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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域名管理

1

域名管理

1.1 功能概述
域名添加完成后，您可以在CDN控制台上，对接入CDN的加速域名进行启用、停用、
移除、重新审核加速域名的操作，并且支持配置域名下线策略。
您还可以通过单击域名管理页面右上方的
单，格式为Excel。

，导出域名列表中的域名基础配置清

操作场景
域名管理的操作场景如下表所示。
表 1-1 操作场景
管理项

场景说明

对应的API接
口

启用/停用加
速域名

启用：您可以启用处于“已停用”状态下的加速域
名。

启用加速域
名

停用：您可以停用处于“已开启”或“配置失败”
状态下的加速域名。

停用加速域
名

您可以移除处于“已停用”或“审核不通过”状态
下的加速域名。

移除加速域
名

移除加速域名

说明
加速域名移除后，系统将清除域名的相关配置。当再次使
用CDN加速，需要重新添加域名，重新进行域名配置。

复制配置

如果您需要复制某个加速域名的配置到其它加速域
名，达到快速、批量配置域名的目的，您可以通过
复制配置来实现。

-

重新审核加速
域名

对于因域名备案过期而被禁用的加速域名，您在工
信部恢复域名备案后，CDN支持通过控制台进行重
新审核，重新审核通过后CDN会为您解禁域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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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项

场景说明

对应的API接
口

域名下线策略

华为云CDN域名下线策略支持“解析回源”和“停
用域名”两种，您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自定义选
择域名在触发CDN下线机制后的策略。

-

域名配额管理

为防止资源滥用，平台限定了各服务资源的配额，
对用户的资源数量和容量做了限制。如果当前域名
配额限制无法满足使用需要，您可以提交工单申请
扩大配额。

-

1.2 启用/停用加速域名
操作场景
当您因业务需求变更，暂时不需要CDN加速您的域名或重启域名加速服务，您可以在
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进行启用/停用加速域名操作。

查看域名基本信息
进入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在需要查看的加速域名行单击“设置”，在
“基本配置”页签即可查看到加速域名的基本信息。

域名有已开启、已停用、配置中、配置失败、审核中、审核未通过、删除中七种状
态。

停用加速域名
对处于“已开启”或“配置失败”状态的域名，您可以对其进行“停用”操作。停用
后，CDN将不再为域名提供加速服务，但域名的配置不会改变，如果想恢复CDN加速
服务请重新启用CDN。
为保证网页正常访问，停用CDN前请在您的DNS服务商处将域名解析配置为非华为云
CDN分配的CNAME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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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CDN平台会自动停用超过180天没有任何访问流量的域名。

单域名停用
进入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在需要停用的加速域名行单击“更多”，选择
“停用”。

确认需要停用的域名信息，单击“确定”完成域名停用操作。

批量停用加速域名
进入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勾选需要停用的加速域名，单击域名列表上方
“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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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在需要停用的加速域名行单击“更多”，
选择“停用”（也可以勾选您需要停用的多个加速域名，选择域名上方“停用”
按钮）。

2.

确认需要停用的域名信息，单击“确定”完成域名停用操作。

启用加速域名
对处于“已停用”状态的域名，您可以对其进行“启用”操作。
1.

进入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在需要启用的加速域名行单击“更多”，
选择“启用”（也可以勾选您需要启用的多个加速域名，选择域名上方“启用”
按钮）。

2.

确认需要启用的域名信息，单击“确定”完成域名启用操作。

单域名启用
进入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在需要启用的加速域名行单击“更多”，选择
“启用”。

确认需要启用的域名信息，单击“确定”完成域名启用操作。

批量启动加速域名
进入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勾选需要启用的加速域名，单击域名列表上方
“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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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移除加速域名
操作场景
如果您不再使用某个域名作为加速域名，您可以在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进
行移除加速域名操作。加速域名移除后，系统将清除域名的相关配置。当再次使用
CDN加速，需要重新添加域名，重新进行域名配置。
前提条件：域名处于“已停用”或“审核不通过”状态。
说明
加速域名处于“停用”或“审核未通过”状态超过120天，系统会自动删除该域名相关记录。如
果需要继续对该域名进行CDN加速，请重新添加域名。

单域名移除
进入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在需要移除的加速域名行单击“更多”，选择
“移除”。

确认需要移除的域名信息，单击“确定”完成域名移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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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移除加速域名
进入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勾选需要移除的加速域名，单击域名列表上方
“移除”。

1.4 复制配置
如果您想要复制某个加速域名的配置到其它加速域名，可以使用CDN的“复制配置”
功能，以达到快速、批量配置加速域名的目的。您可以通过本文了解如何使用“复制
配置”功能。

注意事项
●

只有当您的域名为已开启状态时，才可以使用复制配置功能。

●

域名配置复制操作成功后，不可撤销，在执行本章操作时请确认您的域名复制配
置正确。

●

在后台拥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无法复制配置。

●

对于流量或带宽较大的域名，请您在复制配置时谨慎操作，以免带来经济损失。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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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域名管理”页面，选择您需要复制配置的加速域名，单击“复制配置”，进
入“确认配置信息”界面。

说明
“复制配置”操作会覆盖原有配置。

4.

勾选需要复制的配置项，单击“下一步”。

说明
● 如果您开通了企业项目，可选域名会分企业项目展示。
● 单次最多可选10个目标域名。
● 如果目标域名在后台有特殊配置，该域名的复制配置操作将会失败。

5.

勾选需要复制配置的域名，单击“复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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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认”，完成操作。

1.5 重新审核加速域名
操作场景
对于因域名备案过期而被禁用的加速域名，您在工信部恢复域名备案后，CDN支持通
过控制台进行重新审核，重新审核通过后CDN会为您解禁域名。
说明
● 通过重新审核来解禁的方式仅支持解禁因工信部备案过期后恢复备案的域名，不支持解禁其
他违规原因被禁用的域名。
● 涉嫌内容违规（涉黄/涉毒/涉赌/涉政等）、域名遭受攻击被禁用的域名永久不能解禁。

操作步骤
进入CDN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在需要重新审核的加速域名行单击“更多”，
选择“重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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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核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
●

●

如果该加速域名被禁用的原因仅为域名备案过期，单击“重新审核”后有如下两
种情况：
a.

域名已重新备案，系统弹出解禁成功提示信息，域名解禁成功。

b.

域名备案未恢复，系统弹出该加速域名尚未备案提示信息。您需要到工信部
为该域名恢复备案后重试。

如果该加速域名被禁用的原因不只是备案过期，单击“重新审核”后系统弹出
“该域名被禁用原因不是备案过期，无法通过重新审核来尝试解禁”提示信息，
您需要重新检查并整改域名内容，整改完成后提交工单或联系客服咨询处理。

1.6 域名下线策略
华为云CDN域名下线是指您的加速域名在触发域名下线机制时，CDN会停止域名的加
速服务，您将无法执行该域名相关的任何配置操作。

背景说明
如下场景下华为云CDN会下线您的加速域名：
场景

描述

账户欠费

账户欠费进入保留期后，如果未及时充值，华为云CDN会下线您的加速域名。

说明
● 域名下线后，CDN会给您预留的电话或者邮箱发送短信或者邮件提示，您可以及时充值，恢
复CDN加速服务。
● 域名备案过期、违规、遭受攻击被封禁后将停用域名，不会触发域名下线策略。

注意事项
●

CDN默认下线策略为“解析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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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N下线策略是全局策略，您帐号下所有的加速域名在下线时均会遵循您设置的
下线策略。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的“域名管理”页面。

2.

单击域名管理页面右上角“域名下线策略”，进入域名下线策略配置页面。

3.

选择您需要的“下线策略”。

下线策略配置

华为云CDN域名下线策略支持“解析回源”和“停用域名”两种，您可以根据自己实
际情况自定义选择域名在触发CDN下线机制后的策略。具体策略说明如下表所示。
策略

说明

解析回源

域名被下线时，您的域名会解析回主源站，最终域名状态调整为“停
用”，停止CDN加速服务。解析回源后域名配置信息仍会保留，待您
的域名恢复正常后，CDN会重新将域名解析回CDN节点并提供加速服
务。
说明
● 加速域名被执行下线策略30天后，华为云CDN将不再提供“解析回源”服
务，您的加速域名将无法被访问。
● 解析回源将把您的源站域名或IP暴露给用户，如果您不希望暴露源站域名或
者IP，请选择“停用域名”。
● 解析回源后业务是否能正常提供服务，依赖于您的源站。

停用域名

4.

域名被下线时，CDN会下线您的加速域名，最终域名状态调整为“停
用”，停止CDN加速服务。域名停用后将无法正常访问，但域名配置
信息仍会保留，待您的域名恢复正常后，CDN会为您重新启用加速域
名。

单击“确认”，完成配置。

下线流程
配置下线策略后，域名下线流程如下表所示。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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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下线流程

账户欠费

1. 华为云账户欠费后，您的华为云资源（如CDN域名资源），将进
入保留期。具体保留期规则请参见保留期
2. 账户欠费后，CDN会根据您设置的下线策略下线您的加速域名。

CDN会根据您设置的下线策略下线您的加速域名：
●

●

下线策略为“解析回源”场景
a.

CDN将您的域名解析回您的主源站。

b.

解析回源成功后，停用您的加速域名。

c.

域名状态调整为“停用”，停止域名加速服务。

下线策略为“停用域名”场景
a.

CDN停用您的加速域名。

b.

域名状态调整为“停用”，停止域名加速服务。

1.7 域名配额管理
域名总配额
为防止资源滥用，平台限定了各服务资源的配额，对用户的资源数量和容量做了限
制。如果当前域名配额限制无法满足使用需要，您可以提交工单申请扩大配额。CDN
域名配额限制如下表。
资源

默认配额

域名数量

100个

缓存文件刷新

2000条/日

缓存目录刷新

100个/日

缓存预热

1000条/日

说明
如果您的帐号下某域名涉嫌违规被封禁，当前帐号将无法添加新的加速域名，刷新、预热的配额
将调整为0。

怎样查看我的配额？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页面右上角，选择“资源 > 我的配额”。进入“服务配额”页面。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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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可以在“服务配额”页面，查看CDN的总配额及使用情况。

如何申请扩大配额？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页面右上角，选择“资源 > 我的配额”。进入“服务配额”页面。

3.

单击“申请扩大配额”。

4.

在“新建工单”页面，根据您的需求，填写相关参数。
其中，“问题描述”项请填写需要调整的内容和申请原因。

5.

填写完毕后，勾选协议并单击“提交”。
单击“工单管理”，可以查看到您提交的申请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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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域名配置

2.1 配置概述
域名添加完成后，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对加速域名进一步自定义配置。自定义配置项
包括源站配置、回源配置（回源HOST配置、Range回源配置、回源跟随配置、OBS私
有桶回源配置）、HTTPS配置、缓存配置、访问控制（防盗链配置、IP黑白名单配
置）、高级配置（HTTP header配置）。

基本配置
配置此项内容时需要加速域名处于“已开启”或“配置中”状态，并且未被CDN锁
定、禁用。
配置项

场景说明

修改源站信
息

当您的源站IP、域名发生变化，源站信息配置错误，或需要添加备
源站时，可以在此项配置中配置相关源站信息。

回源HOST

如果CDN回源时访问的站点域名不是您的加速域名（CDN默认回源
HOST为加速域名），您需要设置回源HOST。

变更业务类
型

如果您的业务有变，当前CDN加速域名的业务类型已经无法匹配您
的需求时，您可以修改业务类型。

变更服务范
围

如果您的用户所在地域发生改变，您可以修改加速域名的服务范
围，更好的匹配当前业务。

IPv6配置

如果您需要以IPv6协议访问CDN，您需要开启此项配置。

回源配置
配置此项内容时需要加速域名处于“已开启”或“配置中”状态，并且未被CDN锁
定、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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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场景说明

回源HOST

当您需要自定义回源HOST指明资源所在的站点域名时，需要在此项
配置中设置相关回源HOST参数信息。

回源方式

如果您需要指定CDN回源时的请求协议，您需要配置回源方式。

回源URL改写

如果您的回源请求URL与源站URL不匹配，您可以改写回源URL，提
高回源请求URL与源站的匹配度，提升回源命中率。

高级回源

如果您需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类型或路径回源到不同源站，可以通过
高级回源配置实现。

Range回源

当您需要设置Range回源以提升大文件的分发效率时，可以在此项
配置中开启Range回源功能开关。

回源跟随

如果您的源站地址因业务需求做了302 /301重定向，您不希望CDN
直接返回302 /301跳转地址给用户，而是向重定向地址发起请求，
将用户所需资源缓存至节点并返回给用户时，可以在此项配置中开
启回源跟随功能开关。

回源是否校
验ETag

如果您的源站资源未改变，该资源缓存到期后不希望CDN回源获取
资源，以达到节约源站带宽的目的，您需要配置回源是否校验
ETag。

OBS私有桶
回源

如果您配置的源站为华为云OBS私有桶，您需要在此项配置中开启
OBS私有桶回源功能开关，CDN才能在回源时有权限访问您的OBS
私有桶资源。

回源请求头

如果您想要改写用户回源请求URL的头部信息，需要设置回源请求
头。

回源超时时
间

如果您需要根据源站特性和业务场景调整回源超时时间，您需要配
置此项。

HTTPS 配置
配置此项内容时需要加速域名处于“已开启”或“配置中”状态，并且未被CDN锁
定、禁用。
功能

说明

HTTPS证书配
置

添加证书，实现HTTPS安全加速。

HTTPS证书要
求

介绍了不同的机构颁发证书的拼接、上传顺序。

HTTPS证书格
式转换

CDN仅支持PEM格式的证书，其它格式需要转换为PEM格式才可
以使用。

TLS版本配置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开启或关闭相应的TLS版本。

强制跳转配置

如果您需要将客户端到CDN节点的请求强制跳转为HTTP/HTTPS，
您需要配置强制跳转。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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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HTTP/2配置

介绍了HTTP/2的背景信息和优势，有助于您决定是否开启此项配
置。

OCSP
Stapling配置

开启此项配置后，CDN将预先缓存在线证书的结果并返回给客户
端，浏览器无需再次查询，从而减少用户验证时间。

缓存配置
配置此项内容时需要加速域名处于“已开启”或“配置中”状态，并且未被CDN锁
定、禁用。
配置项

场景说明

缓存规则

如果您想合理的配置不同资源的缓存过期时间和优先级，有效的
提升缓存命中率，降低回源率，您需要设置缓存规则。

URL参数

如果您需要CDN节点在缓存资源时忽略“?”之后参数，提高缓
存命中率，提升分发效率，您需要开启URL参数。

缓存遵循源站

如果您的源站配置了缓存过期时间，同时想要CDN侧的缓存过期
时间跟源站一致，您需要开启缓存遵循源站。

状态码缓存时间

如果您需要由CDN直接响应给用户错误码，您可以配置状态码缓
存时间，减少回源概率，减轻源站压力。

访问控制
配置此项内容时需要加速域名处于“已开启”或“配置中”状态，并且未被CDN锁
定、禁用。
配置项

场景说明

防盗链配置

当您的网站需要对访问者身份进行识别和过滤，从而限制访问来
源时，可以在此项中进行配置。

IP黑白名单配置

当您的网站需要对用户请求IP地址进行过滤，从而限制访问来源
时，可以在此项中进行配置。

User-Agent黑
白名单

当您的网站需要对用户请求使用的代理过滤，从而限制访问来源
时，可以在此项中进行配置。

URL鉴权配置

当您需要保护用户站点资源，防止资源被用户恶意下载盗用时，
可以在此项中进行配置。

远程鉴权配置

当您想要CDN将用户请求转发到指定的鉴权服务器来完成鉴权，
从而防止资源被用户恶意下载盗用时，可以在此项中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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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配置
配置此项内容时需要加速域名处于“已开启”或“配置中”状态，并且未被CDN锁
定、禁用。
配置项

场景说明

HTTP header
配置（跨域请
求）

当您的网站需要自定义HTTP响应头取值时，可以在此项中进行配
置。

自定义错误页
面

当您需要给客户端返回自定义的错误页面时，您需要配置此项。

智能压缩

如果您想要压缩您网站的静态资源，缩小传输文件的大小，提升
传输效率，减少带宽消耗，您需要开启智能压缩。

视频配置
配置此项内容时需要加速域名处于“已开启”或“配置中”状态，并且未被CDN锁
定、禁用。
配置项

场景说明

视频拖拽

当您观看视频需要随意拖拽播放进度且不影响观看效果时，您可
以配置视频拖拽功能。

2.2 基本配置
2.2.1 修改源站信息
源站是您的网站服务器，是CDN加速分发数据的来源。如果您的源站信息需要修改
（如源站IP，源站域名、OBS桶域名或回源端口），您可以通过源站配置页面修改源站
信息。

背景说明
●

您在添加加速域名时配置的源站会被CDN默认为主源站，您也可以在源站配置页
面添加备源站，配置备源站可以有效降低回源失败率。

●

主备源站存在多个IP地址时，CDN回源时会采用轮询机制。 轮询时间的机制如
下：
–

当某个IP地址连接超时，2秒超时后会切换到下一个IP地址。

–

当收到5xx错误码时，会立即切换到下一个IP地址。

注意事项
●

如果源站信息配置错误，将会造成CDN节点回源失败，请确保您的源站信息配置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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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修改后的源站资源与旧资源不一致，请及时刷新CDN缓存。

●

如果您的业务类型为全站加速，则无法添加备源站。

●

如果您修改后的源站是首次接入CDN，您需要进行源站校验。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基本配置”页签。

5.

在源站配置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修改源站信息”对话框。

6.

根据您的实际业务需求修改主源站参数，如图2-1所示。参数说明如表2-1所示。

操作步骤

图 2-1 修改源站信息

表 2-1 源站参数
参数

说明

源站IP

最多支持输入15个IP地址，以“;”进行分隔。

源站域名

只能输入一个源站域名。

OBS桶域名

需要您已购买华为云OBS桶作为源站。
说明
● 如果您将OBS私有桶域名设置为源站，您还需开启
OBS私有桶回源，否则会导致CDN回源失败。具体
开启方法请参见OBS私有桶回源。
● 如果您使用自定义OBS私有桶作为源站，您需要为
私有桶配置桶策略，配置详见自定义OBS私有桶策
略配置。

回源端口

CDN支持自定义端口回源。
当您选择OBS桶作为源站时，不支持自定义端
口。

回源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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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使用OBS桶作为CDN加速域名的源站，OBS将收取CDN回源的流量费用。详细信息请参
见CDN加速OBS计费规则。
● 配置完成大约需要5到10分钟。

7.

（可选）在备源站添加框单击“添加备源站”。

8.

（可选）根据您的实际业务需求新增或修改备源站参数，备源站新增/修改方法及
参数要求与主源站一致。

9.

–

当CDN的源站是OBS桶时，可以添加备源站

–

备源站不能是“OBS桶域名”。

单击“确定”，完成源站配置。

10. 主备源站配置完成后，您可以手动一键切换主备源站，主源站是“OBS桶域名”
时不支持切换。

配置示例
客户A出于某些原因将资源迁移到另外一台服务器，需要修改加速域名的源站域名为
www.example.com，同时修改HTTPS回源端口为8080。

相关操作
相关FAQ：
1.

加速域名和源站域名有什么区别？

2.

多个加速域名是否可以使用同一源站IP地址？

3.

源站域名可以和加速域名一致吗？

2.2.2 回源 HOST
回源HOST是CDN回源过程中，在源站访问的站点域名，即HTTP请求头中的HOST信
息。配置回源HOST后，CDN在回源过程中会根据HOST信息去对应站点获取资源。

背景信息
源站与回源HOST的区别如下所示：
●

源站：源站决定了用户回源时访问的地址，即源站服务器IP。

●

回源HOST：回源HOST决定了回源时访问到该IP地址上的具体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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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用nginx服务器搭建源站，IP为x.x.x.x，域名为：www.test.com。源站中部
署了多个server，如下所示。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www.a.com;
location / {
root html;
}
}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www.b.com;
location / {
root html;
}
}

如果您想要CDN回源到本服务器，您需要在CDN侧将源站配置为：x.x.x.x或
www.test.com，CDN回源请求到了源站后，如果您需要访问到的server name为
www.a.com，您就需要将回源HOST配置为www.a.com；如果您需要访问到的
server name为www.b.com，您就需要将回源HOST配置为www.b.com。

注意事项
●

域名添加后，CDN默认回源HOST为您的加速域名。如果加速域名不是您期望
CDN在回源时访问的站点域名时，您需要自定义回源HOST来指明站点域名。

●

如果您的源站类型为IP地址或域名，您的回源HOST类型默认为加速域名。

●

如果使用华为云OBS桶作为源站时，默认使用OBS域名作为回源HOST，不可修
改。

●

如果您以源站域名形式将华为云OBS桶或其他云厂商的对象存储桶接入CDN作为
源站，请将回源HOST自定义为您的对象存储桶域名，否则会造成回源失败。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在源站配置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修改源站信息”对话框，如下图所
示。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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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您需要配置的回源HOST域名，单击“确定”，完成回源HOST配置。
说明
完成配置部署大约需要5分钟。

配置示例
配置详情：加速域名为“www.example.com”，源站域名为“www.origin.com”，
回源HOST配置为“www.example01.com”。

当用户访问“http://www.example.com/test.jpg”文件时，CDN节点没有缓存该资
源，此时会解析到源站“www.origin.com”对应的服务器IP（假设IP为
192.168.1.1），在服务器的站点“www.example01.com”路径下，找到“test.jpg”
文件，返回给用户并缓存到CDN节点。

相关操作
相关FAQ：
1.

