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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7⽇21:30起，开通 CDN 时计费⽅式仅⽀持【按流量⼩时计费】，开通后不可变更计费⽅式。 
按流量⼩时计费的价格阶梯同 流量按量计费，仅计费周期变更为按⼩时。

注意：

ECDN 域名（动静加速域名、动态加速域名）的计费⽅式请参看 ECDN 产品计费 说明⽂档。

计费总览

计费区域

腾讯云内容分发⽹络（CDN）划分为中国境内和中国境外两个服务区域。

中国境内区域为中国⼤陆全地区统⼀计费。

中国境外区域，按腾讯云 CDN 节点服务器所在地区，划分为亚太1区、亚太2区、亚太3区、中东、欧洲、北美、
南美、⾮洲，共计8个计费⼤区：

⼤区 覆盖国家

亚太1区 中国⾹港 ，中国澳门，越南，新加坡 ，泰国

亚太2区 中国台湾，⽇本 ，韩国，⻢来⻄亚 ，印度尼⻄亚

亚太3区 菲律宾，印度 ，澳⼤利亚，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

中东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其

欧洲 英国，俄罗斯，德国，意⼤利，爱尔兰，法国，荷兰，⻄班⽛

北美 美国，加拿⼤

南美 巴⻄

购买指南

CDN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5 11:49:1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0/3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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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覆盖国家

⾮洲 南⾮

注意：

中国境内区域与中国境外每个⼤区的 CDN 消耗费⽤按区域（⼤区）的单价和⽤量分别进⾏结算。

通⽤计费⽅式说明

计费模式 描述 付费⽅式 计费规则 计费详情

带宽计费

按每⽇的峰值带宽计费。每5分
钟统计⼀个带宽数据，每⽇得到

288个值，取其中的最⼤值。

后付费按⽇结算 前⼀天00:00:00 -
23:59:59产⽣的总消耗，会在第⼆
天18:00前进⾏计算扣费。

阶梯到达

模式。

参⻅ 计
费详情

流量计费

（默认）

按每⽇从腾讯云 CDN 节点流出
的实际流量计费。

后付费按⽇结算 前⼀天00:00:00 -
23:59:59产⽣的总消耗，会在第⼆
天18:00前进⾏计算扣费。

⽉度阶梯

累进模

式。

参⻅ 计
费详情

流量计费

（默认）

按每⼩时从腾讯云 CDN 节点流
出的实际流量计费。

后付费按⼩时结算，前1⼩时产⽣
的消耗，会在后2 - 4⼩时内进⾏计
费扣费。

⽉度阶梯

累进模

式。

参⻅ 计
费详情

⼤客户计费⽅式说明

如果您的 CDN 服务⽉消费⾦额⼤于USD 20000或预期超过USD 20000，腾讯云 CDN 可以为您提供更灵活优惠的按
⽉计费⽅式。您可以联系腾讯云商务洽谈接⼊。

计费模式 描述 适⽤场景 计费详情

⽇峰带宽

取⽉均

CDN 每⽇带宽统计点共288个，对所有有效天的峰值取
平均，得到计费带宽，再根据商务签订的合同价格计算

费⽤。

CDN ⽉消费⾦额⼤于
20000 USD或预期超过
20000 USD的⽤户，请
联系商务洽谈。

参⻅ 计
费详情

⽉95带
宽

CDN 每⽇带宽统计点共288个，从当⽉1号起，每⼀个
有效⽇（产⽣消耗）的所有统计点进⾏排序，去掉前

5%的统计点，剩下的最⼤的统计点，即为计费带宽，
再根据合同价格计算费⽤。

CDN ⽉消费⾦额⼤于
20000 USD或预期超过
20000 USD的⽤户，请
联系商务洽谈。

参⻅ 计
费详情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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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模式 描述 适⽤场景 计费详情

⽉流量 ⽉度累计使⽤的所有流量和，根据合同价格计算费⽤。

CDN ⽉消费⾦额⼤于
20000 USD或预期超过
20000 USD的⽤户，请
联系商务洽谈。

/

注意：

各 CDN 节点会实时记录流量数据，上报⾄计算中⼼，汇总为域名总流量数据。带宽计费时，使⽤每5分钟

粒度数据进⾏结算，即相应的带宽值 = 5分钟粒度总流量 / 300秒。例如：5分钟内产⽣的总流量为30MB，
根据换算规则：1MB = 8Mb，即相应的带宽为（30 * 8）/ 300 = 0.8Mbps。
进制换算规则：1GB = 1000MB、1 MB= 1000 KB; 1Gbps = 1000Mbps、1Mbps = 1000Kbps。

