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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聲明
阿⾥雲提醒您在閱讀或使⽤本⽂檔之前仔細閱讀、充分理解本法律聲明各條款的內容。如果您閱讀
或使⽤本⽂檔，您的閱讀或使⽤⾏為將被視為對本聲明全部內容的認可。
1. 您應當通過阿⾥雲網站或阿⾥雲提供的其他授權通道下載、擷取本⽂檔，且僅能⽤於⾃⾝的合法

合規的商務活動。本⽂檔的內容視為阿⾥雲的保密資訊，您應當嚴格遵守保密義務；未經阿⾥雲
事先書⾯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披露本⼿冊內容或提供給任何第三⽅使⽤。

2. 未經阿⾥雲事先書⾯許可，任何單位、公司或個⼈不得擅⾃摘抄、翻譯、複製本⽂檔內容的部分
或全部，不得以任何⽅式或途徑進⾏傳播和宣傳。

3. 由於產品版本升級、調整或其他原因，本⽂檔內容有可能變更。阿⾥雲保留在沒有任何通知或者
提⽰下對本⽂檔的內容進⾏修改的權利，並在阿⾥雲授權通道中不時發布更新後的使⽤者⽂檔。
您應當即時關注使⽤者⽂檔的版本變更並通過阿⾥雲授權渠道下載、擷取最新版的使⽤者⽂檔。

4. 本⽂檔僅作為使⽤者使⽤阿⾥雲產品及服務的參考性指引，阿⾥雲以產品及服務的”現
狀“、“有缺陷”和“當前功能”的狀態提供本⽂檔。阿⾥雲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上盡最⼤努⼒
提供相應的介紹及操作指引，但阿⾥雲在此明確聲明對本⽂檔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適⽤性、
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或暗⽰的保證。任何單位、公司或個⼈因為下載、使⽤或信賴本⽂檔而發
⽣任何差錯或經濟損失的，阿⾥雲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在任何情況下，阿⾥雲均不對任何間接
性、後果性、懲戒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罰性的損害，包括使⽤者使⽤或信賴本⽂檔而遭受的
利潤損失，承擔責任（即使阿⾥雲已被告知該等損失的可能性）。

5. 阿⾥雲網站上所有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著作、產品、圖⽚、檔案、資訊、資料、網站架構、網站
畫⾯的安排、網⾴設計，均由阿⾥雲和/或其關係企業依法擁有其智慧財產權，包括但不限於商
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商業秘密等。⾮經阿⾥雲和/或其關係企業書⾯同意，任何⼈不得擅⾃
使⽤、修改、複製、公開傳播、改變、散布、發⾏或公開發表阿⾥雲網站、產品程式或內容。
此外，未經阿⾥雲事先書⾯同意，任何⼈不得為了任何營銷、廣告、促銷或其他⽬的使⽤、公
布或複製阿⾥雲的名稱（包括但不限於單獨為或以組合形式包含”阿⾥雲”、Aliyun”、“萬
網”等阿⾥雲和/或其關係企業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屬標誌及圖案或任何類似公司名稱、商號、
商標、產品或服務名稱、網域名稱、圖案標⽰、標誌、標識或通過特定描述使第三⽅能夠識別阿
⾥雲和/或其關係企業）。

6. 如若發現本⽂檔存在任何錯誤，請與阿⾥雲取得直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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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約定
格式 說明 範例

該類警⽰資訊將導致系統重⼤變更甚⾄
故障，或者導致⼈⾝傷害等結果。 禁⽌:

重設操作將丟失使⽤者配置資料。
該類警⽰資訊可能導致系統重⼤變更甚
⾄故障，或者導致⼈⾝傷害等結果。 警告:

重啟操作將導致業務中斷，恢複業務所需
時間約10分鐘。

⽤於補充說明、最佳實務、竅⾨等，不
是使⽤者必須瞭解的內容。 说明:

您也可以通過按Ctrl + A選中全部檔案。
> 多級菜單遞進。 設定 > 網路 > 設定網路類型
粗體 表⽰按鍵、菜單、⾴⾯名稱等UI元素。 單擊 確定。
courier

字型
命令。 執⾏ cd  / d  C :/ windows  命

令，進⼊Windows系統檔案夾。
斜斜 表⽰參數、變數。 bae  log  list  --

instanceid Instance_ID

[]或者[a|b
]

