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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管理

域名接入
您可以在 DSA 控制台中接入域名，享受腾讯云 DSA 为您提供的动态加速服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接入域名

1. 登录 DSA 控制台，单击左侧【域名管理】菜单进入 域名管理 页面，单击页面中的【+

添加域名】进入 添加域名 页面。

2. 在 域名 位置填入需要加速的域名，域名必须在工信部进行过备案且未接入过腾讯云 CDN 或 腾讯云

DSA。

3. 在 所属项目

处选择域名对应的项目，进行域名的分项目管理，这里的项目为腾讯云所有产品共享，您可以在 

项目管理 控制台中对项目进行管理。

4. 选择 源站类型 并填写源站信息。源站类型只能是【源站 IP】和【源站域名】的其中一个。

4.1. 当源站类型为源站 IP 时，可以设置多个源站 IP（不能是内网 IP），每行填写一个（最多支持 32

个），支持端口设置，设置格式为 

IP:Port

，端口号需大于 0 小于 65536，当填入多个 IP 的时候，回源请求会依次轮流访问各 IP。

4.2. 当源站类型为源站域名时，只能填入一个源站域名，且不能与加速域名相同，支持端口设置，设置

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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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Port

，端口号需大于 0 小于 65536。

5. 域名配置完成后单击【提交】，即可添加域名。在弹出的窗口中单击【前往域名列表】可查看域名状态

。添加的域名，系统将在后台为您部署相关配置，生效时间大约为 5 分钟。

第二步：配置 CNAME

1. 接入域名后，系统会为您分配对应的 CNAME，以 

.dsa.dnsv1.com

为后缀。您可以在 域名管理 页中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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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需要到接入域名的 DNS 服务商处完成 CNAME 配置，配置方法请查阅 CNAME 配置。

3. 验证域名 CNAME 是否已经生效：不同的 DNS 服务商，CNAME

生效的时间略有不同，一般会在半个小时之内生效。您也可以通过 PING 的方式来查询 CNAME

是否生效，如果 PING 到后缀为 

.dsa.sp.spcdntip.com

或 

.dsa.p23.tc.cdntip.com

的域名，表示域名 CNAME 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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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操作
您可以在 DSA 控制台中，对已经接入 DSA

的加速域名进行加速服务开启、关闭、删除、修改所属项目等操作。

启动加速服务

对处于 已下线 状态的域名，您可以对其进行 启动 操作。启动加速服务大约需要 5 分钟，具体操作如下。

登录 DSA 控制台，单击左侧【域名管理】菜单进入 域名管理

页面，勾选需要启动的域名，单击域名上方【启动动态加速】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开启动态加速服务。

关闭加速服务

对处于 已上线 状态的域名，您可以对其进行 关闭

操作，关闭后的域名配置会保留，但不会继续为您提供加速服务，关闭过程大约需要 5 分钟，具体操作如下。

登录 DSA 控制台，单击左侧【域名管理】菜单进入 域名管理

页面，勾选需要启动的域名，在域名上方【更多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关闭动态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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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关闭动态加速服务。

删除加速域名

对处于 已下线 状态的域名，您可以对其进行 删除 操作，删除域名后，其配置将不会保留，具体操作如下。

登录 DSA 控制台，单击左侧【域名管理】菜单进入 域名管理

页面，勾选需要启动的域名，在域名上方【更多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删除】。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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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域名所属项目

为了方便您的管理，您可以修改域名所属项目，具体操作如下。

登录 DSA 控制台，单击左侧【域名管理】菜单进入 域名管理

页面，勾选需要启动的域名，在域名上方【更多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修改所属项目】。

弹出的对话框中会出现【所属项目】下拉菜单，为您的域名选定一个项目，单击【确定】，即可修改域名所属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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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ME 配置
您的域名接入 DSA 后，系统会为您自动分配一个 CNAME 域名（以 

.dsa.dnsv1.com

为后缀)。CNAME 域名不能直接访问，您需要在域名服务提供商处完成 CNAME

配置，配置生效后，即可享受 DSA 加速服务。

腾讯云设置方法

若您的 DNS 服务商为腾讯云，您可通过如下步骤添加 CNAME 记录。

1. 登录 域名管理 控制台，单击要添加 CNAME 记录的域名右侧的【解析】。

2. 跳转到指定域名的 记录管理 页面，单击【添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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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窗口中，将 记录类型 设置为 CNAME，在 主机记录 处填写域名前缀（如：www），在 

记录值 处填写 CNAME 域名，单击【确定】，即可添加 CNAME 记录。

DNSPod 设置方法

若您的 DNS 服务商为 DNSPod，您可通过如下步骤添加 CNAME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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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网设置方法

若您的 DNS 服务商为万网，您可通过如下步骤添加 CNAME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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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设置方法

若您的 DNS 服务商为新网，您可通过如下步骤添加 CNAME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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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CNAME 是否生效

不同的 DNS 服务商，CNAME 生效的时间略有不同，一般会在半个小时之内生效。您也可以通过命令行中的

PING 命令来查询 CNAME 是否生效，如果 PING 到后缀为 

.dsa.sp.spcdntip.com

或 

.dsa.p23.tc.cdntip.com

的域名，表示域名 CNAME 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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