计费详情

峰值带宽计费

CDN 带宽计费采⽤阶梯到达模式，阶梯价格如下所⽰：

带宽阶梯

（USD/Mbps/
天）

中国⼤陆

- CN
北美 -
NA

欧洲 -
EU

亚太1区
- AP1

亚太2区
- AP2

亚太3区
- AP3

中东 -
ME

⾮洲 -
AA

0 Mbps - 500
Mbps

0.0815 0.2069 0.2069 0.3647 0.3928 0.5140 0.7391 0.5612

500 Mbps - 5
Gbps

0.0800 0.1964 0.1964 0.3216 0.3402 0.4679 0.6754 0.5137

5 Gbps - 50
Gbps

0.0754 0.1491 0.1491 0.2703 0.2859 0.3828 0.6075 0.4702

≥ 50 Gbps 0.0738 0.1055 0.1055 0.2436 0.2545 0.3267 0.5301 0.4281

注意：

≥ 50Gbps 时，可线下 联系我们 获取折扣咨询。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contact-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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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式

假设前⼀⽇ CDN 的中国⼤陆地区峰值带宽为 X，中国境外各⼤区未产⽣消耗，阶梯计算⽅式如下：

1. 若 X < 500Mbps，则账单费⽤为 X * 0.0815。
2. 若 500Mbps ≤ X < 5000Mbps，则账单费⽤为 X * 0.0800。

3. 若 5000Mbps ≤ X < 50000Mbps，则账单费⽤为 X * 0.0754。
4. 若 X ≥ 50000Mbps，请联系我们进⾏线下签约，更多优惠⽅式供您选择。

您可以使⽤ 价格计算器 进⾏费⽤估算。

流量按量计费

CDN 流量计费采⽤⽉度阶梯累进模式，阶梯价格如下：

流量阶梯

（USD/GB）
中国⼤陆

- CN
北美 -
NA

欧洲 -
EU

亚太1区
- AP1

亚太2区
- AP2

亚太3区
- AP3

中东 -
ME

⾮洲 -
AA

0 TB - 2 TB 0.0323 0.0452 0.0452 0.0665 0.0798 0.0897 0.1080 0.1039

2 TB - 10 TB 0.0308 0.0378 0.0378 0.0592 0.0737 0.0780 0.1000 0.0970

10 TB - 50
TB

0.0277 0.0319 0.0319 0.0533 0.0677 0.0723 0.0940 0.0907

50 TB - 100
TB

0.0231 0.0261 0.0261 0.0475 0.0590 0.0654 0.0863 0.0842

≥ 100 TB 0.0169 0.0200 0.0200 0.0446 0.0503 0.0577 0.0794 0.0781

注意：

≥ 100TB 时，可线下 联系我们 获取折扣咨询。

计算⽅式

流量计费与带宽计费不同，按照⽉度流量进⾏阶梯累进，按流量⽇结的计算⽅式⽰例如下：

若⽤户1⽉1⽇中国⼤陆地区流量消耗为3TB，中国境外各⼤区未产⽣消耗，如下图所⽰。图中灰⾊为实际计费阶
梯，绿⾊为1⽉1⽇产⽣的流量，其中2TB落⼊0TB - 2TB的计费阶梯，1TB落⼊2TB - 10TB的计费阶梯，因此1⽉1

https://buy.intl.cloud.tencent.com/calculator/cdn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contact-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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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的实际费⽤为：2 * 1000 * 0.0323 + 1 * 1000 * 0.0308。 

若⽤户1⽉2⽇中国⼤陆地区流量消耗也为3TB，中国境外各⼤区未产⽣消耗，如下图所⽰。流量计费采⽤⽉度累
计，因此1⽉2⽇产⽣的流量均落⼊2TB - 10TB的计费阶梯，因此1⽉2⽇这⼀天的实际费⽤为：3 * 1000 *