CDN回源拉取资源的场景有哪些？

2.

加速域名配置的回源HOST与源站有什么区别？

3.

源站为其他云服务厂商（非华为云）的对象存储桶，如何在CDN接入源站？

2.2.3 变更业务类型
如果您的业务有变，当前CDN加速域名的业务类型已经无法匹配您的需求时，您可以
通过CDN控制台修改业务类型。

注意事项
●

暂不支持“全站加速”变更为其它业务类型，反之亦然。

●

修改业务类型会变更CDN底层加速平台，期间会出现少量请求失败或者回源带宽
增高，请在业务低峰期修改，以免业务受损。

●

后台存在特殊配置的加速域名无法变更业务类型。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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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基本配
置”页面。

4.

单击业务类型后方“编辑”，系统弹出“变更业务类型”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5.

选择您需要变更的业务类型，单击“确定”完成变更。

2.2.4 变更服务范围
如果您需要修改加速域名的服务范围，您可以通过CDN控制台的修改服务范围功能实
现。

注意事项
●

服务范围为“中国大陆”切换为“中国大陆境外”时，为了避免业务受损，需要
先切换为“全球”，然后再切换到“中国大陆境外”，反之亦然。

●

全站加速的域名暂不支持控制台修改服务范围。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基本配
置”页面。

4.

单击服务范围后方“编辑”，系统弹出“变更服务范围”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操作步骤

说明
后台存在特殊配置的加速域名无法变更服务范围。

5.

选择您需要变更的服务范围，单击“确定”完成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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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IPv6 配置
CDN支持客户端以IPv6协议访问节点，您可以通过开启IPv6开关完成配置，配置完成
后，CDN也将携带IPv6的客户端IP信息访问您的源站。

注意事项
●

中国大陆大多数节点已支持IPv6，开启IPv6配置后，如果用户采用IPv6协议访问
CDN，而最优节点不支持IPv6协议，用户仍可以以IPv4协议访问CDN节点。

●

服务范围为“全球”的域名，可提交工单开启“中国大陆境内节点”的IPv6功
能。

●

服务范围为“中国大陆境外”的域名，暂不支持开启IPv6。

●

后台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暂不支持开启IPv6。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基本配
置”页面。

4.

打开“IPv6开关”，完成配置。

配置步骤

2.3 回源配置
2.3.1 概述
当终端用户访问资源时，如果CDN节点没有缓存该资源，就会回源请求资源并缓存到
CDN节点。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对回源的各个参数进行设置，提升资源访问效率。
回源相关配置详见下表：
功能

说明

回源方式

如果您需要指定CDN回源时的请求协议，您需要配置回源
方式。

回源URL改写

如果您的回源请求URL与源站URL不匹配，您可以改写回
源URL，提高回源请求URL与源站的匹配度，提升回源命
中率。

概述

如果您需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类型或路径回源到不同源站，
可以通过高级回源配置实现。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22

CDN
用户指南

2 域名配置

功能

说明

Range回源

如果您的资源内容较大，希望CDN回源时只返回指定范围
的内容，以便缩短大文件的分发时间，提升回源效率，减
少回源消耗，您需要设置Range回源。

回源跟随

如果您的源站地址因业务需求做了301/302 重定向，您需
要开启回源跟随功能才可以将重定向的资源缓存到CDN节
点，达到加速分发的效果。

回源是否校验ETag

如果您的源站资源未改变，该资源缓存到期后不希望CDN
回源获取资源，以达到节约源站带宽的目的，您需要配置
回源是否校验ETag。

OBS私有桶回源

如果您使用OBS私有桶作为源站，您需要开启OBS私有桶
回源功能，CDN才有权限访问您的源站，加速您的域名。
说明
如果您的源站是OBS公有桶，请不要开启OBS私有桶回源。

回源超时时间

如果您需要根据源站特性和业务场景调整回源超时时间，
您需要配置此项。

回源请求头

如果您想在回源时加入指定的HTTP消息头部，改写终端
用户请求URL中的头部信息，您需要设置回源请求头。

2.3.2 回源方式
您可以通过配置回源方式来指定CDN回源时的请求协议。

注意事项
CDN默认回源方式为协议跟随。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回源配置”页签。

5.

在回源方式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配置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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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源方式

说明

协议跟随

回源协议跟客户访问协议一致

HTTP

CDN采用HTTP协议回源。

HTTPS

CDN采用HTTPS协议回源。

选择需要配置的回源方式，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2.3.3 回源 URL 改写
当回源请求URL与源站URL不匹配时，会导致回源失败。您可以在CDN控制台改写回
源URL，提高回源请求URL与源站的匹配度，提升回源命中率。

注意事项
●

最多添加20条回源URL改写规则。

●

本功能不适用于全站加速域名下的动态资源，所以配置后不会生效。

●

后台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暂不支持改写回源URL。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回源配置”页签。

5.

在回源URL改写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配置弹框。

操作步骤

表 2-2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所有文件

改写当前域名下所有文件的回源URL。

URL路径

改写指定路径下的回源URL，前缀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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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通配符

支持通配符匹配，全路径匹配。

待改写回源URL

需要替换的URL。
● 以正斜线（/）开头的URL，不含http(s)://头及域
名。
● 长度不超过512个字符。
● 支持通配符*匹配，如：/test/*/*.mp4。
● 匹配方式为“URL路径”时，不支持配置参数。
● 匹配方式为“通配符”且输入“/”时，匹配根目
录。

目标回源URL

替换后的URL。
● 以正斜线（/）开头的URL，不含http(s)://头及域
名。
● 长度不超过256个字符。
● 通配符 * 可通过$n捕获（n=1,2,3...，例如：/
newtest/$1/$2.jpg）。

优先级

回源URL改写规则的优先级。
● 优先级设置具有唯一性，不支持多条回源URL改
写规则设置同一优先级，且优先级不能输入为
空。
● 多条规则下，不同规则中的相同资源内容，CDN
按照优先级高的规则执行URL改写。
● 取值为1~100之间的整数，数值越大优先级越
高。

配置示例
示例1：加速域名www.example.com的回源URL改写配置如下图所示。

原始请求：https://www.example.com/test/a.txt
改写后的回源请求：https://www.example.com/test/b.txt
示例2：加速域名www.example.com的回源URL改写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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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请求：https://www.example.com/test/aaa/bbb.mp4?pr1
改写后的回源请求：https://www.example.com/newtest/aaa/bbb.mp4
示例3：加速域名www.example.com的回源URL改写配置如下图所示。

原始请求：https://www.example.com/test/aaa/bbb.txt
改写后的回源请求：https://www.example.com/new.jpg

2.3.4 高级回源
CDN支持根据不同URL路径回源到不同源站，如果您需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类型或路径
回源到不同源站，可以通过高级回源配置实现。

注意事项
●

最多可配置20条规则。

●

后台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控制台无法配置高级回源。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回源配置”页签。

5.

在“高级回源”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配置弹框。

操作步骤

图 2-2 高级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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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

说明

URL匹配方式

URL的匹配方式，支持文件后缀和路径前缀。

URL匹配规则

● 文件后缀：
– 支持所有格式的文件类型。
– 输入首字符为“.”，以“;”进行分隔。
– 输入的文件后缀名总数不能超过20个。
– 字符总数不能超过512。
– 文件名后缀英文字符大、小写代表不同资源。
示例：.JPG;.zip;.exe。
● 路径前缀：输入要求以“/”作为首字符，以“;”进行
分隔，输入的目录路径总数不能超过20个，且字符总数
不能超过512。
示例：/test/folder01;/test/folder02。

源站类型

支持源站IP、源站域名、OBS桶域名。

地址

源站IP：
● 支持IPv4。
源站域名：
● 字符总数不超过250。
● 支持第三方对/象存储桶（公有桶）以源站域名的形式接
入高级回源。
OBS桶域名：
● 字符总数不超过250。
● 仅支持本帐号的OBS桶接入。
● OBS私有桶接入需要开通CDN读取OBS私有桶的授权，
配置请参考委托授权。
说明
后台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暂不支持OBS桶域名。

6.

优先级

优先级取值范围为1~65535，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

操作

删除：删除当前规则。

输入相关参数，单击“确认”，完成配置。

2.3.5 Range 回源
Range回源是指源站在收到CDN节点回源请求时，根据HTTP请求头中的Range信息返
回指定范围的数据给CDN节点。

背景信息
●

Range信息的作用是在HTTP请求头中指定返回数据的范围，即第一个字节的位置
和最后一个字节的位置。如：Range: bytes=0-100就是请求该文件的前101个字节
的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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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回源能有效缩短大文件的分发时间，提升回源效率，减少回源消耗。

●

开启Range回源的前提是您的源站支持Range请求，即HTTP请求头中包含Range
字段，否则可能导致回源失败。

●

如果加速的域名业务类型为“全站加速”，开启Range回源无效。

●

文件下载加速、点播加速默认开启Range回源。

●

如果单个源站资源超过1G，不开启Range回源将造成回源失败。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回源配置”页签。

5.

在Range回源配置模块，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选择是否开启Range回源开关。

注意事项

操作步骤

配置示例
域名www.example.com开启Range回源，配置如下：

●

用户A请求www.example.com/cdn.mp4，CDN节点在收到用户请求后，节点未缓
存该资源或者缓存已过期，此时发起回源请求，节点回源使用Range请求，分片
获取资源并缓存到节点。

●

如果此时用户B发起的也为Range请求，当节点上存储的分片已满足Range中指定
的字节段，则会直接返回给用户，无需等所有分片获取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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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回源跟随
背景信息
如果您的源站地址因业务需求做了301/302 重定向，CDN的回源请求会返回301/302
状态码，当您开启回源跟随后，CDN节点会先跳转到301/302对应地址获取资源，缓
存后再返回给用户。开启或未开启回源跟随CDN的处理如下：
●

未开启：CDN会将301/302对应跳转地址直接返回给用户，让用户自己去请求跳
转地址的资源。如果该跳转地址域名未加入CDN，则该请求过程不会有加速效
果。

●

已开启：CDN会先跳转到301/302对应地址获取用户所需资源后缓存至节点并返
回给用户，当其他用户再次请求同样资源时会直接命中节点缓存。

注意事项
当您的业务类型为“全站加速”时，不在CDN节点缓存的动态资源“回源跟随”功能
不生效。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回源配置”页签。

5.

在回源跟随配置模块，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选择是否开启回源跟随开关。

●

域名www.example.com开启回源跟随，配置如下：

配置示例

用户请求www.example.com/cdn.jpg文件，未命中缓存，节点回源请求资源。若
源站返回HTTP Response状态码301/302，重定向跳转地址为www.example.com/
test/cdn.jpg。
a.

节点收到301/302状态码后，直接向需要跳转的地址发起请求。

b.

节点获取到资源后，返回给用户，并缓存到节点。

c.

如果用户B再请求www.example.com/cdn.jpg文件，直接命中缓存，节点将
资源返回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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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名www.example.com未开启回源跟随，配置如下：

用户请求www.example.com/cdn.jpg文件，未命中缓存，节点回源请求资源。若
源站返回HTTP Response状态码301/302，重定向跳转地址为www.example.com/
test/cdn.jpg。
a.

节点直接将HTTP Response状态码301/302返回给用户，由客户端向重定向
跳转地址发起请求。

b.

如果重定向跳转地址的域名未接入CDN，则节点不能缓存该资源，不会有加
速效果。

c.

如果用户B请求www.example.com/cdn.jpg文件，重复以上流程。

2.3.7 回源是否校验 ETag
Etag 是URL的Entity Tag，用于标示URL对象是否改变。
域名接入CDN加速后，客户端首次访问时CDN节点会回源请求数据返回给用户，同时
将资源缓存到CDN节点。在设置的缓存过期时间内，当用户再次请求资源时，CDN会
将节点缓存的资源返回给客户端，不需要回源。当CDN节点缓存的资源过期后：
●

开启“回源是否校验ETag”：客户端再次请求该资源时，CDN会校验ETag值。如
果ETag值没有变化，CDN将继续返回给用户节点缓存的资源，无需回源，降低回
源率，减轻源站压力。

●

未开启“回源是否校验ETag”：客户端再次请求该资源时，CDN不会校验ETag
值。无论ETag值有没有变化，CDN都将回源请求资源。

注意事项
CDN默认开启“回源是否校验ETag”。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回源配置”页签。

5.

在“回源是否校验ETag”模块，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选择是否开启。
图 2-3 回源是否校验 E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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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OBS 私有桶回源
如果您的源站为华为云OBS私有桶，您需要开启OBS私有桶回源开关，回源时CDN才
有权限访问您的OBS私有桶资源。

注意事项
●

只有源站为OBS桶的加速域名才支持开启OBS私有桶回源开关。

●

开启OBS私有桶回源开关前必须先对CDN进行针对OBS的云资源委托授权，授权
成功后，CDN将有权限访问您帐户下所有私有桶资源。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回源配置”页签。

5.

如果您首次配置OBS私有桶回源，页面显示如下：

操作步骤

此时的配置步骤如下：
a.

单击“立即授权”，弹出云资源委托授权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b.

单击“确定”，系统将为您在IAM管理控制台委托页面创建名为
“CDNAccessPrivateOBS”委托关系，CDN将有权限访问您的私有OBS桶。
说明
● 请勿删除CDN与OBS的委托关系，否则会导致CDN无法在回源时从OBS私有桶获
取相应资源。
● 如果您的源站是OBS公有桶，请不要开启OBS私有桶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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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

授权委托后的页面如下：

d.

开启OBS私有桶回源开关。

打开OBS私有桶回源开关后，域名管理页面当前加速域名状态显示“配置中”，
配置完成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时间，当域名状态从“配置中”变为“已开启”时，
配置完成。

当CDN回源到OBS私有桶的非加密文件时，完成上述配置即可。如果您的OBS桶
中某些文件进行了KMS加密，此时CDN还无法访问KMS加密文件，您需要为
“CDNAccessPrivateOBS”委托配置“KMS Administrator”权限，CDN才能读
取并加速KMS加密文件。
7.

（可选）为“CDNAccessPrivateOBS”委托配置“KMS Administrator”权限。
a.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管理与监管 > IAM”，进入IAM
控制台。

b.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委托”。

c.

在“委托”界面找到“CDNAccessPrivateOBS”，单击权限配置。

d.

进入“委托权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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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单击“配置权限”。

▪

选择区域级项目，根据OBS桶的位置选择相应的区域。

▪

勾选“KMS Administrator”。

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相关操作
相关FAQ：
1.

使用OBS私有桶做源站，创建授权委托失败

2.3.9 回源超时时间
当用户请求的内容在CDN节点没有缓存时，会回源站请求资源，CDN默认回源请求超
时时间为30s，如果请求超时，表示回源请求失败。您可以根据源站的业务特性及网络
状态调整回源请求超时时间，保障正常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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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后台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暂不支持修改回源超时时间，请提交工单处理。

●

加速范围包含中国大陆境外的域名，暂不支持修改回源超时时间。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回源配置”页签。

5.

在“回源超时时间”配置模块，单击“编辑”按钮。

6.

输入您需要设置的回源超时时间，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操作步骤

2.3.10 回源请求头
如果您需要修改用户回源请求URL中的头部信息，可以通过配置回源请求头参数来实
现。本章帮您了解回源请求头的配置方法。

背景信息
当用户请求的内容CDN节点无缓存时，CDN会回源请求资源。如果您想要改写用户回
源请求URL的头部信息，可以在CDN控制台完成相关配置。
HTTP消息头，是指在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HTTP）的请求
和响应消息中的消息头部分，定义了HTTP传输过程中的具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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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回源请求头配置只会影响通过CDN回源的HTTP消息，对于CDN节点直接响应给用
户的HTTP消息不做修改。

●

同一个请求头不允许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取值。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回源配置”页签。

5.

在回源请求头配置模块，单击“添加”按钮。

6.

配置回源请求头信息

操作步骤

–

添加：在CDN侧添加回源请求头参数，用来改写用户请求URL中的头部信
息。

表 2-4 参数说明
配置项

示例

说明

请求头操作

设置

在回源HTTP请求中增加指定的请求头参数。
● 如果用户请求URL中携带X-test参数，取值
111。CDN侧设置的X-test取值为aaa，那么回
源时X-test的取值为aaa。
● 如果用户请求URL中没有携带X-test参数，那么
回源时增加X-test，取值为aaa。

删除

删除用户请求URL中已经存在的头部信息。
● 如果用户请求URL中携带X-test参数，回源时会
删除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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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示例

说明

请求头参数

X-test

● 长度1～64。
● 由数字0 - 9、字符a - z、A - Z，及特殊符“-”
组成。

请求头取值

aaa

● 长度为1～512。
● 由数字0 - 9、字符a - z、A - Z，及特殊符"*"、
“.”、“-”、“_”组成。
● 不支持变量配置，如：$client_ip，
$remote_port等。

–

编辑：修改当前回源请求头取值或操作

单击“操作”列“编辑”按钮，弹框如下：

配置项

示例

说明

请求头操作

设置

在回源HTTP请求中增加指定的请求头参数。
● 如果用户请求URL中携带X-test参数，取值
111。CDN侧设置的X-test取值为aaa，那么回
源时X-test的取值为aaa。
● 如果用户请求URL中没有携带X-test参数，那么
回源时增加X-test，取值为aaa。

删除

删除用户请求URL中已经存在的头部信息。
● 如果用户请求URL中携带X-test参数，回源时会
删除该参数。

请求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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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示例

说明

请求头取值

aaa

● 长度为1～512。
● 由数字0 - 9、字符a - z、A - Z，及特殊符"*"、
“.”、“-”、“_”组成。
● 不支持变量配置，如：$client_ip,$remote_port
等。

7.

