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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线路⽤于连接本地 IDC 和腾讯云。创建物理线路包括接⼊前信息确认、控制台申请、运营商⼯勘铺设专线等⼯
作，整个施⼯周期约为 2~3 个⽉。为避免影响您的上云进度，请您提前做好专线上云计划。

创建流程

创建物理线路的流程如下：

1. 准备⼯作：创建物理专线前，您需要进⾏接⼊点信息确认、腾讯云需求和运营商需求整理。
2. 创建物理专线：若您的本地 IDC 与腾讯云接⼊点不在同⼀个机房内，则需在腾讯云控制台提交创建申请，并联系
符合《专线接⼊审核标准》的运营商进⾏需求沟通。若您的本地 IDC 与腾讯云接⼊点在同⼀个机房内，则⽆需联
系运营商，待腾讯云设计⽅案后直接进⾏专线建设。

3. ⽅案设计：腾讯云收到您的专线申请后，将进⾏资源评估和⽅案设计，并与您确认。同时运营商需要进⾏资源准
备和⽅案设计，相关费⽤请咨询运营商。

4. 专线建设：若您的本地 IDC 与腾讯云接⼊点不在同⼀个机房内，运营商将根据⽅案进⾏⼯勘、铺设专线。同时您
需要在腾讯云控制台⽀付腾讯云端⼝费⽤，完成后腾讯云将进⾏接⼊端⼝配置，配合运营商将物理专线接⼊腾讯

操作指南

物理线路

物理专线接⼊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08 1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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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若您的本地 IDC 与腾讯云接⼊点在同⼀个机房内，则直接联系腾讯云专线经理协调相关资源协助专线建设。

说明：

2021-02-01 起，腾讯云对所有新增接⼊的物理专线永久减免初装费。

5. 专线验收：专线施⼯完成后，您需要进⾏链路测试和验收。

准备⼯作

创建物理专线前，您需要进⾏接⼊点信息确认。

接⼊点即腾讯云物理专线的⽹络服务提供点，在保证⽹络质量的同时减少物理专线成本，建议选择就近接⼊。腾讯

云⽀持的地域⼀般具备2个以上接⼊点，可实现多线容灾。每个接⼊点的具体地址请 提交⼯单 咨询。选择接⼊点
时，需要了解以下信息：

地域：地域（Region）是指物理的数据中⼼的地理区域。腾讯云不同地域之间完全隔离，保证不同地域间最⼤程
度的稳定性和容错性。为了降低访问时延、提⾼下载速度，建议您就近选择。

运营商：即提供物理专线的资源供应⽅，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或者其他符合专线接⼊审核标准

的运营商。

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 [《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络接⼊服务市场的通知》（信管

函2017]32号），使⽤专线接⼊服务时，请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专线服务商实施专线接⼊建设。 
使⽤不合规的专线您可能⾯临国家监管部门的⾏政处理，导致线路不可⽤，且您需⾃⾏承担相关责任，腾

讯云不承担任何责任。

端⼝：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光⼝或者电⼝。

光⼝：即⽤来连接光纤线缆的物理接⼝。腾讯云提供1G、10G、100G三种端⼝规格的光⼝。

电⼝：即服务器和⽹络中对 RJ45 等各种双绞线接⼝的统称，即普通⽹线。腾讯云提供千兆电⼝
（10/100/1000BASE-T），适⽤于低带宽的场景。

说明：

100G端⼝需要提 ⼯单申请。
物理专线建设时，请务必确保 IDC 侧接⼝模块规格与腾讯云侧接⼝模块规格⼀致，模块规格不⼀致将

可能⽆法正常通信。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5861/36970/xgzc36976/Document/1559330/1559330.htm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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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前 IDC 侧接⼝规格与腾讯云侧接⼝规格不⼀致，建议更换 IDC 侧模块；如需要更换腾讯云侧
端⼝，请废弃已有接⼊流程，重新申请新的物理专线端⼝，发起新的物理专线接⼊流程。

端⼝类型 规格

光⼝

1G光⼝
SFP - GE - LX - Sm1310，10KM

SFP - GE - LH80 - SM1550，80KM

10G光⼝
SFP - XG - LX - SM1310，10KM

SFP - XG - LH80 - SM1550，80KM

100G光⼝ QSFP - 100G - LR4 - WDM1300，10KM

电⼝ 10/100/1000BASE - T

创建物理专线

场景 操作

IDC 与腾讯云接⼊点
不在同⼀机房

在腾讯云控制台申请物理专线，具体操作请参⻅ 申请物理专线。同时，您需要联系符
合专线接⼊审核标准的运营商进⾏需求沟通。

IDC 与腾讯云接⼊点
在同⼀机房

在腾讯云控制台申请物理专线，具体操作请参⻅ 申请物理专线。

专线建设

本地 IDC 与腾讯云接⼊点不同机房 

专线建设阶段包含运营商的建设和腾讯云的专线建设两个流程并⾏，具体如下：

运营商建设

i. 运营商⼯勘。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4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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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确认施⼯⽅案和相关费⽤。

iii. 运营商发起物理专线建设。

说明：

专线接⼊⾄专线接⼊点机房时，可能会存在⼊楼光纤或楼内线缆租赁费⽤，详情请咨询运营主体或线路

提供商。

iv. 接⼊机房。

v. 联系专线经理申请进⼊接⼊点机房操作，并提供⼊室⼯勘⼈员的姓名、⾝份证和联系⽅式。

vi. 审批通过后，专线经理会协助⼯勘⼈员在2个⼯作⽇完成⼊室。

腾讯云建设

当您在控制台⽀付腾讯云端⼝费⽤后，腾讯云将进⾏接⼊端⼝配置，并配合运营商将物理专线接⼊腾讯云。

本地 IDC 与腾讯云接⼊点同机房 
本地 IDC 与接⼊点同机房时，则直接联系腾讯云专线经理协调相关资源协助专线建设。

说明：

专线接⼊⾄专线接⼊点机房时，可能会存在⼊楼光纤或楼内线缆租赁费⽤，详情请咨询运营主体或线路提

供商。

专线验收

进⾏专线验收时，您需要完成创建整个专线接⼊线路，具体请参⻅ 快速⼊门。然后分别进⾏压测验收测试、时延测
试、和可靠性测试。

压测验收测试：使⽤⽹络测试⼯具 Iperf3 验证 IDC 与腾讯云是否⽹络互通。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7557


专线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 共78⻚

时延测试：使⽤⽹络测试⼯具 Iperf3 验证任意端到端的时延。
可靠性测试：使⽤⽹络测试⼯具 Iperf3 验证端到端通信的丢包情况。 
测试项分别为 size1500、count2000 和 size5000、count2000。

说明：

size1500 表⽰发包表量，即1500个数据包；count2000 表⽰发包次数，即发包2000次。 
Iperf3 ⼯具相关操作指导请参⻅ Iperf3 官⽹ ⽤户指导书。

https://iperf.fr/iperf-doc.php#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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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将介绍如何在腾讯云控制台创建物理专线。

操作流程

说明：

物理专线新建完成后，请及时联系您在腾讯侧的商务经理，配合您完成物理专线建设⼯作。如果您在腾讯侧

没有商务经理，可提交 ⼯单申请。

1. 创建物理专线：在控制台同步您的物理专线需求，完成后专线状态为“申请中”。
2. 资源评估和⽅案设计：腾讯云收到您的专线需求后，将进⾏资源评估，专线状态流转为“评估中”；随后专线经理
与您同步确认专线设计⽅案，完成后专线状态为“待付款”。

3. ⽀付费⽤：在控制台完成付款后，专线状态流转为“建设中”。您还需要联系运营商和腾讯云共同完成专线建设和
专线验收，并在控制台确认验收，完成后专线状态为“运营中”。

说明：

2021-02-01 起，腾讯云对所有新增接⼊的物理专线永久减免初装费。申请流程中将取消“待付款”状态，
从“评估中”直接流转为“建设中”。

操作步骤

步骤⼀：创建物理专线

建设申请发起后，物理专线状态将转换为“申请中”，腾讯云将在3个⼯作⽇内进⾏资源评估和⽅案设计。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在“物理专线”⻚⾯上⽅单击 +新建。

申请接⼊物理专线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2 16:00:15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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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确认接⼊信息”⻚⾯填写以下信息，然后单击确定。 

参数 描述 备注

专线名称 请⾃定义您的物理专线的名称。 ⽀持更改。

地域

物理的数据中⼼的地理区域。腾讯云不同地域

之间完全隔离，保证不同地域间最⼤程度的稳

定性和容错性。

为了降低访问时延、提⾼下载速度，建

议您就近选择。

接⼊点
腾讯云物理专线的⽹络服务提供点，建议选择

就近接⼊，具体接⼊点请参⻅ 专线接⼊点。
腾讯云⽀持的地域⼀般具备2个以上接⼊
点，可实现双线容灾。

物理线路提

供商
具有合规电信业务经营资质的运营商。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本地

线路、中国其他、境外其他。

端⼝规格 腾讯云提供1G、10G和100G的端⼝规格。 100G的端⼝规格需要提 ⼯单申请。

端⼝类型

若选择端⼝规格为 1G，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选择光⼝或者电⼝类型。若选择端⼝规格为

10G，端⼝类型仅可选择光⼝类型。

按带宽选择对应的接⼝类型，可咨询您

的专线服务商或腾讯云架构师 / 售后经理
提供技术⽀持。

带宽上限

若端⼝规格选择 1G，则可设置的带宽上限
范围为 1Mbps-1000Mbps。
若端⼝规格选择 10G，则可设置的带宽上限
范围为 1Mbps-10000Mbps。

-

IDC 地址 ⽤户 IDC 具体地址。 -

联系⼈ 申请物理专线的客户侧联系⼈。 张三。

联系⽅式 申请物理专线的客户侧联系⼈的联系⽅式。 -

申请者

Email
物理专线申请者电⼦邮件。 XXXX@XXXX.com。

步骤⼆：资源评估和⽅案设计

腾讯云专线经理接到您的专线需求后，将综合评估专线资源，物理专线状态流转为“评估中”；随后通过电话和您沟通

专线接⼊服务细节，确认物理专线可以接⼊后，物理专线状态流转为“待付款”。当出现以下⼏种情况时，物理专线可
能出现申请驳回：

信息不准确 ：接⼊信息不完整，请根据专线经理反馈，更新申请信息，重新发起申请。
资源不⾜： 接⼊端⼝或上连带宽资源不满⾜，请根据专线经理反馈，在专线资源具备后，重新发起申请。
不具备资格 ：物理专线仅对规模型企业客户提供服务，请更新企业资质后，重新发起专线申请。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41429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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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付费⽤

物理专线申请评估通过后，您需要在控制台完成付款。控制台付款成功后，专线经理将⽴即受理接⼊请求，并协调

相关资源协助建设接⼊，物理专线状态流转为“建设中”。付款步骤如下：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 。

2. 在物理专线列表中找到待付款的物理专线，单击去付款。
3. 在弹窗内再次确认专线接⼊信息后，单击确认。
4. 进⼊计费平台完成付款。

步骤四：配置告警接收对象

创建物理专线后，腾讯云将⾃动为该物理专线配置以下针对带宽利⽤率的指标告警，帮助您监控、运维物理专线。

指标项 统计周期 条件 条件数值 持续周期 策略

带宽利⽤率 ⼀分钟 >= 80% 5个周期 每天告警⼀次

⾃动创建的默认告警策略未配置接受⼈信息，仅⽀持控制台告警，您可以⾃⾏配置告警接收对象，详情请参⻅ 配置

告警。

后续操作

运营商完成物理专线建设后，您需要同时创建专线⽹关、专⽤通道来测试并验收，完成验收后物理专线状态进⼊“运
营中”状态。

创建专线⽹关

创建专⽤通道

配置路由表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dc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840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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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线运⾏后，您可在控制台进⾏查看专线信息、修改带宽、删除专线、添加标签等操作。

查看专线信息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 ，并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物理专线。
2. 在物理专线列表中单击待查看的专线名称。

3. 在专线信息详情⻚⾯查看该物理专线的基本信息，包含专线供应商、接⼝类型、接⼊点、带宽等信息。

修改专线带宽

若当前物理专线带宽不能满⾜您的业务需求时，可以在控制台修改物理专线带宽。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并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物理专线。
2. 在⽬标专线有的“带宽”列单击 。

3. 在编辑框中修改带宽值，然后单击确定。

说明：

若当前物理专线下没有创建专⽤通道，则调整带宽不⼩于1Mbps，且不超过其端⼝带宽值。
若当前物理专线下已创建专⽤通道，则调整带宽不低于所有通道的最⼤带宽值，且不超过其端⼝带宽