表⽰可選項，⾄多選擇⼀個。 ipconfig [-all|-t]

{}或者{a|b
}

表⽰必選項，⾄多選擇⼀個。 swich {stand |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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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當您初次使⽤CDN時，可以快速瞭解其操作流程和操作環境。
CDN快速⼊⾨流程如下圖所⽰。

CDN快速⼊⾨操作流程說明如下表所⽰。
序號 操作⽅法 操作環境
1 #unique_4 您在使⽤CDN提供的功能之前，需要先開通CDN服務。
2 #unique_5 如果您需要使⽤CDN加速指定網站上的業務，則需要將該

網站作為來源站點，為其建⽴加速網域名稱。CDN通過加
速網域名稱將來源站點上的資源緩衝到CDN的加速節點，
實現資源訪問加速 。

3 配置CNAME。
• 阿⾥雲/萬網配置流程
• #unique_7
• #unique_8

網域名稱添加成功後，CDN會分配對應的CNAME地址。
如果您需要開啟CDN加速服務，則需要在來源站點上配置
CNAME地址，訪問加速網域名稱的請求才能轉寄到CDN
節點上，達到加速效果。在不同網站上配置CNAME的⽅
法不同，您可以根據所需選擇。

⽂档版本：201908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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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通CDN服務
您在使⽤CDN之前，需要先開通CDN服務，本⽂詳細介紹了快速開通CDN服務的⽅法。

前提条件
执⾏本⽂操作之前，请确保您已完成阿⾥云账号注册和实名认证。

操作步骤
1. 登录阿⾥云CDN平台。
2. 单击⽴即购买。
3. 在雲產品開通⾴，選擇適合您的計費⽅式和購買數量。

CDN的計費⽅式請參考計費⽅式。
4. 選中我已閱讀並同意複選框，單擊⽴即開通。

2 ⽂档版本：201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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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加速網域名稱
如果您需要使⽤CDN加速指定網站上的業務，則需要將該網站作為來源站點，為其建⽴加速網域名
稱。CDN通過加速網域名稱將來源站點上的資源緩衝到CDN的加速節點，實現資源訪問加速 。通
過本⽂檔，您可以詳細瞭解在CDN上添加加速網域名稱的⽅法。

操作步骤
1. 登录CDN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域名管理。

⽂档版本：201908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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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網域名稱管理⾴⾯，單擊添加網域名稱。

4 ⽂档版本：201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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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加速網域名稱、資源分組、業務類型 、來源站點資訊和加速地區。
在添加網域名稱⾴⾯，需要配置的參數說明如下：
參數 參數分

類
說明

加速網
域名稱

- 輸⼊使⽤者網域名稱，例如：ch.aliyun.com。注意事項如下：
• 加速網域名稱⼀般使⽤⼦網域名稱或泛網域名稱，例如： cdntest .

example . com 。
• ⽀援泛網域名稱加速，不⽀援中⽂網域名稱加速，請注意泛網域名稱填

寫規則如： *. test . com 。詳細規則請瞭解泛網域名稱加速規則。
• 加速網域名稱不允許重複添加，如出現網域名稱已添加的提⽰，請提交

⼯單處理。
• 每個賬戶下最多⽀援50個加速網域名稱，如需擴容請提交⼯單處理。
• 加速內容必須合法且符合CDN業務規範，具體可⾒ CDN服務使⽤限

制。
資源分
組

- 選擇加速網域名稱所屬的資源群組。

圖⽚和
小檔案
下載

若您網站的加速內容多為小型的靜態資源 （如小檔案、圖⽚、網⾴樣式檔
案等），推薦您選擇圖⽚小檔案業務類型。

⼤檔案
下載

若您的加速內容為較⼤的檔案（⼤於20MB的靜態檔案），例如遊戲安裝
包、應⽤程式更新、⼿機ROM升級、應⽤程式套件組合下載等情境，推薦
選擇⼤檔案下載業務類型。

ApsaraVideo
for
VOD加
速

若您需要加速⾳頻或視頻檔案，例如⾳樂、視頻的點播業務情境，推薦使
⽤視⾳頻點播業務類型。

業務類
型

#unique_14若您需要直播流媒體加速服務，可以選擇直播流媒體業務類型。該業務類型
當前：
• ⽀援 RTMP 和 HLS 格式
• 不⽀援⾃訂來源站，⽬前統⼀提供直播中⼼伺服器網域名稱： video

