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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DNS ?
● Domain Name System（網域名稱系統）

● www.gandi.net => 1.2.3.4

http://www.gandi.net


購買網域 (DN, Domain Name)



購買網域 (DN, Domain Name)

DNS 紀錄

Whois



管理局(Registry) 與註冊商(Registrar)

Gandi
(註冊商)

Verisign
(.com 管理局)

TWNIC
(.tw 管理局)

台北市政府
(.taipei 管理局)

nustar
(.taipei 系統商) 註冊資料



註冊資料

● Domain name
● 聯絡人資料

● 名稱伺服器資料



DNS 紀錄與類型

來源 類型 目的位址

www.gandi.net 151.101.121.103

www.gandi.net prod.gandi.map.fastly.net.

gandi.net (mailserver)

gandi.net (管理資訊)

gandi.net (名稱伺服器)

151.101.121.103 www.gandi.net



DNS 紀錄與類型

來源 類型 目的位址

www.gandi.net A 151.101.121.103

www.gandi.net CNAME prod.gandi.map.fastly.net.

gandi.net MX (mailserver)

gandi.net SOA (管理資訊)

gandi.net NS (名稱伺服器)

151.101.121.103 PTR www.gandi.net



DNS 紀錄與類型

來源 類型 目的位址

www.gandi.net A 151.101.121.103

www.gandi.net CNAME prod.gandi.map.fastly.net.

gandi.net MX (mailserver)

gandi.net SOA (管理資訊)

gandi.net NS (名稱伺服器)

151.101.121.103 PTR www.gandi.net



NS 的作用

● 向下授權 DNS 伺服器正確的位置
○ NS 指到哪裡，紀錄就在哪裡



DNS 紀錄存在什麼地方？

Gandi
(註冊商)

Verisign
(.com 管理局)

TWNIC
(.tw 管理局)

台北市政府
(.taipei 管理局)

nustar
(.taipei 系統商) 註冊資料

Gandi DNS
(LiveDNS) CloudFlare



DNS 紀錄存在什麼地方？

Gandi
(註冊商)

Verisign
(.com 管理局)

TWNIC
(.tw 管理局)

註冊資料

Gandi DNS
(LiveDNS)

來源 類型 目的位址

www.gandi.net A 151.101.121.103

www.gandi.net CNAME prod.gandi.map.fastly.net.

gandi.net MX (mailserver)

gandi.net SOA (管理資訊)

gandi.net NS (名稱伺服器)

151.101.121.103 PTR www.gandi.net

gandi.net  NS dns1.gandi.net 



DNS 紀錄存在什麼地方？

Gandi
(註冊商)

？？？？
(.net 管理局)

註冊資料

Gandi DNS
(LiveDNS)

客戶
8.8.8.8

168.95.1.1

來源 類型 目的位址

www.gandi.net A 151.101.121.103

www.gandi.net CNAME prod.gandi.map.fastly.n
et.

... ... ...



DNS 存多久？

● TTL (Time to Live) 
● 單位 - 秒

客戶
8.8.8.8

168.95.1.1

來源 TTL 類型 目的位址

www.gandi.net 86400 A 151.101.121.103

www.gandi.net 600 CNAME prod.gandi.map.fa
stly.net.

... xxx ... ...



DNS 修改後，需等待 xx 小時？

● XX =
○ 24 小時全球更新

○ TTL 時間

● 我怎麼知道是舊紀錄，舊紀錄還要等多久？
○ 不斷查詢同一個 DNS 紀錄，看 TTL 是否有降低

■ 有降低，DNS 伺服器已更新

■ 無降低，DNS 伺服器沒有生效，或是設定錯誤

○ 查詢新的 DNS Cache Server 應該會取得新的紀錄  



所以 TTL 要設定多久？

● 起始專案
○ 0 ~ 600 秒

● 專案穩定後
○ 300 ~ 3600 秒



Gandi LiveDNS
● 即時更新

● Restful API
○ 取得紀錄： curl -H "X-Api-Key: $APIKEY"  https://dns.api.gandi.net/api/v5/domains/<DOMAIN>/records
○ 更新紀錄：curl -X PUT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H "X-Api-Key: $APIKEY" \
            -d '{"rrset_ttl": 10800,
                 "rrset_values":["<VALUE>"]}' \
            https://dns.api.gandi.net/api/v5/domains/<DOMAIN>/records/<NAME>/<TYPE>

● https://doc.livedns.gandi.net/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