值。

⽬前物理专线的各规格端⼝带宽上限分别为：

1G 电⼝：1000Mbps

1G 光⼝：1000Mbps
10G 光⼝：10000Mbps
100G 光⼝：100000Mbps

添加标签

为⽅便对您账户中物理专线的查找和管理，您可以为物理专线添加标签，具体操作如下：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并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物理专线。

管理物理专线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6 15:19:32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dc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dc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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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物理专线列表中单击⽬标物理专线右侧“操作”列的编辑标签。
3. 在“编辑标签”⻚⾯分别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标签键和标签值。若现有标签不符合您的需要，请单击标签管理以新建
标签。

4. 使⽤标签查找物理专线。
5. 在“物理专线”⻚⾯上⽅单击放⼤镜图标左侧的编辑框，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标签。
6. 在编辑框中输⼊标签信息，单击放⼤镜图标。
7. 使⽤标签管理物理专线。

8. 在“物理专线”⻚⾯上⽅单击 图标。

9. 在“⾃定义列表字段”⻚⾯勾选⽬标标签，并单击确定。 
完成后，标签键会出现在物理专线列表。

删除专线

当您不需要再使⽤物理专线时，可以裁撤物理专线。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并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物理专线。
2. 在物理专线列表中单击待裁撤专线右侧“操作”列的删除。
3. 在“确认删除”对话框中勾选确认删除，并单击确认。

说明：

发起裁撤申请后，该物理专线将停⽌计算端⼝⽉租费⽤。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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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共享其他账号的物理专线建设专⽤通道，也可将⾃⼰账号下的物理专线共享给其他腾讯云客户。

如果您是向腾讯云合作伙伴购买物理专线服务，⼀般是共享物理专线模式，您需向合作伙伴获得合作伙伴物理专线

账号的 UIN、物理专线实例 ID 以及 VLANID。操作详情请参⻅ 申请通道 。

共享物理专线
最近更新时间：2020-04-21 15:55:5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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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您选择合适的接⼊点，本⽂列举了腾讯云接⼊点⼤概位置。您可以⽤本⽂中列举的地址作为参照，选择您本

地数据中⼼ IDC（Internet Data Center）附近的接⼊点。

说明：

2022年7⽉1⽇00:00后新建的接⼊点仅⽀持光⼝接⼊，不⽀持电⼝接⼊，2022年7⽉1⽇前存量接⼊点保持不
变。

中国区

地域 接⼊点 供应商 接⼊端⼝⽀持情况 地址（含周围建筑）

华东

杭州

杭州 - A - 东
冠

电信 电⼝、光⼝ 杭州市滨江区东冠科技园

杭州 - B - ⻄
湖

联通 电⼝、光⼝ 杭州市⻄湖区⻄溪路

杭州 - C - 江
⼲

联通 电⼝、光⼝
杭州市钱塘新区下沙经济开发区4
号⼤街

上海 上海 - B - 唐
镇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上海唐镇万国云服务园区

上海 - C - 腾
⼤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上海腾讯⼤厦

上海 - D - 万
荣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1268号

上海 E - 福
特 - T

联通 电⼝、光⼝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特东三路76号

上海 - F - ⽉
湖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上海市松江区洞薛路168号

上海 - G - 花
桥

联通 电⼝、光⼝
苏州昆⼭市花桥镇⾦中路192号 中
⾦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专线接⼊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5: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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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 H - 外
⾼桥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上海市浦东新区保税区富特⻄⼀路

99号

上海 - K - 松
江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上海市松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翔

路

上海 - L - 宝
信

电信、移

动
电⼝、光⼝ 上海市宝⼭区川纪路500号

上海 - ⾦融
云 - A - 唐镇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上海浦东新区达秀路51号

南京

南京 - A - 吉
⼭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滨湖东路2
号

南京 - B - 学
府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中国移动南京江北数据中⼼

南京 - C - 仪
征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江苏省扬州仪征市经济开发区科研

⼆路666号

济南
济南 - A - 春
晖

移动 电⼝、光⼝ 济南智造⾕产业园

合肥
合肥 - A - 天
都

电信 电⼝、光⼝ 合肥市蜀⼭区繁华⼤道204号

福州
福州 - A - 仓
科

电信 电⼝、光⼝
福州市仓⼭区仓⼭科技园⾼昌路1
号福州云⾕仓科数据中⼼

华南

⼴州

⼴州 - B - 华
新园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州市萝岗区科丰路31号华南新材
料创新园

⼴州 - D - 清
远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湾⼀横路

⼴州 - E - 清
城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腾讯清远清城云计算数据中⼼

⼴州 - F- 南
⾹⾕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州市增城区宁⻄街仙宁路4号南
⾹⾕产业园

深圳 深圳 - A - 光
明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镇鹏森海纳中

⼼

深圳 - B - 福
⽥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深圳市福⽥保税区红柳道5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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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 E - 坪
⼭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深圳市坪⼭新区深宇科技园

深圳 - F - 荔
景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东省深圳市坪⼭区锦绣⻄路6号

深圳 - ⾦融
云 - A - 坪⼭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深圳市坪⼭新区深宇科技园

华北

北京

北京 - A - 科
创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

五号

北京 - B - 航
信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北京市顺义区中国航信⾼科技产业

园

北京 - C - 酒
仙桥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北京朝阳区电⼦城IT产业园德信⼤
厦

北京 - D - 中
⾦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北京经济开发区博兴⼋路⼀号

北京 - F - 永
丰 - T

电信 电⼝、光⼝
北京市海淀区丰慧中路11号安泰科
技园C区

北京 - G - 兆
丰

联通 电⼝、光⼝
北京市顺义区昌⾦路兆丰⼀街21号
华威美林

北京 - H - 怀
来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张家⼝市怀来县存瑞镇

北京 - I - ⼤
红门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北京市丰台区院突破科技园

北京 - K - 蓝
⼭

联通 电⼝、光⼝ 北京市顺义区⽜汇街1号

北京 - L - 顺
义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中国航信⾼

科技产业园

北京 - ⾦融
云 - A - 永丰

联通 电⼝、光⼝
北京市海淀区丰慧中路11号安泰科
技园

北京 - ⾦融
云 - B - 兆丰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北京市顺义区昌⾦路兆丰⼀街21号
华威美林园区

⽯家

庄

⽯家庄 - A -
常⼭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家庄市正定新区梦⻰街和崇因路

交叉⼝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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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沈阳 - A - 铁
⻄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号

街10甲3-2号附近

太原
太原 - A - 泽
信

移动 光⼝

⼭⻄省太原市⼩店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泽信街⼭⻄移动数据中⼼太原泽

信1号楼

华中

武汉
武汉 - A - 临
空港

电信 电⼝、光⼝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区银柏路67号
附近

⻓沙
⻓沙 - A - 云
⾕

移动 电⼝、光⼝
⻓沙市望城区⾦星北路证通云⾕⼯

业园

⻄安
⻄安 - A - ⻄
咸

移动 电⼝、光⼝
沣⻄新城秦皇⼤道与康定路⼗字⻄

南⾓附近

郑州
郑州 - A - ⾼
新

移动 电⼝、光⼝
郑州市中原区雪兰路中国移动通信

⾼新区

⻄南

重庆

重庆 - A - 泰
和

电信、移

动、联通
电⼝、光⼝

重庆市北碚区⽔⼟镇⾼新技术产业

园泰和路777号

重庆 - B - 云
福

电信 电⼝、光⼝ 重庆市北碚区⽔⼟镇云汉⼤道7号

成都

成都 - A - ⻄
区

电信 电⼝、光⼝
成都⾼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区) 天
盛路99号附近

成都 - B - 光
华

电信、移

动、联

通、本地

线路

光⼝
成都市温江区⻄部⽂化城产业园29
号

特别⾏

政区

中国

⾹港

中国⾹港 - A
- 葵涌

本地供应

商
电⼝、光⼝ Kwai Chung Hong Kong

中国⾹港 - B
- 将军澳

本地供应

商
电⼝、光⼝ Tseung Kwan O

中国⾹港 - C
- 沙⽥

本地供应

商
电⼝、光⼝ Iadvantage

国际区

地域 接⼊点 接⼊端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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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情况

亚

太

新加

坡

新加坡 -
A - 亚逸
拉惹

电⼝、

光⼝
Tencent (Equinix SG3 Level-5 Hall-3) 26A Ayer Rajah Crescent

新加坡 -
B - ⼤成

电⼝、

光⼝
15A Tai Seng Drive,Singapore 535 225

新加坡 -
C - 泰⼽
尔

电⼝、

光⼝
71 Tagore Ln,Singapore 787496

新加坡 -
D - 乐阳

电⼝、

光⼝
11 Loyang Close Singapore 506756

⽇本

东京 - B
- 有明

电⼝、

光⼝
Chome 2-41,Ariake,Koto-ku,Tokyo

东京 - A
- ⼤⼿町

电⼝、

光⼝

South Tower Otemachi Financial City,1-9-7 Otemachi,
Chiyodaku,Tokyo Zip Code 100-0004

韩国
⾸尔 - A
- 阳川

电⼝、

光⼝

KT Mokdong 2 IDC,323 Mokdongdong-ro,Yangcheon-
gu,Seoul,South Korea

泰国
曼⾕ - B
- 皇⻢

电⼝、

光⼝
Ramkamhaeng Rd,Soi Ramkhamheng 28,Huamak,Bangkok 10240

印尼

雅加达 -
C - 芝⽐
栋

电⼝、

光⼝

Jl. Sumba Blok A-B Kav. B12-1 Kawasan Industri MM2100,
Mekarwangi, Cikarang Barat – Bekasi, Jawa Barat 17530

欧

洲
德国

法兰克

福 - A -
哈瑙尔

电⼝、

光⼝

Tencent c/o Interxion Delivery Hanauer Landstrasse 322 D 60314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Weismüllerstrasse 42,60314
Frankfurt am Main）

法兰克

福 - B -
默费尔

登

电⼝、

光⼝
Starkenburgstr 12,64546 Moerfelden,Germany

中

东

印度 孟买 - B
- 维哈尔

电⼝、

光⼝

Light Hall,D-Wing,Hiranandani Business Park,Saki Vihar Road,Saki
Vihar,Mumbai-400072

孟买 - A
- ⻢哈佩

电⼝、

光⼝

GloryBird C/O CtrlS Mumbai PLOT NO-EL-72/1,P.N.WRITER
COMPOUND,MAHAPE,MIDC,NEAR-NELOKO BUS STOP,Navi
Mumbai.4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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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洲

美国

硅⾕ - A
- 圣何塞

电⼝、

光⼝
SV10,7 Great Oaks Blvd,San Jose,CA 95119,USA

硅⾕ - B
- 圣克拉
拉

电⼝、

光⼝
3105 Alfred,St.Santa Clara,CA 95054

弗吉尼

亚 - A -
阿什本

电⼝、

光⼝
44790 Performance Circle,Ashburn,VA 20147,USA.

弗吉尼

亚 - B -
斯特灵

电⼝、

光⼝
21350 Pacific Boulevard,Sterling,VA 20166

巴⻄

圣保罗 -
A - 圣安
娜

电⼝、

光⼝

Estrada dos Romeiros,943–Km 39,2,Santana de Parnaiba,Sao
Paulo,Brazil,065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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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线⽹关⽤于连接腾讯云 VPC 与物理专线（专⽤通道），是专线⽹络的流量⼊⼝。专线⽹关分为私有⽹络专线⽹关
和云联⽹专线⽹关，您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进⾏选择。

使⽤限制

标准型专线⽹关⽀持传递辅助 CIDR，但需要遵循如下限制：

标准型专线⽹关⽀持传递10个辅助 CIDR。
NAT 型专线⽹关不⽀持传递辅助 CIDR。
⻓时间⽆业务的专线⽹关（即同时满⾜以下条件），将会被系统清理：

创建超过180天
持续90天未绑定专⽤通道

持续90天内⽆业务流量

私有⽹络专线⽹关

在专线⽹络架构中，专⽤通道的模式对 IDC 到腾讯云 VPC ⽅向的路由⽬的⽹段有影响，具体如下表所⽰：

专⽤通道模式 IDC 侧上云路由

静态 IDC 到腾讯云 VPC ⽅向的路由规则，由⽤户在本地路由器配置。

BGP IDC 侧通过 BGP 协议学习到 VPC CIDR。

例如某专线⽹络架构中，使⽤私有⽹络专线⽹关实现腾讯云 VPC 与⼀个数据中⼼连接，不同模式的专⽤通道下路由
配置如下：

若专⽤通道为静态模式，IDC 到腾讯云 VPC ⽅向的路由⽬的⽹段，由⽤户在本地路由器配置，如 VPC CIDR
（172.21.0.0/16）。

专线⽹关

专线⽹关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6 14: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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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专⽤通道为 BGP 模式，IDC 到腾讯云 VPC ⽅向的路由⽬的⽹段，为本地路由器通过 BGP 协议学习到的 VPC
CIDR（172.21.0.0/16）。