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说明
如果您的域名服务范围为全球或中国大陆境外时，用户请求头“Accept-Encoding”如果包
含多个值，CDN回源时仅透传“Gzip”。

配置示例
加速域名“www.example.com”的回源请求头设置如下：

当用户访问“http://www.example.com/abc.jpg”文件时，CDN节点没有缓存该资
源，CDN回源请求资源。回源时增加“X-cdn头部”，同时删除“X-test头部”。

使用限制
●

如果您的后台存在特殊配置，暂不支持配置Content-Type、Cache-Control、
Expires、Content-Language、Content-Disposition。

●

目前不支持改写以下标准头部信息：

Origin

accept-ch

clear-site-data

push-policy

WsTag

Tcp-Retrans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access-controlmax-age

vary

Date

X-Forward-Type

width

Age

ETag

Purge-Extra

X-Cache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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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

Front-End-Https

ping-to

content-range

cross-originopener-policy

Location

viewport-width

Mime-Version

Proxy-Support

X-Resp-Time

If-Range

sec-fetch-dest

device-memory

X-Mem-Url

Cdn-Src-Ip

ping-from

Allow

X-Url-BlackwhiteList

early-data

Sec-WebSocketExtensions

if-unmodifiedsince

X-Forward-Uri

Conf-File

x-downloadoptions

X-Error-Status

Negotiate

x-permitted-crossdomain-policies

service-workerallowed

X-Appa

x-firefox-spdy

content-dpr

X-Miss-TimesLimit

X-Bwctrl-Limit

X-Bwctrl-Para

X-Max-Conns

nel

public-key-pinsreport-only

X-MAA-Alias

Sec-WebSocketLocation

X-Cache-2

Authorization

Expect

last-event-id

Sec-WebSocketKey

X-Refresh-Pattern

forwarded

X-Local-Ip

Sec-WebSocketProtocol

feature-policy

cross-originresource-policy

Request-Range

Conf-Other

strict-transportsecurity

signed-headers

Cdn-Server-Ip

Sec-WebSocketVersion

accept

X-Black-List

content-location

sourcemap

Partition-BlockSize

ProxyAuthenticationInfo

cross-originembedder-policy

X-Request-Id

x-dns-prefetchcontrol

if-none-match

If-Non-Match

Public

X-White-List

x-ua-compatible

Keep-Alive

Transfer-Encoding

alt-svc

max-age

Last-Modified

x-xss-protection

Sec-WebSocketNonce

dnt

Link

x-robots-tag

Key

expect-ct

sec-fetch-site

access-controlrequest-headers

X-Error-URL

X-Log-Url

content-encoding

X-Times-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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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ppa-Origin

X-Miss-Rate-Limit

X-IP-Region

Dynamic

X-Squid-Error

From

accept-ch-lifetime

X-MAA-Auth

Connection

X-Via-CDN

Max-Forwards

Upgrade

sec-fetch-user

content-securitypolicy-report-only

Pragma

save-data

X-Client-Ip

Cdn-Qos

x-powered-by

X-ForwardMeasured

accept-pushpolicy

server

large-allocation

X-Request-Uri

X-Forward-Ip

Host

ProxyAuthenticate

X-Request-Url

X-Cache-Lookup

Conf-Option

X-Forward-Host

upgrade-insecurerequests

X-Accelerator-Vary

signature

X-Ip-BlackwhiteList

X-Cdn-Src-Port

Sec-WebSocketDraft

Sec-WebSocketOrigin

X-IP-Region-CN

public-key-pins

Ws-Hdr

If-Match

ProxyAuthorization

X-Rate-Limit

sec-fetch-mode

trailer

X-Rewrite-Url

Via

X-Cache

X-Mgr-Traffic

accept-signature

Warning

x-forwarded-proto

If-Modified-Since

AuthenticationInfo

access-controlrequest-method

Content-Length

x-frameoptions(xfo)

Range

A_Dynamic

te

x-forwarded-host

Title

WWWAuthenticate

tk

X-Query-Key

accept-charset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accept-ranges

report-to

access-controlexpose-headers

x-content-typeoptions

Proxy-Connection

server-timing

Retry-After

x-requested-with

X-No-Referer

X-Forward-Peer

Sec-WebSocketAccept

X-Forwarded-For

Conf-Err-Host

Sec-WebSocketKey2

access-controlallow-credentials

X-DenyattackDynconf

referer-policy

Sec-WebSocketKey1

content-securitypolicy

timing-allow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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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NS-Time

Conf-File-List

X-expireURL

x-pingback

Purge-Domain

dpr

-

-

2.3.11 回源配置常见问题
CDN 回源请求资源的场景有哪些？
1.

当CDN节点没有缓存用户请求的内容时，会回源请求资源。

2.

当CDN节点上缓存的内容已过期时，会回源请求资源。

加速域名配置的回源 HOST 与源站有什么区别？
●

源站：源站决定了用户回源时访问的地址，即源站服务器IP。

●

回源HOST：回源HOST决定了回源时访问到该IP地址上的具体站点。
示例：用nginx服务器搭建源站，IP为x.x.x.x，域名为：www.test.com。源站中部
署了多个server，如下所示。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www.a.com;
location / {
root html;
}
}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www.b.com;
location / {
root html;
}
}

如果您想要CDN回源到本服务器，您需要在CDN侧将源站配置为：x.x.x.x或
www.test.com，CDN回源请求到了源站后，如果您需要访问到的server name为
www.a.com，您就需要将回源HOST配置为www.a.com；如果您需要访问到的
server name为www.b.com，您就需要将回源HOST配置为www.b.com。

CDN 节点是否支持通过爬虫访问直接回源？
不支持。
CDN不能区分正常用户访问还是爬虫的访问。爬虫如果记录了节点的IP，下次再访问
会直接访问该IP，如果该节点出现维护或者异常情况时，爬虫结果会失败。

源站为其他云服务厂商（非华为云）的对象存储桶，如何在 CDN 接入源站？
1.

获取对象存储桶域名，在CDN控制台添加域名时选择“源站类型”为源站域名形
式，填入对象存储桶域名。

2.

修改回源配置。CDN默认回源HOST为您的加速域名，当您以源站域名形式接入对
象存储桶后，需要将回源HOST自定义为对象存储桶域名，不能默认为加速域名。
否则，会导致回源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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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HTTPS 配置
2.4.1 概述
HTTPS是以安全为目标的HTTP通道，在HTTP的基础上通过传输加密和身份认证保证
了传输过程的安全性。被广泛应用于万维网上安全敏感的通讯，例如交易支付等。
HTTPS相关配置详见下表：
功能

说明

HTTPS证书配
置

添加证书，实现HTTPS安全加速。

TLS版本配置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开启或关闭相应的TLS版本。

HTTPS证书要
求

介绍了不同的机构颁发证书的拼接、上传顺序。

HTTPS证书格
式转换

CDN仅支持PEM格式的证书，其它格式需要转换为PEM格式才可
以使用。

OCSP
Stapling配置

开启此项配置后，CDN将预先缓存在线证书的结果并返回给客户
端，浏览器无需再次查询，从而减少用户验证时间。

强制跳转配置

如果您需要将客户端到CDN节点的请求强制跳转为HTTP/HTTPS，
您需要配置强制跳转。

HTTP/2配置

介绍了HTTP/2的背景信息和优势，有助于您决定是否开启此项配
置。

2.4.2 HTTPS 证书配置
CDN支持HTTPS安全加速，您可以通过在CDN控制台配置加速域名的HTTPS证书，启
用HTTPS加速服务。

背景信息
HTTP：HTTP协议以明文方式发送内容，不提供任何方式的数据加密，如果攻击者截
取了Web浏览器和网站服务器之间的传输报文，就可以直接读取其中的信息。
HTTPS：为了数据传输的安全，HTTPS在HTTP的基础上加入了SSL协议，SSL依靠证书
来验证服务器的身份，并为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加密。

前提条件
CDN支持使用自有证书，或选择托管在华为云SSL证书管理业务下的证书来配置
HTTPS。
●

如果您使用自有证书配置HTTPS安全加速，自有证书格式必须满足HTTPS证书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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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使用托管在华为云SSL证书管理业务下的证书，需要先在SSL证书管理控制
台将该证书推送到CDN产品，才能在CDN配置HTTPS时选择此证书。具体推送方
法请参见推送证书到云产品。

●

仅支持PEM格式的证书/私钥内容，如果您的证书为非PEM格式，请参照HTTPS证
书要求进行格式转换。

●

证书和加速域名需要匹配，您需要配置域名或泛域名对应的证书，泛域名证书配
置请参见如何配置泛域名证书。

●

配置项停用后证书配置信息将会被清除，再次开启HTTPS配置需要重新配置证书
相关信息。

●

如果您的证书发生了变更，需及时同步更新CDN控制台HTTPS配置项里面的证书
信息。

●

CDN支持国密证书（ECC-SM4-SM3套件），您可以提交工单申请配置国密证书。

注意事项

配置 HTTPS 证书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HTTPS配置”页签。

5.

在HTTPS配置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配置HTTPS安全加速”对话框，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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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状态”开关按钮，开启该配置项。

7.

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证书来源

选择证书来源，有“自有证书”和“华为云托管证书”两项可
选。

证书名称

● 如为自有证书，请输入证书名称。建议证书名称为英文，且
长度不能超过32个字符。
● 如为华为云托管证书，请先前往SSL证书管理控制台将证书
推送到CDN，然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证书，具体推送方法请
参考推送证书到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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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证书内容

● 如为自有证书，请用本地文本查看工具打开证书，将证书内
容复制到文本框中。
● 如为华为云托管证书，证书内容将由系统自动获取。
说明
证书内容中不能有空格、空行，否则会提示证书参数错误。

私钥内容

● 如为自有证书，请用本地文本查看工具打开私钥，将私钥内
容复制到文本框中。
● 如为华为云托管证书，私钥内容将由系统自动获取。

8.

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9.

验证HTTPS证书是否生效。
如果设置成功，您就可以通过HTTPS方式成功访问加速域名的网站资源，并且可
以通过单击浏览器地址栏的锁头标志来查看网站认证信息。

更新 HTTPS 证书
如果您的域名证书发生了更新，您需要同步更新HTTPS配置项里面的证书信息。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HTTPS配置”页签。

5.

在HTTPS配置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配置HTTPS安全加速”对话框，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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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更新”，更新已配置的证书、私钥内容。证书/私钥内容生效大约需要5~10
分钟。
说明
华为云托管证书的需要在SSL证书管理页面更新后，推送到CDN，最后在CDN控制台完成
证书更新。

查看 HTTPS 证书信息
您可以在HTTPS证书配置页面，查看加速域名已配置的HTTPS证书信息。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HTTPS配置”页签。

5.

在HTTPS配置页面，可以查看加速域名已配置的HTTPS证书过期时间等相关信
息。您也可以查看证书内容，但基于安全考虑，不支持私钥内容查看。如下图所
示。

证书过期时间的取值依据是您的证书链中，各级证书的过期时间中的最早过期时
间。

相关操作
相关FAQ：
1.

HTTPS配置是否支持添加自签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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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源站可以正常访问的情况下，加速域名可以使用http访问而无法使用https访问

3.

配置HTTPS安全加速任务一直处于配置中状态

2.4.3 HTTPS 证书要求
HTTPS配置仅支持PEM格式的证书/私钥内容上传，针对不同的证书颁发机构，对证书
内容的上传有不同的要求。

Root CA 机构颁发的证书
Root CA机构颁发的证书是一份完整的证书，配置HTTPS时，仅上传该证书即可。
通过记事本打开*.PEM格式的证书文件，可以查看到类似图2-4所示的全部证书信息。
PEM格式证书：
●

以证书链“-----BEGIN CERTIFICATE-----”开头，以证书链“-----END
CERTIFICATE-----”结尾。

●

证书链之间的内容，要求每行64个字符，最后一行允许不足64个字符。

●

证书内容不包含空格。

图 2-4 PEM 格式证书

中级机构颁发的证书
中级机构颁发的证书文件包含多份证书，配置HTTPS时，需要将所有证书拼接在一起
组成一份完整的证书后再上传。拼接后的证书类似图2-5。
通过记事本打开所有*.PEM格式的证书文件，将服务器证书放在首位，再放置中间证
书。一般情况下，机构在颁发证书的时候会有对应说明，请注意查阅相关规则。通用
的规则如下：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46

CDN
用户指南

2 域名配置

●

证书之间没有空行。

●

证书链的格式如下：
-----BEGIN CERTIFICATE---------END CERTIFICATE---------BEGIN CERTIFICATE---------END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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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拼接后的 PEM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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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 私钥格式要求
PEM格式的文件可以存放证书或私钥，如果*.PEM只包含私钥，一般用*.KEY代替。
通过记事本打开*.PEM或*.KEY的私钥文件，可以查看到类似图2-6所示的全部私钥信
息。
RSA格式私钥：
●

以证书链“-----BEGIN RSA PRIVATE KEY-----”开头，以证书链“-----END RSA
PRIVATE KEY-----”结尾。

●

证书链之间的内容，要求每行64个字符，最后一行允许不足64个字符。

●

证书内容不包含空格。

图 2-6 RSA 格式私钥

当私钥的证书链带有“-----BEGIN PRIVATE KEY-----，-----END PRIVATE KEY-----”
或者“-----BEGIN ENCRYPTED PRIVATE KEY-----，-----END ENCRYPTED PRIVATE
KEY-----”信息时，需要使用OpenSSL工具执行以下命令进行转换：
openssl rsa -in old_key.key -out new_key.key

相关操作
相关FAQ：
1.

HTTPS配置证书失败，提示“证书链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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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HTTPS 证书格式转换
配置HTTPS仅支持PEM格式的证书/私钥，其他格式均不支持。其他格式的证书/私钥
需要转换成PEM格式，建议通过OpenSSL工具进行转换。下面是几种比较流行的证书
格式转换为PEM格式的方法。
以下示例均假设转换前证书名为old_certificate，私钥名为old_key，转换后证书名为
new_certificate，私钥文件名为new_key。
●

DER转换为PEM

●

P7B转换为PEM

●

openssl x509 -inform der -in old_certificate.cer -out new_certificate.pem
openssl rsa -inform DER -outform pem -in old_key.der -out new_key.key
openssl pkcs7 -print_certs -in old_certificate.p7b -out new_certificate.cer

PFX转换为PEM

openssl pkcs12 -in old_certificate.pfx -nokeys -out new_certificate.pem
openssl pkcs12 -in old_certificate.pfx -nocerts -out new_key.key

您也可以参考网络上的第三方证书转换工具进行格式转换。

2.4.5 TLS 版本配置
华为云CDN为您提供了TLS版本配置的功能，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配置合适的
TLS版本。

背景信息
传输层安全性协议（TLS：Transport Layer Security），是一种安全协议，目的是为互
联网通信提供安全及数据完整性保障，最典型的应用就是HTTPS。目前，有四个版本
的TLS协议：TLS1.0/1.1/1.2/1.3，版本越高，安全性相对更高，但是对老版本的浏览器
兼容性相对较差。

配置约束
●

已成功配置HTTPS证书，详见HTTPS证书配置。

●

后台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暂不支持配置TLS版本。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HTTPS配置”页签。

5.

在“TLS版本配置”模块，单击“编辑”进入配置界面。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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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只可开启连续或单个版本号。例如，不可仅开启TLS 1.0和TLS 1.2而关闭TLS 1.1。
● 不可关闭全部版本。
● CDN默认开启TLS 1.0/1.1/1.2/1.3。

6.

选择您需要配置的TLS版本，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2.4.6 强制跳转配置
您可以通过配置强制跳转功能，将客户端到CDN节点的请求跳转为HTTP或HTTPS。

使用限制
如果您想要配置强制跳转为HTTPS，需要先配置HTTPS证书。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HTTPS配置”页签。

5.

在强制跳转模块，单击“编辑”进入配置界面。

跳转类型

说明

默认

同时支持客户端的HTTP和HTTPS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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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跳转类型

说明

HTTP

强制将客户端到CDN节点的请求跳转为HTTP方式。

HTTPS

强制将客户端到CDN节点的请求跳转为HTTPS方式。

选择相应跳转方式，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2.4.7 HTTP/2 配置
背景信息
HTTP/2作为新一代超文本传输协议，具有有效减少TCP握手时延、报文头部传输量、
提升传输效率等优点。http://url只能使用HTTP1.x版本协议，https://url支持HTTP/2版
本的使用。

配置约束
已成功配置HTTPS证书，详见HTTPS证书配置。

协议优势
目前，互联网使用的HTTP协议版本是HTTP1.1，HTTP/2在HTTP1.1的基础上对性能进
行了很大的优化，并且兼容了HTTP1.1的语义。
HTTP/2和HTTP1.1比较主要有如下几大优势：
●

二进制分帧
HTTP/2采用二进制格式传输数据，而HTTP1.1采用文本格式传输数据。二进制格
式传输在协议的解析和优化扩展上更具优势，提升了数据传输效率。

●

头部压缩
HTTP/2对消息头采用HPACK格式进行压缩传输，并在客户端和服务端通过“头部
表”来跟踪和存储消息头，相同的消息头只需通过索引从“头部表”中获取并使
用之前已经请求发送过的消息头。
HTTP/2通过头部压缩， 解决了HTTP1.1每次请求都会携带大量的头部冗余信息而
浪费带宽资源的问题，节省了消息头占用的网络和流量。

●

多路复用
在HTTP/2中，多个请求或者响应可以通过一个TCP连接并发完成，而HTTP1.1中
每个请求或者响应都需要按照先后顺序建立一个TCP链接。HTTP/2通过有效地并
发请求，减少了服务器链接压力，缓解了网络阻塞状况。

配置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HTTPS配置”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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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HTTP/2模块，开启状态开关，完成配置。

2.4.8 OCSP Stapling 配置
开启OCSP Stapling功能，CDN可以预先查询并缓存在线证书验证结果，在与浏览器进
行TLS连接时返回给浏览器，浏览器无需再次前往CA站点查询，从而减少用户验证时
间。

前提条件
●

已成功配置HTTPS证书，详见HTTPS证书配置。

●

全站加速、加速范围包含“中国大陆境外”的域名，暂不支持配置OCSP Stapling
功能。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HTTPS配置”页签。

5.

打开“OCSP Stapling”开关，完成配置。

配置步骤

2.4.9 HTTPS 常见问题
HTTPS 证书配置提交时提示“证书链不齐全”，如何进行证书链补齐？
●

请您查看证书链是否填写完整，是否按照格式添加，是否将所有证书填写完整，
证书顺序是否正确。

●

证书链填写不完整/证书格式不对/证书填写顺序不对，都可能造成报错。

●

按照规则将所有证书填写完整，并按照证书C-证书B-证书A-根证书的顺序依次排
列，可解决报错问题。

●

具体证书链补齐方法请参见HTTPS证书要求。

●

可参考网络上的证书链补齐工具。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53

CDN
用户指南

2 域名配置

HTTPS 证书配置提交时提示“证书格式不对”，如何进行 PEM 证书格式转换？
HTTPS配置仅支持PEM格式的证书/私钥内容上传，针对不同的证书颁发机构，对证书
内容的上传有不同的要求，格式要求请参见HTTPS证书要求。如果您的证书格式不是
PEM，请完成格式转换后再上传，可参考网络上的第三方证书格式转换工具。

2.5 缓存配置
2.5.1 概述
CDN加速的原理就是将源站资源缓存到遍布全球的各个边缘节点，终端用户就近获取
资源，从而达到加速效果。如果您想修改资源在CDN节点的缓存情况，可以通过修改
缓存配置来实现。
缓存相关配置如下表：
功能

说明

缓存规则

如果您想合理的配置不同资源的缓存过期时间和优先级，
有效的提升缓存命中率，降低回源率，您需要设置缓存规
则。

URL参数

如果您需要CDN节点在缓存资源时忽略“?”之后参数，
提高缓存命中率，提升分发效率，您需要开启URL参数。

缓存遵循源站

如果您的源站配置了缓存过期时间，同时想要CDN侧的缓
存过期时间跟源站一致，您需要开启缓存遵循源站。

状态码缓存时间

如果您需要由CDN直接响应给用户错误码，您可以配置状
态码缓存时间，减少回源概率，减轻源站压力。

说明
● 如果您修改了缓存规则、缓存遵循源站设置，请注意：
●

新的规则仅对后面缓存的资源生效，已经缓存的资源需要等缓存过期后，再次缓存才会
遵循新的规则。

●

如果您想要立即生效，请在修改规则后执行缓存刷新操作。

2.5.2 缓存规则
您可以配置CDN节点中某个或某些缓存资源的缓存过期时间规则。当CDN节点缓存的
资源达到设置的缓存过期时间后，用户再次请求该资源时，CDN将直接回源站请求对
应的最新资源返回给用户，并缓存到CDN节点。支持按照“首页”、“所有文件”、
“目录路径”、“文件名后缀”及“全路径”方式指定资源范围。

背景信息
CDN节点的缓存策略遵循HTTP标准协议，通过HTTP响应头中的Cache-control: maxage的字段来设置CDN节点上数据的缓存时间。添加缓存规则让CDN用户可以对指定
的业务做定制化的数据缓存时间管理。合理的配置缓存时间，能够有效的提升命中
率，降低回源率，节省用户的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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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向CDN节点请求数据时，CDN节点会判断缓存数据是否过期。如果缓存数据未
过期，则直接将缓存数据返回给用户，提升获取速度；否则，CDN节点就会向源站发
出回源请求，从源站请求最新数据，更新本地缓存，并将最新数据返回给用户。

注意事项
●

每个域名最多可添加60条缓存规则。

●

CDN缓存过期时间会对“回源率”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CDN缓存过期时间过
短，CDN节点上的数据会经常失效，导致频繁回源，增加了源站的负载，同时也
增大了访问延时；如果CDN缓存过期时间过长，会带来数据更新时间慢的问题。

●

缓存过期时间设置为0时，该文件的所有请求都将回源，可能存在加速业务中断的
风险。

●

节点缓存的资源，可能会由于热度较低而被提前从CDN节点删除。

●

如果您修改了缓存规则，请注意：
–

新的规则仅对后面缓存的资源生效，已经缓存的资源需要等缓存过期后，再
次缓存才会遵循新的缓存规则。

–

如果您想要新的规则对所有资源（包括节点已缓存资源）立即生效，请在修
改缓存规则后执行缓存刷新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缓存配置”页签。

5.

在缓存规则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配置缓存策略”对话框。

6.

