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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动态

【2023年07⽉01⽇】同地域跨可⽤区流量收费公告
【2022年12⽉31⽇】基础⽹络下线通知
【2021年9⽉23⽇】私有⽹络部分接⼝鉴权升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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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私有⽹络⽀持创建最⼩

掩码为“/12”位的⽹段

私有⽹络的10和172⽹段最⼩掩码
由“/16”变更为“/12”，⽀持创建更⼤范围的
⽹段CIDR，满⾜扩容等⽹络需求。

2022-02 产品概述

2021年1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安全组⽀持快照备份和

回滚功能

安全组⽀持配置快照策略来备份安全组出

⼊站规则，且⽀持规则⽐对、预览和⼀键

回滚。

2021-12
快照策略

快照回滚

2021年08⽉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辅助 CIDR 功能全量开
放

辅助 CIDR 功能已全量开放使⽤，您⽆需
进⾏额外的权限申请，即可直接进⼊私有

⽹络控制台编辑辅助 CIDR。
2021-08 编辑IPv4 CIDR

2020年1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动态与公告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7 14:53:5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53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4678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4791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4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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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配额提升

提⾼如下资源项的配额：

每个账号每个地域内的私有⽹络个数调整到20
每个私有⽹络内的⼦⽹数调整到100
每个私有⽹络内的辅助弹性⽹卡个数调整到

1000

2020-11 配额限制

2019年1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安全组规则⽀持展⽰最

后修改时间

每条安全组规则均新增属性：最后修改时间，会

记录新增、修改的最后时间，⽅便您排查故障。
2019-12 -

2019年1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可⽤虚拟 IP 全量上
线

⾼可⽤虚拟 IP（HAVIP）是⼀个浮动的内⽹ IP，
⽀持机器通过 ARP 宣告进⾏绑定，更新 IP 和
MAC 地址的映射关系。在⾼可⽤部署（如
keepalived）场景下，该 IP 可从主服务器切换⾄
备服务器，从⽽完成业务容灾。

2019-11 使⽤场景

安全组⽀持添加 IPv6
规则

通过添加安全组 IPv6 规则，允许或禁⽌安全组
内的 IPv6 云服务器实例与公⽹或内⽹的访问。

2019-11 添加安全组规则

2019年07⽉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私有⽹络⽀持标签

私有⽹络、⼦⽹和路由表等⽀持资源级别的标签

功能，可以帮助您更好地管理⼦⽤户、协作者的

资源权限。

2019-07 -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895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181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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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实例端⼝验通⼯具上线

实例端⼝验通功能，可以帮助您排查云服务器实

例的安全组端⼝放通情况，快速定位故障，提升

⽤户体验。

2018-12 实例端⼝验通

2018年10⽉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安全组⽀持⼀键放通常

⽤端⼝

⼀键放通，适⽤于⽆需设置 ICMP 协议规则，并
通过22，3389，ICMP，80，443，20，21端⼝
便能完成操作的场景。

2018-10 添加安全组规则

2018年06⽉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 DHCP 选项集

动态主机设置协议（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DHCP）是⼀种局域⽹的⽹络协议，提
供了将配置信息传递到 TCP/IP ⽹络中主机的标
准。腾讯云 VPC 内的云服务器⽀持 DHCP 协
议，您可在 VPC 详情⻚配置这两个参数，该配
置将对该 VPC 下的所有云服务器⽣效。

2018-06 修改 DNS 地址和
Domain Name

新增⽹络探测功能

腾讯云⽹络探测是监控 VPC ⽹络连接质量的服
务，可为您监控⽹络连接的时延、丢包率等关键

指标。您可以通过⽹络探测设置预警、多维度监

控来迅速定位问题，还可以在⼦⽹内创建⽹络探

测对象来实时监控⽹络连接质量，提升业务稳定

性。

2018-06 ⽹络探测

2018年0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187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551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180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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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安全组⽀持绑定 VPC
内的云数据库