云联⽹专线⽹关

⼀个云联⽹专线⽹关可以关联⼀个云联⽹和多个专⽤通道，实现云联⽹内的多个 VPC 与不同的 IDC 互联。在专线⽹
络架构中，创建云联⽹专线⽹关的时间、专⽤通道的模式均对 IDC 到腾讯云 VPC ⽅向的路由⽬的⽹段有影响，具体

如下表所⽰：

创建时间 专⽤通道模式 IDC 侧上云路由

2020 年 9 ⽉ 15 ⽇零点 静态 IDC 到腾讯云 VPC ⽅向的路由规则，由⽤户在本地路由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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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置。

BGP IDC 侧通过 BGP 协议学习到 VPC ⼦⽹ CIDR。

2020 年 9 ⽉ 15 ⽇零点
后

静态
IDC 到腾讯云 VPC ⽅向的路由规则，由⽤户在本地路由器配
置。

BGP IDC 侧通过 BGP 协议学习到 VPC CIDR。

例如在某专线⽹络架构中，专线⽹关 A 为 2020 年 9 ⽉ 15 ⽇零点前创建，专线⽹关 B 为 2020 年 9 ⽉ 15 ⽇零点后
创建。不同专⽤通道模式的路由流转如下：

当专⽤通道 A 和专⽤通道 B 均为静态模式时，IDC 到腾讯云 VPC ⽅向的路由⽬的⽹段为⽤户在本地路由器配置
的 VPC CIDR（172.21.0.0/16）。专线⽹关 A 和专线⽹关 B 的路由完全⼀致，因此本地 IDC 的流量均R发送⾄两

个专线⽹关。

 - 当专⽤通道 A 和专⽤
通道 B 均为 BGP 模式时，本地路由器通过 BGP 协议从专线⽹关 A 学习到的路由⽬的⽹段为⼦⽹ CIDR
（172.21.0.0/20、172.21.16.0/20），从专线⽹关 B 通过 BGP 路由协议学习到⽬的⽹段为 VPC CIDR
（172.21.0.0/16）。由于本地路由器按最⻓掩码匹配原则进⾏转发，因此流量将全部转发⾄专线⽹关 A。当专⽤通
道 A 故障时，IDC 侧去往专线⽹关A 的路由条⽬消失，上云流量才会转发⾄专线⽹关 B。 >?如果您的专线⽹关在

2020年9⽉15⽇零点前所创建，请提交 [⼯单申请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将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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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对外发布路由规则更改为 VPC CIDR。 > 

NAT ⽹络专线⽹关

在专线⽹关架构中，可以通过 NAT ⽹络型专线⽹关（后简称 NAT 型专线⽹关）进⾏ IP 地址转换，从⽽解决云上云
下 IP 冲突问题。 

专⽤通道建议优先使⽤ BGP 模式，可以⾃动学习 IDC 到腾讯云 VPC ⽅向的⽬的⽹段。
在私⽹ NAT 中配置的 SNAT 本端三层、SNAT 本端四层和 DNAT 对端四层会⾃动产⽣映射关系；对端三层不会
产⽣ NAT 映射关系。同时由于默认不发布 VPC CIDR，因此不能单独配置对端三层使⽤，需要与本端搭配使⽤。
2023年03⽉对 NAT 型专线⽹关进⾏了优化。⽹络地址转换配置内容标准化，由原来的专线侧配置映射关系，优

化为 NAT 侧配置映射关系，专线侧绑定 NAT 实例。新旧版配置对应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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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配置参数名称 新参数名称

本端IP转换 映射⽅向：本端 映射类型：三层

对端IP转换 映射⽅向：对端 映射类型：三层

本端源IP端⼝转换 映射⽅向：本端 映射类型：四层

本端⽬的IP端⼝转换 映射⽅向：对端 映射类型：四层

本端：对 VPC 内⽹ IP 地址转换。 对端：对 VPC 对端⽹络的内⽹ IP 地址进⾏转换，如对端为 IDC ⽹络，则可转
换 IDC 内的 IP 地址。 三层：仅转换 IP 地址。 四层：将 IP 和端⼝映射为指定 IP 池内随机端⼝。

⾼可⽤概述

专线⽹关是连接云上⽹络和云下⽤户 IDC 的桥梁，其服务的⾼可⽤性对业务稳定运⾏⾄关重要。

DSR概述

腾讯⾃研分布式 SDN 路由系统（Disaggregated Software-Defined Router， DSR），是腾讯基于 SDN、NFV 和微服
务技术⾃助研发的新⼀代软件路由系统，从系统架构、路由控制、数据转发等层⾯避免单点故障，⽤于替代传统的

商业路由器，⽬前⼴泛的部署在腾讯超⼤规模、⾼性能、⾼弹性的云⽹络系统。

与传统的⽹络物理设备相⽐，腾讯云 DSR 系统⽀持 NFV、微服务等多种云计算虚拟技术，通过分布式架构有效的避
免了单⼀组件故障对整体系统的影响，实现组件级故障⾃动发现、隔离和恢复。

专线⽹关⾼可⽤设计

腾讯云专线继承了腾讯云 DSR ⾼可⽤特性，极⼤提⾼了专线⽹关可⽤性。

在路由转发平⾯，DSR 通过多活技术为每个专⽤通道提供2个双活的路由系统，每个路由系统独⽴分布在不同的
DSR 集群上，同时 DSR 集群对外提供了2个腾讯云边界 IP 地址来实现控制⾯路由双活机制（activ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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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这样 IDC 侧本地路由器通过 BGP 协议分别与两个 DSR 集群分别建⽴了 BGP 邻居关系，有效的保证
了 DSR 集群升级或者单集群故障时业务的⾼可⽤，避免因单 BGP 邻居中断导致路由收敛⽽对业务产⽣的影响。
在数据转发⾯，DSR 系统通过⼤规模集群控制和⾃研集群扩展技术，实现海量数据和流量的分布式转发。在集群

内通过实时监测机制动态调整并剔除异常服务节点，保证了单集群的可⽤性；集群间通过⼤规模集群扩展技术，

实现⽤户业务在多个集群间横向扩容，确保了跨集群的可⽤性。

推荐配置

1. 腾讯云侧：DSR 通过 BGP 协议学习腾讯云到⽤户 IDC 的路由，下⼀跳为⽤户本地路由器。
2. ⽤户 IDC 侧：⽤户本地路由器通过 BGP 协议学习到腾讯云 VPC 的路由，下⼀跳为 2个 DSR 集群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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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将介绍如何创建专线⽹关，以及⼊⽅向路由说明。

前提条件

您已申请物理专线，具体操作请参⻅ 申请接⼊物理专线。
如果使⽤ VPC，请确保您已创建腾讯云 VPC，具体操作请参⻅ 快速搭建 IPv4 私有⽹络。

如果使⽤云联⽹ CCN，请确保您已创建云联⽹实例，具体操作请参⻅ 新建云联⽹实例。
如果您使⽤ NAT 型专线⽹关，您请确保已创建私⽹ NAT。

说明：

NAT 型专线⽹关需要开⽩使⽤，如需使⽤，请 提交⼯单；NAT 型专线⽹关⽹络地址映射配置参数新旧版
本对应关系请参⻅ 专线⽹关概述。

使⽤限制

标准型专线⽹关⽀持传递辅助 CIDR，但需要遵循如下限制：

标准型专线⽹关⽀持传递10个辅助 CIDR。
NAT 型专线⽹关不⽀持传递辅助 CIDR。

操作步骤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 ，并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专线⽹关。
2. 在“专线⽹关”⻚⾯上⽅选择地域和私有⽹络，然后单击 +新建 。 

创建专线⽹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6:09:2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4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189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30062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8746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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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专线⽹关对话框中配置⽹关详情，完成后单击确定。

字段 含义

名称 专线⽹关的名称。

可⽤区 选择地域所在可⽤区。

关联⽹络 选择云联⽹类型、私有⽹络或 NAT 类型的专线⽹关。

所在⽹络 所选的专线⽹关⽹络类型不同，则需关联相应⽹络类型的实例。

⽹关类型
若创建私有⽹络类型的专线⽹关，不具备⽹络地址转换功能。

若创建 NAT 型专线⽹关，具备⽹络地址转换功能，需要您在 NAT 侧配置转换规则。

⼊⽅向路由说明

在专线⽹络架构中，创建专线⽹关的时间、专⽤通道的模式均对⼊⽅向（IDC 到腾讯云 VPC ⽅向）的路由⽬的⽹段

有影响，更多详细说明请参⻅ 专线⽹关概述。

⽹关类型 创建时间
专⽤通

道模式
IDC 侧上云路由

私有⽹络

专线⽹关

⽆限制 静态 ⼊⽅向路由的路由规则，由⽤户在本地路由器配置。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8746


专线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0 共78⻚

⽹关类型 创建时间
专⽤通

道模式
IDC 侧上云路由

BGP IDC 侧通过 BGP 协议学习到 VPC CIDR。

云联⽹专

线⽹关

2020 年 9 ⽉ 15
⽇零点前

静态 ⼊⽅向路由的路由规则，由⽤户在本地路由器配置。

BGP IDC 侧通过 BGP 协议学习到⼦⽹ CIDR。

2020 年 9 ⽉ 15
⽇零点后

静态 ⼊⽅向路由的路由规则，由⽤户在本地路由器配置。

BGP IDC 侧通过 BGP 协议学习到 VPC CIDR。

NAT 型专
线⽹关

⽆限制

静态
⼊⽅向路由的路由规则，由⽤户在本地路由器配置。 VPC 路由
下⼀跳需指向私⽹ NAT ⽹关。

BGP VPC 路由下⼀跳需指向私⽹ NAT ⽹关

后续操作

若您创建的云联⽹专线⽹关，则还需在专线⽹关添加 IDC ⽹段才可以实现⽹络通信，详情请参⻅ 发布⽹段⾄云联
⽹。

若您创建的 VPC 专线⽹关，还需配置 VPC 路由表信息，才能实现⽹络通信，详情请参⻅ 配置路由表。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908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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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云联⽹与专线⽹关关联时，需为云联⽹配置下⼀跳为专线⽹关、⽬的端为 IDC ⽹段的路由策略，才可以实现⽹络
通信。配置云联⽹路由策略有⾃定义⼿动填写（静态）和⾃动学习传递⾃动学习（BGP）两种⽅式，详情请参⻅ 路
由概述。本⽂将介绍如何在专线⽹关上发布⽹段⾄云联⽹。

说明：

专线⽹关发往云联⽹的路由条⽬数⼩于等于20条，如需提升额度请提交 ⼯单申请。

背景信息

在下图所⽰的专线⽹络架构中，本地 IDC 通过关联云联⽹专线⽹关、云联⽹实现与腾讯云 VPC 通信，云上 VPC 到
IDC ⽅向的⽬的⽹段为  192.168.0.0/24 。在专线⽹关上配置 IDC ⽹段后，云联⽹的路由表中将增加⼀条下⼀跳

为专线⽹关、⽬的⽹段为  192.168.0.0/24 的路由策略，实现路由传递。

说明：

若您在专线⽹关上配置多个 IDC ⽹段，云联⽹将根据最⻓掩码匹配原则进⾏路由转发，详情请参⻅ 云联⽹路
由概述。

云联⽹专线⽹关

发布⽹段⾄云联⽹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8 14:42:1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34259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3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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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您已创建云联类型的专线⽹关，详情请参⻅ 创建专线⽹关。

操作步骤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 ，并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专线⽹关。

2. 在“专线⽹关”⻚⾯上⽅选择地域和私有⽹络，然后在专线⽹关列表中单击⽬标实例 ID。
3. 在专线⽹关详情⻚⾯单击发布⽹段⻚签。
专线⽹关上的发布⽹段（即 IDC ⽹段）是指专线⽹关发送⾄云联⽹的路由。云联⽹收到该路由后，将⾃动新增⼀
条下⼀跳为此专线⽹关、⽬的端为 IDC ⽹段的路由。

4. （可选）关联云联⽹。

如果 创建专线⽹关 时没有指定具体的云联⽹实例，请单击关联云联⽹，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待关联的云联
⽹实例并单击确定。

成功添加云联⽹实例后，云联⽹图标将显⽰已关联且图标颜⾊显⽰为绿⾊，专线⽹关与云联⽹之间的虚线变为实

线。即专线⽹关与云联⽹已互联。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6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dc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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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专⽤通道。
专⽤通道是物理专线的⽹络链路划分，提供了⽤户 IDC 和腾讯云之间的⽹路链路。 
在与专线⽹关相连的专⽤通道图标下，单击创建专⽤通道。⾃动跳转⾄专⽤通道创建⻚⾯，您可在该⻚⾯配置专