0.0308。 

若⽤户1⽉3⽇中国⼤陆地区流量消耗为7TB，中国境外各⼤区未产⽣消耗，如下图所⽰。此时3号的7TB中，有
4TB落⼊2TB - 10TB的计费阶梯，3TB落⼊10TB - 50TB的计费阶梯，因此1⽉3⽇这⼀天的实际费⽤为：4 * 1000
* 0.0308 + 3 * 1000 * 0.0277。 

以此类推，计算出当⽉每⼀天的费⽤，当2⽉1⽇开始计费时，⼀切从0开始重新阶梯累进。此外，您可以使⽤ 价格计
算器 进⾏成本估算。

⽇峰带宽取⽉均计费

1. 例如客户从1⽉1⽇正式开始计费，签订的合同价格为：P USD/Mbps/⽉。
2. 有效天：产⽣的消耗 ＞ 0，则记为有效天。
3. 假设客户1⽉份有14天有效天，这14天有效天每⼀天的288个统计点最⼤值为：Max_1、Max_2、Max_3...

Max_14，计费带宽为 Average(Max_1, Max_2, ..., Max_14)，1⽉的费⽤为：Average(Max_1, Max_2, ..., Max_14)
* P * 14 / 31。

https://buy.intl.cloud.tencent.com/calculator/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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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带宽计费

1. 例如客户从1⽉1⽇正式开始计费，签订的合同价格为：P USD/Mbps/⽉。
2. 有效天：产⽣的消耗 ＞ 0，则记为有效天。
3. 假设客户1⽉份有14天有效天，则计费带宽为这14天有效天的所有统计点14 * 288个，去掉最⾼的5%的点，剩余

统计点中最⾼的为 Max95，Max95 即为计费带宽，1⽉的费⽤为：Max95 * P * 14 / 31。

计费⽅式选择

注意：

若您在使⽤过程中，发现所选的计费模式不适⽤您的实际业务状态，可更改计费⽅式，详情请参⻅ 变更计
费。

选择⽅式：

CDN 为您提供了两种计费⽅式：流量计费和带宽计费，您可以根据⾃⾝业务形态选择合适的计费⽅式。

计算⽰例：

假设⽤户昨⽇00:00 - 23:59仅产⽣中国⼤陆地区⽤量，流量为200GB，带宽峰值为40Mbps，曲线图如下所⽰。 

流量计费⽅式下，需付费：200 * 0.037 = 7.4 USD

带宽计费⽅式下，需付费：40 * 0.094 = 3.76 USD

带宽计费更优惠，故此⽰例建议采⽤带宽计费⽅式。

增值服务计费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3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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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使⽤了增值服务，如 QUIC 访问功能，则在基础服务计费的基础上，还需按照增值服务计费项计费。

QUIC 访问请求数计费

若您已使⽤ QUIC 访问功能，将按 QUIC 请求数次数计费：

说明：

若未使⽤ QUIC 访问功能，即未产⽣ QUIC 请求数，则不会产⽣ QUIC 费⽤。

计费项 价格（美元/万次） 计费⽅式 计费周期

QUIC 请求数 0.007 按量后付费 ⼩时结算

⽋费说明

当您的腾讯云账户处于⽋费状态时，腾讯云会通过短信、邮件等多种⽅式提醒您⽋费状态，并为您保留24⼩时的缓
冲时间。在24⼩时后，系统会停⽌您的 CDN 服务。当您的账户状态恢复正常后，域名会⾃动恢复到停服之前的状态
（⾮实时恢复，请耐⼼等待）。

注意：

⽋费导致加速服务停⽌后，您的所有域名全部下线，访问全部回源处理。CDN 控制台仅⽀持查询操作，不能
进⾏配置修改等操作。您的 CDN 相关域名、配置信息会为您保留12个⽉。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zh/document/product/228/3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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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7⽇21:30起，开通 CDN 时计费⽅式仅⽀持【按流量⼩时计费】，开通后不可变更计费⽅式。另，
ECDN 暂不⽀持变更计费⽅式。