安全组⽀持绑定云数据库等产品，⽤户可在某安

全组上关联数据库实例。 安全组是⼀种有状态的
包过滤功能虚拟防⽕墙，除了可设置云服务器、

弹性⽹卡实例⽹络访问控制，还可⽀持私有⽹络

内云数据库实例的⽹络访问控制，可有效提升云

数据库的安全性。

2018-02 关联实例⾄安全

组

私有⽹络及安全组⽀持

操作审计

私有⽹络及安全组⽀持云审计，可获取您腾讯云

账号下 API 调⽤历史记录，包括通过腾讯云管理
控制台，腾讯云 SDK，命令⾏⼯具和其他腾讯云
服务进⾏的 API 调⽤，监控腾讯云中的任何部署
⾏为。可以确定哪些⼦⽤户、协作者使⽤腾讯云

API 时，从哪个源 IP 地址进⾏调⽤，以及何时发
⽣调⽤。

2018-02 -

2017年06⽉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安全组⽀持访问控制
提供安全组的⽤户权限管理功能，让您的服务更

加安全⽆忧。
2017-06 访问控制的概述

安全组⽀持参数模板

参数模板是⼀组参数的集合，⽀持将 IP 地址和
协议端⼝保存为模板，在添加安全组规则时可直

接引⽤。合理使⽤参数模板，可以提⾼您使⽤安

全组的效率。

2017-06 管理参数模板

监控全⾯升级

⽀持多项关键数据指标的告警、监控数据可视化

以及通过 API 获取监控数据，让您的服务稳定畅
⾏。

2017-06 -

2017年05⽉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安全组⽀持访问控制
提供安全组的⽤户权限管理功能，让您的服务更

加安全⽆忧。
2017-05 访问控制的概述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483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549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186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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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播和组播

⼴播和组播是⼀对多的通信⽅式，通过单点到多

点的⾼效数据传送，可以为企业节约⽹络带宽、

降低⽹络负载。

⼴播：腾讯云⽀持⼦⽹维度的⼴播。

组播：腾讯云⽀持私有⽹络维度的组播。

2017-01
开启或关闭⼴播

和组播功能

2016年10⽉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弹性⽹卡
⾯向云服务器的多⽹卡热插拔服务，助⼒您实现

三⽹隔离和⾼可⽤服务部署。
2016-10 管理弹性⽹卡

2015年12⽉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持⽹络拓扑图
⽹络拓扑图直观地展⽰您的⽹络架构，助⼒您轻

松应对⽹络管理难题。
2015-12 -

2015年05⽉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档

私有⽹络（VPC）产
品上线

独⽴隔离的⽹络空间，⽀持软件定义⽹络、通过

VPN 连接或专线接⼊连通私有⽹络与您的数据中
⼼，灵活部署混合云。

2015-05 私有⽹络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180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550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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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腾讯云⽤户，您好！

为了进⼀步提升客户服务质量体验，提供给您更稳定、更可量化的同地域跨可⽤区服务保障，私有⽹络将于2023年
07⽉01⽇00:00起开始收取同地域跨可⽤区服务费⽤，请确保您有⾜够的余额，避免因账户⽋费停服影响您的业务。

在2023年07⽉01⽇00:00之前您仍可以免费的使⽤同地域跨可⽤区服务。

1. 计费说明

1.1 计费场景：

⾃云服务器或者容器发出，⽬的为同地域其它可⽤区的云服务器、容器、CLB、数据库; （说明：访问CLB、数据库
产⽣的流量在2024.01.01 00:00之前免费）