⽤通道信息。

专⽤通道创建详情请参⻅ 申请专⽤通道。 
成功创建专⽤通道后，专⽤通道图标将显⽰已创建且图标颜⾊显⽰为绿⾊，专线⽹关与云联⽹之间的虚线变为实

线。即已为专线⽹关配置专⽤通道。

6. 发布 IDC ⽹段⾄云联⽹。 
发布 IDC ⽹段到云联⽹，专线⽹关可以学习到云联⽹路由；云联⽹是否学习到的专线⽹关路由，由 IDC ⽹段发布
⽅式决定。

⾃定义⽅式：⽤户⼿动配置模式，云联⽹学会指定的专线⽹关路由。

⾃动传递⽅式：即 BGP 模式，云联⽹⾃动获取专⽤通道发来的⽹关路由，但取决于专⽤通道的发布时间。
⾃定义⽅式

⾃动传递⽅式

模式切换须知

即原静态/⼿动配置模式。

a. （可选）在发布规则区域选择云联⽹实例。
当前专线⽹关未配云联⽹或者更换云联⽹情况下可执⾏本步骤。

说明

发布⽅式系统⾃动填充，默认⾃定义⽅式，如果需要⾃动传递⽅式请提交 ⼯单申请。

b. 在⽹段详情⻚⾯的⾃定义⻚签中单击新建，并填写发往云联⽹的⽹段信息，然后单击保存。
单击保存后，专线⽹关将配置的 IDC ⽹段发送给云联⽹。 

说明

发布的 IDC ⽹段数须⼩于等于100个。如需超额请提交 ⼯单申请。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0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专线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4 共78⻚

7. 查看发布的 IDC ⽹段。 
在⽹段详情区域的⽹段列表中可查看发布的 IDC ⽹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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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的专线⽹络架构中使⽤云联⽹专线⽹关，则可以在控制台查看专线⽹关 IDC ⽅向和云联⽹⽅向的路由表信息。

使⽤限制

专线⽹关⽀持路由表功能灰度发布中，若需使⽤请提 ⼯单申请。
中国台湾和加拿⼤等地域暂不⽀持此功能。

前提条件

您已创建云联⽹类型的专线⽹关，并关联云联⽹，详情请参⻅ 创建专线⽹关。
创建专⽤通道， 并关联该专线⽹关，详情请参⻅ 申请通道。
已为专线⽹关添加 IDC ⽹段，详情请参⻅专线⽹关添加 IDC ⽹段。

操作步骤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 ，并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专线⽹关】。
2. 在“专线⽹关”⻚⾯上⽅选择地域和私有⽹络，然后在专线⽹关列表中单击⽬标实例 ID。 

3. 在专线⽹关详情⻚⾯单击【路由表】⻚签，查看专线⽹关 IDC ⽅向和云联⽹⽅向的路由表，若需下载路由表信

息，请单击 。

查看专线⽹关路由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09 15:06:23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9083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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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为⽹关类型为 NAT 型的专线⽹关配置 IP 转换和配置 IP 端⼝转换，具体可参考如下操作：

说明：

本⽂仅是 V3R1 版本的 NAT ⽹络型专线⽹关⽹络地址转换指导，升级后的 V3R2 版本专线侧仅需在 创建专线

⽹关 时绑定相应的私有 NAT 实例即可，其中 IP 映射关系需要在 NAT 侧进⾏配置

配置 IP 转换
配置 IP 端⼝转换
配置⽰例

配置 IP 转换

配置本端 IP 转换

规则限制

原 IP 必须在私有⽹络 CIDR 范围内。

映射 IP 不可以在专线⽹关所在私有⽹络 CIDR 范围内。
原 IP 唯⼀不可以重复，即私有⽹络内1个 IP 只能唯⼀映射为1个 IP。
映射 IP 唯⼀不可以重复，即多个 VPC IP 不可映射为同⼀个 IP。
原⽬的 IP 不⽀持⼴播地址（255.255.255.255）、D 类地址（224.0.0.0 - 239.255.255.255）、E 类地址
（240.0.0.0 - 255.255.255.254）。
专线⽹关的本端 IP 转换最⼤⽀持100个 IP 映射，每个 IP 映射最⼤⽀持20条 ACL 规则（如需提升配额，请提交

⼯单申请）。

操作步骤

1. 登录 私有⽹络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专线⽹关，进⼊管理⻚⾯。
3. 单击⽹关类型为 NAT 型专线⽹关 ID，进⼊详情⻚。
4. 在专线⽹关详情⻚中，选择本端 IP 转换选项卡，进⾏本端 IP 转换配置。

5. 在 IP 映射⻚左上⾓，单击新增，新增本端 IP 映射。

VPC 专线⽹关
配置⽹络地址转换（NAT）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6:07:2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6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vpc?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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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弹框中，输⼊原 IP、映射 IP 及备注，单击确定即可。
7. （可选）新增本端 IP 映射时，默认添加了允许所有进出流量通过的 ACL 规则，即本端 IP 转换对所有专⽤通道⽣
效，您可以编辑本端 IP 转换的 ACL 规则，以改变本端 IP 转换的适⽤范围。

说明：

当专线⽹关同时配置对端 IP 转换时，本端 IP 转换 ACL 规则的⽬的 IP 需要填写对端 IP 转换的映射 IP
，⽽不是原 IP。
本端 IP 转换 ACL 规则⽀持配置协议（⽀持 TCP 或 UDP）、源端⼝、⽬的 IP、⽬的端⼝，其中，端
⼝、IP 不填代表 ALL；当协议选择 ALL 时，端⼝和 IP 默认均选择 ALL。

8. 在 IP 映射⻚中，单击 IP 映射所在⾏右侧的编辑 ACL 规则，进⼊ ACL 规则编辑状态。
9. 在已有的 ACL 规则底部，单击新增⼀⾏，完成 ACL 规则的新增后，单击保存即可。
0. （可选）在 ACL 规则编辑状态下，您可对已有的 ACL 规则进⾏修改或删除，完成操作后，单击保存即可。
1. （可选）您也可在 IP 映射⻚中，直接单击 展开 IP 映射规则，单击规则所在⾏右侧的修改或删除，操作完成
后，确认操作即可。

2. （可选）如果您需修改本端 IP 映射，可在 IP 映射⻚中，单击 IP 映射所在⾏右侧的【修改 IP 映射】，即可修改

本端 IP 映射的原 IP、映射 IP 和备注，单击确定后，IP 映射⽣效。
3. （可选）如果您需删除本端 IP 映射，可在 IP 映射⻚中，单击 IP 映射所在⾏右侧的删除，并确认操作即可，IP 映
射删除后将联动删除该 IP 映射下的 ACL 规则。

配置对端 IP 转换

规则限制

映射 IP 不可以在专线⽹关所在私有⽹络 CIDR 范围内。
原 IP 唯⼀不可以重复，即专线对端1个 IP 只能唯⼀映射为1个 IP。

映射 IP 唯⼀不可以重复，即不⽀持多个专线对端 IP 映射为同1个 IP。
原⽬的 IP 不⽀持⼴播地址（255.255.255.255）、D 类地址（224.0.0.0 - 239.255.255.255）、E 类地址
（240.0.0.0 - 255.255.255.254）。
专线⽹关的对端 IP 转换最⼤⽀持100个 IP 映射（如需提升配额，请提交 ⼯单申请）。

操作步骤

1. 登录 私有⽹络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专线⽹关，进⼊管理⻚⾯。
3. 单击⽹关类型为 NAT 型专线⽹关 ID，进⼊详情⻚。
4. 在专线⽹关详情⻚中，选择对端 IP 转换选项卡，进⾏对端 IP 转换配置。
5. 在 IP 映射⻚左上⾓，单击新增，新增对端 IP 映射。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vpc?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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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弹框中，输⼊原 IP、映射 IP 及备注，单击确定即可。
7. （可选）如果您需修改对端 IP 映射，可在 IP 映射⻚中，单击 IP 映射所在⾏右侧的修改 IP 映射，即可修改对端

IP 映射的原 IP、映射 IP 和备注，单击确定后，对端 IP 映射⽣效。

8. （可选）如果您需删除对端 IP 映射，可在 IP 映射⻚中，单击 IP 映射所在⾏右侧的删除，并确认操作即可。

配置 IP 端⼝转换

配置本端源 IP 端⼝转换

说明：

当本端 IP 转换和本端源 IP 端⼝转换冲突时，优先匹配本端 IP 转换。

规则限制

映射 IP 池不可以在专线⽹关所在私有⽹络的 CIDR 范围内。
多个映射 IP 池的 ACL 规则不可以重叠，否则会导致⽹络地址转换冲突。

多个映射 IP 池之间 IP 不可以重叠。
映射 IP 池仅⽀持单 IP 或连续 IP，且连续 IP 的 /24 ⽹段需保持⼀致，即⽀持“192.168.0.1 - 192.168.0.6”，不⽀
持“192.168.0.1 - 192.168.1.2”。
映射 IP 池不⽀持⼴播地址（255.255.255.255）、D 类地址（224.0.0.0 - 239.255.255.255）、E 类地址
（240.0.0.0 - 255.255.255.254）。
本端源 IP 端⼝转换最⼤⽀持100个映射 IP 池，每个映射 IP 池⽀持最⼤20条 ACL 规则（如需提升配额，请提交

⼯单申请）。

操作步骤

1. 登录 私有⽹络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专线⽹关，进⼊管理⻚⾯。
3. 单击⽹关类型为 NAT 型专线⽹关 ID，进⼊详情⻚。
4. 在专线⽹关详情⻚中，选择本端源 IP 端⼝转换选项卡，进⾏本端源 IP 端⼝转换配置。

5. 在映射 IP 池⻚左上⾓，单击新增，新增映射 IP 池。
6. 在弹框中，输⼊映射 IP 池（⽀持 IP 或 IP 段，IP 段格式为 “A - B”）和备注，单击确定即可。
7. 新增映射 IP 池的 ACL 规则为拒绝所有进出流量通过，需要额外编辑 ACL 规则才可以实现⽹络转换。

说明：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vpc?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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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专线⽹关同时配置对端 IP 转换时，本端源 IP 端⼝转换 ACL 规则的⽬的 IP 需要填写对端 IP 转换的映
射 IP，⽽不是原 IP。
本端源 IP 端⼝转换 ACL 规则⽀持配置协议（⽀持 TCP 或 UDP）、源 IP、源端⼝、⽬的 IP、⽬的端

⼝。

8. 在映射 IP 池⻚中，单击映射 IP 池所在⾏右侧的编辑 ACL 规则，进⼊ ACL 规则编辑状态。
9. 在已有 ACL 规则底部，单击新增⼀⾏，完成 ACL 规则的新增后，单击保存即可。
0. （可选）在 ACL 规则编辑状态下，您可对已有的 ACL 规则进⾏修改或删除，完成操作后，单击保存即可。
1. （可选）您也可在映射 IP 池⻚中，单击 展开映射 IP 池规则，单击规则所在⾏右侧的修改或删除，操作完成

后，确认操作即可。

2. （可选）如果您需修改映射 IP 池，可在映射 IP 池⻚中，单击映射 IP 池所在⾏右侧的修改映射 IP 池，即可修改
该映射 IP 池的 IP 和备注。

3. （可选）如果您需删除映射 IP 池，可在映射 IP 池⻚中，单击映射 IP 池所在⾏右侧的删除并确认操作，即可删除
该映射 IP 池，映射 IP 池删除后，将⾃动删除映射 IP 池关联的 ACL 规则。

配置本端⽬的 IP 端⼝转换

规则限制

原 IP 必须在专线⽹关所在私有⽹络 CIDR 范围之内。

原 IP 端⼝唯⼀，即私有⽹络内同⼀ IP 端⼝只能唯⼀映射为⼀个 IP 端⼝。
映射 IP 端⼝不可以在私有⽹络 CIDR 范围之内。
映射 IP 端⼝不可以重复，即不存在⼀个 IP 端⼝映射多个私有⽹络 IP 端⼝。
原 IP 和映射 IP 不⽀持⼴播地址（255.255.255.255）、D 类地址（224.0.0.0 - 239.255.255.255）、E 类地址
（240.0.0.0 - 255.255.255.254）。

本端⽬的 IP 端⼝转换最⼤⽀持100个 IP 端⼝映射（如需提升配额，请提交 ⼯单申请）。

操作步骤

1. 登录 私有⽹络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专线⽹关，进⼊管理⻚⾯。
3. 单击⽹关类型为 NAT 型专线⽹关 ID，进⼊详情⻚。
4. 在专线⽹关详情⻚，选择本端⽬的 IP 端⼝转换选项卡，进⾏本端⽬的 IP 端⼝转换配置。

5. 在 IP 端⼝映射⻚左上⾓，单击新增，新增本端⽬的 IP 端⼝映射。
6. 在弹框中，选择协议，输⼊原 IP 端⼝、映射后 IP 端⼝及备注，单击确定即可。
7. （可选）如果您需修改本端⽬的 IP 端⼝映射，可在 IP 端⼝映射⻚中，单击 IP 端⼝映射所在⾏右侧的修改 IP 端
⼝映射，即可修改该 IP 端⼝映射的映射关系及备注。