在此之前开通 CDN 的客户，若您在使⽤过程中，发现所选的计费模式不适⽤您的实际业务状态，可以参考 计费⽅式

选择，并变更计费模式。

说明：

若您为腾讯云签约⼤客户且计费⽅式为⽉结，请联系您对应的腾讯云商务经理变更计费⽅式。

注意事项

第⼆⽇结算时的计费⽅式，以前⼀天产⽣消耗时对应的计费⽅式为准：

当⽇查看计费⽅式为带宽计费，未产⽣消耗时切换为流量计费，则第⼆天结算时，若中途未再修改计费⽅式，按

照流量计费⽅式结算。

当⽇查看计费⽅式为带宽计费，切换为流量计费时已经产⽣了消耗，则第⼆天结算时，按照带宽计费⽅式结算，

若中途未再次修改计费⽅式，第三天结算第⼆天消耗时，按照流量计费⽅式结算。

变更⽅式

变更计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08 12:48:5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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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腾讯云 CDN 控制台，在左侧⽬录中，单击【服务概览】进⼊管理⻚⾯后，单击右侧的【变更】。

2. 将原有计费⽅式流量计费变更为带宽计费，单击【确定变更】。

3. 变更计费⽅式为带宽计费后，您拥有的流量包将⽆法再进⾏抵扣。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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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变更】后完成变更，若您想取消变更，可以再次按照上述步骤进⾏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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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指引

如需查看腾讯云内容分发⽹络（CDN）产⽣的账单及扣费明细，您可前往 腾讯云费⽤中⼼控制台 进⾏查看。

账单查询

1.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费⽤账单】>【账单详情】，进⼊“账单详情”⻚⾯。
2. 在资源 ID 账单⻚⾯进⾏筛选，“全部产品” 选择【内容分发⽹络 CDN】，可查看【中国境内 CDN】账单或【中国

境外 CDN】账单。

明细账单查询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08 12:48:17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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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域名因被恶意攻击或流量被恶意盗刷等原因⽽造成⾼带宽或超⼤流量消耗时，可能需要承担产⽣远⾼于平时

消费⾦额的账单，因恶意攻击或流量盗刷产⽣的⾼额账单⽆法免除/退款，因此，为尽量避免此类潜在⻛险，本⽂为
您介绍这⼀类情况的应对办法。

访问控制

建议您在控制台为域名针对性的开启访问控制功能（免费），以避免产⽣不必要的流量带宽消耗。

访问控制项 功能说明

防盗链配置
通过对⽤户 HTTP Request Header 中 referer 字段的值设置访问控制策略，从⽽限制访问来
源，避免恶意⽤户盗刷。

IP ⿊⽩名单
配置

通过对⽤户请求端 IP 配置访问控制策略，可以有效限制访问来源，阻拦恶意 IP 盗刷、攻击等
问题。

IP 访问限频
配置

通过对⽤户端 IP 在每⼀个节点每⼀秒钟访问次数进⾏限制，可进⾏⾼频 CC 攻击抵御、防恶意
⽤户盗刷等。

鉴权配置
配置后，客户端在发起请求时需要按照配置计算签名并携带⾄服务端，CDN 节点进⾏服务端校
验，校验通过后才继续放⾏。

UA ⿊⽩名
单配置

通过对⽤户 HTTP 请求头中的 User-Agent 进⾏规则判断，按需放⾏或拒绝⽤户访问。

下⾏限速配

置
腾讯云 CDN 为您提供了下⾏限速配置，对服务端单链接下⾏最⼤吞吐速度进⾏设置。

流量管理

建议您启⽤流量/带宽管理的相关配置（免费），监控域名流量或带宽的消耗情况并接收告警，及时了解流量消耗的
相关信息。

流量管理项 功能说明

攻击⻛险⾼额账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8 10:43:1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29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29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42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3523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3725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3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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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管理项 功能说明

⽤量封顶配

置

如果您想要限制域名的流量/带宽使⽤上限，可以使⽤⽤量封顶配置功能。 当统计周期（5分
钟）产⽣的流量/带宽超出所设置阈值时，关闭 CDN 服务（全部请求返回404），以避免产⽣过
⾼的账单。

云监控

您可以使⽤云监控产品的云产品监控功能，设置对 CDN 产品下指定域名或项⽬的流量带宽使⽤
情况监控，达到设定的峰值后将会给⽤户发送告警（短信、邮件和微信），便于更加及时地发现