1.2 计费模式：

同地域跨可⽤区服务按流量计费，付费模式为后付费。

系统以VPC粒度统计该VPC同地域可⽤区的出⽅向流量，按照每⼩时粒度进⾏流量统计后进⾏计费。

每⽉提供50TB的免费流量额度，在免费流量额度⽤完之前，不产⽣流量费⽤。2024.4.1 00:00后不再提供免费流
量额度。

1.3 计费公式：

流量费⽤ = 所在地域的单价 × 流量。

1.4 计费价格：

计费价格为 0.01$/GB。

1.5 计费⽰例：

假设您在 09:00:00 - 09:59:59 时间内，⼴州地域的VPC产⽣了100GB的同地域跨可⽤区流量，则产⽣的流量费⽤
为：0.01$ ×（100GB） = 1$，于下⼀个⼩时（即 10:00:00 - 10:59:59）进⾏结算并扣费。

1.6 ⽋费处理：

【2023年07⽉01⽇】同地域跨可⽤区流量收
费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9 09:26:12



私有⽹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 共13⻚

从余额为0开始，同地域跨可⽤区服务可继续使⽤2⼩时，且继续扣费。

2⼩时后：

若余额仍未⼤于0，同地域跨可⽤区服务将被停⽌服务和扣费。

若余额充值到⼤于0，同地域跨可⽤区服务将将恢复可⽤。

2. 操作指南

2.1 购买

该服务⽆购买环节，客户VPC默认具备同地域跨可⽤区互通的能⼒。

2.2 监控

⽀持按照VPC维度查看同地域跨可⽤区流量数据。

展⽰数据：

1、地域级别（整个地域下跨可⽤区流量总和）：出流量，单位：GB。 

2、可⽤区级别（需选择两个可⽤区）：出流量，单位：GB。

时间维度：实时（最近1h时内多个5mins的取样点），24h，7天，⾃定义选择时间（最⼤范围和保留时间⼀
致）。

感谢您⼀如既往的⽀持！

此致！

腾讯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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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腾讯云⽤户，您好！

为了给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腾讯云计划于2022年1⽉31⽇停⽌全部基础⽹络产品的创建，基础⽹络产品整体也将于
2022年12⽉31⽇正式下线，届时将由私有⽹络 VPC 下对应产品提供服务。

私有⽹络作为⽬前主流云⽹络环境，可覆盖基础⽹络的全部功能，相⽐基础⽹络，能够提供更安全、灵活、稳定的

⽹络环境与使⽤体验。如果您的业务仍在使⽤基础⽹络，为确保您获得更好的服务体验，建议您将业务迁移⾄私有

⽹络VPC，详情请参⻅ 迁移⽅案。

说明：

基础⽹络相关问题请参⻅ 基础⽹络相关常⻅问题。

联系我们

如您不清楚当前账号下存在哪些基础⽹络实例或对服务迁移有任何疑问，欢迎 联系我们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022年12⽉31⽇】基础⽹络下线通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1 17:48:1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811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553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contact-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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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1年9⽉23⽇零点后，私有⽹络部分接⼝的鉴权功能进⾏升级优化。升级后，⼦⽤户调⽤该接⼝需要向主
账号申请授权，否则调⽤失败，申请操作请参⻅ 为⼦账号配置策略授权。

升级的接⼝列表

接⼝名称 接⼝功能

CreateDefaultVpc ⽤于创建默认私有⽹络 VPC。

为⼦账号配置策略授权

当⼦⽤户调⽤以上升级后的接⼝失败时，您需通过以下操作为⼦⽤户完成策略授权。

1. 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策略。
3. 在“策略管理”⻚⾯，单击右侧的全部策略。
4. 在策略列表中，找到需授权的策略，单击右侧“操作”列的关联⽤户/组。
5. 在弹出的“关联⽤户/⽤户组”对话框中，单击左侧列表的⽬标⽤户项，将其添加⾄右侧的“已选择”列表中，单击确

定。

【2021年9⽉23⽇】私有⽹络部分接⼝鉴权升
级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2 16:23:2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17876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am/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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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若需关联⽤户组，则在“关联⽤户/⽤户组”对话框，单击切换成⽤户组 ＞ ⽤户组，重复 步骤5 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