8. （可选）如果您需删除本端⽬的 IP 端⼝映射，可在 IP 端⼝映射⻚中，单击 IP 端⼝映射所在⾏右侧的删除并确认
操作，即可删除该映射。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vpc?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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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例

配置本端 IP 转换⽰例

若私有⽹络内的 IP A   192.168.0.3  作为原 IP，通过本端 IP 转换，映射为 IP B  10.100.0.3 ，则：

IP A 对专线对端的主动访问⽹络包原 IP 将⾃动修改为  10.100.0.3 。

所有专线对端访问的  10.100.0.3  的⽹络包将⾃动指向 IP A  192.168.0.3 。

配置对端 IP 转换⽰例

专线对端 IP D  10.0.0.3  作为原 IP，通过对端 IP 转换，映射为 IP C  172.16.0.3 ，则：

IP D  10.0.0.3 主动访问私有⽹络的⽹络包原 IP ，并⾃动修改为 IP C  172.16.0.3 。

所有私有⽹络访问 IP C  172.16.0.3 的⽹络包，将⾃动指向专线对端 IP D  10.0.0.3 。

配置本端源 IP 端⼝转换⽰例

私有⽹络 C ⽹段为  172.16.0.0/16 ， 通过专线连接第三⽅银⾏ A 和 B，其中银⾏ A 对端⽹段

为  10.0.0.0/28 ，要求对接⽹段为  192.168.0.0/28 ；银⾏ B 对端⽹段为  10.1.0.0/28 ，要求对接⽹

段为  192.168.1.0/28 。则可以按照下⾯配置 A、B 两条本端源 IP 端⼝转换：

配置 本端源 IP 端⼝转换 A 本端源 IP 端⼝转换 B

映射 IP 池  192.168.0.1 - 192.168.0.15   192.168.1.1 - 192.168.1.15 

ACL 规则

协议 ALL ALL

源 IP  172.16.0.0/16   172.16.0.0/16 

源端⼝ — —

⽬的 IP  10.0.0.0/28   10.1.0.0/28 

⽬的端⼝ — —

完成配置后，私有⽹络 C 内主动访问银⾏ A、B 的⽹络请求，会根据对应的 ACL 规则分别转换为对应映射 IP 池的随
机端⼝，访问对应的专⽤通道。

配置本端⽬的 IP 端⼝转换⽰例

私有⽹络 C 的⽹段为  172.16.0.0/16 ，仅希望开放部分端⼝给专线对端主动访问，则可以按照下⾯⽅案配置

A、B 两条本端⽬的 IP 端⼝映射：

本端⽬的 IP 端⼝映射 A：原 IP 端⼝  172.16.0.1:80 ，映射后 IP 端⼝  10.0.0.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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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端⽬的 IP 端⼝映射 B：原 IP 端⼝  172.16.0.1:8080 ，映射后 IP 端⼝  10.0.0.1:8080 。

完成配置后，专线对端可以主动访问  10.0.0.1:80 、  10.0.0.1:8080  端⼝，实现对私有⽹络 C

内  172.16.0.1:80 、  172.16.0.1:8080  两个端⼝的主动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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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专线⽹关并完成专⽤通道建设后，即可在控制台配置私有⽹络的路由表，将需要通向专线的流量引导到专线⽹

关。

1. 登录 私有⽹络控制台。

2. 在左侧⽬录中，单击路由表，进⼊管理⻚⾯。
3. 单击需要关联专线⽹关的路由表 ID， 进⼊详情⻚。
4. 单击 +新增路由策略 。
5. 在弹框中输⼊⽬的端⽹段，下⼀跳类型选择专线⽹关，下⼀跳选择⽹关名。
配置路由策略：

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

⽬的端

⽬的端即为您要转发到的⽬标⽹段，配置要求如下：

⽬的⽹段描述仅⽀持⽹段格式，如果您希望⽬的端为单个 IP，可设置掩码为32（例如
172.16.1.1/32）。
⽬的端不能为路由表所在私有⽹络内的 IP 段，原因是 Local 路由已表⽰此私有⽹络内默认内
⽹互通。

下⼀跳类

型
选择专线⽹关。

下⼀跳 指定具体跳转到的下⼀跳专线⽹关实例。

备注 可⾃⾏添加路由条⽬的描述信息，便于资源管理。

新增⼀⾏
如需配置多条路由策略，可单击新增⼀⾏，如需删除可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图标，创建⾃定义路

由表时，⾄少需要配置⼀条路由策略。

6. 单击创建即可。
完成上述步骤后，您即可将特定⽬的端流量指向专线⽹关，与您的本地数据中⼼关联。

配置路由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2 14: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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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专线⽹关完成后如果您业务需要通过 NAT ⽹关⽅式进⾏公⽹访问，那么您需要为专线⽹关绑定 NAT ⽹关。本
⽂将介绍如何为专线⽹关绑定 NAT ⽹关。

前提条件

已 创建 VPC ⽹络。

已 创建 VPC 型专线⽹关。
已 创建 NAT ⽹关。

绑定 NAT ⽹关

1. 登录 私有⽹络控制台。
2. 在左侧⽬录中，单击专线⽹关，进⼊管理⻚⾯。
3. 在专线⽹关列表中单击需要绑定 NAT ⽹关的专线⽹关名称，进⼊详情⻚⾯。

4. 在基本信息⻚⾯选择需要绑定的 NAT ⽹关。 

解绑 NAT ⽹关

如果您不再需要专线⽹关上绑定的 NAT ⽹关，您可以进⼊专线⽹关详情⻚⾯的基本信息⻚签解绑。

1. 登录 私有⽹络控制台。
2. 在左侧⽬录中，单击专线⽹关，进⼊管理⻚⾯。
3. 在专线⽹关列表中单击需要解绑 NAT ⽹关的专线⽹关名称，进⼊详情⻚⾯。

4. 在基本信息⻚⾯绑定 NAT ⽹关所在⾏单击解绑，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绑定 NAT ⽹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06 19: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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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流控可以为您提供⽹关上 IP 粒度的 “监” 与 “控” 能⼒，可以对内⽹IP与⽹关之间的带宽进⾏监控和限制。 
开启⽹关流控可使流量管理精细化、可视化，帮助⽹络运维⼈员掌握⽹关中流量的情况，IP 粒度的限速能⼒帮助您
快速排查故障，屏蔽异常流量，保障关键业务。

⽬前⽀持开启⽹关流控的有：专线⽹关。

说明：

1. ⽹关流控的源端仅⽀持云服务器，其它服务到⽹关的流量不⽀持统计。
2. ⽬前⽹关流控处于灰度中，如有需要，请提交 ⼯单申请。

主要功能

精确的⽹关故障排查能⼒，最⼩化⽹络故障时间；可以结合流量提供实时查询、展⽰ TOP N 排名的 IP 功能，分

析来源 IP 及其关键指标，快速定位异常流量。
基于 IP - ⽹关粒度的 “监” 与 “控” 能⼒；结合分钟级的⽹络流量查询，可及时发现异常流量抢占带宽，设置 IP - ⽹
关粒度带宽限制，保障核⼼业务稳定畅⾏。

全时全流的⽹关流量分析能⼒，降低云上⽹络成本。通过 QoS 控制成本，可在⽹络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限制⾮关
键业务带宽，以降低成本。

应⽤场景

主要应⽤于公司⽹关流量在夜间突增场景，通过智能⽹关流控，运维⼈员可根据该突增时间点，追踪造成流量突增

的 IP，从⽽快速定位根源。不仅如此，⽹关流控提供基于 IP - ⽹关粒度的带宽控制，可限制某 IP 到⽹关的带宽，屏
蔽异常流量，保障关键业务。

计费相关

⽹关流控功能不收费。

管理专线⽹关

⽹关流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2 16: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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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开启⽹关流控明细

1. 登录 私有⽹络控制台。
2. 根据您的需求，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专线⽹关，进⼊对应管理⻚⾯，如下以 VPN ⽹关为例。
3. 单击需要开启的⽹关或连接 ID，进⼊详情⻚。

4. 单击监控选项卡，开启右上⾓⽹关流控明细。
5. 开启 VPN ⽹关流控明细需要5 - 6分钟采集和发布数据，之后，您即可在监控图表下⽅查看监控明细表格。 

设置流控明细

1. 登录 私有⽹络控制台。
2. 根据您的需求，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专线⽹关，进⼊对应管理⻚⾯，如下以 VPN ⽹关为例。

3. 单击需要设置的⽹关或连接 ID，进⼊详情⻚。
4. 单击监控选项卡。
5. 找到需要限制出带宽上限的 IP，单击修改。 

6. 调整带宽后，单击保存。

查看流控明细

1. 登录 私有⽹络控制台。
2. 根据您的需求，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专线⽹关，进⼊对应管理⻚⾯，如下以 VPN ⽹关为例。
3. 单击需要查看的⽹关或连接 ID，进⼊详情⻚。
4. 单击监控选项卡。
5. 在⽹关流控明细表右上⽅，单击查看已限制 IP。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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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不使⽤专线⽹关后，可以对专线⽹关进⾏删除。删除专线⽹关，将⼀同删除连接⾄此专线⽹关的专⽤通道，请

确认专线⽹关删除不会影响到您的正常业务。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产品】>【⽹络】>【私有⽹络】，进⼊私有⽹络控制台。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专线⽹关】，进⼊管理⻚⾯。
3. 选择需要删除的专线⽹关，单击操作栏的【删除】。
4. 单击【确定】即可。

删除专线⽹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0-04-21 1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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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腾讯云专线使⽤过程中，每条通道的业务不同其承载的流量负荷不同，如果通道被业务流量占满则会导致线路不

可⽤。针对这⼀问题，腾讯云专线推出了⽹关粒度的流量分析功能，让您第⼀时间了解流量 Top N 的 IP 及流量详
情，协助您进⾏业务调整。

前提条件

已创建专线⽹关，详情请参⻅ 创建专线⽹关。
已有业务流量在⽹关中流通。

操作步骤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并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专线⽹关。
2. 在“专线⽹关”⻚⾯上⽅选择地域和私有⽹络，然后在专线⽹关列表中单击⽬标实例 ID。 

3. 在专线实例详情⻚单击流量分析，并开启流量采集任务。

开启后，系统会⾃动统计所有通过本⽹关的数据流量，约3 - 5分钟后将采集结果展⽰。
4. 查看流量分析结果。

时间周期和时间粒度设置。

时间周期包括3分钟前、1⼩时前、7天前。
时间粒度包括1分钟、1⼩时和1天，即按分钟/⼩时/天粒度来统计流量。

说明：

如果您预计流量分析时间约0 ~ 30分钟，时间粒度建议选择1分钟，超过30分钟时间粒度建议选择⼩
时。

如果您想要3分钟内更加准确、细粒度的流量统计分析，建议时间周期选三分钟前，⾃定义时间段跨
度为1分钟（如2021-08-06 14:18〜2021-08-06 15:17），时间粒度选择1分钟。

⽹关流量分析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06 19:52:1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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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N 查看。 
在流量列表中展⽰了TOP 5、TOP 20、TOP 50和⾃定义等四种通道流量排⾏榜，如果您需要查看指定 IP 的流量
信息可在右侧输⼊框键⼊相应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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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通道是物理专线的⽹络链路划分，您可以创建不同的专⽤通道与不同专线⽹关关联，实现本地数据中⼼与多个

私有⽹络的互联。创建专⽤通道后，系统将⾃动为您配置专⽤通道事件告警，帮助您监控、运维专⽤通道。本⽂将

介绍如何申请通道。

背景信息

腾讯云专线接⼊有⾃主独占物理专线和共享合作伙伴线路两种接⼊⽅式：

⾃主独占型专线接⼊：⽤户⾃主拉通本地数据中⼼到腾讯云接⼊点的物理专线，独享物理端⼝。

共享合作伙伴专线接⼊：使⽤合作伙伴在腾讯预连接的物理专线接⼊腾讯云。⽬前合作伙伴有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信⽹络等具有 A14 和 A26 电信资质的合作伙伴。

物理专线接⼊⽅式不同，则在其上创建的通道不同。

使⽤⾃主独占型物理专线创建的通道为独占型专⽤通道，即独占专⽤通道，适⽤于⼤带宽接⼊、业务独享等场

景，创建详情请参⻅ 独享专⽤通道。
使⽤合作伙伴与腾讯预连接的物理专线创建的专⽤通道为共享型专⽤通道，即共享专⽤通道，适⽤于⽆⼤带宽⼊

云需求、上云时间要求较短的场景，创建详情请参⻅ 共享专⽤通道。

专⽤通道

专⽤通道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6 18: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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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您已申请物理专线，具体操作请参⻅ 申请物理专线。
您已创建专线⽹关，具体操作请参⻅ 创建专线⽹关。