潜在⻛险。

流量包管理
如果您是流量计费⽤户，可以在控制台-流量包管理处设置告警策略，当所有有效流量包余额不
⾜设定的⽐例时发送告警。

安全防护

如果您的业务有潜在被攻击的⻛险，建议开通安全加速 SCDN。安全加速包含分布式 DDoS 清洗、CC ⾃适应识
别、智能 WAF 防护、BOT ⾏为分析等诸多安全防护功能，在为⽤户业务提供快速稳定的内容分发服务的基础上，

提供全⾯的⽹络攻击防护能⼒。

已接⼊并开启腾讯云内容分发⽹络或全站加速⽹络服务的域名，可⼀键开启 SCDN 安全加速，对 Web 攻击，DDoS
攻击，CC 攻击等⽹络攻击类型进⾏全⽅位防护，为业务安全保驾护航。

安全加速 功能简介

分布式

DDoS 清
洗

依托于内容分发⽹络（CDN）遍布全球节点，挑选优质节点加载⾼性能⾃研 DDoS 清洗模块，基
于先进特征识别算法进⾏精确清洗，抵御 SYN Flood、TCP Flood、ICMP Flood 等各类流量攻
击。

CC ⾃适
应识别

⾃研智能 CC 判定、拦截专利技术，根据平台推荐拦截策略，结合⽤户多维度⾃定义规则进⾏恶意
攻击分析、拦截，⽀持频控、流控等⼿段对恶意访问进⾏过滤。

智能

WAF 防
护

基于腾讯海量 Web 攻击样本库，对访问进⾏特征匹配，有效抵御 SQL 注⼊、XSS 攻击、本地⽂
件包含等各类 Web 攻击，实时保护⽤户源站。特有的 AI 引擎，融合腾讯亿级威胁情报，打造更聪
明的威胁识别⼤脑，精准有效拦截 Web 威胁。

BOT ⾏
为分析

融合腾讯云 Web 防⽕墙AI+规则的 Bot 程序管理功能，⾯向全量加速请求进⾏⾏为分析，对友好
及恶意的 Bot 爬⾍进⾏甄别，⽀持⾃定义策略管理。丰富的已知 Bot ⾏为库覆盖⼴告、截屏⼯具、
搜索引擎、站点监控、链接查询等爬⾍类型，独有的 AI 技术⾯向对全量⽤户请求⾏为进⾏建模，
智能甄别异常流量来源。

⾼级访问

控制

除基础 IP、referer、UA ⿊⽩名单外，⽀持⾃定义复杂访问控制规则，可指定客户端 IP、URI、
Referer、User-Agent、Params 等字段进⾏等于、包含、不包含等规则匹配，根据业务场景进⾏多
条件组合过滤。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41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monitor/overview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dn/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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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户可将其静态资源（包括静态脚本、⾳视频、图⽚、附件等⽂件）全部托管在腾讯云 COS 的标准存储中，并利⽤
⽆限容量、⾼频读写的特性，为静态资源提供可扩展和可靠的存储，减轻资源服务器的压⼒。COS 中的静态资源可
接⼊ CDN 服务，由 CDN 进⾏全球加速，分发到⽤户客户端。

计费说明

COS 作为 CDN 源站时，含两部分计费：CDN 计费（加速）和 COS 计费（回源）。

CDN 计费

当 CDN 进⾏加速服务，从 CDN 节点获取资源分发到⽤户客户端时，消耗的⽤量由 CDN 进⾏计费。详细计费说明请
参⻅ CDN 计费说明。

COS 计费

当 CDN 回源，从 COS 源站获取资源，消耗的⽤量由 COS 进⾏计费。详细计费说明请参⻅ COS 计费说明。 

COS-CDN 计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1 14:17:3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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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是否⽀持按照请求数计费？

⽬前 CDN 不⽀持按照请求次数计费。

CDN 如果⽋费了，有什么影响吗？

请参⻅计费说明⽂档中的 相关说明 。

源站使⽤的是 COS，CDN 回源⾄ COS 产⽣的流量收费吗？

CDN 回源⾄ COS 产⽣的流量，CDN 侧不进⾏收费，COS 会进⾏计费。详情可参阅 COS 作为 CDN 源站。

关闭 CDN（CDN 服务下线后），是否还会有流量，是否会产⽣费⽤？

关闭 CDN 域名加速服务后，若域名仍配置有 CNAME，则请求解析⾄节点会返回404状态码，并产⽣少量的流量消
耗，控制台会把这部分数据记录保留以便您参考，同时对应的⽇志记录也会⽣成。但由于您的域名已关闭，实际这