- center . alivecdn . com 。

6 ⽂档版本：20190830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zh/faq-detail/401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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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參數分
類

說明

IP ⽀援多個伺服器外網 IP， 阿⾥雲ECS的IP可免審核。
來源站
點網域
名稱

⽀援多個來源站點網域名稱。
说明:

來源站點網域名稱不能與加速網域名稱相同，否則會造成迴圈解析，無法
回源。例如您的來源站點網域名稱為img.yourdomain.com，則加速網
域名稱可設定為cdn.yourdomain.com。

OSS 您可以⼿動輸⼊阿⾥雲OSS Bucket的外網網域名稱，如：xxx.oss-cn-
hangzhou.aliyuncs.com。OSS外網網域名稱可前往OSS控制台查看，
也可直接選擇同帳號下的OSS Bucket。

來源站
點類型

Function
 
Compute
網域名
稱

您需要選擇Function Compute地區和網域名稱。

港澳台
及國外

如果選擇港澳台及國外加速，則無需⼯信部備案。

Global
 
Accelerati
on

如果選擇Global Acceleration，則需要⼯信部
備案。網域名稱備案⽅法，請參⾒#unique_15/
unique_15_Connect_42_section_r1h_lgx_wdb。

加速地
區

中國⼤
陸

如果選擇中國⼤陸，則需要⼯信部備案。網域名稱備案⽅法，請參
⾒#unique_15/unique_15_Connect_42_section_r1h_lgx_wdb。

⽂档版本：201908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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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單擊下⼀步。
當您的加速網域名稱審核通過後，會出現在網域名稱管理的網域名稱列表中。狀態為正常運⾏，
表⽰添加成功。

说明:
• 您可以提交⼯單加急審核。
• 如果您的來源站點為阿⾥雲ECS或OSS，則審核速度會加快。
• 加速網域名稱添加成功後，阿⾥雲CDN會給您分配對應的CNAME地址，配置CNAME後，

CDN服務才會⽣效。

8 ⽂档版本：201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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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CNAME
4.1 阿⾥雲/萬網配置流程

網域名稱添加成功後，阿⾥雲CDN會分配對應的CNAME地址。如果您想啟⽤CDN加速服務，則需
要將加速網域名稱指向CNAME地址，訪問加速網域名稱的請求才能轉寄到CDN節點上，達到加速
效果。本⽂檔以您的網域名稱在阿⾥雲解析（原萬網）為例。

操作步骤
1. 擷取加速網域名稱的CNAME地址。

a) 登⼊CDN控制台。
b) 在左側導覽列，單擊網域名稱管理。
c) 進⼊網域名稱管理⾴⾯，複製加速網域名稱對應的CNAME值。

檔案版本：201908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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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CNAME記錄。
a) 登⼊ 網域名稱解析控制台。
b) 進⼊網域名稱解析⾴⾯，在您需要設定的網域名稱後⾯，單擊解析設定。

c) 單擊添加記錄，添加CNAME記錄。

• 記錄類型：選擇 CNAME 。
• 主機記錄：加速網域名稱的⾸碼。

如果您的加速網域名稱為... 主機記錄為...
testcdn . aliyun . com testcdn

www . aliyun . com www

aliyun . com @

10 檔案版本：201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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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加速網域名稱為... 主機記錄為...
*. aliyun . com *

• 解析線路：預設值。
• 記錄值：您進⾏步驟1時複製的CNAME值。
• TTL：預設值。

d) 單擊確認。
配置CNAME完畢。CNAME配置⽣效後，CDN服務也會⽴即⽣效。

说明:
• 新增CNAME記錄會即時⽣效，修改CNAME記錄72小時之內⽣效。
• 配置完CNAME後，由於狀態更新約有10分鐘延遲，阿⾥雲CDN控制台的網域名稱列表