单击“添加”，根据业务需求配置缓存策略，如图2-7所示。具体配置参数说明如
表2-5所示，您还可以单击“查看缓存策略配置建议”查看推荐的配置。
图 2-7 配置缓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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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缓存策略配置参数
参数

说明

配置规则

所有文
件

设置CDN节点所有缓存资源的过
期时间。

对于新添加的加速域名，CDN默
认添加一条“所有文件”缓存过
期时间为30天的规则（全站加速
默认缓存时间为0），此默认规则
允许修改，不允许删除。

文件名
后缀

设置指定文件类型的缓存资源的
缓存规则。

● 支持所有格式的文件类型。

对于新添加的业务类型为网站加
速、文件下载加速和点播加速，
且源站为自有源站的加速域名，
CDN默认添加一条常规动态文件
（如.php .jsp .asp .aspx）缓存
过期时间为0的规则，对此类动
态文件请求会直接回源。此默认
规则允许修改和删除。
目录路
径

设置某一指定路径下的缓存资源
的缓存规则。

● 输入首字符为“.”，以“;”
进行分隔。
● 输入的文件后缀名总数不能超
过20个。
● 字符总数不能超过255。
● 文件名后缀英文字符支持大写
和小写。
示例：.JPG;.zip;.exe。
输入要求以“/”作为首字符，以
“;”进行分隔，输入的目录路径
总数不能超过20个，且字符总数
不能超过255。
示例：/test/folder01;/test/
folder02。

全路径

设置完整路径下某一文件的缓存
规则。

输入要求以“/”作为首字符，
"*"不能在结尾。支持匹配指定目
录下的具体文件或者带通配符
"*"的文件。单条全路径缓存规则
里仅支持配置一个全路径。
示例：如/test/index.html或/
test/*.jpg

缓存首
页

设置根目录缓存规则

网站的根目录就是网站的顶层文
件目录，目录下放着网站所有的
子文件夹。
示例：以目录“abc/
file01/2.png”为例，“abc/”就
是根目录，缓存首页就是对
“abc/”设置缓存规则。

优先级

缓存规则的优先级。
优先级设置具有唯一性，不支持
多条缓存规则设置同一优先级，
且优先级不能输入为空。多条缓
存规则下，不同缓存规则中的相
同资源内容，CDN按照优先级高
的缓存规则执行缓存内容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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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配置规则

缓存过
期时间

达到设置的缓存过期时间后，当
用户向CDN节点请求资源时，
CDN会直接回源站请求对应的最
新资源返回给用户，并缓存到
CDN节点中。

时间设置不能超过365天，建议
参考如下规则进行配置：
● 对于不经常更新的静态文件
（如.jpg、.zip等），建议将缓
存过期时间设置成1个月以
上。
● 对于频繁更新的静态文件（如
js、css等），请根据实际业务
情况设定。
● 对于动态文件（如php、jsp、
asp等），建议设置成0秒，回
源获取。

7.

（可选）通过单击缓存规则所在行的“删除”，删除不需要的缓存规则。

8.

单击“确定”，完成缓存规则配置。

配置示例
配置场景1：有一个门户网站，配置了华为云CDN加速，客户希望不缓存首页
需要在CDN控制台增加一条类型为“首页”，缓存过期时间为“0”的规则。

配置场景2：设置某个类型的文件或者某个页面不缓存
1.

某客户配置了CDN加速，设置了对“.do”格式的文件缓存1天，由于业务需求，
需要对“.do”格式的文件不缓存。
需要在CDN控制台增加一条文件名后缀为“.do”的缓存规则，缓存过期时间设置
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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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新规则仅对后续资源缓存生效，新规则配置完成后，建议您刷新“.do”文件所在的URL或
者目录，新规则才可以对所有“.do”文件生效。

2.

某客户配置了CDN加速，发现登录界面无限循环，无法登录，停用CDN加速后，
可以正常登录。
这是因为CDN节点缓存了登录界面导致的，需要在控制台增加一条针对登录界面
的缓存规则，缓存过期时间设置为“0”。以华为云控制台登录界面为例，华为云
控制台的登录页面为“https://auth.huaweicloud.com/authui/login.html#/
login”，在控制台增加一条全路径：/authui/login.html#/login，缓存过期时间
为“0”的缓存规则。

配置场景3：某客户加速域名www.example.com设置了如下图的缓存规则，不知道哪
一个规则生效。

用户访问www.example.com/test/cdn.jpg，虽然所有文件、文件名后缀、全路径三条
规则都匹配到了，但是由于全路径的优先级为8，在三条规则里优先级最高，所以系统
最终匹配全路径/test/*.jpg这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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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URL 参数
背景信息
目前大多数的网页请求都携带URL参数信息，参数以“？”开始，如果参数没有包含
重要信息（如版本信息等），可以选择开启“URL参数”功能，提高缓存命中率，提
升分发效率。如果您需要删除或保留部分参数，您也可以通过CDN控制台完成相关配
置。

开通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缓存配置”页签。

5.

单击“URL参数”的编辑按钮。

表 2-6 参数说明
配置项

说明

参数值

状态

关闭：未配置URL参数，CDN根据
请求URL中“？”之后的参数缓存
资源，默认为关闭状态。

-

开启：开启状态开关时，下方配置
项生效。
忽略URL参数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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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说明

参数值

忽略指定URL
参数

CDN缓存时将忽略您在控制台配
置的参数，保留其它参数。

● 最多可填写10个参数
名，多个参数之间用
“;”分割。
● 支持数字0-9、字符az、A-Z，及特殊符"."、
"_"、"~"。

保留指定URL
参数

CDN缓存时将保留您在控制台配
置的参数，忽略其它参数。

● 最多可填写10个参数
名，多个参数之间用
“;”分割。
● 支持数字0-9、字符az、A-Z，及特殊符"."、
"_"、"~"。

说明
● 如果您域名的某条缓存规则有特殊的URL参数配置，暂不支持控制台修改配置，请提工
单解决。

6.

打开“状态”开关，选择您需要的参数操作，参照表2-6填写参数值，单击“确
定”完成配置。

●

示例1：域名“www.example.com”的URL参数配置如下

配置示例

配置结果：终端用户首次访问URL“http://www.example.com/1.txt”时，CDN无
缓存，回源请求资源；第二次访问“http://www.example.com/1.txt?test1”时，
由于开通了“忽略URL参数”功能，所以“?”之后的参数不匹配，直接命中缓存
“http://www.example.com/1.txt”。
●

示例2：域名“www.example.com”的URL参数配置如下

配置结果：终端用户首次访问URL“http://www.example.com/1.txt”时，CDN无
缓存，回源请求资源；第二次访问“http://www.example.com/1.txt?test1”时，
由于没有开通“忽略URL参数”功能，所以“?”之后的参数也需要匹配，要重新
回源请求“http://www.example.com/1.txt?test1”。
●

示例3：域名“www.example.com”的URL参数配置如下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60

CDN
用户指南

2 域名配置

配置结果：终端用户首次访问URL“http://www.example.com/1.txt”时，CDN无
缓存，回源请求资源；第二次访问“http://www.example.com/1.txt?
parm1&parm2”时，由于忽略了参数“parm1”和“parm2”，所以无需匹配，
直接命中缓存“http://www.example.com/1.txt”。

2.5.4 缓存遵循源站
背景信息
如果源站配置了缓存过期时间，即源配置了Cache-Control:max-age，您希望CDN的
缓存过期时间与源站配置一致，可以选择开启“缓存遵循源站”功能，CDN将执行源
站的缓存过期时间。

开通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缓存配置”页签。

5.

您将看到如下页面：

6.

打开“缓存遵循源站”开启此功能。

配置示例
加速域名“www.example.com”开启了缓存遵循源站功能，如下图所示：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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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访问“http://www.example.com/abc.jpg”文件时：
●

如果源站cache-control设置为max-age，CDN遵循max-age配置。

●

如果源站cache-control设置为no-cache、private、no-store，CDN不缓存源站内
容，没有加速作用。

●

如果源站没有设置cache-control，则执行CDN控制台设置的缓存规则。

2.5.5 状态码缓存时间
CDN节点回源站请求资源时，源站会返回响应的状态码，您可以在CDN控制台设置状
态码的缓存时间，当客户端再次请求相同资源时，不会触发回源，减少回源概率，减
轻源站压力。

适用场景
状态码缓存时间功能主要适用于源站响应异常状态码的场景。当源站运行正常时，
CDN回源请求资源后将按照设置的缓存规则将资源缓存到节点，再次访问相同资源时
不会触发回源。当源站响应异常，且不希望所有请求都由源站响应，可以设置状态码
缓存时间，减轻源站压力。
典型应用：图片abc.jpg已从源站删除，CDN节点无缓存，且持续有用户在访问该资
源，那么所有访问都将会回源，由源站响应4xx状态码，增加源站压力。此时如果在
CDN配置4xx状态码缓存时间，用户再次请求资源将直接由CDN节点响应4xx状态码，
无需回源。

注意事项
●

后台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暂不支持配置状态码缓存时间。

●

当前支持以下状态码：
–

4XX：400、403、404、405、414。

–

5XX：500、501、502、503、504。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缓存配置”页签。

5.

单击“状态码缓存时间”下方的“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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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描述

示例

状态码

需要缓存在状态码。

404

缓存时间

状态码在CDN节点的缓存时间。

3天

● 如果时间设置为0，即为不缓存状态
码。
● 最长可设置365天。
6.

输入需要设置的配置项，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配置示例
域名www.example.com的配置了如下状态码缓存规则：

结果：当用户访问某资源，CDN节点无缓存，回源请求资源，而此时源站已将该资源
删除，返回404状态码，CDN将此状态码透传给用户，同时将该状态码缓存到节点。在
缓存有效期（30天）内，当用户再次访问该资源时，CDN直接给用户返回404状态
码，无需回源，减轻源站压力。

2.5.6 缓存配置常见问题
1.

如何提高CDN缓存命中率？

2.

缓存配置中配置缓存过期时间为365天，未过期，为什么有些文件能下载有些不
能？

3.

CDN会缓存 404、403状态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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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访问CDN加速域名，无法正常登录或者显示其他用户信息？

2.6 访问控制
2.6.1 概述
如果您想对访问者身份进行识别和过滤，限制部分用户访问，提高CDN的安全性，您
可以通过设置防盗链、IP黑白名单、UA黑白名单、URL鉴权来实现。
功能

说明

防盗链配置

配置referer黑白名单，通过设置的过滤策略，对访问者
身份进行识别和过滤，实现限制访问来源的目的。

IP黑白名单配置

配置IP黑白名单，通过设置过滤策略，对用户请求IP地
址进行过滤，从而限制访问来源。

User-Agent黑白名单

当您的网站需要对用户请求使用的代理过滤，从而限制
访问来源时，可以在此项中进行配置。

URL鉴权

配置URL鉴权功能，通过保护用户站点资源，防止资源
被用户恶意下载盗用。

远程鉴权配置

当您想要CDN将用户请求转发到指定的鉴权服务器来完
成鉴权，从而防止资源被用户恶意下载盗用时，可以在
此项中进行配置。

2.6.2 防盗链配置
配置referer黑白名单，通过设置HTTP Request Header中referer字段值的过滤策略，
对访问者身份进行识别和过滤，实现限制访问来源的目的。

背景信息
HTTP Request Header中的Referer字段值代表了当前页面的请求来源，CDN节点可以
通过Referer跟踪来源，对来源进行识别和判断。
用户访问加速域名网站内容时，访问请求到达CDN节点后，CDN节点会根据配置的
Referer黑白名单，对访问者的身份进行识别和过滤，符合规则的可以顺利访问到该内
容。如果不符合规则，该访问请求将会被禁止，返回403禁止访问的错误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访问控制”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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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防盗链配置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配置防盗链”对话框，如下图所
示。

6.

单击“状态”开关按钮，开启该配置项。

7.

选择“类型”，根据业务需要配置referer相关参数，具体参数说明参见下表。
参数

说明

输入规则

空referer

空referer指HTTP请求头中referer字
段内容为空，或者一个HTTP请求中
根本不包含referer字段。设置黑白名
单时，当勾选了此项，那么此类访问
请求将遵循黑白名单的过滤规则。

/

referer白
名单

● 当请求的referer内容匹配白名单
中的设置时，用户可以访问到请
求的内容。否则，CDN返回403
禁止访问的错误信息。

● 支持输入域名或IP地
址，域名、IP地址可混
合输入，以“;”进行分
割。

● 当勾选了“包含空referer”后，
如果用户发起了此类空referer的
访问请求，用户可以访问到请求
的内容。

● 支持添加泛域名。
● 支持添加带端口的域
名、IP，端口最大值为
65535。
● 输入的域名、IP地址总
数不能超过400个。
示例：
www.example.com:
443;*.test.com;
192.168.0.0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65

CDN
用户指南

2 域名配置

参数

说明

输入规则

referer黑
名单

● 当请求的referer内容匹配黑名单
中的设置时，用户不能访问请求
的内容，CDN节点返回403禁止
访问的错误信息。否则，用户可
以访问到请求的内容

● 支持输入域名或IP地
址，域名、IP地址可混
合输入，以“;”进行分
割。

● 当勾选了“包含空referer”后，
如果用户发起了此类空referer的
访问请求，用户不能访问请求的
内容，CDN节点返回403禁止访
问的错误信息。

● 支持添加带端口的域
名、IP，端口最大值为
65535。

● 支持添加泛域名。

● 输入的域名、IP地址总
数不能超过400个。
示例：
www.example.com:
443;*.test.com;
192.168.0.0

8.

在“规则”文本框处，输入要禁止或允许访问的域名。

9.

单击“确定”，完成防盗链配置。

1.

加速域名为www.example.com，该加速域名配置了referer白名单规则：包含空
referer，白名单内容为www.test.com，如下图所示。

配置示例

–

用户1：请求URL：https://www.example.com/file.html，该请求携带的
referer字段值为空，CDN将会正常返回内容。

–

用户2：请求URL：https://www.example.com/file.html，该请求携带的
referer字段值为：www.test.com，CDN将会正常返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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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用户3：请求URL：https://www.example.com/file.html，该请求携带的
referer字段值为：www.abc.com，CDN节点将会返回403禁止访问的错误信
息。

加速域名为www.example01.com，该加速域名配置了referer黑名单规则：包含空
referer，黑名单内容为www.test01.com，如下图所示。

–

用户1：请求URL：https://www.example01.com/file.html，该请求携带的
referer字段值为空，CDN节点将会返回403禁止访问的错误信息。

–

用户2：请求URL：https://www.example01.com/file.html，该请求携带的
referer字段值为：www.test01.com，CDN节点将会返回403禁止访问的错误
信息。

–

用户3：请求URL：https://www.example01.com/file.html，该请求携带的
referer字段值为：www.bcd.com，CDN将会正常返回内容。

2.6.3 IP 黑白名单配置
配置IP黑白名单，通过设置过滤策略，对用户请求IP地址进行过滤，从而限制访问来
源，阻拦恶意IP盗刷、攻击等问题。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访问控制”页签。

5.

在IP黑白名单配置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配置IP黑白名单”对话框，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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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状态”开关按钮，开启该配置项。

7.

选择配置的类型，输入规则。
参数

说明

类型

● IP黑名单：用户端IP匹配黑名单中的IP或IP段时 ，访问CDN
节点时将直接返回403状态码。
● IP白名单：用户端IP未匹配白名单中的IP或IP段时 ，访问
CDN节点时将直接返回403状态码。
说明
● IP黑名单与IP白名单二选一，不可同时配置。
● 如果用户端运营商为小运营商（非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中国铁通），请添加内网IP段。

规则

● 支持配置IP地址和IP&掩码格式的网段，最多支持配置150
个，一行一个。
● 网段表示形式仅支持IP/8，IP/16，IP/24，IP/32四种形式。
● 网段“IP/掩码”中的IP必须是该网段IP区间首个主机IP地
址。
● 多个完全重复的IP/IP段将合并为一个。
● 不支持通配符，例如，输入192.168.0.* 。
● 支持IPv6，IPv6不支持网段形式。

8.

单击“确定”，完成IP黑白名单配置。

配置示例
加速域名“www.example.com”IP黑白名单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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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IP为192.168.1.1的用户访问资源http://www.example.com/abc.jpg，匹配
黑名单，返回403。

●

客户端IP为192.168.1.3的用户访问资源http://www.example.com/abc.jpg，未匹
配黑名单，正常回内容。

2.6.4 User-Agent 黑白名单
通过配置User-Agent黑名单和白名单实现对访客身份的识别和过滤，从而限制访问
CDN资源的用户，提升CDN的安全性。

背景信息
如果您需要通过HTTP请求中的User-Agent字段来实现访问控制，您可以配置CDN的
UA黑白名单。
User-Agent黑名单：如果匹配到黑名单字段，用户将无法访问当前资源，返回403状态
码。
User-Agent白名单：携带白名单字段才能访问当前资源，白名单以外的字段均无法访
问当前资源，返回403状态码。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访问控制”页签。

5.

在User-Agent黑白名单配置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配置User-Agent黑
白名单”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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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状态”开关按钮，开启该配置项。

7.

选择配置的类型，输入规则。
参数

说明

类型

● 黑名单：携带黑名单字段无法访问到当前资源。
● 白名单：携带白名单字段才能访问当前资源，白名单以外的字段
均无法访问当前资源。

规则

● 支持数字0-9、字符a-z、A-Z，空格，及特殊符"*"、"."、"-"、
"_"、"("、")"、";"、","、"/"。
● 仅支持通配符“*”实现正则匹配，其它字符需要完全匹配。
● 单条规则长度不超过100个字符。
● 最多配置10条规则，每行一条规则。

8.

单击“确定”，完成User-Agent黑白名单配置。

配置示例
加速域名“www.example.com”User-Agent黑白名单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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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HTTP Request Header中User-Agent如下两种情况时：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OW64; Trident/7.0; Touch; rv:11.0) like Gecko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
95.0.4638.54 Safari/537.36

命中黑名单，返回403状态码。

2.6.5 URL 鉴权配置
2.6.5.1 鉴权方式 A
CDN分发的内容默认为公开资源，URL鉴权功能主要用于保护用户站点资源，防止资
源被用户恶意下载盗用。华为云CDN提供了4种URL鉴权配置。本章为您详细介绍鉴权
方式A的实现方式。
说明
● 如果您的域名有特殊配置，暂不支持控制台自助配置URL鉴权。
● 配置鉴权后，用户将携带鉴权参数访问。如果您没有配置“忽略URL参数”：
●

会增大回源概率。

●

如果您的源站为对象存储桶，将会产生桶的流量流出费用。

原理说明
访问加密URL构成：
http://DomainName/Filename?auth_key=timestamp-rand-uid-md5hash
http://DomainName/Filename?auth_key=timestamp-rand-uid-sha256

鉴权字段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 2-7 字段说明
字段

描述

DomainNam
e

CDN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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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timestamp

鉴权服务器生成鉴权URL的时间，即：鉴权开始时间，值为1970年
1月1日以来的当前时间秒数 ，十进制整数。

有效时间

鉴权有效的时间长度，取值为0~31536000s。
示例：如果设置有效时间为1800s，则用户可在从timestamp开始
的1800s内访问CDN。超出该区间，鉴权失败。

rand

随机数，建议使用UUID (不能包含中划线“-”，如:
202cb962ac59075b964b07152d234b70 格式)。

uid

userID。暂未使用（设置成0即可）。

md5hash

通过md5算法计算出来的验证串，数字0-9和小写英文字母a-z混合
组成，固定长度32。

sha256

通过sha256算法计算出来的验证串，数字0-9和小写英文字母a-z混
合组成，固定长度32。

Filename

实际回源访问的URL，鉴权时Filename需以/开头。不包含？后面的
参数。

PrivateKey

用户设定的鉴权密钥，来生成加密URL。如huaweicloud123。密钥
的格式为大小写字母、数字，长度6到32。

鉴权参数名

用户url中携带的鉴权信息参数名，默认为auth_key。

校验方法
CDN服务器拿到请求后，会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校验：
1.

是否携带鉴权参数。如果没有携带鉴权参数，认为请求非法，返回HTTP 403错
误。

2.

时间校验：判断系统当前时间是否在区间[timestamp，timestamp+有效时间]
内。超出该区间，认为过期失效并返回HTTP 403错误。

3.

加密串校验：时间校验通过后，则以sstring方式构造出一个字符串（参考以下
sstring构造方式）。然后使用md5（sha256）算法算出HashValue，并和用户请
求中带来的md5hash（sha256）进行对比。结果一致则认为鉴权通过并返回文
件，否则鉴权失败返回HTTP 403错误。HashValue计算方式如下：
sstring = "Filename-Timestamp-rand-uid-PrivateKey"
HashValue = md5sum(sstring)

或：

sstring = "Filename-Timestamp-rand-uid-PrivateKey"
HashValue = sha256sum(sstring)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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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访问控制”页签，单击“URL鉴权配置”，进入配置弹窗。
图 2-8 配置 URL 鉴权

5.