部分流量消耗及⽇志包并不会纳⼊计算收费。我们建议您在停⽌加速服务前，可先修改解析回源。

CDN 如何变更计费⽅式？

若您在使⽤过程中，发现您所选的计费模式不适⽤您的实际业务状态（如何判断？请参⻅ 计费⽅式选择），您可以
在使⽤过程中变更计费模式，变更⽅式如下：

1. 登录腾讯云 CDN 控制台，进⼊服务概览，单击右侧计费情况中的【变更】。 

计费常⻅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7 16:08:5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E6.AC.A0.E8.B4.B9.E8.AF.B4.E6.98.8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3297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E8.AE.A1.E8.B4.B9.E6.96.B9.E5.BC.8F.E9.80.89.E6.8B.A9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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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原有计费⽅式 流量计费 变更为 带宽计费 ： 

3. 当您变更计费⽅式为 带宽计费 后，第⼆⽇结算时的计费⽅式，以前⼀天产⽣消耗时对应的计费⽅式为准。

源站使⽤的是云服务器，CDN 回源⾄云服务器产⽣的流量收费吗？

针对此部分流量，CDN 不进⾏额外收费。

CDN 带宽计费 1Gbps 等于多少 Mbps？

CDN 使⽤的带宽单位折算进制为：1Gbps = 1000 Mbps、1Mbps = 1000 Kbps、1Kbps = 1000 bps

CDN 计费是不是只是计算下⾏流量？

CDN 只有下⾏流量会产⽣费⽤，上⾏流量不收费。

CDN 如何收费？

CDN 为您提供了两种计费⽅式：带宽计费和流量计费（默认），均属于后付费按⽇结算模式。后付费按⽇结算时，
前⼀天00:00:00 - 23:59:59产⽣的总消耗，会在第⼆天18:00前进⾏计算扣费。请参⻅ 计费说明 了解如何选择计费模

式。

CDN 什么时候进⾏扣费？

CDN 属于后付费结算模式（先使⽤后付费）。第⼆⽇结算时的计费⽅式，以前⼀天产⽣消耗时对应的计费⽅式为
准：

当⽇查看计费⽅式为带宽计费，未产⽣消耗时切换为流量计费，则第⼆天结算时，若中途未再修改计费⽅式，按

照流量计费⽅式结算。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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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看计费⽅式为带宽计费，切换为流量计费时已经产⽣了消耗，则第⼆天结算时，按照带宽计费⽅式结算，

若中途未再次修改计费⽅式，第三天结算第⼆天消耗时，按照流量计费⽅式结算。

如果您的 CDN 服务⽉消费⾦额⼤于2万美元或预期超过2万美元，腾讯云 CDN 可以为您提供更灵活优惠的按⽉计费

⽅式。您可以提交⼯单进⾏商务洽谈。

什么是⽉95带宽计费？

带宽计费以带宽的峰值来作为计费值。

⽉95带宽：CDN 每⽇带宽统计点共288个，从当⽉1号起，每⼀个有效天（产⽣的消耗⼤于0byte，则记为有效天）
的所有统计点进⾏排序，去掉前5%的统计点，剩下的最⼤的统计点，即为计费带宽，再根据合同价格计算费⽤。

计算⽰例：

客户从1⽉1⽇正式开始计费，签订的合同价格为：P USD/Mbps/⽉。 
假设客户1⽉份有14天有效天，则计费带宽为这14天有效天的所有统计点14 * 288个，去掉最⾼的5%的点，剩
余统计点中最⾼的为 Max95，Max95 即为计费带宽，1⽉的费⽤为：Max95 * P * 14 / 31。

怎么查询 CDN 账单？

您可以前往腾讯云 费⽤中⼼ 查询您的账单。具体操作步骤请参⻅ 账单查询。

⾼额账单：使⽤了 CDN 被攻击，攻击产⽣的费⽤是否可以免除?