操作步骤

步骤⼀：申请专⽤通道

1. 登录 专线接⼊ - 专⽤通道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专⽤通道 > 独享专⽤通道，在⻚⾯上⽅单击 +新建，并配置名称、专线类型、接⼊⽹络、地
域、关联的专线⽹关等基名称本配置，完成后单击下⼀步。

字段 含义

名称 专⽤通道名称。

通道类型 通道类型随关联的物理专线变化，分为1.0和2.0。

物理专线 选择您已申请的物理专线。

接⼊⽹络
若通道类型为 1.0，则可选择云联⽹、私有⽹络。
若通道类型为 2.0，则可选择云联⽹、私有⽹络和 NAT ⽹络。

地域

若选择云联⽹，则地域默认为云联⽹专线⽹关所在地域。

若选择私有⽹络，专⽤通道 2.0 仅可选择物理专线所在地域，专⽤通道1.0可选
择任何地域。

私有⽹络 选择⽬标私有⽹络实例。

专线⽹关 关联已创建的专线⽹关，专⽤通道2.0不⽀持 NAT 型专线⽹关。

3. 在⾼级配置⻚⾯配置以下参数。

字段 含义

VLAN
ID

⼀个 VLAN 对应⼀个通道，取值范围[0，3000)：
若值为0，表⽰仅能创建⼀个专⽤通道，请使⽤三层物理⼝对接。

独享专⽤通道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1 15: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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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值为[1，2999]，代表可创建多个专⽤通道，请使⽤三层⼦接⼝对接。若特殊情况只能⼆层对
接，建议在 IDC 侧关闭接⼝下 STP 协议。在多专⽤通道下，MSTP 专线透传多 VLAN 时，需运
营商线路开启 Trunk 模式。

带宽
专⽤通道的最⼤带宽值，不可超过关联的物理专线的带宽值。⽉95后付费的计费模式下，“带宽”参
数不代表计费带宽。

互联

IP

若您的通道类型是2.0，默认为⼿动分配。
若您的通道类型是1.0，可选择⼿动指定或⾃动分配。若选择⾃动分配，则⽆需配置腾讯云边界
主 IP 和⽤户边界 IP。

腾讯

云边

界

IP1

物理专线腾讯云侧的边界互联 IP。请勿使⽤以下⽹段或⽹络地址：169.254.0.0/16、127.0.0.0/8、
255.255.255.255、224.0.0.0 - 239.255.255.255、240.0.0.0 - 255.255.255.254。

腾讯

云边

界

IP2

物理专线腾讯云侧的备⽤边界互联 IP，在主边界 IP 发⽣故障不可⽤时，⾃动启⽤备⽤ IP，来确保
您的业务正常运⾏。若配置腾讯云边界 IP 掩码为30、31时，则不⽀持配置腾讯云边界备 IP。

⽤户

边界

IP
物理专线⽤户侧（或运营商⽹络侧）互联 IP，需⽤户⾃⾏配置。

路由

⽅式

⽀持 BGP 路由和静态路由：
BGP 路由：适⽤于不同⾃治域间交换路由信息和⽹络可达信息。
静态路由：适⽤于较简单的⽹络环境。

健康

检查
默认开启健康检查，⽀持 BFD 和 NQA 两种检测模式，详情请参⻅ 专⽤通道健康检查。

检测

模式
⽀持 BFD 和 NQA 两种检测模式。

健康

检查

间隔

两次健康检查间隔时间。

健康

检查

次数

如果连续执⾏设定次数的健康检查失败后，则执⾏路由切换。

BGP
ASN

输⼊ CPE 侧的 BGP 邻居的 AS 号，腾讯云 ASN 为 45090。若不输⼊将由系统随机分配。

BGP
密钥

输⼊ BGP 邻居的 MD5 值。默认 "tencent"，留空表⽰不需要 BGP 密钥。BGP 密钥不⽀持 ? & 空
格" \ +六种特殊字符。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4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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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若选择路由⽅式为静态路由，配置 IDC ⽹段时，请勿直接发布  9.0.0.0/8 ，  10.0.0.0/8 ，

 11.0.0.0/8 ，  30.0.0.0/8 ，

 100.64.0.0/10 ，  131.87.0.0/16 、  172.16.0.0/12 、  192.168.0.0/16  等⼤⽹段路

由。若需发布，则需拆分⽹段。

 9.0.0.0/8  拆分为：  9.0.0.0/9  +  9.128.0.0/9 。

 10.0.0.0/8  拆分为：  10.0.0.0/9  +  10.128.0.0/9 。

 11.0.0.0/8  拆分为：  11.0.0.0/9  +  11.128.0.0/9 。

 30.0.0.0/8  拆分为：  30.0.0.0/9  +  30.128.0.0/9 。

 100.64.0.0/10  拆分为：  100.64.0.0/11  +  100.96.0.0/11 。

 131.87.0.0/16  拆分为：  131.87.0.0/17  +  131.87.128.0/17 。

 172.16.0.0/12  拆分为：  172.16.0.0/13  +  172.24.0.0/13 。

 192.168.0.0/16  拆分为：  192.168.0.0/17  +  192.168.128.0/17 。

4. 配置 IDC 设备。单击下载配置指引下载 CPE 配置指引⽂件，按照⽂件中提供的⼏款通⽤⼚商的配置⽅法进⾏配
置。

参数 描述 备注

⽤户 IDC ⽹段 静态路由输⼊⽤户侧 CPE 的⽹段，⾮
NAT 模式下注意不能和 VPC ⽹段冲突。

⽀持变更：后期可通过控制台“通道变
更”更新⽹段。

5. 单击提交。

步骤⼆：设置告警联系⼈

创建专⽤通道后，腾讯云将⾃动为该专⽤通道配置专⽤通道 Down、专⽤通道 BFD 检测 Down、专⽤通道 BGP 会话

Down 和 BGP通道路由条⽬数超限四类事件告警，帮助您监控、运维专⽤通道。告警事件说明请参⻅ 告警事件说
明。

⾃动创建的默认告警策略未配置接受⼈信息，仅⽀持控制台告警，您可以⾃⾏配置告警接收⼈，详情请参⻅ 配置告
警。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840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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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状态说明

创建成功后，专⽤通道将出现在专⽤通道列表中，且连接状态为“申请中”。 
专⽤通道可能出现的连接状态流转如下：

申请中

系统已接收⽤户申请新通道指令，准备发起创建任务。

配置中

系统正在下发参数配置，若连接状态⻓时间在“配置中”，则表⽰系统下发配置遇到问题，请您联系架构师或 提交
⼯单 咨询。

配置完成

系统已根据您所填参数完成配置，但尚未 ping 通您的 IDC 互联地址，该状态⽀持删除操作。
已连接

系统已 ping 通您的 IDC 设备互联地址，但不代表业务已顺利连接。请前往 VPC 或云联⽹ 路由表 完成相关配置，
实现连接。

删除中

若您在控制台删除专⽤通道，则连接状态流转为“删除中”。若连接状态⻓时间在“删除中”，表⽰系统删除配置遇到
问题，请您联系架构师或 提交⼯单 咨询。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route?rid=1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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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通道是物理专线的⽹络链路划分，您可以创建不同的专⽤通道与不同专线⽹关关联，实现本地数据中⼼与多个

私有⽹络的互联。本⽂介绍如何创建共享型专⽤通道。

背景说明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信⽹络等具有A14和A26电信资质的合作伙伴和腾讯专线接⼊点之间预先建⽴了

物理专线连接，您可以依据实际需求通过共享合作伙伴的物理专线⽅式接⼊腾讯云。

共享型专⽤通道即使⽤合作伙伴的物理专线创建专⽤通道，也称共享专⽤通道，适⽤于⽆⼤带宽⼊云需求、上云时

间要求较短的场景。

共享专⽤通道开通流程如下：

前提条件

您已从供应商获取⽤于共享通道物理专线实例 ID 和物理线提供⽅的腾讯云主体账户（UIN）。
您已创建专线⽹关，具体操作请参⻅ 创建专线⽹关。

操作步骤

步骤⼀：申请专⽤通道

1. 登录 专⽤通道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专⽤通道 > 共享专⽤通道，单击 +新建 ，并配置名称、专线类型、接⼊⽹络、地域、关联的
专线⽹关等基本配置，完成后单击下⼀步。

共享专⽤通道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6:14:0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6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c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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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含义

名称 专⽤通道名称。

专线类型 共享专线。

专线提供⽅

与腾讯建⽴预连接的物理线路提供⽅：

⽬前仅⽀持具有A14和A26电信资质供应商（如电信、移动、联通、中信）线路创建共享
通道。

如果您需要将⾃⼰的物理专线共享给⼦公司或者⾃⼰其他腾讯云账户请联系腾讯技术⽀

持。

共享通道产⽣的费⽤由通道使⽤⽅⽀付。

共享专线 ID ⽤于创建共享通道的物理专线实例 ID。

接⼊⽹络
若通道类型为1.0，则可选择云联⽹或私有⽹络。
若通道类型为2.0，则可选择云联⽹、私有⽹络和 NAT ⽹络。

地域

若选择云联⽹，则地域默认为云联⽹专线⽹关所在地域。

若选择私有⽹络，专⽤通道2.0 仅可选择物理专线所在地域，专⽤通道1.0可选择任何地
域。

私有⽹络 选择⽬标私有⽹络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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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线⽹关 关联已创建的专线⽹关，专⽤通道2.0不⽀持 NAT 型专线⽹关。

3. 在“⾼级配置”⻚⾯配置以下参数。

字段 含义

VLAN ID

⼀个 VLAN 对应⼀个通道，取值范围[0，3000)：
若值为0，表⽰仅能创建⼀个专⽤通道，请使⽤三层物理⼝对接。
若值为[1，2999]，代表可创建多个专⽤通道，请使⽤三层⼦接⼝对接。若特殊情况只能
⼆层对接，建议在 IDC 侧关闭接⼝下 STP 协议。在多专⽤通道下，MSTP 专线透传多
VLAN 时，需运营商线路开启 Trunk 模式。

带宽
专⽤通道的最⼤带宽值，不可超过关联的物理专线的带宽值。⽉95后付费的计费模式
下，“带宽”参数不代表计费带宽。

腾讯云边界

主 IP1

物理专线腾讯云侧的边界互联 IP。请勿使⽤以下⽹段或⽹络地址：169.254.0.0/16、
127.0.0.0/8、255.255.255.255、224.0.0.0 - 239.255.255.255、
240.0.0.0 - 255.255.255.254。

腾讯云边界

主 IP2

物理专线腾讯云侧的备⽤边界互联 IP，在主边界 IP 发⽣故障不可⽤时，⾃动启⽤备⽤ IP，
来确保您的业务正常运⾏。若配置腾讯云边界 IP 掩码为 30、31 时，则不⽀持配置腾讯云边
界备 IP。

⽤户边界 IP 物理专线⽤户侧（或运营商⽹络侧）互联 IP，需⽤户⾃⾏配置。

路由⽅式

⽀持 BGP 路由和静态路由：
BGP 路由：适⽤于不同⾃治域间交换路由信息和⽹络可达信息。
静态路由：适⽤于较简单的⽹络环境。

健康检查 默认开启健康检查，⽀持 BFD 和 NQA 两种检测模式，详情请参⻅ 专⽤通道健康检查。

检测模式 ⽀持 BFD 和 NQA 两种检测模式。

健康检查间

隔
两次健康检查间隔时间。

健康检查次

数
如果连续执⾏设定次数的健康检查失败后，则执⾏路由切换。

BGP ASN 输⼊ CPE 侧的 BGP 邻居的 AS 号，腾讯云 ASN 为 45090。若不输⼊将由系统随机分配。

BGP 密钥 输⼊ BGP 邻居的 MD5 值。默认 "tencent"，留空表⽰不需要 BGP 密钥。BGP 密钥不⽀持 ?
& 空格" \ +六种特殊字符。

说明：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4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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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选择路由⽅式为静态路由，配置 IDC ⽹段时，请勿直接发布 9.0.0.0/8，
10.0.0.0/8， 11.0.0.0/8， 30.0.0.0/8， 100.64.0.0/10，131.87.0.0/16、172.16.0.0/12、192.168.0.0/16 等⼤⽹
段路由。若需发布，则需拆分⽹段。

