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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式

云数据库 Redis 采⽤线性定价策略，相应实例的收费按照规格乘以单位规格的费⽤。
云数据库 Redis 计费⽅式包括按量计费及包年包⽉的⽅式。
按量计费以秒为单位进⾏结算，按量计费的单价 = 每⽉价格 / 30天 / 24⼩时 / 3600秒。

按量计费

云数据库 Redis ⽀持按量计费阶梯价，使⽤时间越⻓越便宜。 
按量计费根据使⽤时⻓不同，共分为三个阶梯：

0天＜时⻓ ≤ 4天，使⽤按量计费第⼀阶梯价格，每⼩时价格 = 每⽉价格 / 30 / 24 * 2
4天＜时⻓ ≤15天，使⽤按量计费第⼆阶梯价格，每⼩时价格 = 每⽉价格 / 30 / 24 * 1.5
时⻓＞15天，使⽤按量计费第三阶梯价格 ，每⼩时价格 = 每⽉价格 / 30 / 24

配置 美元/GB/⼩时 美元/GB/⽉ 区域

1GB MEM 0.034704 24.98688 北京、上海、⼴州、成都和重庆

1GB MEM 0.029196 21.02112 美国东部的弗吉尼亚&美国⻄部的硅⾕

1GB MEM 0.036108 25.99776 ⾹港及新加坡

1GB MEM 0.045792 32.97024 孟买

1GB MEM 0.037512 27.00864 汉城

1GB MEM 0.041688 30.01536 法兰克福

1GB MEM 0.024984 17.98848 莫斯科

1GB MEM 0.045792 32.97024 曼⾕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0-06-30 15:13:34

说明：

此产品的包年包⽉售卖模式正在内测中，价格⽂档仅供参考，最终价格以账单为准。如有需要，请联系商务。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contact-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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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美元/GB/⼩时 美元/GB/⽉ 区域

1GB MEM 0.026388 18.99936 东京

1GB MEM 0.050004 36.00288 北美

说明：

实例扩容、缩容、隔离后，重新按照第⼀阶梯开始计算价格。

包年包⽉

预付费⽅式，在新建实例时就需要⽀付费⽤。

具体价格，请查看产品定价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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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计费

集群版单节点价格

实例的价格=分⽚数量 * 分⽚容量 * (1+副本数量) * 节点每GB单价

地域 美元/GB/⼩时(第⼀阶梯) 美元/GB/⼩时(第⼆阶梯) 美元/GB/⼩时(第三阶梯)

北京 0.017964 0.013464 0.008964

清远 0.017964 0.013464 0.008964

成都 0.017964 0.013464 0.008964

多伦多 0.020952 0.015696 0.010476

俄罗斯 0.018792 0.014112 0.009396

法兰克福 0.029052 0.021780 0.014544

弗吉尼亚 0.017964 0.013464 0.008964

⼴州 0.017964 0.013464 0.008964

美国硅⾕ 0.023940 0.017964 0.011952

南京 0.017964 0.013464 0.008964

⽇本 0.030780 0.023076 0.015372

上海 0.017964 0.013464 0.008964

⾸尔 0.027792 0.020844 0.013896

中国台北 0.028261 0.021196 0.014130

泰国 0.023940 0.017964 0.011952

中国⾹港 0.019224 0.014436 0.009612

产品定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23 16: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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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美元/GB/⼩时(第⼀阶梯) 美元/GB/⼩时(第⼆阶梯) 美元/GB/⼩时(第三阶梯)

新加坡 0.025632 0.019224 0.012816

印度 0.029916 0.022428 0.014940

重庆 0.017964 0.013464 0.008964

圣保罗 0.023940 0.019745 0.011952

标准版单节点价格

实例的价格=节点容量 * (1+副本数量) * 节点每GB单价

地域 美元/GB/⼩时(第⼀阶梯) 美元/GB/⼩时(第⼆阶梯) 美元/GB/⼩时(第三阶梯)