不可以免除攻击带来的流量/带宽费⽤。当您的域名因被恶意攻击或流量被恶意盗刷等原因⽽造成⾼带宽或超⼤流量
消耗时，可能需要承担产⽣远⾼于平时消费⾦额的账单，为尽量避免此类潜在⻛险，您可采取以下措施：

前往 云监控控制台，配置⽤量告警，尽早发现异常流量/带宽并向您推送告警；
前往 CDN控制台，配置访问控制，对具有攻击特征的访问进⾏拦截；配置 ⽤量封顶 或 限流管理，限制流量/带宽
使⽤量。

购买安全防护类产品，如安全加速SCDN。

说明：

更多详情请⻅攻击⻛险⾼额账单

请问使⽤ API 接⼝查询数据时会有延迟嘛，延迟有多⼤？

使⽤ API 查询数据是有⼀定延迟的。访问数据、计费数据等的实时数据查询，时延在5-10分钟左右，TOP 数据等分
析类的查询时延在半⼩时左右。后台在凌晨3点左右会对数据进⾏校准。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overview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071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monitor/alarm2/polic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dn/domains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41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dn/plugins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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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模式

ECDN 的计费模式为 请求次数 + 超额流量计费，即总费⽤由 请求次数 产⽣的费⽤和 流量超出免费额度 产⽣的费⽤
两部分组成。

请求次数计费

ECDN 请求次数计费按照 ⽉度阶梯累进 ⽅式计算，价格阶梯如下：

计费模式 ⽉累计区间 单价（美元/万次）

请求次数计费

0 - 5000万（含） 0.029

5000万 - 1亿（含） 0.026

1亿 - 5亿（含） 0.024

5亿 - 10亿（含） 0.023

＞ 10亿 0.021

详细费⽤算法请参⻅ 计费说明。

超额流量计费

使⽤ ECDN 全站加速⽹络服务时，平台将根据您的实际请求次数给予⼀定的免费流量额度，您只需要对超出免费额
度的流量进⾏付费。

计费模式 免费流量额度（GB/万次） 超额流量单价（美元/GB）

超额流量计费 0.25 0.143

详细费⽤算法请参⻅ 计费说明。

ECDN 购买指南
价格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8 12:02:5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0/1097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0/1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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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GB = 1000MB、1 MB= 1000 KB; 1Gbps = 1000Mbps、1Mbps = 1000Kbps。

⼤客户计费

若您在腾讯云⽉消耗⾦额⼤于10万元，或未来预期在腾讯云的⽉消耗⾦额⼤于10万元，您可以通过商务洽谈的⽅式

获得更优惠的折扣价格及更灵活的计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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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使⽤需要，请咨询您的商务。

计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8 12:02:5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contact-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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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您的 ECDN 产品体验，降低因突发流量导致的⾼额账单⻛险，腾讯云全站加速⽹络 ECDN（请求数+超额流
量）默认的计费周期已于2022-03-16 00:00:00点由⽇结切换成⼩时结，本次切换仅调整计费周期，按请求数和超额
流量的单价保持⼀致，您的费⽤⽀出在变更前后⽆变化，仅费⽤账单将由每⽇⼀条变更为每⼩时⼀条，若您是2022-

03-16 00:00:00点后开通的 ECDN 服务的客户，您的计费周期将默认为按⼩时的结算⽅式，若您在2022-03-16
00:00:00前已经开通 ECDN 服务且（请求数+超额流量）计费周期为⽇结，我们将消息或⼈⼯通知您后分批进⾏切
换。

因为 ECDN 采⽤的计费⽅式为（请求数+超额流量）计费，请求数计费单价和超额流量单价与计费周期⽆关，因
此本次切换不涉及请求数计费单价和超额流量单价的变动，如：切换前-按⽇结算，⽉累计区间在0-5000万的单价

为0.029美元/万次，超额流量单价0.143美元/GB；切换后-按⼩时结算，⽉累计区间在0-5000万的单价任为0.029
美元/万次，超额流量单价仍为0.143美元/GB。
新开通 ECDN 服务账号（请求数+超额流量）的计费周期默认为按⼩时结算。存量已开通 ECDN 服务且为⽇结的
账号，近期请您留意站内信/邮件/短信或售后和架构师的消息告知切换的时间点，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通过 联系
我们 或 提交⼯单 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尽快给您答复。
本次 ECDN（请求数+超额流量）的计费周期由⽇结切换到⼩时结只针对加速类型为 ECDN 动态加速和 ECDN 动