⾴可能仍提⽰“未配置CNAME”，請您暫時忽略。
3. 驗證CNAME配置是否⽣效。

配置CNAME後，不同的DNS服務商CNAME配置⽣效的時間也不同。您可以通過輸⼊ ping

或 dig 您所添加的加速網域名稱來驗證，如果被轉向*.* kunlun *. com ，即表⽰
CNAME配置已經⽣效，CDN功能也已⽣效。

4.2 DNSPod配置流程
本⽂為您介紹了如何在騰訊雲（原DNSPod）配置CNAME。如果您想啟⽤CDN加速服務，您需要
將加速網域名稱指向CDN節點的CNAME地址，這樣訪問加速網域名稱的請求才能轉寄到CDN節點
上，達到加速效果。

操作步骤

檔案版本：2019083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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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擷取加速網域名稱的CNAME地址。
a) 登⼊CDN控制台。
b) 在左側導覽列，單擊網域名稱管理。
c) 進⼊網域名稱管理⾴⾯，複製加速網域名稱對應的CNAME值。

2. 添加CNAME記錄。
a) 登⼊DNSPod（騰訊雲）的網域名稱解析控制台。
b) 在對應網域名稱的網域名稱解析⾴，選擇添加記錄。
c) 進⾏相關配置。

• 記錄類型：選擇CNAME。
• 主機記錄：即加速網域名稱的⾸碼。例如：您的加速網域名稱為 testcdn . aliyun .

com ，那麼⾸碼為 testcdn 。
• 記錄值：填寫為步驟1複製的CNAME值。
• 解析線路：預設值。
• TTL：預設值。

d) 單擊儲存。
配置CNAME完畢。CNAME配置⽣效後，CDN服務也會⽴即⽣效。

说明:
• 新增CNAME記錄會即時⽣效，修改CNAME記錄72小時之內⽣效。

12 檔案版本：201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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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完CNAME後，由於狀態更新約有10分鐘延遲，阿⾥雲CDN控制台的網域名稱列表
⾴可能仍提⽰“未配置CNAME”，請您暫時忽略。

3. 驗證CNAME配置是否⽣效。
配置CNAME後，不同的DNS服務商CNAME配置⽣效的時間也不同。您可以通過輸⼊ ping

或 dig 您所添加的加速網域名稱來驗證，如果被轉向*.* kunlun *. com ，即表⽰
CNAME配置已經⽣效，CDN功能也已⽣效。

4.3 新網配置流程
本⽂為您介紹了如何在新網配置CNAME。如果您想啟⽤CDN加速服務，您需要將加速網域名稱指
向CDN節點的CNAME地址，這樣訪問加速網域名稱的請求才能轉寄到CDN節點上，達到加速效
果。

操作步骤
1. 擷取加速網域名稱的CNAME地址。

a) 登⼊CDN控制台。
b) 在左側導覽列，單擊網域名稱管理。
c) 進⼊網域名稱管理⾴⾯，複製加速網域名稱對應的CNAME值。

檔案版本：2019083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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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CNAME記錄。
a) 登⼊新網的網域名稱解析控制台, 進⼊對應網域名稱的網域名稱解析⾴，選擇添加新的別名。

前往新網的網域名稱解析控制台, 進⼊對應網域名稱的網域名稱解析⾴，選擇添加新的別名。
• 記錄類型：選擇 CNAME 。
• 主機記錄：加速網域名稱的⾸碼。

如果您的加速網域名稱為... 主機記錄為...
testcdn . aliyun . com testcdn

www . aliyun . com www

aliyun . com @

*. aliyun . com *

• 解析線路：預設值。
• 記錄值：您進⾏步驟1時複製的CNAME值。
• TTL：預設值。

b) 單擊提交。
配置CNAME完畢。CNAME配置⽣效後，CDN服務也會⽴即⽣效。

说明:
• 新增CNAME記錄會即時⽣效，修改CNAME記錄72小時之內⽣效。
• 配置完CNAME後，由於狀態更新約有10分鐘延遲，阿⾥雲CDN控制台的網域名稱列表

⾴可能仍提⽰“未配置CNAME”，請您暫時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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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驗證CNAME配置是否⽣效。
配置CNAME後，不同的DNS服務商CNAME配置⽣效的時間也不同。您可以通過輸⼊ ping

或 dig 您所添加的加速網域名稱來驗證，如果被轉向*.* kunlun *. com ，即表⽰
CNAME配置已經⽣效，CDN功能也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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