参照下表配置参数，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表 2-8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鉴权范围

指定哪些文件参与鉴权，目前仅支持选择所有文件。

鉴权KEY

鉴权密码，6~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构成。

加密算法

用于信息加密的算法，可选MD5或SHA256。

有效时间长度

鉴权URL的有效时间，取值为0~31536000s。

鉴权计算器
鉴权计算器是为了方便您生成鉴权URL以供用户使用，根据参数提示设置不同的
参数后，单击“生成”即可生成鉴权URL和过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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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鉴权计算器

说明
如果您的鉴权URL中含有中文或特殊字符，请先进行URL转码（即Encode）后使用。

表 2-9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鉴权KEY

鉴权密码，6~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构成，与鉴权配置中的
密码一致。

访问路径

资源所在路径，以/开头，无需携带参数。

加密算法

用于信息加密的算法，可选MD5或SHA256。

开始时间

鉴权URL的生效起始时间。

有效时间长度

鉴权URL的有效时间，取值为0~31536000s，最大值为鉴权配
置中设置的有效时间。
示例：鉴权配置中设置的有效时间长度为1800秒，鉴权计算器
中设置2000秒，那么有效时间依然是18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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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说明
以使用MD5算法为例：
1.

通过req_auth请求对象：

2.

密钥设为：huaweicloud123（由用户自行设置）

3.

鉴权生效开始日期为：2017年6月30日00：00：00，计算出来的秒数为
1498752000。并且设置有效时间为1800s。

4.
5.

6.

http://hwcdn.example.com/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

CDN服务器构造一个用于计算HashValue的签名字符串：

/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1498752000-0-0-huaweicloud123

CDN服务器根据该签名字符串计算HashValue：

HashValue = md5sum(“/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1498752000-0-0huaweicloud123”) =
40e64d69aac7d15edfc6ec8a080042cb

请求时URL为：

http://hwcdn.example.com/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
auth_key=1498752000-0-0-40e64d69aac7d15edfc6ec8a080042cb

如果请求在有效时间内(2017年6月30日00：00：00-2017年6月30日00：30：00)，并
且计算出来的HashValue与用户请求中带的md5hash值
（40e64d69aac7d15edfc6ec8a080042cb）一致，则鉴权通过。

2.6.5.2 鉴权方式 B
CDN分发的内容默认为公开资源，URL鉴权功能主要用于保护用户站点资源，防止资
源被用户恶意下载盗用。华为云CDN提供了4种URL鉴权配置。本章为您详细介绍鉴权
方式B的实现方式。
说明
● 如果您的域名有特殊配置，暂不支持控制台自助配置URL鉴权。
● 配置鉴权后，用户将携带鉴权参数访问。如果您没有配置“忽略URL参数”：
●

会增大回源概率。

●

如果您的源站为对象存储桶，将会产生桶的流量流出费用。

原理说明
用户访问加密URL构成：
http://DomainName/timestamp/sha256/FileName
http://DomainName/timestamp/md5hash/FileName

当鉴权通过时，实际回源的URL为：
http://DomainName/FileName

鉴权字段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 2-10 字段说明
字段

描述

DomainNam
e

CDN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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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timestamp

鉴权服务器生成鉴权URL的时间，即：鉴权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DDHHMM，如：201706301000。

有效时间

鉴权有效的时间长度，取值为0~31536000s。
示例：如果设置有效时间为1800s，用户设置的timestamp为
2017-06-30 10:00:00，则链接在2017-06-30 10:30:00失效。

md5hash

通过md5算法计算出来的验证串，数字0-9和小写英文字母a-z混合
组成，固定长度32。

sha256

通过sha256算法计算出来的验证串，数字0-9和小写英文字母a-z混
合组成，固定长度32。

Filename

实际回源访问的URL，鉴权时Filename需以/开头。不包含？后面的
参数。

PrivateKey

用户设定的鉴权密钥，来生成加密URL。如huaweicloud123。密钥
的格式为大小写字母、数字，长度6到32。

校验方法
CDN服务器拿到请求后，会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校验：
1.

是否携带鉴权参数。如果没有携带鉴权参数，认为请求非法，返回HTTP 403错
误。

2.

时间校验：判断系统当前时间是否在区间[timestamp，timestamp+有效时间]
内。超出该区间，认为过期失效并返回HTTP 403错误。

3.

加密串校验：时间校验通过后，则以sstring方式构造出一个字符串（参考以下
sstring构造方式）。然后使用md5（sha256）算法算出HashValue，并和用户请
求中带来的md5hash（sha256）进行对比。结果一致则认为鉴权通过并返回文
件，否则鉴权失败返回HTTP 403错误。HashValue计算方式如下：
sstring = “PrivateKeytimestampFilename”
HashValue = sha256sum(sstring)

或：

sstring = “PrivateKeytimestampFilename”
HashValue = md5sum(sstring)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访问控制”页签，单击“URL鉴权配置”，进入配置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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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配置 URL 鉴权

5.

参照下表配置参数，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表 2-11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鉴权范围

指定哪些文件参与鉴权，目前仅支持选择所有文件。

鉴权KEY

鉴权密码，6~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构成。

加密算法

用于信息加密的算法，可选MD5或SHA256。

有效时间长度

鉴权有效的时间长度，取值为0~31536000s。

鉴权计算器
鉴权计算器是为了方便您生成鉴权URL以供用户使用，根据参数提示设置不同的
参数后，单击“生成”即可生成鉴权URL和过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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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鉴权计算器

表 2-12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鉴权KEY

鉴权密码，6~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构成，与鉴权配置中的
密码一致。

访问路径

资源所在路径，以/开头，无需携带参数。

加密算法

用于信息加密的算法，可选MD5或SHA256。

开始时间

鉴权URL的生效起始时间。

有效时间长度

鉴权URL的有效时间，取值为0~31536000s。最大值为鉴权配
置中设置的有效时间。
示例：鉴权配置中设置的有效时间长度为1800秒，鉴权计算器
中设置2000秒，那么有效时间依然是18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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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您的鉴权URL中含有中文或特殊字符，请先进行URL转码（即Encode）后使用。

示例说明
以使用MD5算法为例：
1.

回源请求对象：

http://hwcdn.example.com/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

2.

密钥设为：huaweicloud123（用户自行设置）

3.

用户访问客户源服务器时间为：201706301000（格式为：YYYYMMDDHHMM）

4.

CDN服务器构造一个用于计算md5hash的签名字符串：

5.

CDN服务器根据该签名字符串计算md5hash：

6.

请求CDN时URL：

huaweicloud123201706301000/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

md5hash = md5sum("huaweicloud123201706301000/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 =
51415b2256b64a9772a30edf69c00b08
http://hwcdn.example.com/201706301000/
51415b2256b64a9772a30edf69c00b08
/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

如果请求在有效时间内(2017年6月30日10：00：00-2017年6月30日10：30：00)，并
且计算出来的md5hash与用户请求中带的md5hash值
（51415b2256b64a9772a30edf69c00b08）一致，则鉴权通过。

2.6.5.3 鉴权方式 C1
CDN分发的内容默认为公开资源，URL鉴权功能主要用于保护用户站点资源，防止资
源被用户恶意下载盗用。华为云CDN提供了4种URL鉴权配置。本章为您详细介绍鉴权
方式C1的实现方式。
说明
● 如果您的域名有特殊配置，暂不支持控制台自助配置URL鉴权。
● 配置鉴权后，用户将携带鉴权参数访问。如果您没有配置“忽略URL参数”：
●

会增大回源概率。

●

如果您的源站为对象存储桶，将会产生桶的流量流出费用。

原理说明
C1类鉴权方式的用户访问加密URL格式：

http://DomainName/{<sha256>/<timestamp>}/FileName
http://DomainName/{<md5hash>/<timestamp>}/FileName

鉴权字段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 2-13 字段说明
字段

描述

DomainNam
e

CDN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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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timestamp

鉴权服务器生成鉴权URL的时间，即：鉴权开始时间，值为1970年
1月1日以来的当前时间秒数，十六进制整数。

有效时间

鉴权有效的时间长度，取值为0~31536000s。
示例：如果设置有效时间为1800s，则用户可在从timestamp开始的
1800s内访问CDN。超出该区间，鉴权失败。

md5hash

通过md5算法计算出来的验证串，数字0-9和小写英文字母a-z混合
组成，固定长度32。

sha256

通过sha256算法计算出来的验证串，数字0-9和小写英文字母a-z混
合组成，固定长度32。

Filename

实际回源访问的URL，鉴权时Filename需以/开头。不包含？后面的
参数。

PrivateKey

用户设定的鉴权密钥，来生成加密URL。如huaweicloud123。密钥
的格式为大小写字母、数字，长度6到32。

校验方法
CDN服务器拿到请求后，会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校验：
1.

是否携带鉴权参数。如果没有携带鉴权参数，认为请求非法，返回HTTP 403错
误。

2.

时间校验：判断系统当前时间是否在区间[timestamp，timestamp+有效时间]
内。超出该区间，认为过期失效并返回HTTP 403错误。

3.

加密串校验：时间校验通过后，则以sstring方式构造出一个字符串（参考以下
sstring构造方式）。然后使用md5（sha256）算法算出HashValue，并和用户请
求中带来的md5hash（sha256）进行对比。结果一致则认为鉴权通过并返回文
件，否则鉴权失败返回HTTP 403错误。HashValue计算方式如下：
sstring = "PrivateKey-Filename-Timestamp"
HashValue = md5sum(sstring)

或：

sstring = "PrivateKey-Filename-Timestamp"
HashValue = sha256sum(sstring)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访问控制”页签，单击“URL鉴权配置”，进入配置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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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配置 URL 鉴权

5.

参照下表配置参数，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表 2-14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鉴权范围

指定哪些文件参与鉴权，目前仅支持选择所有文件。

鉴权KEY

鉴权密码，6~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构成。

加密算法

用于信息加密的算法，可选MD5或SHA256。

有效时间长度

鉴权URL的有效时间，取值为0~31536000s。

鉴权计算器
鉴权计算器是为了方便您生成鉴权URL以供用户使用，根据参数提示设置不同的
参数后，单击“生成”即可生成鉴权URL和过期时间。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81

CDN
用户指南

2 域名配置

图 2-13 鉴权计算器

说明
如果您的鉴权URL中含有中文或特殊字符，请先进行URL转码（即Encode）后使用。

表 2-15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鉴权KEY

鉴权密码，6~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构成，与鉴权配置中的
密码一致。

访问路径

资源所在路径，以/开头，无需携带参数。

加密算法

用于信息加密的算法，可选MD5或SHA256。

开始时间

鉴权URL的生效起始时间。

有效时间长度

鉴权URL的有效时间，取值为0~31536000s。最大值为鉴权配
置中设置的有效时间。
示例：鉴权配置中设置的有效时间长度为1800秒，鉴权计算器
中设置2000秒，那么有效时间依然是18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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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说明
以使用MD5算法为例：
1.

回源请求对象：

2.

密钥设为：huaweicloud123（用户自行设置）

3.

鉴权生效开始日期为：2017年6月30日10：00：00，计算出来的秒数为
1498788000，并转换为十六进制为5955b0a0。并且设置有效时间为1800s。

4.

http://hwcdn.example.com/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

CDN服务器构造一个用于计算md5hash的签名字符串：

huaweicloud123/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5955b0a0

5.

CDN服务器根据该签名字符串计算md5hash：

6.

请求CDN时URL：

md5hash = md5sum(huaweicloud123/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5955b0a0) =
aecf1b07f481bbb8122eef5cd52a4bc1
http://hwcdn.example.com/aecf1b07f481bbb8122eef5cd52a4bc1/5955b0a0/T128_2_1_0_sdk/0210/
M00/82/3E/test.mp3

如果请求在有效时间内(2017年6月30日10：00：00-2017年6月30日10：30：00)，并
且计算出来的md5hash与用户请求中带的md5hash值
（aecf1b07f481bbb8122eef5cd52a4bc1）一致，则鉴权通过。

2.6.5.4 鉴权方式 C2
CDN分发的内容默认为公开资源，URL鉴权功能主要用于保护用户站点资源，防止资
源被用户恶意下载盗用。华为云CDN提供了4种URL鉴权配置。本章为您详细介绍鉴权
方式C2的实现方式。
说明
● 如果您的域名有特殊配置，暂不支持控制台自助配置URL鉴权。
● 配置鉴权后，用户将携带鉴权参数访问。如果您没有配置“忽略URL参数”：
●

会增大回源概率。

●

如果您的源站为对象存储桶，将会产生桶的流量流出费用。

原理说明
C2类鉴权方式的用户访问加密URL格式：

http://DomainName/FileName?auth_key=<sha256>&timestamp=<timestamp>
http://DomainName/FileName?auth_key=<md5hash>&timestamp=<timestamp>

鉴权字段描述如下表所示：
表 2-16 字段说明
字段

描述

DomainNam
e

CDN加速域名

timestamp

鉴权服务器生成鉴权URL的时间，即：鉴权开始时间，值为1970年
1月1日以来的当前时间秒数 。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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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有效时间

鉴权有效的时间长度，取值为0~31536000s。
示例：如果设置有效时间为1800s，则用户可在从timestamp开始的
1800s内访问CDN。超出该区间，鉴权失败。

md5hash

通过md5算法计算出来的验证串，数字0-9和小写英文字母a-z混合
组成，固定长度32。

sha256

通过sha256算法计算出来的验证串，数字0-9和小写英文字母a-z混
合组成，固定长度32。

Filename

实际回源访问的URL，鉴权时Filename需以/开头。不包含？后面的
参数。

PrivateKey

用户设定的鉴权密钥，来生成加密URL。如huaweicloud123。密钥
的格式为大小写字母、数字，长度6到32。

鉴权参数名

用户url中携带的鉴权信息参数名，默认为auth_key。

时间戳参数名

用户url中携带的时间戳参数名称，默认为timestamp。

校验方法
CDN服务器拿到请求后，会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校验：
1.

是否携带鉴权参数。如果没有携带鉴权参数，认为请求非法，返回HTTP 403错
误。

2.

时间校验：判断系统当前时间是否在区间[timestamp，timestamp+有效时间]
内。超出该区间，认为过期失效并返回HTTP 403错误。

3.

加密串校验：时间校验通过后，则以sstring方式构造出一个字符串（参考以下
sstring构造方式）。然后使用md5（sha256）算法算出HashValue，并和用户请
求中带来的md5hash（sha256）进行对比。结果一致则认为鉴权通过并返回文
件，否则鉴权失败返回HTTP 403错误。HashValue计算方式如下：
sstring = "PrivateKey-Filename-Timestamp"
HashValue = md5sum(sstring)

或：

sstring = "PrivateKey-Filename-Timestamp"
HashValue = sha256sum(sstring)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访问控制”页签，单击“URL鉴权配置”，进入配置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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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配置 URL 鉴权

5.

参照下表配置参数，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表 2-17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鉴权范围

指定哪些文件参与鉴权，目前仅支持选择所有文件。

鉴权KEY

鉴权密码，6~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构成。

时间格式

鉴权URL中时间的格式。

加密算法

用于信息加密的算法，可选MD5或SHA256。

有效时间长度

鉴权URL的有效时间，取值为0~31536000s。

鉴权计算器
鉴权计算器是为了方便您生成鉴权URL以供用户使用，根据参数提示设置不同的
参数后，单击“生成”即可生成鉴权URL和过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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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鉴权计算器

说明
如果您的鉴权URL中含有中文或特殊字符，请先进行URL转码（即Encode）后使用。

表 2-18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鉴权KEY

鉴权密码，6~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构成，与鉴权配置中的
密码一致。

访问路径

资源所在路径，以/开头，无需携带参数。

加密算法

用于信息加密的算法，可选MD5或SHA256。

开始时间

鉴权URL的生效起始时间。

时间格式

鉴权URL的时间格式，与鉴权配置中保持一致。

有效时间长度

鉴权URL的有效时间，取值为0~31536000s。最大值为鉴权配
置中设置的有效时间。
示例：鉴权配置中设置的有效时间长度为1800秒，鉴权计算器
中设置2000秒，那么有效时间依然是18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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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说明
以使用MD5算法为例：
1.

回源请求对象：

2.

密钥设为：huaweicloud123（用户自行设置）

3.

鉴权生效开始日期为：2017年6月30日10：00：00，计算出来的秒数为
1498788000，并转换为十六进制为5955b0a0。并且设置有效时间为1800s。

4.
5.
6.

http://hwcdn.example.com/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

CDN服务器构造一个用于计算md5hash的签名字符串：

huaweicloud123/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5955b0a0

CDN服务器根据该签名字符串计算md5hash：

md5hash = md5sum(huaweicloud123/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5955b0a0) =
aecf1b07f481bbb8122eef5cd52a4bc1

请求CDN时URL：

http://hwcdn.example.com/T128_2_1_0_sdk/0210/M00/82/3E/test.mp3?
auth_key=aecf1b07f481bbb8122eef5cd52a4bc1&timestamp=5955b0a0

如果请求在有效时间内(2017年6月30日10：00：00-2017年6月30日10：30：00)，并
且计算出来的md5hash与用户请求中带的md5hash值
（aecf1b07f481bbb8122eef5cd52a4bc1）一致，则鉴权通过。

2.6.6 远程鉴权配置
华为云CDN支持远程鉴权功能，即：当用户向CDN节点请求资源时，CDN将用户请求
转发到您指定的鉴权服务器，CDN根据鉴权服务器返回的结果判断是否给用户返回资
源。

背景信息
远程鉴权功能类似URL鉴权，区别如下：
●

URL鉴权：鉴权由CDN节点完成。

●

远程鉴权：CDN节点转发用户请求到您指定的鉴权服务器，由鉴权服务器完成鉴
权功能。

远程鉴权用户请求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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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远程鉴权流程

表 2-19 步骤说明
步骤

说明

①

用户携带鉴权参数访问CDN节点。

②

CDN将用户请求转发至远程鉴权服务器。

③

远程鉴权服务器完成鉴权操作，给CDN节点返回响应状态码。

④

CDN节点根据接收到的状态码判断是否给用户返回所请求的资源。

使用限制
后台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暂不支持使用远程鉴权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访问控制”页签，单击“远程鉴权配置”，进入配置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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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配置远程鉴权

表 2-20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

鉴权服务器地
址

可访问的服务器地址。

https://
example.com/auth

● 输入的URL必须带有“http”或
“https”。
● 不能是localhost或127.0.0.1这类本
地地址。
● 不能是CDN的加速域名。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89

CDN
用户指南

2 域名配置

参数

说明

示例

请求方法

鉴权服务器支持的请求方法，支持
GET、POST、HEAD。

GET

鉴权文件类型

● 所有文件类型：所有文件均参与鉴
权。

所有文件类型

● 指定文件类型：指定类型的文件参
与鉴权。
示例：jpg|MP4。
● 文件类型不区分大小写，即：jpg和
JPG代表同一种文件类型，多个文件
类型用“|”分割。
保留参数设置

设置用户请求中需要参与鉴权的参数，
可选保留所有URL参数、忽略所有URL
参数、保留指定URL参数。

保留所有URL参数

● 参数填写规范：不区分大小写，多
个参数用“|”分割。
自定义URL鉴权
参数

保留请求头设
置

设置CDN节点转发用户请求到远程鉴
权服务器时需添加的参数。您可以选择
预设参数或自定义参数（参数值不区分
大小写）。

选择参数：
http_host

设置用户请求中参与鉴权请求头，可选
保留所有请求头参数、保留指定请求头
参数、忽略所有请求头参数。

保留所有请求头参
数

取值：$http_host

参数填写规范：不区分大小写，多个参
数用“|”分割。
自定义请求头
鉴权参数

鉴权成功状态
码

设置CDN节点转发用户请求到远程鉴
权服务器时需要添加的请求头，可以选
择系统预设的请求头，也可以自定义请
求头（参数值不区分大小写）。

选择参数：
http_referer

设置鉴权成功时远程鉴权服务器返回给
CDN节点的状态码。

200

取值：
$http_referer

● 取值范围：2xx/3xx。
鉴权失败状态
码

设置鉴权失败时远程鉴权服务器返回给
CDN节点的状态码。

403

● 取值范围：4xx/5xx。
响应自定义状
态码

设置鉴权失败时CDN节点返回给用户
的状态码。

403

● 取值范围：2xx/3xx/4xx/5xx。
鉴权超时时间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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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示例