静加速的域名，对 CDN 的加速域名⽆影响。

在新的计费周期下，您每⼩时都会收到⼀条账单，您可前往 腾讯云控制台-费⽤中⼼ 查看或导出 ECDN ⼩时维度的
账单。

变更计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0 14:44:3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contact-sales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exp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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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状态

全站加速采⽤后付费按量计费模式，系统将根据您上⼀个结算周期的实际⽤量⽣成账单并执⾏扣费，若您的帐户余

额不⾜，将被扣为负值，帐户进⼊⽋费状态。

特别说明：

您购买或使⽤其他腾讯云服务导致账号进⼊⽋费状态，都将影响该账号使⽤全站加速服务。

⽋费告警

当账户余额被扣为负值时，账户进⼊⽋费状态，系统将推送⽋费通知。⽋费通知仅当账户余额由正变负时会触发⼀

次。

⽋费保护期

为避免影响客户服务，平台为⽋费账户提供⼀定的⽋费处理缓冲时间，在⽋费保护期间，平台将推送⽋费提醒消

息，请您及时进⾏充值。

⽋费保护期内，账号当前的全站加速服务不受影响，仍可继续使⽤。

⽋费保护期内，账户可变更当前 ECDN 加速服务配置。
⽉结⽤户，⽋费保护期默认为24⼩时。
⼩时结⽤户，⽋费保护期默认为2⼩时。

⽋费停服期

⽋费时间超过⽋费保护期，进⼊⽋费停服期，系统将推送停服通知，请务必及时充值补⾜⽋费⾦额。

⽋费停服期内，客户服务将受到限制，包括但不限于：

帐户将被锁定，⽆法新增或变更 ECDN 加速服务。
所有全站加速服务将⾃动关闭，加速域名将直接解析回源，不再享受全站加速服务。

⽋费冲正

⽋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8 1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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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期间，只要⽤户充值补⾜⽋费⾦额就可以在控制台重新启⽤全站加速服务。  
对于因⽋费停服被强制下线的服务域名，需要您在控制台重新上线加速域名才能启⽤全站加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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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DN 如何收费？

ECDN 计费⽅式如下：

付费⽅式

1. 若您是2022-03-16 00:00:00点后开通的 ECDN 服务的客户，您的计费周期将默认为按后付费⼩时结算，前1⼩时

产⽣的总消耗，会在2-4⼩时内计算并扣费。
2. 若您在2022-03-16 00:00:00前已经开通 ECDN 服务的后付费⽇结结算，每⽇00:00:00 - 23:59:59产⽣的总消耗，
会在第⼆天进⾏结算扣费。

计费项：请求次数产⽣的费⽤ + 超出免费流量额度的费⽤。

详细定价说明请参⻅ 全站加速计费说明。

ECDN 超额流量费是如何计算的？

超额流量费⽤计算公式如图所⽰：

超额流量费⽤主要取决于您计费请求次数和实际使⽤流量，若实际使⽤流量不⼤于可减免流量，则⽆需⽀付超额

流量费⽤。

可减免流量按实际计费周期内的计费请求次数换算，减免流量额度仅对当前计费周期有效，不可累积使⽤。

如果账号⽋费，对 ECDN 服务有什么影响？

账号⽋费将影响您的加速服务，详细说明请参⻅ ⽋费说明。

域名服务关闭后（域名下线后），是否还会产⽣费⽤？

域名服务关闭后，若域名仍配置了 CNAME 解析或⽤户本地 DNS 缓存未过期，平台加速节点仍将接收到⽤户访问请
求，对于这部分访问请求平台统⼀响应404状态码，并按以下规则计费：

1. 域名服务关闭当天产⽣的全部请求和流量，按标准计费⽅式产⽣相应的服务费⽤。
2. 域名服务关闭次⽇起，已关闭域名产⽣的请求和流量，均不再产⽣费⽤。

计费常⻅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0 14:46: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0/3750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0/1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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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客户和普通客户计费⽅式有什么区别？

⼤客户默认采⽤按⽉结算⽅式，若您是2022-03-16 00:00:00点后开通的 ECDN 服务的普通客户则默认采⽤按⼩时
结算⽅式；若您是2022-03-16 00:00:00前已经开通 ECDN 服务的普通客户，则采⽤的是按⽇结算。
⼤客户采⽤的是阶梯到达计费⽅式，普通客户采⽤的是累进阶梯计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