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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解析配置负载均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5 08:53:24

负载均衡管理提供为解析的负载设置权重的功能。本文档指导您在负载均衡管理中设置权重功能。

1. 登录 腾讯云解析 DNS 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管理页面，选择待设置权重的域名，进入 “记录管理” 页面。如下图所示： 

1. 选择 “负载均衡” 页签，查看负载均衡记录列表。

2. 选择待查看权重信息的记录行，单击详情。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查看记录

说明

同记录类型、同主机记录、同线路类型的记录可以实现解析的负载均衡。

记录类型为 A 记录、CNAME 记录可实现负载均衡。

如需使用 CNAME 负载均衡，请先购买该服务，具体请单击 详情 。

DNS 解析已升级为 DNSPod，负载均衡等增值服务需要 前往 DNSPod  购买。DNSPod 可以直接使用腾讯云账号进行登录并完成支付操作。

查看权重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https://www.dnspod.cn/buy/select_services
https://www.dnspo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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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 “负载均衡权重” 窗口中，查看权重信息。如下图所示： 

1. 单击修改权重，设置权重。如下图所示：

2. 单击确定，完成权重的修改。

说明

负载均衡权重默认为均等负载，即权威服务器会以随机顺序返回全部记录值，系统默认取首位的 IP 地址，获取每个解析记录的几率大致是均等的。

修改权重

说明

可设置1 - 100的数字分配，权威服务器将根据权重返回一个 IP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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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节点分布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18:44

腾讯云 DNSPod 解析是国际领先的域名解析平台，65个境内云集群节点，12个境外云集群节点，单机解析可达千万次/秒，为超过650万的域名提供域名解析，

日处理 DNS 请求超210亿次，每月成功防御 DNS 攻击超过2000次。

集群内多节点不仅可以提供用户解析请求的就近访问，而且兼备完善的异地灾备机制。同时集群内解析可以达到秒级同步，在 Web 上修改记录，可以瞬间（最快

1秒、最慢5秒）将记录同步至所有后端 DNS 集群，实现在 DNSPod 秒级生效（递归 DNS 受 TTL 设置的控制，所以终端用户的实际生效时间取决于域名解析

记录里设置的 TTL）。

使用不同套餐版本的解析分别为不同集群，详细集群分布如下：

解析套餐版本 DNS 地址 DNS 集群分布地域

免费版
DNS 解析 DNSPod 为每个用户随机分配了2个组合 DNS 地址，若需

要查询您专属的 DNS 地址，请您 查看 DNS 服务器 。
上海、南京

专业版 ns3.dnsv2.com/ns4.dnsv2.com
上海、南京、中国香港、孟买、硅谷、法兰克福、

莫斯科

企业版 ns3.dnsv4.com/ns4.dnsv4.com
上海、南京、天津、深圳、中国香港、新加坡、孟

买、硅谷、法兰克福、莫斯科

尊享版 ns3.dnsv5.com/ns4.dnsv5.com
上海、南京、深圳、中国香港、曼谷、新加坡、孟

买、东京、首尔、硅谷、法兰克福、莫斯科

说明

以上为集群分布地域，不代表节点数量，每个地域可能存在多个集群节点。

以上地域仅供参考，为了持续优化解析质量，不作为服务承诺，地域将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升级调整。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5518#.E6.9F.A5.E7.9C.8B-dns-.E6.9C.8D.E5.8A.A1.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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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记录文件格式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6:18:44

1. 登录 腾讯云 DNS 解析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待导出解析记录的域名，单击更多 > 导出解析记录。

3. 在导出解析记录弹窗中，选择导出格式。如下图所示：

解析记录导出支持三种文件格式，分别是文本、表格、Zone 文件，以 domain.com  域名为例，导出结果如下：

导出文件 domain.com.txt ，查看内容如下：

导出文件 domain.com.xls ，如下图所示： 

Zone 文件是 DNS 服务器上存储的域名配置文件，根据 RFC 标准文档制定。 

导出文件 domain.com.zip ，解压后得到 domain.com.default_line.zone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查看内容如下：

解析记录导出

导出格式

文本格式

主机 | 类型 | 线路  |         记录值           | MX优先级 |   TTL   | 备注

 @  NS     默认  f1g1ns1.dnspod.net.      0    86400

 @  NS  默认  f1g1ns2.dnspod.net.      0    86400

www A   默认        1.1.1.1               0     600

表格格式

Zone 格式

 Domain: domain.com

 Exported at:2019-08-16 15:02:32

 This file is intended for use for informational and archival

 purposes ONLY and MUST be edited before used on a production

 DNS server.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sult the BIND documentation

 located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isc.org/

 And RFC 1035:

    http://www.ietf.org/rfc/rfc1035.txt

 Use at your own risk.

;

;

;

;

;

;

;

;

;

;

;

;

;

;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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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解析进行了分线路，会按线路导出记录，例如：

domain.com.default_line.zone

domain.com.sogou.zone

$ORIGIN domain.com.

 SOA record

domain.com.  600     IN      SOA     f1g1ns1.dnspod.net. freednsadmin.dnspod.com. 1565938952 3600 180 1209600 180

 A records

@ 600 IN A 1.1.1.1  

 NS records

@ 86400 IN NS f1g1ns1.dnspod.net.  

@ 86400 IN NS f1g1ns2.dnspod.net.  

;

;

;

;

;

;

;

说明

; 部分表示注释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