 9.0.0.0/8  拆分为：  9.0.0.0/9  +   9.128.0.0/9 。

 10.0.0.0/8  拆分为：  10.0.0.0/9  +   10.128.0.0/9 。

 11.0.0.0/8  拆分为：  11.0.0.0/9  +   11.128.0.0/9 。

 30.0.0.0/8  拆分为：  30.0.0.0/9  +   30.128.0.0/9 。

 100.64.0.0/10  拆分为：  100.64.0.0/11  +   100.96.0.0/11 。

 131.87.0.0/16  拆分为：  131.87.0.0/17  +   131.87.128.0/17 。

 172.16.0.0/12  拆分为：  172.16.0.0/13  +   172.24.0.0/13 。

 192.168.0.0/16  拆分为：  192.168.0.0/17  +   192.168.128.0/17 。

4. 配置 IDC 设备。单击下载配置指引下载 CPE 配置指引⽂件，按照⽂件中提供的⼏款通⽤⼚商的配置⽅法进⾏配
置。

参数 描述 备注

⽤户

IDC ⽹
段

静态路由输⼊⽤户侧 CPE 的⽹段，⾮ NAT 模式下注意
不能和 VPC ⽹段冲突。

⽀持变更：后期可通过控制台“通道
变更”更新⽹段。

5. 单击提交。

共享专⽤通道创建后通道状态为“待接受”，需要线路提供⽅审批，审批通过后共享通道显⽰“已连接”。

步骤⼆：设置告警联系⼈

创建专⽤通道后，腾讯云将⾃动为该专⽤通道配置专⽤通道 Down、专⽤通道 BFD 检测 Down、专⽤通道 BGP 会话
Down 和 BGP 通道路由条⽬数超限四类事件告警，帮助您监控、运维专⽤通道。告警事件说明请参⻅ 告警事件说
明。

⾃动创建的默认告警策略未配置接受⼈信息，仅⽀持控制台告警，您可以⾃动配置告警接收⼈，详情请参⻅ 配置告

警。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840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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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物理专线共享给第三⽅客户后，在客户申请后您需要在控制台进⾏审批，审批后该共享通道才可⽤。

背景说明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信⽹络等具有A14和A26电信资质的合作伙伴和腾讯专线接⼊点之间预先建⽴了
物理专线连接，您可以依据实际需求通过共享合作伙伴的物理专线⽅式接⼊腾讯云。

共享型专⽤通道即使⽤合作伙伴的物理专线创建专⽤通道，也称共享专⽤通道，适⽤于⽆⼤带宽⼊云需求、上云时

间要求较短的场景。

共享专⽤通道开通流程如下。

前提条件

您的物理专线已预连接腾讯云。

客户已在控制台发起共享通道申请，详情可参⻅ 共享专⽤通道。

操作步骤

1. 登录 共享专⽤通道 控制台。

2. 在共享专⽤通道列表⻚中连接状态为待接受所在⾏的操作列单击更多 > 去审批，并在弹出的⻚⾯进⾏审批。 

3. 单击确定。审批后，共享通道连接状态将变更为“已连接”。 

共享通道审批（合作伙伴）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6:29:3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48575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conn-shared?dcConnType=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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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专⽤通道状态为“已连接”后，您还可以在专线接⼊控制台进⾏变更通道参数、修改通道带宽等操作。本⽂将分别介
绍通道1.0和通道2.0如何在控制台修改通道配置信息和路由⽅式。

说明：

共享专线模式下，专⽤通道⽆法进⾏带宽变更，需由物理专线所有者发起带宽变更。

前提条件

在变更通道前，需已 申请通道。

⼤⽹段使⽤限制

在配置⽤户 IDC ⽹段时，若发布⼤⽹段路由，专线⽹关将直接拒收。为确保⽹络的精细化调度能⼒，请勿发布以下
路由：

 9.0.0.0/8 ，  10.0.0.0/8 ，  11.0.0.0/8 ，  30.0.0.0/8 ，  100.64.0.0/10 ，  131.87.0.0/16

 、  172.16.0.0/12 、  192.168.0.0/16 。 

若需发布以上⼤⽹段路由，请将其拆分为以下⽹段组合发布：

 9.0.0.0/8  

拆分为：  9.0.0.0/9  +  9.128.0.0/9 。

 10.0.0.0/8  

拆分为：  10.0.0.0/9  +  10.128.0.0/9 。

 11.0.0.0/8  

拆分为：  11.0.0.0/9  +  11.128.0.0/9 。

 30.0.0.0/8  

拆分为：  30.0.0.0/9  +  30.128.0.0/9 。

 100.64.0.0/10  

拆分为：  100.64.0.0/11  +  100.96.0.0/11 。

 131.87.0.0/16  

拆分为：  131.87.0.0/17  +  131.87.128.0/17 。

变更通道路由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6:07:2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0


专线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1 共78⻚

 172.16.0.0/12  

拆分为：  172.16.0.0/13  +  172.24.0.0/13 。

 192.168.0.0/16   

拆分为：  192.168.0.0/17  +  192.168.128.0/17 。

变更通道路由

说明：

本⽂以独享专⽤通道为例，共享专⽤通道同理。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独享专⽤通道。
2. 在“专⽤通道”⻚⾯，在需要变更参数的通道右侧“操作”列选择通道变更。

3. 按您的专⽤通道类型，选择对应的⽅式修改专⽤通道信息，专⽤通道类型请在该通道“基本信息”⻚⾯查看。

专⽤通道1.0 
在“通道变更”对话框中编辑以下信息，并单击确定。

字段 说明

带宽

上限

专⽤通道的最⼤带宽值，不可超过关联的物理专线的带宽值。⽉95后付费的计费模式下，“带宽”参
数不代表计费带宽。修改带宽上线灰度中，若需体验，请提 ⼯单申请。

腾讯

云边

界 IP
物理专线腾讯云侧的边界互联 IP。变更腾讯云边界 IP 会中断业务，请谨慎操作。

⽤户

边界

IP
物理专线⽤户侧（或运营商⽹络侧）互联 IP。变更⽤户边界 IP 会中断业务，请谨慎操作。

BGP
ASN

输⼊ CPE 侧的 BGP 邻居 AS 号，腾讯云 ASN 为 45090。若不输⼊将由系统随机分配。

BGP
密钥

输⼊ BGP 邻居的 MD5 值。默认 "tencent"，留空表⽰不需要 BGP 密钥。BGP 密钥不⽀持 ? & 空
格" \ +六种特殊字符。

专⽤通道 2.0 
在“⾼级通道”⻚签中，按需修改以下信息：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conn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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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通道配置

在“通道配置”右侧单击编辑，然后在展开的编辑⻚⾯修改腾讯云边界 IP、⽤户边界 IP 和 VLAN ID、Jumbo 帧
等信息，并单击保存。

说明：

帧是数据链路层的协议数据单元，由很多个字节组成，以太⽹帧⼤⼩⼀般为1500字节，实际传输的帧的
⼤⼩通常由设备的最⼤传输单元 MTU 来确定，即设备单次能够传输的最⼤字节数。Jumbo 帧是⽐标准
以太⽹帧更⼤的帧，通常可称为巨型帧。

字段 说明

腾讯云

边界

IP
物理专线腾讯云侧的边界互联 IP。变更腾讯云边界 IP 会中断业务，请谨慎操作。

⽤户边

界 IP
物理专线⽤户侧（或运营商⽹络侧）互联 IP。变更⽤户边界 IP 会中断业务，请谨慎操作。

VLAN
ID

⼀个 VLAN 对应⼀个通道，取值范围为[0,3000]，若取值为0，代表仅能创建⼀个专⽤通道。
MSTP 专线透传多 VLAN 时，需运营商线路开启 Trunk 模式。

Jumbo
帧

巨型以太⽹帧，专⽤通道2.0⽀持 Jumbo 巨型帧。 
其最⼤传输单元（MTU）为9001 Byte，系统默认未开启（1464 Byte），如需开启该功能，请
提交 ⼯单申请。

编辑路由模式

i. 在“路由模式”右侧单击编辑，并在展开区域内修改路由信息。

静态路由模式：修改⽤户 IDC ⽹段信息。为确保⽹络的精细化调度能⼒，IDC ⽹段信息请遵循 ⼤⽹段使⽤
限制。

BGP 路由模式：修改 BGP asn 和 BGP 密钥。

字段 说明

BGP
asn

输⼊ CPE 侧的 BGP 邻居 AS 号，腾讯云 ASN 为 45090。若不输⼊将由系统随机分配。

BGP
密钥

输⼊ BGP 邻居的 MD5 值。默认 "tencent"，留空表⽰不需要 BGP 密钥。BGP 密钥不⽀持 ?
& 空格" \ +六种特殊字符。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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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变更健康检查。
详情请参⻅ 专⽤通道健康检查。

iii. 单击保存。

通道变更需求提交后，系统将在⼏分钟内（具体时间依据⽹络情况⽽定）完成设备配置。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4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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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线接⼊控制台提供专⽤通道⽹络探测⼯具，可以从腾讯云侧向 IDC 侧的互联 IP 发送探测包来测试⽹络连通性。建
议您在 申请专⽤通道 或 修改专⽤通道 后，使⽤通道⼯具来测试腾讯云到 IDC 侧的⽹络连通性。

前提条件

如果您在专⽤通道2.0中需要开通 Ping 功能，请提交 ⼯单申请。

您的专⽤通道类型为2.0，专⽤通道类型请在该通道基本信息⻚⾯查看。

操作步骤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独享专⽤通道。
2. 在专⽤通道列表中，单击⽬标专⽤通道的 ID。
3. 在独享专⽤通道详情⻚⾯，单击通道⼯具⻚签。
4. 在通道⼯具⻚⾯，设置探测包量和探测包⻓，然后单击开始探测。根据探测 loss 延时情况判断⽹络是否连通。

探测专⽤通道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7:38:4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1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dcC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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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了保护通道使⽤者的业务正常，已共享的通道仅能更改带宽，不允许删除。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 。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独享专⽤通道，进⼊管理⻚⾯。
3. 在列表中找到需要删除的专⽤通道，选择删除 > 删除。
4. 通道删除未完成时，⽆法创建相同 VLAN ID 的专⽤通道。

删除专⽤通道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7:47:14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dcC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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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专⽤通道状态为“已连接”后，您还可以在专线接⼊控制台进⾏变更通道参数、修改通道带宽、通道健康检查等操
作。本⽂将介绍通道2.0如何在控制台进⾏通道健康检查。

说明：

共享专线模式下，专⽤通道⽆法进⾏带宽变更，需由物理专线所有者发起带宽变更。

前提条件

在变更通道前，需已 申请通道。
专⽤通道已做主备。

背景信息

腾讯云专线接⼊提供了 BFD 和 NQA 两种专⽤通道健康检查⽅法：

BFD：在⽹络设备间建⽴会话，⽤来检测⽹络设备间的双向转发路径。建⽴会话后周期性发送报⽂，如果检测时

间内没有收到报⽂则认为该路径故障，将检测结果反馈给其所服务的应⽤。⽬前 BFD ⽀持 BGP 和静态两种路由
模式联动。

NQA：通过 Ping 探测专⽤通道是否存活，协助您实时了解通道健壮性和故障快速定位。

创建通道后配置健康检查

专⽤通道健康检查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6:07:2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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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独享专⽤通道。
2. 在“独享专⽤通道”⻚⾯，单击待健康检查的通道名称。
3. 在通道详情⻚的⾼级配置⻚签中，单击路由模式右侧编辑。

4. 在健康检查所在⾏开启该功能。
5. 配置健康检查参数。

健康检查配置参数 含义 取值范围

健康检查间隔 两次健康检查间隔时间。
BFD：1000ms - 3000ms，默认值1000ms。
NQA：1000ms - 5000ms，默认值2000ms。

健康检查次数

如果连续执⾏设定次数的健

康检查失败后，则执⾏路由

切换。

BFD：3 - 8，默认值3。
NQA：3 - 8，默认值5。

>? >- 路由模式不同，专⽤通道所⽀持的健康检查⽅式不同。⽬前 BGP 路由模式的专⽤通道仅⽀持与 BFD 联动进
⾏通道健康检查。静态路由模式的专⽤通道⽀持 BFD 和 NQA 两种健康检查⽅式。 >- 静态路由模式的专⽤通道⽀
持 NQA 和 BFD 两种模式相互切换，切换后，系统依据当前的模式进⾏健康检查。 >

6. 单击保存。

创建通道过程中配置健康检查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独享专⽤通道。
2. 在“专⽤通道”⻚⾯单击新建，然后在创建⻚⾯完成基本配置，并在⾼级配置中依据界⾯提⽰完成其他参数以及健
康检查配置。

本节仅介绍健康检查如何配置，其他参数配置请参⻅ 独享专⽤通道 或者 共享专⽤通道。

健康检查配置参数 含义 取值范围

健康检查间隔 两次健康检查间隔时间。
BFD：1000ms - 3000ms，默认值1000ms。
NQA：1000ms - 5000ms，默认值2000ms。

健康检查次数

如果连续执⾏设定次数的健

康检查失败后，则执⾏路由

切换。

BFD：3 - 8，默认值3。
NQA：3 - 8，默认值5。

>? >- 路由模式不同，专⽤通道所⽀持的健康检查⽅式不同。⽬前 BGP 路由模式的专⽤通道仅⽀持与 BFD 联动进

⾏通道健康检查。静态路由模式的专⽤通道⽀持 BFD 和 NQA 两种健康检查⽅式。 >- 静态路由模式的专⽤通道⽀
持 NQA 和 BFD 两种模式相互切换，切换后，系统依据当前的模式进⾏健康检查。 >