鉴权超时之后
的动作

设置鉴权超时后，CDN节点如何处理
用户请求。

拒绝

● 通过：鉴权超时后允许用户请求，
返回对应的资源。
● 拒绝：鉴权超时后拒绝用户请求，
返回配置的响应自定义状态码给用
户。

表 2-21 预设参数

5.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说明

http_host

请求头中的Host值。

http_user_agent

请求头中的User-Agent值。

只有客户端请求携带
这些值时才可以获取
到。

http_referer

请求头中的Referer值。

http_x_forwarded_fo
r

请求头中的X-Forwarded-For
值。

http_content_type

请求头中的Content-Type值。

remote_addr

请求的Client IP信息。

-

scheme

请求的协议类型。

-

server_protocol

请求的协议版本。

-

request_uri

uri+'?'+args的内容。

-

uri

请求的原始URI。

-

args

请求的query string，不包含
'?'。

-

request_method

请求方法。

-

根据参数提示填写相关参数，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2.7 高级配置
2.7.1 HTTP header 配置（跨域请求）
HTTP header即HTTP消息头，是指在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HTTP）的请求和响应消息中的消息头部分，定义了HTTP传输过程中的具体
参数。
跨域资源共享CORS(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简称跨域访问，当A网站去访问B
网站的资源时，就会发出跨域请求。如果此时B网站的资源不允许A网站进行跨域资源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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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就会遇到跨域问题。此时就可以使用HTTP Header配置功能，在返回的响应消
息中添加所需的消息头，以实现跨域访问等目的。

注意事项
由于HTTP header配置是针对域名，因此一旦配置生效，用户对该域名下任意一个资
源的响应消息中均会加入所配置的消息头。HTTP响应消息头配置仅会影响客户端（浏
览器）的响应行为，不影响CDN节点的缓存行为。

支持配置的响应头
华为云CDN支持以下几种HTTP响应消息头进行自定义取值。
●

Content-Disposition
Content-disposition消息头用来激活客户端下载并指定所下载文件的名称。
服务端向客户端浏览器发送的文件，如果是浏览器支持的文件类型（如txt、jpg
等），则默认使用浏览器打开。如果该文件需要用户以附件形式下载并保存为指
定名称的文件，则可通过配置Content-disposition消息头实现。
说明
如果您使用了2022年1月1日以后创建的OBS桶作为源站，并且需要支持在线预览功能，您
要设置“Content-Disposition”的值为“inline”，详见如何在浏览器中在线预览OBS中的
对象？。

●

Content-Language
Content-Language消息头用来指明向客户页面端提供的用户偏好语言或语言组
合，可以为不同身份用户定制不同的内容。

●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响应头携带了服务端验证后允许的跨域请求域名。
对于简单跨域请求而言，浏览器经此消息头可以确认是否返回所请求的资源内容
给客户端。对于预检请求而言，浏览器经此消息头可以确认是否可以向服务端发
起真正的跨域请求。
说明
为防止因浏览器缓存导致报跨域错误，跨域请求头“Access-Control-Allow-Origin”配置
完成后，请您及时清理浏览器缓存。

●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响应头携带了服务端验证后允许的跨域请求方
法。对于简单跨域请求而言，浏览器经此消息头可以确认是否返回所请求的资源
内容给客户端。对于预检请求而言，浏览器经此消息头可以确认是否可以向服务
端发起真正的跨域请求。

●

Access-Control-Max-Age
Access-Control-Max-Age响应头携带了服务端允许的跨域预检请求结果允许缓存
的时间。浏览器经此消息头可以确认预检请求结果的缓存时间，在缓存有效期
内，浏览器可以使用缓存的预检请求结果判断是否向服务端发起跨域请求。缓存
的预检请求结果过期后，下次请求时浏览器需再次向服务端发送预检请求。

●

Access-Control-Expose-Headers
Access-Control-Expose-Headers用于指定浏览器可以暴露给客户端的响应消息
头。您可以通过配置Access-Control-Expose-Headers自定义客户端可见的响应消
息头。浏览器默认客户端可见的响应头有：Cache-Control、ContentLanguage、Content-Type、Expires、Last-Modified、Pra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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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响应头
如果上述响应头不能满足您的业务需求，CDN支持自定义响应头配置，支持以字
母开头，字母、数字和短横杠（-）组合，长度1~100以内的自定义响应头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CDN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高级配置”页签。

5.

在HTTP header配置模块，单击“编辑”，系统弹出“配置HTTP header”对话
框，如下图所示。

6.

单击“添加”，选择对应响应头操作类型。
响应头操
作

说明

设置

● 若设置的头部已存在，则设置后的头部参数取值覆盖原值。
● 若设置的头部不存在，则会增加该头部。

删除

删除指定的响应头参数。

说明
● 部分头部不支持自助设置/删除，具体清单请参见限制条件。
● HTTP响应头配置规则最多可配置10条。

7.

设置头部参数及取值。
参数

取值规则

取值样例

Content-disposition

激活客户端下载并指定所下
载文件的名称。

attachment;filenam
e=FileName.xls

取值规则：常用配置如右侧
取值样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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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取值规则

取值样例

Content-Language

指定客户端响应页面的语
言。

zh-CN
en-US

取值规则：常用配置如右侧
取值样例所示。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指定跨域请求时，允许访问
该资源的外域URL（即请求
来源）。

样例1：

取值规则：

样例2：

● 支持配置具体URL。
● URL长度不能超过256。
● 在配置指定域名时，需要
加上“http://” 或
“https://”前缀。

https://
www.example.com
*
说明
暂不支持配置泛域
名。

● 支持配置“*”，如果取
值为“*”，则不允许输
入其它URL。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指定跨域请求时，允许使用
的HTTP请求方法。

GET,POST,HEAD

取值规则：支持同时配置多
个请求方法，多个方法间用
“,”分割。
Access-Control-MaxAge

指定跨域请求时，客户端程
序对特定资源的预检请求返
回结果的缓存时间。

86400

取值规则：取值单位为秒，
取值范围为：
1~1000000000。
Access-Control-ExposeHeaders

指定跨域请求时，客户端可
见的响应头部信息。
取值规则：支持同时配置多
个响应头，多个响应头间用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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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取值规则

取值样例

自定义响应头

跨域请求时，客户自定义的
响应头部信息。

x-testcdn

取值规则：长度范围
1~256，支持字母、空格、
数字和特定字符（.-_*#!%&
+|^~'"/:;,=@?）。
说明
自定义参数为Cache-Control
时，支持的取值有：maxage=***（***代表数字）、
private、no-cache、nostore、public，且不支持同时
配置多个值。

8.

单击“确定”，完成HTTP header配置。

●

如果您的后台存在特殊配置，暂不支持配置Content-Type、Expires、CacheControl。

●

以下响应头仅支持修改，不支持删除：

限制条件

●

Content-Base

Content-Disposition

Server

Content-Language

CDN暂不支持以下响应头配置：
A_Dynamic

If-None-Match

Sec-WebSocketOrigin

X-Forward-Peer

Accept-Ranges

If-Range

Sec-WebSocketProtocol

X-Forward-Type

Age

Keep-Alive

Sec-WebSocketVersion

X-Forward-Uri

Allow

Key

Set-Cookie

X-Forwarded-For

AuthenticationInfo

Last-Modified

Tcp-Retrans

X-IP-Region

Authorization

Link

Title

X-IP-Region-CN

X-ForwardMeasured

Location

TransferEncoding

X-Ip-BlackwhiteList

Cdn-Qos

Max-Forwards

Upgrade

X-Local-Ip

Cdn-Server-Ip

Meter

Vary

X-Log-Url

Cdn-Src-Ip

Mime-Version

Via

X-MAA-Al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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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r-Host

Negotiate

WWWAuthenticate

X-MAA-Auth

Conf-File

Origin

Warning

X-Max-Conns

Conf-File-List

Partition-BlockSize

Ws-Hdr

X-Mem-Url

Conf-Option

Pragma

WsTag

X-Mgr-Traffic

Conf-Other

ProxyAuthenticate

X-AcceleratorVary

X-Miss-RateLimit

Connection

ProxyAuthenticationInfo

X-Appa

X-Miss-TimesLimit

ContentEncoding

ProxyAuthorization

X-Appa-Origin

X-No-Referer

Content-Length

ProxyConnection

X-Black-List

X-Query-Key

Content-Location

Proxy-Support

X-Bwctrl-Limit

X-Rate-Limit

Content-MD5

Public

X-Bwctrl-Para

X-RefreshPattern

Content-Range

Purge-Domain

X-Cache

X-Request-Id

Sec-WebSocketNonce

Purge-Extra

X-Cache-2

X-Request-Uri

Date

Range

X-Cache-Lookup

X-Request-Url

Dynamic

Request-Range

X-Cacheable

X-Resp-Time

ETag

Retry-After

X-Cdn-Src-Port

X-Rewrite-Url

Error

Sec-WebSocketAccept

X-Client-Ip

X-Squid-Error

Expect

Sec-WebSocketDraft

X-DNS-Time

X-Times-Limit

If-Modified-Since

Sec-WebSocketExtensions

X-DenyattackDynconf

X-UrlBlackwhite-List

From

Sec-WebSocketKey

X-Error-Status

X-Via-CDN

Front-End-Https

Sec-WebSocketKey1

X-Error-URL

X-White-List

Host

Sec-WebSocketKey2

X-Forward-Host

-

If-Match

Sec-WebSocketLocation

X-Forward-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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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自定义错误页面
用户访问报错时，会给客户端返回错误页面，而此时的页面一般不美观。您可以在
CDN控制台设置自定义错误页面，当访问页面出错时，会给客户端返回指定的页面，
优化用户体验。

注意事项
●

支持对4xx、5xx状态码设置自定义错误页面。

●

如果自定义页面是CDN加速的资源，那么将按照正常CDN计费规则计费。

●

后台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暂不支持配置自定义错误页面。

1.

登录CDN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高级配置”页签。

5.

在自定义错误页面配置模块，单击“添加”，系统弹出“自定义错误页面配置”
对话框。

配置步骤

6.

参数

描述

示例

错误码

需要自定义页面错误码。

404

重定向方
式

将错误码页面重定向到新页面的方式，
可选301或302重定向。

301

重定向的
目标链接

自定义错误码跳转的新页面，必须以
http://或https://开头。

https://example.com/
error404.html

输入各项参数，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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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示例
源站服务器已删除图片“abc.jpg”且CDN节点的缓存已过期，当用户访问https://
example.com/abc.jpg时，客户端返回404状态码，如果您做了如下配置：

结果：当用户访问https://example.com/abc.jpg时，会跳转到https://example.com/
error404.html。

2.7.3 智能压缩
背景信息
当您开启智能压缩功能时，CDN会自动压缩您的静态文件。智能压缩能够有效缩小传
输文件的大小，提升传输效率，减少带宽消耗。智能压缩包含Gzip压缩和Brotli压缩，
Brotli压缩的性能比Gzip压缩提升约15%~25%。

使用限制
●

智能压缩默认对格式为 .js、.html、.css、.xml、.json、.shtml、.htm，且大小为
256Byte-2MB的文件进行压缩。

●

如果源站配置了MD5值校验，请勿开启此功能。CDN对静态文件压缩时，会改变
MD5值，导致压缩后的文件的和源站文件的MD5值不一致。

●

部分浏览器暂不支持Brotli压缩，您可以前往这里查询。

●

后台有特殊配置的域名无法开启智能压缩。

●

同时开启Gzip、Brotli压缩方式时，优先执行Brotli压缩。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4.

选择“高级配置”页签。

5.

单击“智能压缩”后的“编辑”。

开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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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您需要配置的压缩方式，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2.8 视频配置
2.8.1 视频拖拽
背景信息
视频拖拽多应用于视频点播场景，当您观看视频需要随意拖拽播放进度且不影响观看
效果时，您可以配置视频拖拽功能。
●

如果您配置了视频拖拽，在观看视频时拖拽播放进度时，客户端会向服务器发起
类似如下请求：

http://www.example.com/test.flv?start=50

此时将返回从第50字节开始的数据。如果CDN节点已缓存本视频，则节点直接将
该视频返回给用户。
●

开启视频拖拽需同步开启忽略参数配置，即URL参数的配置需为“忽略URL参
数”。

●

开启视频拖拽需要源站支持Range请求。

●

支持的文件格式为：mp4、flv。

表 2-22 文件格式
文件格
式

Meta信息

start参数说明

示例

MP4

源站视频的meta信息
必须在文件头部，不
支持meta信息在尾部
的视频。

start参数表示时间，CDN
会自动定位到start参数所
表示时间的前一个关键帧
（如果当前start不是关键
帧）。start参数的单位是
秒，支持以小数表示，例
如start=1.01，表示开始时
间是1.01秒。

http://
www.example.com/
test.mp4?start=50

源站视频必须带有
meta信息。

start参数表示字节，CDN
会自动定位到start参数所
表示字节的前一个关键帧
（如果当前start不是关键
帧所在位置）。

http://
www.example.com/
test.flv?start=500

FLV

表示从第50秒开始
播放。

表示从第500字节
开始播放。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管理”。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需要修改的域名或域名所在行的“设置”，进入域名配置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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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视频配置”页签。

5.

单击“视频拖拽”的“编辑”按钮，打开开关。
图 2-18 配置视频拖拽

6.

（可选）开启FLV按时间拖拽。
打开“FLV时间拖拽”开关，即可支持按时间拖拽播放FLV格式视频。
说明
如果您开启了“flv时间拖拽”配置后，关闭了“视频拖拽”开关，则“flv时间拖拽”配置
不生效。

7.

8.

（可选）自定义配置视频拖拽的开始和结束参数。
–

开始参数默认为“start”，结束时间默认为“end”。

–

自定义参数支持使用数字0-9、字符a-z、A-Z，及"_"，长度≤64个字符。

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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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热刷新

3.1 概述
CDN提供资源的缓存刷新和缓存预热功能。
●

缓存刷新：提交缓存刷新请求后，CDN节点的缓存内容将会被强制过期，当用户
向CDN节点请求资源时，CDN会直接回源站请求对应的资源。

●

缓存预热：提交缓存预热请求后，源站将会主动将对应的资源缓存到CDN节点，
用户就能直接从CDN节点获取到最新的资源。

前提条件
只有处于“已开启”和“配置中”状态且未被禁用的域名才能执行缓存刷新、缓存预
热操作。相关域名状态说明请参见查看域名基本信息。

3.2 缓存预热
典型应用场景
首次接入：当您的域名首次接入CDN时，您可以将视频等大文件预热，提升用户体
验。
安装包发布：新版本安装包或是升级包发布前，提前将资源预热至CDN加速节点。正
式上线后，海量用户的下载请求将直接由全球加速节点响应，提升下载速度的同时，
大幅度降低源站压力。
运营活动：运营活动发布前，提前将活动页涉及到的静态资源预热至CDN加速节点。
活动开始后，用户访问中所有静态资源均由加速节点响应，海量带宽储备保障用户服
务可用性，提升用户体验。

注意事项
●

预热完成时间取决于用户提交预热文件数量、文件大小以及网络状况等诸多因
素。

●

当历史记录中的对应URL的缓存预热状态为“成功”时，表示预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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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大批量文件预热，可能会导致您的源站带宽资源被占满，预热时请尽量分批
次执行。

●

动态文件（如：asp、jsp、php等格式的文件）不能被预热，请勿对动态文件执行
预热操作。

●

当预热资源在源站的cache-control配置为s-maxage=0、max-age=0、private、
no-cache、no-store，且CDN侧开启了“缓存遵循源站”，此时源站不允许缓存
将导致预热失败。

●

如果未开启“缓存遵循源站”且预热对应资源的缓存过期时间设置为0，CDN无法
缓存该预热资源，预热将会失败。

●

您也可以通过API接口的方式创建域名的缓存预热任务。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服务列表 > CDN与智能边缘 >
CDN ”，进入CDN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预热刷新”。

3.

选择“缓存预热”页签，输入预热URL。

操作步骤

图 3-1 缓存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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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参数说明
预热类型

说明

URL预热

● 输入的URL必须带有“http://”或
“https://”。

● 将具体的文件进行缓存
预热。

● 一行一个URL。
● 每个帐户每天最多预热1000个URL，每次URL
提交个数不超过1000个。
示例：
http://www.example.com/file01.html
http://www.example.com/file02.html
https://example.huawei.com/download/app/
abc.apk

4.

单击“提交”。
预热任务提交后，您可以在“历史记录”页签查看预热任务的执行情况。

3.3 缓存刷新
典型应用场景
新资源发布：在源站点将新资源覆盖同名旧资源后，为避免全网用户受节点缓存影响
仍访问到旧资源上，可通过提交对应资源的URL/目录刷新，清空全网缓存，使全网用
户可直接访问到最新资源。
违规资源清理：当站点上存在违规资源被发现时，删除源站资源后，由于节点缓存资
源仍可被访问到，为维护网络环境，可通过URL刷新删除缓存资源，保证及时清理。

注意事项
●

如果访问url经过改写，您需要使用改写后的真实资源路径进行刷新。

●

浏览器可能缓存了部分资源，缓存刷新后请同步刷新浏览器缓存。

●

您也可以通过API接口的方式创建域名的缓存刷新任务。

●

刷新任务生效大约需要5分钟。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服务列表 > 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预热刷新”。

3.

选择“缓存刷新”页签，选择刷新类型，输入刷新URL或目录。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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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缓存刷新

表 3-2 参数说明
刷新类型

说明

URL刷新

● 每个帐户每天最多刷新2000个URL，每次URL提
交个数不超过1000个。

● 将具体的文件进行缓
存刷新。

● 输入的URL必须带有“http”或“https”。
● 一行一个URL。
示例：
http://www.example.com/file01.html
http://www.example.com/file02.html
https://example.huawei.com/download/app/
abc.apk
说明
● 提交文件完整的URL路径，若提交目录则无刷新效
果。
● 如果您需要刷新的URL中有中文，请同时刷新中文
URL和转码后的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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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类型

说明

目录刷新

刷新方式：
● 刷新变更资源：刷新目录（包含子目录）中有变
化的资源。
● 刷新全部资源：刷新目录下所有资源，包含子目
录资源。
配置规则：
● 每个帐户每天最多刷新100个目录，可一次性全
部提交。
● 输入的URL必须带有“http”或“https”，使用
“/”结尾。
● 一行一个URL。
示例：
http://www.example01.com/folder01/
http://www.example01.com/folder02/
说明
● 刷新根目录时谨慎选择“刷新全部资源”，这样所有资
源的缓存都将过期，导致所有请求都回源站下载，如果
访问量过大可能导致源站崩溃。
● 选择目录刷新且刷新全部资源时，会对目录下所有资
源，包含子目录进行刷新，仅占用一条目录刷新配额。

4.

单击“提交”。
刷新任务提交后，您可以在“历史记录”页签查看刷新任务的执行情况。

3.4 查看历史记录
缓存刷新或预热任务提交后，可以在“历史记录”中查看任务的执行情况。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服务列表 > 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预热刷新”。

3.

选择“历史记录”，查看所有刷新、预热任务执行的情况。

说明
● 查看“历史记录”可查询15天内的缓存刷新和缓存预热任务的执行情况。
● 您也可以通过“URL查询”页签查询15天内的刷新预热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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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刷新预热常见问题
缓存刷新和缓存预热有什么区别？
缓存刷新和缓存预热的区别如下所示：
●

缓存刷新：提交缓存刷新请求后，CDN节点的缓存内容将会被强制过期。当用户
向CDN节点请求资源时，CDN会直接回源站请求对应的资源返回给用户，并将其
缓存。

●

缓存预热：提交缓存预热请求后，源站将会主动将对应的资源缓存到CDN节点。
当用户首次请求时，就能直接从CDN节点缓存中获取到最新的资源，无需再回
源。

缓存刷新和缓存预热相关操作请参考缓存刷新和缓存预热。

CDN 缓存刷新和缓存预热有先后顺序吗？
当您的源站资源更新，想要更新CDN节点缓存时，请注意：
1.

您需要先执行缓存刷新操作，待缓存刷新任务生效后（大约需要5分钟），再执行
缓存预热任务；

2.

若您跳过缓存刷新直接执行缓存预热操作，那么已经缓存到CDN节点的资源不会
更新；

3.

若您首次接入CDN，节点无缓存，可以直接执行缓存预热操作，将资源缓存到
CDN节点。

缓存刷新会刷新所有节点吗？
CDN刷新URL或目录会刷新所有节点。

为什么预热的任务一直在处理中？
预热的任务一直在处理中的可能原因有如下几种：
●

可能当前CDN处于预热高峰期，您的预热任务正在排队中。

●

缓存预热的时候CDN要回源请求资源，会占用源站带宽。当您要执行大批量文件
预热时，可能会导致您的源站带宽资源被占满，建议：

●

a.

预热时请尽量分批次执行。

b.

您可以在访问量低的时间（如夜间）进行预热。

c.