3. 单击下⼀步，然后继续通道配置直⾄创建完成。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conn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conn-exclusiv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4857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48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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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专⽤通道状态为已连接后，您还可以在专线接⼊控制台进⾏变更通道参数、修改通道带宽等操作。本⽂将介绍通

道1.0和通道2.0如何在控制台修改带宽。

说明：

共享专线模式下，专⽤通道⽆法进⾏带宽变更，需由物理专线所有者发起带宽变更。

前提条件

在变更通道前，需已 申请通道。

专⽤通道 1.0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独享专⽤通道。
2. 在独享专⽤通道⻚⾯，在需要变更参数的通道右侧操作列选择更多 > 通道变更。
3. 在通道变更对话框中调整带宽上限，并单击确定。

说明：

⼤于1Gbps带宽的通道带宽升配，调整步⻓须为1Gbps整数倍调整，即1G升配时只能调整为2Gbps、
3Gbps类似的整值。

专⽤通道 2.0

1. 登录 专线接⼊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独享专⽤通道。
2. 在独享专⽤通道列表中⽬标通道右侧带宽列单击 。

说明：

仅连接状态为已连接的专⽤通道可以修改带宽。

修改专线通道带宽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6:07:2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19250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conn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c/c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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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展开的编辑框中修改通道带宽值，并单击确定。

说明：

专⽤通道最⼤带宽不可超过关联的物理专线带宽，若物理专线带宽仍不能满⾜您的业务需求，请提 ⼯单申

请 扩容。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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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腾讯云控制台，查看物理专线或专⽤通道的⽹络监控数据，帮助您排查⽹络故障。您还可以通过 API 查看
监控信息，详情请参⻅ 专线接⼊-物理专线监控指标。

操作步骤

1. 登录 专线接⼊ 控制台。

2. 查看物理专线⽹络监控数据。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物理专线。

4. 在物理专线列表中，单击⽬标物理专线“监控”列的 。

说明：

状态为“运营中”的物理专线才⽀持查看监控数据。

5. 在监控详情⻚⾯，可查看⽹络出带宽、⽹络⼊带宽数据，并通过单击近24⼩时、近7天或⾃定义⽇期，调整监控数
据的时间轴。

⽹络出带宽：物理专线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络⼊带宽：物理专线的平均每秒⼊流量。

端⼝丢包：端⼝每分钟丢包的个数。

端⼝错包：端⼝每分钟错包的个数。

6. 查看专⽤通道⽹络监控数据。
7.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独享专⽤通道。

8. 在专⽤通道列表⻚⾯，单击单击⽬标专⽤“监控”列的 。

9. 在监控详情⻚⾯，可查看⽹络出带宽、⽹络⼊带宽、出包量、⼊包量数据，并通过单击近24⼩时、近7天或⾃定义
⽇期，调整监控数据的时间轴。

⽹络出带宽：专⽤通道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络⼊带宽：专⽤通道的平均每秒⼊流量。

出包量：专⽤通道出⽅向的流量累计值。

监控与告警

查看监控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8 15:27:0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10994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vp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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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量：专⽤通道⼊⽅向的流量累计值。

0. 查看专线⽹关监控数据。
1.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专线⽹关。

2. 在专线⽹关⻚⾯，单击⽬标专线⽹关右侧”监控“列的 。

3. 在监控详情⻚⾯，可查看专线⽹关的⽹络出带宽、⽹络⼊带宽、出包量、⼊包量、出流量、⼊流量数据，并通过

单击近24⼩时、近7天或⾃定义⽇期，调整监控数据的时间轴。
⽹络出带宽：专线⽹关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络⼊带宽：专线⽹关的平均每秒⼊流量。

出包量：专⽤通道出⽅向的流量包累计值。

⼊包量：专⽤通道⼊⽅向的流量包累计值。

出流量：专⽤通道出⽅向的流量累计值。

⼊流量：专⽤通道⼊⽅向的流量累计值。

出⽅向丢包量：专⽤通道出⽅向的丢包累计值。

⼊⽅向丢包量：专⽤通道出⼊向的丢包累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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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云监控，您可以制定针对物理专线、专⽤通道、专线⽹关的告警规则。当规则被触发时，系统将以您指定的告

警渠道发送告警信息，您可以根据告警信息判断是否采取问题解决措施。

操作步骤

1. 登录 云监控 控制台，并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告警配置 > 告警策略。

2. 在“告警策略”⻚⾯单击新建。 

3. 在“新建策略”⻚⾯进⾏以下配置：
4. 编辑“策略名称”和“备注”，并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策略类型”，策略类型包括 物理专线、专⽤通道、专线⽹关。

说明

若需选择”专线⽹关“，则在 VPC 产品下选择。

5.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该报警策略所属项⽬，每个项⽬可以创建300条报警策略。
6. 设置告警对象。

若选择全部对象，则该告警策略绑定当前账号的全部实例。

若指定具体实例，则该告警策略绑定⽤户选中的实例。

若选择实例组，则该告警策略绑定⽤户选中的实例分组。若您没有实例组，可以单击新建实例组进⾏创建。

7. 选择以下任意⼀种⽅式设置告警触发条件。
使⽤现有模板

勾选“选择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配置好的模板。

说明

若您没有告警规则模板，请单击新增触发条件模板进⾏配置，具体配置请参⻅ 配置触发条件模板 。若新
建的模板没有显⽰，请单击右侧的刷新。

配置告警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6 18:08:43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monitor/overview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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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置

选择“⼿动配置”后请按需设置触发条件，如果需要新建指标，请单击“添加指标”。指标详情请参⻅ 告警指标说

明。

例如，若指定指标为 “⼊带宽” 、“统计周期1分钟” 、⽐较关系为 “>” 、阈值为 “100个 Mbps” 、持续周期为 “持
续2个周期” 、重复通知为 “每1天警告⼀次” 则表⽰：每1分钟收集⼀次⼊带宽数据，若某个物理专线/专⽤通道/
专线⽹关的⼊带宽连续两次⼤于100 Mbps，则触发告警，且每天警告⼀次。

说明：

若需配置多条告警触发条件，则单击添加进⾏配置。当有多条触发条件时，请根据实际选择满⾜所有条

件或任意条件时触发告警。

说明：

如果需要配置事件告警，请参⻅ 快速配置云监控事件告警推送。

8. 配置告警通知。

告警通知接收⼈配置在通知模板中，如果使⽤现有模板，请单击“选择模板”，选中已有的模板；如果新建模板，
请单击“新建模板”，并依据界⾯提⽰完成创建。 

9. （可选）接⼝回调配置。
i. 单击“新建模板”，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更多配置请到通知模板⻚”。

ii. 在“新建通知模板”⻚⾯填写通知模板信息，和公⽹可访问到的 url 作为回调接⼝地址（域名或 IP[:端⼝]
[/path]）。

iii. 返回告警策略配置⻚⾯，选择刚所创建的通知模板。
云监控将及时把告警信息推送到该地址。

0. 完成配置后，单击完成。

管理告警策略

创建告警策略后，您可以在控制台进⾏启停、复制、删除等操作。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840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08/4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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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云监控 控制台左侧导航栏选择告警配置 > 告警策略。
2. 按需在“告警策略”⻚⾯进⾏以下操作：

若需停⽤该策略，则在⽬标告警策略右侧“告警启停”列关闭开关，若需启⽤该告警策略，则打开开关。

若需复制该策略，则在⽬标告警策略右侧“操作”列单击复制，并在“新建策略”⻚⾯按需修改策略，然后单击完
成。

若需查看历史告警，则在⽬标告警策略右侧“操作”列单击告警历史。
若需删除该策略，则在⽬标告警策略右侧“操作”列单击删除，并在确认框中单击确认。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monitor/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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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列出了物理专线、专⽤通道或专线⽹关的指标告警指标说明和事件信息说明，帮助您配置告警。

告警指标说明

若为物理专线创建告警策略，则可以配置指标为出带宽、⼊带宽、带宽使⽤率的触发条件；若为专⽤通道配置告警

策略，则可以配置指标为出带宽、⼊带宽的触发条件；若为专线⽹关配置告警策略，可配置指标为出带宽、⼊带

宽、出包量、⼊包量的触发条件。

指标 含义

出带宽 物理专线/专⽤通道/专线⽹关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带宽 物理专线/专⽤通道/专线⽹关的平均每秒⼊流量。

带宽使⽤率 当前带宽值/物理专线带宽值*100%。

出包量 专线⽹关的平均每秒出包量。

⼊包量 专线⽹关的平均每秒⼊包量。

告警事件说明

若为物理专线创建告警事件，则可以配置物理专线 Down 为触发条件；若为专⽤通道配置告警事件，则可以配置专
⽤通道 Down、专⽤通道 BGP 会话 Down、BGP 通道路由条⽬超限告警和专⽤通道 BFD 检测 Down 为触发条件。

事件中⽂名 事件英⽂名 事件类型 从属维度
有⽆

恢复概念
事件描述 处理⽅法和建议

告警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8 1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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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名 事件英⽂名 事件类型 从属维度
有⽆

恢复概念
事件描述 处理⽅法和建议

物理专线

Down
DirectConnect 
Down 异常事件

物理专线

维度
有

专线物理

链路传输

中断或异

常

1. 检查物理线路
是否有异常中断

情况（如光纤被

挖断，线路被拔

出设备等）。

2. 检查对接端⼝
及光/电模块是
否正常。

3. 检查⽹络设备
端⼝是否被关

闭。

专⽤通道

Down
DirectConnectTunnel 
Down 异常事件

专⽤通道

维度
有

专线物理

链路传输

中断或异

常

1. 检查物理线路
是否有异常中断

情况（如光纤被

挖断，线路被拔

出设备等）。

2. 检查对接端⼝
及光/电模块是
否正常。

3. 检查⽹络设备
端⼝是否被关

闭。

专⽤通道

BGP 会话
Down

DirectConnectTunnel 
BGPSessionDown 异常事件

专⽤通道

维度
有

专⽤通道

BGP 会
话状态中

断

1. 检查⽹络设备
BGP 进程是否
正常。

2. 检查专⽤通道
是否正常。

3. 检查物理线路
是否正常。

BGP 通道
路由条⽬超

限告警

DirectConnectTunnel 
RouteTableOverload

异常事件
专⽤通道

维度
⽆

专⽤通道

BGP 会
话通道路

由条⽬超

过80%

检查专⽤通道

BGP 会话发布
路由条⽬是否达

到限制条⽬的

80%（默认限制
100条，详情请
参⻅专线接⼊

使⽤限制）。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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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名 事件英⽂名 事件类型 从属维度
有⽆

恢复概念
事件描述 处理⽅法和建议

专⽤通道

BFD 检测
Down

DirectConnectTunnel 
BFDDown

异常事件
专⽤通道

维度
有

专⽤通道

BFD 检
测中断

1. 检查专⽤通道
是否正常。

2. 检查物理线路
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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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物理专线、专⽤通道或专线⽹关配置指标告警/事件告警策略后，可以在云监控控制台查看告警历史和具体事件信
息。

前提条件

您已配置告警策略，具体请参⻅ 配置告警。

查看告警历史

1. 登录 云监控 控制台，并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告警历史】。
2. 在“告警历史”⻚⾯上⽅选择告警历史的时间段。 

“告警历史”⻚⾯展⽰了告警对象、告警内容、持续时⻓、告警状态等内容。

查看产品事件

腾讯会⾃动检测物理专线和专⽤通道的异常状态，当端⼝/链路未正常连接时，会将该异常信息同步⾄云监控产品事
件平台。您可以在产品事件平台查看近30天内的产品事件状态，其中包含已配置告警策略和未配置告警策略的产品

事件，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为未配置告警策略的产品事件添加告警策略。

1. 登录 云监控控制台，并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事件中⼼】>【产品事件】。
2. 在“产品事件”⻚⾯上⽅双击搜索栏中的“产品类型:全部”中的“全部”，并在下拉框中选择【物理专线】或【专⽤通
道】，然后单击【完成】。

3. 若需为未配置告警策略的产品事件配置告警，则在该产品事件右侧“告警配置”列单击【新增配置】，并在“新建策
略”⻚⾯按需修改策略，然后单击【完成】。

查看告警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0-10-22 11:58:10

说明：

产品事件列表中默认展⽰了当前账号下⾃定义时间段内所有物理专线或专⽤通道的事件信息，包含事件类

型、影响对象、对象详情、事件状态、开始时间等信息。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38402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monitor/overview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monitor/over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