升级您的源站带宽。

预热的任务已完成，在控制台界面没有刷新状态导致，请您刷新控制台界面后再
查看。

如何刷新泛域名的 CDN 缓存？
泛域名缓存刷新时需要在控制台的URL或目录输入框中输入具体的需要刷新的二级域
名下的URL或目录路径，不能直接输入https://*.example.com/file01.html或https://
*.example.com/file02/。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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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已接入CDN加速的泛域名为*.example.com。

●

需要刷新内容的具体二级域名为abc.example.com。
a.

需要刷新的URL为:https://abc.example.com/file01.html；刷新URL时在URL
输入框输入https://abc.example.com/file01.html进行刷新；

b.

刷新目录时在目录输入框输入https://abc.example.com/file02/进行刷新。需
要刷新的目录为：https://abc.example.com/file02/。

做了刷新和预热操作，为什么访问的文件还是旧的？
可能原因是您缓存刷新和预热的时间间隔太近，导致刷新失败，建议您刷新和预热的
间隔时间为五分钟以上。

缓存预热失败怎么办？
缓存预热失败的可能原因是：
1.

执行大批量文件的集中预热时，可能会导致您的源站带宽资源被占满。预热时请
尽量分批次执行，您也可以通过扩充源站带宽来提升预热效率。

2.

检查资源对应的缓存过期时间是否为0，如果为0，不允许缓存会导致预热失败；

3.

排查源站的cache-control配置，配置private、no-cache、no-store将导致CDN不
能缓存引起预热失败，如果不配置，默认为private。

4.

目前不支持预热目录、动态文件和缓存过期时间为0的url。

CDN 是否支持目录预热？
预热仅支持完整URL预热，不支持目录预热，详细内容请参考刷新预热。

缓存刷新预热是否需要对 HTTP 和 HTTPS 分别预热？
不需要，只需要刷新预热HTTP或HTTPS其中一种即可。

同时开通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境外加速，刷新预热时是否需要区分？
对加速域名的缓存刷新和缓存预热不区分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境外，直接刷新预热对
应的URL即可。

是否可以预热 m3u8 文件？
支持对m3u8文件进行预热。

为什么进行缓存刷新的时候报错用户无权限？
可能原因是您的加速域名为“已停用”状态，请重新开启您的加速域名。欠费也可能
会导致您的加速域名停用，请确保您的账户上金额充足。

源站静态文件更新后，能否自动刷新 CDN 缓存？
当站点资源更新时，您可以通过CDN服务所提供的缓存刷新、缓存预热API接口，主动
调用CDN API接口来更新CDN缓存，详见API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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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不支持目录的话，那么 URL 请求是如何从 CDN 请求资源？
CDN预热可以理解为模拟一个用户访问，从源站下载资源。假如CDN支持预热目录，
那么CDN向源站发起访问目录的请求，源站也不知道具体要下载什么文件，因此CDN
业界都无法支持预热目录。而请求一个文件对应的URL，CDN转发给源站下载文件，
源站也能找到对应的文件，完成下载。

CDN 刷新和预热是必须的吗？
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您执行刷新或者预热操作。
1.

源站更新文件后，需要刷新。

2.

针对大文件，建议预热，提升用户体验，特别是视频文件。

3.

小文件不建议预热。

CDN暂不支持自动刷新和预热功能，您需要手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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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统计分析

4.1 统计说明
CDN为您提供了如表4-1所示的统计分析报表，帮助您了解如下信息：
表 4-1 统计说明
统计指标

说明

使用量统计

支持查看所有域名的流量/带宽使用量以及流量命中率，
并且支持使用量详情导出。

访问情况统计

支持查看所有域名的访问请求总数、请求命中率以及每秒
访问请求数，并且支持访问详情导出。

源站统计

支持查看所有域名的回源流量、回源带宽和回源失败率，
并且支持回源详情导出。

热点统计

支持查看所有域名下流量使用量指标的TOP100 URL和请
求数量指标的TOP100 URL，并且支持TOP100 URL详情
导出。

区域/运营商

支持按访客区域或运营商查看所有域名的流量/带宽使用
量以及请求数量，并且支持访客区域指标统计详情、运营
商指标统计详情导出。

状态码统计

支持查看访客对所有域名访问请求的状态码统计，并且支
持状态码统计详情导出。

全站使用量统计

支持查看业务类型为全站加速的域名的流量或带宽数据。

说明
● CDN支持查询已删除的域名的统计数据。
● 如果您开通了企业项目，则已删除的域名不支持查询统计数据。
● CDN控制台“统计分析”和“服务概览”页面中的数据均存在约1小时左右的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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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CDN控制台的“服务概览”页面查看如下统计信息：
●

月度总流量、月度带宽峰值、月度请求数、月度命中率。

●

每日总流量、每日带宽峰值、每日请求数、每日命中率。

●

Top5域名的当日流量趋势图。

●

Top5域名的当日峰值带宽趋势图。

●

Top5域名的请求数量趋势图。

●

接入域名的总数。

●

流量包剩余量。

相关操作
相关FAQ：
1.

统计分析中统计不到数据。

2.

CDN热点统计中Top100 URL的api接口时延是多少？

3.

CDN访客区域统计中“其他”指代什么意思？

4.2 使用量统计
您可以在CDN控制台查看所有域名（如果您开通了企业项目，则已删除域名不支持此
功能）的流量/带宽使用量以及流量命中率。
●

可查询的时间跨度最长为31天，支持查看最近90天的历史数据。

●

如果查询的域名在所指定时间跨度范围内无数据，则流量/带宽和流量命中率趋势
图、域名流量/带宽使用详情列表中不会有数据展示。

●

最小统计粒度为5分钟，当查询跨度为8天及以上时，最小统计粒度为4小时。

●

使用量统计有1小时左右的时延。

●

支持导出将查询的数据详情。

●

支持数据对比功能。

使用限制
如果查询域名的服务范围为“全球”，需要按“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境外”分别
查询该域名在相关服务范围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按“全球”服务范围查询。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统计分析”。

3.

在“统计分析”下拉菜单中选择“使用量统计”。

4.

配置您需要的查询条件，您可以查询到以下数据。
–

流量趋势：展示不同时间段内查询域名的流量使用情况。您可以通过单击状
态码图例下方（如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的方式，选择性隐藏或显示相关统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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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值带宽趋势：展示不同时间段内查询域名的峰值带宽。您可以通过单击状
态码图例下方（如

）的方式，选择性隐藏或显示相关统计曲线。

说明
95峰值和平均日峰值的统计范围与带宽查询时间范围一致，如果查询时间范围内无带
宽统计数据，则不会显示95峰值线或平均日峰值线。

–

流量命中率：展示不同时间段内查询域名的流量命中率。
流量命中率 = 命中缓存产生的流量 / 请求总流量。
请求总流量：指命中缓存产生的流量和请求回源产生的流量之和。

–

域名流量/带宽使用详情：展示查询域名的流量和带宽。

单击域名流量/带宽使用详情列表中的“流量”、“峰值带宽”、和“流量命
中率”可按升序或降序排序查看相应数据。

4.3 访问情况统计
您可以在CDN控制台查看所有域名（如果您开通了企业项目，则已删除域名不支持此
功能）的访问请求总数、请求命中率以及每秒访问请求数。
●

可查询的时间跨度最长为31天，支持查看最近90天的历史数据。

●

根据日志统计出的数据展示相关访问情况，数据一小时同步一次。

●

如果查询的域名在所指定时间跨度范围内无数据，则请求数量、请求命中率和每
秒请求数趋势图，域名访问详情列表中不会有数据展示。

●

支持导出查询的数据详情。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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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统计粒度为5分钟，当查询跨度为8天及以上时，最小统计粒度为4小时。

使用限制
如果您的域名的所属服务范围为“全球”，您需要按“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境
外”分别查询该域名在相关服务范围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按“全球”服务范围查询。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统计分析”。

3.

在“统计分析”下拉菜单中选择“访问情况统计”。

4.

配置您需要的查询条件，您可以查询到以下数据。
–

请求数量：展示不同时间段内查询域名的请求数量。

–

请求命中率：展示不同时间段内查询域名的请求命中率。
请求命中率 = 命中缓存的请求数 / 请求总数。

–

每秒请求数(QPS)：展示不同时间段内查询域名的每秒请求数。
每秒请求数（Query Per Second）：指定时间跨度内每秒的请求平均数。

–

域名访问详情：展示查询域名的请求数量、请求命中率和每秒请求数。
单击域名访问详情列表中的“请求数量”、“请求命中率”和“每秒请求
数”，可按升序或降序排序查看相应数据。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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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源站统计
您可以在CDN控制台查看所有域名（如果您开通了企业项目，则已删除域名不支持此
功能）的回源流量、回源带宽和回源失败率。
●

可查询的时间跨度最长为31天，支持查看最近90天的历史数据。

●

如果查询的域名在所指定时间跨度范围内无数据，则回源流量/带宽和回源失败率
趋势图、域名回源详情列表中不会有数据展示。

●

最小统计粒度为5分钟，当查询跨度为8天及以上时，最小统计粒度为4小时。

●

支持导出查询的数据详情。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统计分析”。

3.

在“统计分析”下拉菜单中选择“源站统计”。

4.

配置您需要的查询条件，您可以查询到以下数据。

操作步骤

–

回源流量趋势：展示不同时间段内查询域名的回源流量。

–

回源带宽趋势：展示不同时间段内查询域名的回源带宽。

–

回源失败率：展示不同时间段内的回源失败率。
回源失败率 = 回源请求失败数 / 回源请求总数。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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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源站或回源HOST配置错误、CDN与源站网络连接故障、HTTP协议不兼容、源站服务
器错误都可能造成回源失败。

–

域名回源详情：展示查询域名的回源流量、回源带宽和回源失败率。
单击域名回源详情列表中的“回源流量”、“回源带宽”、和“回源失败
率”可按升序或降序排序查看相应数据。

4.5 热点统计
您可以在CDN控制台查看所有域名（如果您开通了企业项目，则已删除域名不支持此
功能）的流量使用量指标的TOP100 URL和请求数量指标的TOP100 URL。
●

可查询的时间跨度最长为31天，支持查看最近90天的历史数据。

●

按照天粒度每天更新一次Top100 URL。

●

如果查询的域名在所指定时间跨度范围内无数据，则TOP100 URL列表中不会有数
据展示。

●

支持导出将查询的数据详情。

●

根据日志统计展示Top100 URL， 数据延迟为4~6小时。

使用限制
如果您的域名的所属服务范围为“全球”，您需要按“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境
外”分别查询该域名在相关服务范围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按“全球”服务范围查询。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统计分析”。

3.

在“统计分析”下拉菜单中选择“热点统计”。

4.

配置您需要的查询条件，您可以查询到以下数据。

您可以查看流量或者请求数量的TOP100 URL。单击TOP100 URL列表中的流量或
请求数量，可按升序或降序查看TOP100 URL。
说明
TOP100 URL中的流量为抽样数据，数值仅做参考，实际以其他统计分析里的数值为准。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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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区域/运营商
您可以在CDN控制台按访客区域或运营商查看所有域名（如果您开通了企业项目，则
已删除域名不支持此功能）的流量/带宽使用量、请求数量、访客分布等情况。
●

可查询的时间跨度最长为31天，支持查看最近90天的历史数据。

●

如果域名在所指定时间跨度范围内无数据，则运营商指标统计详情列表中不会有
数据展示。

●

最小统计粒度为5分钟。

●

支持导出查询的数据详情。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统计分析”。

3.

在“统计分析”下拉菜单中选择“区域/运营商”。

4.

选择您需要查询的页签，配置相应的查询条件，您可以查询到以下数据。

操作步骤

–

访客区域：展示访客所在区域。
当您在“国家及地区”下拉框选择“中国”时，可以查询中国34个省级行政
区域的访客详情。

–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教育网、鹏博士、中国铁通等。
i.

运营商指标统计分布：展示不同指标在各运营商的分布。

ii.

运营商指标统计详情：展示按运营商统计的流量、峰值带宽和请求数
量。单击运营商指标统计详情列表中的“流量”、“峰值带宽”和“请
求数量”可按升序或降序排序查看相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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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区域用量
i.

流量：展示查询域名在不同国家及地区、不同运营商的流量使用情况。

ii.

峰值带宽：展示查询域名在不同国家及地区、不同运营商的峰值带宽。

iii.

域名流量/带宽使用详情：展示查询域名的流量和带宽。

区域访问情况
i.

请求数量：展示域名在相应查询区域的请求数量。

ii.

域名访问详情：展示域名在相应查询区域的访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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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状态码统计
您可以在CDN控制台查看访客对所有域名（如果您开通了企业项目，则已删除域名不
支持此功能）的访问请求的状态码统计。
●

可查询的时间跨度最长为31天，支持查看最近90天的历史数据。

●

如果域名在所指定时间跨度范围内无数据，则状态码统计详情列表中不会有数据
展示。

●

最小统计粒度为5分钟，当查询跨度为8天及以上时，最小统计粒度为4小时。

●

支持将查询的数据详情导出到本地。

使用限制
如果您的域名的所属服务范围为“全球”，您需要按“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境
外”分别查询该域名在相关服务范围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按“全球”服务范围查询。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统计分析”。

3.

在“统计分析”下拉菜单中选择“状态码统计”。

4.

配置您需要的查询条件，您可以查询到以下数据。
–

状态码统计：展示不同时间段内，各个状态码出现的数量。

）的方式，选择性隐藏或显示
您可以通过单击状态码图例下方（如
相关状态码统计曲线。状态码统计包括2XX，3XX，4XX，5XX，其具体含义
如下表所示。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状态码

说明

2XX

成功。代表请求已被服务器成功接受并处理。

3XX

重定向。代表客户端需要进一步操作以完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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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码

说明

4XX

客户端错误。代表客户端发生错误，包括但不限于语
法错误或无法完成请求。

5XX

服务器错误。代表服务器在处理请求的过程中发生了
错误，无法完成明显有效地请求。

状态码统计详情：展示查询域名的不同状态码的数量和对应占比。
单击状态码统计详情列表中的“数量”或“占比”可按升序或降序排序查看
相应数据。

4.8 全站使用量统计
您可以在CDN控制台查看访客对所有业务类型为全站加速的域名（如果您开通了企业
项目，则已删除域名不支持此功能）的使用量统计。
●

可查询的时间跨度最长为31天，支持查看最近90天的历史数据。

●

最小统计粒度为5分钟，当查询跨度为8天及以上时，最小统计粒度为4小时。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统计分析”。

3.

在“统计分析”下拉菜单中选择“全站使用量统计”。

4.

配置您需要的查询条件，您可以查询到以下数据。

操作步骤

–

流量：展示全站加速使用的流量及上行流量。

–

带宽：展示全站加速使用的峰值带宽及上行带宽。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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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统计分析常见问题
统计分析中统计不到数据。
1.

请检查您的加速域名是否已正确配置CNAME记录。

2.

目前，CDN统计分析数据可能会存在一个小时左右的延迟，请耐心等待。

如果排除以上两种情况后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客服或提交工单处理。

CDN 访客区域统计中“其他”指代什么意思？
“其他”是指一些未识别访客区域的IP地址，在IP库中未收录或者无法确定的IP地址。

CDN 热点统计中 Top100 URL 的 API 接口时延是多少？
Top100 URL的api接口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延，次日中午12点达到稳定状态。

CDN 日志中的 HEAD、HIT、MISS 代表什么？
HEAD：HEAD方法跟GET方法相同，只是服务器响应时不会返回消息体。一个HEAD
请求的响应中，HTTP头中包含的元信息应该和一个GET请求的响应消息相同。这种方
法可以用来获取请求中隐含的元信息，而不用传输实体本身。也经常用来测试超链接
的有效性、可用性和最近的修改。
HIT：CDN日志中显示的hit表示命中缓存节点，在缓存节点即可拉取数据，无需回
源。
MISS：CDN日志中的miss代表未命中缓存节点，需要回源请求数据。

CDN 最多能查询多长时间的数据？
CDN只能查到最近90天的历史数据，可查询的时间跨度最长为31天。

为什么通过 API 接口方式下载 CDN 日志时，返回“细粒度鉴权不通过”错误码？
可能原因是没有查询到当前项目，可以在请求路径中传参数enterprise_project_id=ALL
例如：
GET https://cdn.myhuaweicloud.com/v1.0/cdn/logs?
query_date=1502380500000&domain_name=www.example.com&page_size=10&page_number=1&enterpris
e_project_id=ALL

CDN 日志中 UA 信息里面的 OkHttp 代表什么？
OkHttp是一种请求协议，是android网络框架处理网络请求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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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套餐管理

如果您的计费方式为流量计费，您可以在流量包管理页面通过购买流量包来获取更多
流量抵扣优惠。您也可以在流量包管理页面查看流量包的基本信息，还可以进行相关
设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流量包管理”，进入“流量包管理”页面。
图 5-1 流量包管理

3.

您可以在当前页面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流量包基本信息：您可以查看流量包使用情况，以便您及时掌握您的流
量包消耗情况。

–

设置剩余使用量预警：您可以单击“剩余使用量预警”，为当前在购买时长
（有效期）内的流量包设置剩余流量预警，及时购买新的流量包或充值，避
免因欠费导致业务受损。

–

再次购买：您可以单击“再次购买”，进入流量包续费管理页面，根据实际
业务需求再次购买流量包，具体规则请参见再次购买。

–

购买流量包：您可以单击“购买流量包”，进入购买流量包页面，根据实际
业务需求购买相应流量包。

–

了解促销优惠套餐：您可以单击“点击了解促销特惠套餐”，进入活动页
面，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购买相应的优惠流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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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志管理

CDN记录了所有域名（包括已删除域名，如果您开通了企业项目，则已删除域名不支
持此功能）被网络用户访问的详细日志，您可以下载最近30天内指定时间段的日志，
也可以通过日志合并工具合并下载最近30天内具体某一天的日志，对您的业务资源被
访问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日志说明
日志文件延迟时间：您可以在日志管理中查询到6小时之前的日志文件。
日志命名规则：日志时间跨度-加速域名-服务范围.gz，其中服务范围：“cn”代表中
国大陆，“ov”代表中国大陆境外。如“2018021123-www.example01.comov.gz”。
日志生成规则：每个加速域名日志默认按小时分割，每天 24 个日志文件。
日志内容示例：

[05/Feb/2018:07:54:52 +0800] x.x.x.x 1 "-" "HTTP/1.1" "GET" "www.test.com" "/test/1234.apk" 206 720 HIT
"Mozilla/5.0 (Linux; U; Android 6.0; zh-cn; EVA-AL10 Build/HUAWEIEVA-AL10) AppleWebKit/533.1
(KHTML，like Gecko) Mobile Safari/533.1" "bytes=-256"

各字段从左到右含义如表6-1所示。
表 6-1 CDN 日志字段说明
序
号

字段含义

字段示例

1

日志生成时间

[05/Feb/2018:07:54:52
+0800]

2

访问IP地址

x.x.x.x

3

响应时间(单位ms)

1

4

Referer信息

-

5

HTTP协议标识

HTTP/1.1

6

HTTP请求方式

GET

7

CDN加速域名

www.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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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字段含义

字段示例

8

请求路径

/test/1234.apk

9

HTTP状态码

206

10

返回字节数大小

720

11

缓存命中状态

HIT

12

User-Agent信息，其作用是让服务器能够识别客
户使用的操作系统及版本、CPU类型、浏览器及
版本信息等。

Mozilla/5.0 (Linux; U;
Android 6.0; zh-cn; EVAAL10 Build/HUAWEIEVAAL10) AppleWebKit/533.1
(KHTML，like Gecko)
Mobile Safari/533.1

13

Range信息，其作用是在HTTP请求头中指定返
回数据的范围，即第一个字节的位置和最后一个
字节的位置。

bytes=-256

bytes参数值表示方法一般分为如下三类：
● bytes=x-y：表示请求第x个字节到第y个字节
的数据内容。
● bytes=-y：表示请求最后y个字节的数据内
容。
● bytes=x-：表示请求第x字节到最后一个字节
的数据内容。

日志下载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日志管理”。

3.

选择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和日期。
系统将在日志列表中显示出指定日期的所有日志，如果查询时间范围无请求，则
不会产生日志，页面会无数据显示。
图 6-1 日志管理

4.

在需要下载的日志行单击“下载”，即可将日志下载到本地。

5.

您也可以下载安装日志合并工具，通过日志合并工具下载最近30天内具体某一天
的日志。
使用日志合并工具前，请先获取访问密钥。如图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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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获取访问密钥

单击“新增访问密钥”，可以获得AK/SK，每个访问密钥仅能下载一次，为了帐
号安全性，建议您定期更换并妥善保存访问密钥。
说明
如果您需要使用Linux版本的日志下载工具，请单击这里获取。
1. 下载、解压文件后，执行tar -xzvf cdnlogtools.tar.gz。
2. 进入cdnlogtools。
3. 执行./log_merge_tool.sh，配置相关参数，参数填写请参考参数说明。

表 6-2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

AK/SK

获取方式见日志下载。

ak=xx sk=xx

isEnterpriseProjec
tId

如果日志对应域名是在企业项目
中，填写yes，否则填写no。

isEnterpriseProjectId=
yes

enterpriseProjectI
d

企业项目ID，请参考如何获取企
业项目ID获取。

enterpriseProjectId=x
x

domain

需要查看日志的加速域名。

domain=xx

date

需要下载的日志时间。

date=2022-02-02

path

日志文件的保存地址。

path=/xx/xx

日志合并工具使用方法
1.

下载安装日志合并工具。

2.

下载完成后双击“logMerge.exe”，进入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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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AK/SK

获取方式见日志下载。

企业项目

如果选择“是”，需要输入企业ID。

企业ID

企业项目ID，请参考如何获取企业项
目ID获取。

域名

需要查看日志的加速域名。

查询日期

选择最近30天内的某一天，例：
2022-03-21。

保存路径

日志文件的保存地址。

范围

国内：对应中国大陆。
国外：对应中国大陆境外。

运行日志

3.

显示下载文件的个数和原始文件名
称，如果发生错误可以显示错误信
息。

单击“下载”，即可下载所选域名某一天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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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转存储
华为云为您提供了日志转存储服务，日志转存储服务是华为云CDN配合函数工作流，
将CDN日志存储到OBS桶，可以帮助您将日志存储更长的时间，便于您基于长时间的
日志做出自定义的数据分析，有助于您更好地了解您CDN的服务质量，以及您的终端
客户的访问详情，提高您的业务决策能力。
日志转存储的配置流程请见CDN日志转存到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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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证书管理

背景信息
通过配置加速域名的HTTPS证书，并将其部署在全网CDN节点，实现HTTPS安全加
速。
●

HTTP：HTTP协议以明文方式发送内容，不提供任何方式的数据加密，如果攻击
者截取了Web浏览器和网站服务器之间的传输报文，就可以直接读取其中的信
息。

●

HTTPS：为了数据传输的安全，HTTPS在HTTP的基础上加入了SSL协议，SSL依靠
证书来验证服务器的身份，并为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加密。

●

如果您已有证书，可直接上传进行配置，同时可以在当前页面对证书进行无缝切
换、删除等操作。

●

您可以前往SSL证书管理购买证书或管理托管证书。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域名证书管理”。

3.

单击左上角“配置证书”，进入证书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配置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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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配置证书（自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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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配置证书（华为云托管证书）

4.

配置相关参数，请参考下表。
参数

说明

证书类型

选择证书类型，有“自有证书”和“华为云托管证书”两项可
选。

证书名称

● 如为自有证书，请输入证书名称。建议证书名称为英文，
且长度不能超过32个字符。
● 如为华为云托管证书，请先前往SSL证书管理将证书推送到
CDN，然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证书，具体推送方法请参考
推送证书到云产品。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128

CDN
用户指南

7 证书管理

参数

说明

证书内容

● 如为自有证书，请用本地文本查看工具打开证书，将证书
内容复制到文本框中。证书格式请参考HTTPS证书要求。
● 如为华为云托管证书，证书内容将由系统自动获取。
说明
证书内容中不能有空格、空行，否则会提示证书参数错误。

私钥内容

● 如为自有证书，请用本地文本查看工具打开私钥，将私钥
内容复制到文本框中。私钥格式要求请参考RSA私钥格式
要求。
● 如为华为云托管证书，私钥内容将由系统自动获取。

回源方式

● 保持原值：如果您之前已设置回源方式，用户回源请求将
遵循之前的设置；如果之前未设置，CDN默认回源方式为
HTTP。
● HTTP：CDN回源请求将遵从HTTP协议。
● HTTPS：CDN回源请求将遵从HTTPS协议。
● 协议跟随：终端用户以HTTP或HTTPS协议请求，CDN跟随
终端用户的协议回源。

强制跳转
HTTPS

● 保持原值：如果您之前已设置跳转方式，用户访问网站的
请求将遵循之前的设置；如果之前未设置，CDN默认关闭
强制跳转HTTPS。
● 默认：终端用户到CDN节点请求同时支持HTTP和HTTPS。
● 强制跳转HTTPS：终端用户到CDN节点的请求都将强制跳
转为HTTPS。
● 强制跳转HTTP：终端用户到CDN节点的请求都将强制跳转
为HTTP。

HTTP/2

● 保持原值：如果您之前已设置访问协议，用户访问网站的
请求将遵循之前的设置；如果之前未设置，CDN默认关闭
HTTP/2。
● 启用：开启HTTP/2，终端用户到CDN节点的访问请求都将
遵从HTTP/2协议。
● 停用：关闭HTTP/2。

5.

单击“下一步”，可以将证书关联到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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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左侧需要关联的CDN加速域名，单击图标，完成该域名的关联，单击下一
步。
说明
如果您选择的域名已使用证书，本次操作将会替换您的已有证书。

7.

单击“完成”，实现关联域名的HTTPS安全加速。

清理托管证书
您也可以在页面对托管证书进行删除操作。
注意事项
●

清理托管证书，该托管证书将从服务器端删除，不会泄露您的相关隐私。

●

已关联加速域名的托管证书不能清理，请先关闭HTTPS安全配置。

●

如果您需要再次使用托管证书，请从SSL证书管理中重新推送至CDN。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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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左上角“清理托管证书”。

2.

在弹出页面选择您需要清理的证书，单击“确定”。

3.

在弹出框中单击“确认”，完成托管证书清理。
说明
如果您需要再次使用托管证书，请从SSL证书管理中重新推送至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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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节点 IP 归属查询

如果您的加速域名被访问时页面内容显示异常，您可以通过节点IP地址归属查询工具
来查询指定的IP地址是否为华为云CDN节点IP地址，从而判断是否为运营商网络问题
等原因造成的页面异常显示。
●

如果节点IP地址归属查询工具查询出您的加速域名经过域名解析后所指向的IP地址
不属于华为云，那么可能原因是运营商网络问题，请联系对应运营商进行处理。

●

如果节点IP地址归属查询工具查询出您的加速域名经过域名解析后所指向的IP地址
属于华为云且页面异常，请参考故障排除处理。

1.

登录华为云控制台，在控制台首页中选择“CDN与智能边缘 > CDN”，进入CDN
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诊断工具 > 节点IP归属查询”，进入节点IP归属查询页
面。

3.

在节点IP输入框输入您需要查询的IP地址。

操作步骤

输入IPv4或IPv6格式的IP地址，一行一个，单次最多支持查询20个IP地址。
4.

单击“查询”，开始查询。
查询完成后，系统将在列表中显示出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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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权限管理

9.1 创建用户并授权使用 CDN
如果您需要对您所拥有的CDN进行精细的权限管理，您可以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IAM），通过IAM，您可以：
●

根据企业的业务组织，在您的华为云帐号中，给企业中不同职能部门的员工创建
IAM用户，让员工拥有唯一安全凭证，并使用CDN资源。

●

根据企业用户的职能，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以达到用户之间的权限隔离。

●

将CDN资源委托给更专业、高效的其他华为云帐号或者云服务，这些帐号或者云
服务可以根据权限进行代运维。

如果华为云帐号已经能满足您的要求，不需要创建独立的IAM用户，您可以跳过本章
节，不影响您使用CDN服务的其它功能。
本章节为您介绍对用户授权的方法。

前提条件
给用户组授权之前，请您了解用户组可以添加的CDN权限，并结合实际需求进行选
择，CDN支持的系统权限，请参见：CDN权限管理。如果您需要对除CDN之外的其它
服务授权，IAM支持服务的所有权限请参见系统权限。

示例流程
操作流程如图9-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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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操作流程

1.

创建用户组并授权
在IAM控制台创建用户组，并授予CDN加速域名只读权限“CDN
DomainReadOnlyAccess”。

2.

创建用户并加入用户组
在IAM控制台创建用户，并将其加入1中创建的用户组。

3.

用户登录并验证权限
新创建的用户登录控制台，验证CDN加速域名的只读权限：
–

对加速域名进行启用或停用操作，如果提示权限不足，表示“CDN
DomainReadOnlyAccess”已生效。

–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除CDN外的任一服务，如果提示权限不足，表示
“CDN DomainReadOnlyAccess”已生效。

9.2 创建 CDN 自定义策略
如果系统预置的CDN权限，不满足您的授权要求，可以创建自定义策略。自定义策略
中可以添加的授权项（Action）请参考权限及授权项说明。
目前华为云支持以下两种方式创建自定义策略：
●

可视化视图创建自定义策略：无需了解策略语法，按可视化视图导航栏选择云服
务、操作、资源、条件等策略内容，可自动生成策略。

●

JSON视图创建自定义策略：可以在选择策略模板后，根据具体需求编辑策略内
容；也可以直接在编辑框内编写JSON格式的策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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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创建步骤请参见：创建自定义策略。本章为您介绍常用的CDN自定义策略样例。

CDN 自定义策略样例
●
{

}

●
{

}

●

示例1：授权用户创建加速域名
"Version": "1.1",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dn:configuration:createDomains"
]
}
]

示例2：授权用户设置IP黑名单
"Version": "1.1",
"Statement": [
{
"Action": [
"cdn:configuration:modifyIpAcl"
],
"Effect": "Allow"
}
]

示例3：拒绝用户删除加速域名
拒绝策略需要同时配合其他策略使用，否则没有实际作用。用户被授予的策略
中，一个授权项的作用如果同时存在Allow和Deny，则遵循Deny优先。
如果您给用户授予CDN Admin的系统策略，但不希望用户拥有CDN Admin中定义
的删除加速域名，您可以创建一条拒绝删除加速域名的自定义策略，然后同时将
CDN Admin和拒绝策略授予用户，根据Deny优先原则，则用户可以对CDN执行
除了删除加速域名外的所有操作。拒绝策略示例如下：
{

"Version": "1.1",
"Statement": [
{
"Action": [
"cdn:configuration:deleteDomains"
],
"Effect": "Deny"
}
]

}

●

示例4：多个授权项策略
一个自定义策略中可以包含多个授权项，且除了可以包含本服务的授权项外，还
可以包含其他服务的授权项，可以包含的其他服务必须跟本服务同属性，即都是
项目级服务或都是全局级服务。多个授权语句策略描述如下：
{

"Version": "1.1",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dn:configuration:enableDomains",
"cdn:configuration:createDomains",
"scm:cert:get",
"scm:certProduct:get",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135

CDN
用户指南

9 权限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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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企业项目

华为云企业管理服务提供统一的云资源按企业项目管理，以及企业项目内的资源管
理、成员管理，企业项目可以授权给一个或者多个用户组进行管理。您可以在华为云
企业管理服务创建相关CDN的企业项目来集中管理您的CDN域名资源。

创建企业项目
具体创建CDN企业项目步骤如下：
1.

在企业管理控制台，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创建企业项目，如：您可按CDN加速域名
的业务类型分类创建企业项目。

2.

企业项目创建完成后，您可以通过资源迁入或迁出的方式，将您的域名资源迁移
到指定的企业项目中，方便您统一进行分类管理。
说明
● 企业项目管理服务默认创建一条名为“default”的企业项目，您的帐号下原有资源和未选择
企业项目的资源均在默认企业项目内。
● 加速域名从A项目切换到B项目不会影响业务。

企业项目授权
企业项目创建完成并迁入CDN资源后，您可以根据实情况为企业项目添加已有用户组
并设置用户组权限策略（即为用户组设置对应的权限），用户组成员才有相应权限访
问或操作该企业项目内的CDN域名资源。具体用户组权限策略设置请参见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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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审计管理

云审计服务（Cloud Trace Service，以下简称CTS），是华为云安全解决方案中专业的
日志审计服务，提供对各种云资源操作记录的收集、存储和查询功能，可用于支撑安
全分析、合规审计、资源跟踪和问题定位等常见应用场景。

开启审计服务
使用云审计服务前需要开启云审计服务，开启云审计服务后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追踪
器，系统记录的所有操作将关联在该追踪器中。目前，一个云账户系统仅支持创建一
个追踪器。
具体开启云审计服务的方法请参见开启云审计服务。

审计服务支持的 CDN 操作列表
表 11-1 云审计服务支持的 CDN 操作列表
操作名称

说明

createDomain

创建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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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名称

说明

updateDomain

更新加速域名
Range回源
回源跟随
IP黑白名单
设置回源Host
设置源站
OBS私有桶回源
配置HTTPS证书
创建缓存规则
HTTP header配置
域名批量配置
批量HTTPS配置
创建资源标签
删除资源标签

deleteDomain

删除加速域名

enableDomain

启用加速域名

disableDomain

停用加速域名

updateOrigin

设置源站

updateOriginHost

设置回源Host

createRefer

创建Referer规则

createCertificate

设置加速域名证书

createCacheRule

创建缓存规则

createRefreshTask

创建刷新缓存任务

createPreheatingTask

创建预热任务

查看云审计日志
开启了云审计服务后，系统开始记录CDN资源的操作。您可以在云审计服务控制台查
看最近7天的操作记录，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见查看追踪事件。

关闭云审计服务
云审计服务管理控制台支持停用已创建的追踪器。追踪器停用成功后，系统将不再记
录新的操作，但是您依旧可以查看已有的操作记录。具体停用方法请参见停用追踪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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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2-12-13

第五十四次正式发布

修订记录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回源是否校验ETag”功能。
2022-12-06

第五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高级回源”功能。
● “防盗链”功能支持配置带端口IP。

2022-11-08

第五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变更业务类型”功能。
● “URL鉴权”支持指定鉴权范围。

2022-10-27

第五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视频拖拽”功能。

2022-09-27

第五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缓存刷新”支持对目录中有变化的资源刷新。

2022-08-25

第四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智能压缩”功能迁移到“高级配置”目录下。

2022-08-18

第四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Linux版本的“日志下载工具”。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140

CDN
用户指南

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2-08-05

第四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控制台支持配置“远程鉴权”功能。

2022-04-26

第四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支持配置国密证书。

2022-04-26

第四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上线“IPv6开关”、“回源超时时间”、“TLS版本配
置”、“状态码缓存时间”、“自定义错误页面”功
能。

2022-03-24

第四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上线“变更服务范围”功能。
● 缓存规则支持配置60条。

2022-03-22

第四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日志管理章节更新“日志下载工具”。
● 控制台支持配置OCSP Stapling。

2022-03-10

第四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强制跳转”、“HTTP/2”、“回源协议”的配置从
“HTTPS配置”剥离。
● 当源站为OBS桶域名时，支持配置备源站。
● 支持跨账号添加“OBS桶域名”作为CDN的源站。

2022-03-04

第四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回源HOST配置从原“回源配置”调整到“修改源站信
息”。

2022-01-06

第四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控制台支持配置Brotli压缩。

2021-12-06

第三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URL鉴权功能支持选择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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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11-25

第三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复制配置功能支持选取配置项。

2021-11-11

第三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改写回源URL配置功能。

2021-10-26

第三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IP黑白名单支持IPv6格式。
● 缓存规则配置增加推荐配置。
● 防盗链配置支持带端口。

2021-10-11

第三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控制台新增自助配置“UA黑白名单”。
● 控制台支持导出域名基本配置。

2021-09-28

第三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统计文档“全站使用量统计”。
● 控制台统计功能调整。

2021-08-31

第三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部分配置增加示例：“回源请求头”、“缓存规则”、
“回源HOST”、“IP黑白名单”。

2021-05-27

第三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控制台新增自助配置“URL”鉴权功能。

2021-04-01

第三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HTTPS证书配置新增“强制跳转HTTP”功能。

2021-03-09

第三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复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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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2021-02-02

第三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回源请求头”
● 回源配置章节增加“概述”
● 缓存配置章节增加“概述”

2020-10-09

第二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缓存刷新和缓存预热”章节目录，优化章节内
容。

2020-06-11

第二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在“修改源站信息”章节中下线“源站校验”章节。
● 优化文档相关描述。

2020-04-10

第二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域名证书管理”章节。
● 优化文档相关描述。

2020-01-02

第二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在“修改源站信息”章节中新增源站校验方式。
● 优化文档相关描述。

2019-10-28

第二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在“域名管理”章节下新增“功能概述”章节。
● 在相关章节后新增与该章节相关的FAQ链接。
● 优化文档相关描述。

2019-06-21

第二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HTTPS证书格式转换”章节。
● 新增“启用/停用加速域名”、“移除加速域名”、“重
新审核加速域名”章节。
● 优化文档相关描述。

2019-05-31

第二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权限管理”章节。
● 优化文档相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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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2019-05-08

第二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合并“启用/停用CDN”、“移除加速域名”、“重新审
核加速域名”到“域名操作”章节。
● 移动“HTTPS证书要求”、“HTTP/2介绍”至“HTTPS
配置”章节。
● 移动“配置CNAME”中非华为云DNS配置方法到“更多
资源”。
● 优化文档中有关操作步骤的内容，将配置说明融入操作
步骤。
● 优化文档描述，描述中增加超链接引导。

2019-04-23

第二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移动“故障处理”章节至常见问题中。
● 优化文档相关细节描述。

2019-03-29

第二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域名下线策略”章节。

2019-02-28

第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优化文档细节内容。

2019-02-14

第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域名配额管理”章节。
● 新增“刷新预热配额管理”章节。

2019-01-28

第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优化文档相关细节描述。
● 新增相关故障处理方法。

2018-12-28

第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优化配置回源HOST章节内容。
● 新增相关故障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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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30

第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文档大纲结构优化调整。
● 文档相关细节优化。
● 新增“域名准入要求”章节。
● 新增“约束与限制”章节。

2018-10-30

第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概览页新版相关说明。

2018-09-29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优化“审计”章节内容。

2018-08-30

第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第2章“企业项目”。
● 新增3.2.4章“配置HTTP header”。
● 更新3.2.2章“配置防盗链”内容，增加“规则”输入文
本框支持泛域名添加说明。
● 更新3.3.1章“配置缓存策略”内容，增加CDN支持全路
径缓存规则说明。
● 更新3.8.2章“配置回源参数”内容，增加私有桶回源的
相关说明。

2018-07-30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更新2.8.2章“配置回源参数”内容，增加302回源跟随的
相关说明。

2018-07-05

第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原文档第1章节、第2章节“开通CDN”、“入门”合并
独立发布为“快速入门”手册。
● 更新2.2.1章“配置HTTPS安全加速”内容，增加华为云
托管证书的操作说明。
● 新增2.2.3章节“配置IP黑名单”。
● 更新2.7章“日志管理”内容，增加日志合并下载的相关
说明。
● 更新2.8.2章“配置回源参数”内容，增加Range回源的相
关说明。
● 新增2.9章节“流量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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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5

第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4.6章“诊断工具”。

2018-03-30

第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原版本第1章“简介”从用户指南拆分，发布为独立手册
《CDN产品简介》。
● 更新2.2章“配置CNAME”内容。
● 更新3.5.2章“统计分析”内容，增加相关服务范围的查
询说明及操作步骤。
● 新增3.5.2.1章“统计说明”。
● 新增3.5.2.7章“状态码统计”。
● 新增4.2、4.3、4.4、4.5章的相关问题处理内容。

2018-02-28

第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更新4.3.1章“配置缓存策略”内容，删除“忽略cachecontrol”相关说明及操作步骤。
● 更新4.6章“日志管理”内容，增加相关Range字段说明
及日志名称说明。

2018-01-03

第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4.5.2.4章“热点统计”。
● 新增4.5.2.5章“行为统计”。
● 新增4.2.1章“配置HTTPS安全加速”内容，增加HTTP/2
相关的解释说明。
● 新增7.2章“HTTP/2介绍”。

2017-12-05

第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合并调整4.1章“加速域名”、4.2章“基本配置”为4.7
章“域名管理”。
● 新增4.1章“配置说明”。
● 新增4.2.1章“配置HTTPS安全加速”内容，增加“回源
方式”与“强制跳转”的相关解释说明。
● 新增4.6章“日志管理”内容，增加“日志说明”和“日
志格式”。

文档版本 43 (2023-01-05)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146

CDN
用户指南

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7-11-15

第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4.6.2.1章“使用量统计”
● 新增4.6.2.2章“访问情况统计”。
● 新增4.6.2.3章“源站统计”。

2017-09-28

第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1.7章“定价”，与CDN计费相关的内容请参见购买
指南。
● 删除2.2章“申请公测”。
● 新增2.2章“开通CDN”。
● 修改4.6.1章“CDN运行概况”，增加购买流量包信息。

2017-09-15

第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4.6章“资源监控”。
● 新增4.7章“日志管理”。

2017-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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