北京 0.015276 0.011457 0.007638

清远 0.015276 0.011457 0.007638

成都 0.010653 0.007990 0.005326

多伦多 0.019899 0.014924 0.009949

俄罗斯 0.025728 0.019296 0.012864

法兰克福 0.028205 0.021154 0.014103

弗吉尼亚 0.016080 0.012060 0.008040

⼴州 0.015276 0.011457 0.007638

美国硅⾕ 0.028944 0.021708 0.014472

南京 0.015276 0.011457 0.007638

⽇本 0.026532 0.019899 0.013266

上海 0.015276 0.011457 0.007638

⾸尔 0.027 0.02 0.013

中国台北 0.025644 0.019233 0.012822

泰国 0.022512 0.016884 0.01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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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美元/GB/⼩时(第⼀阶梯) 美元/GB/⼩时(第⼆阶梯) 美元/GB/⼩时(第三阶梯)

中国⾹港 0.019899 0.014924 0.009949

新加坡 0.019899 0.014924 0.009949

印度 0.022512 0.016884 0.011256

重庆 0.010653 0.007990 0.005326

圣保罗 0.024356 0.018267 0.012178

包年包⽉

说明：

此产品的包年包⽉售卖模式正在内测中，价格⽂档仅供参考，最终价格以账单为准。如有需要，请联系商

务。

标准版定价

实例的价格=节点容量 * (1+副本数量) * 节点每GB单价

地域 （不填表⽰不区分地域） 价格类型 国际站价格（美元/GB/⽉）

⼴州,上海,北京,南京,武汉,清远 线性价 5.4992736

泰国,印度 线性价 5.7525336

中国台北 线性价 9.23184

俄罗斯 线性价 9.261936

⽇本,⾸尔 线性价 9.551376

美国硅⾕ 线性价 10.4196816

弗吉尼亚 线性价 5.7887136

法兰克福 线性价 11.1692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contact-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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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不填表⽰不区分地域） 价格类型 国际站价格（美元/GB/⽉）

多伦多,中国⾹港,新加坡 线性价 7.163532

成都,重庆 线性价 3.8350224

圣保罗 线性价 9.3076923

集群版定价

实例的价格=分⽚数量 * 分⽚容量 * (1+副本数量) * 节点每GB单价

地域 （不填表⽰不区分地域） 价格类型 国际站价格（美元/GB/⽉）

⼴州,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北京,清远 线性价 6.45408

俄罗斯 线性价 6.76512

中国⾹港 线性价 6.92064

多伦多 线性价 7.54272

美国硅⾕,泰国 线性价 8.60544

新加坡 线性价 9.22752

⾸尔 线性价 10.00512

中国台北 线性价 10.18656

印度 线性价 10.7568

法兰克福 线性价 11.50769

⽇本 线性价 11.06784

圣保罗 线性价 9.4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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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1 16:16:22

操作场景

您可以参考本⽂的介绍购买配置⾃⼰的第⼀台云数据库 Redis 实例。腾讯云为您提供了两种购买⽅式：
控制台：通过控制台 Web ⻚⾯配置实例参数直接下单购买的⽅式。
API 购买：客户端程序调⽤ API 接⼝创建实例的⽅式。

购买准备

已注册腾讯云账号并完成实名认证。

如需完成实名认证：点此完成实名认证。

已规划数据库实例所在地域、可⽤区，请参⻅ 地域与可⽤区。
已规划数据库实例需满⾜的规格与性能，请参⻅ 产品系列 与 产品性能。
已规划数据库实例的私有⽹络与安全组，请参⻅ 私有⽹络 与 安全组。

如需在同⼀地域的多个可⽤区部署实例，您可以先了解 多可⽤区部署 的部署架构。
如需⽀持读写分离的能⼒，请您先了解 读写分离 的实现原理。
已了解数据库实例的计费详情，请参⻅ 计费概述。按量计费数据库创建时会冻结⼀个⼩时的数据库费⽤，请确保您
的账户余额充⾜再进⾏购买。

控制台购买

1. 使⽤腾讯云账号登录 Redis 购买⻚。
2. 请参⻅下表的参数解释，根据您的实际需求选择实例配置。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解释

计费模式 是 ⽀持按量计费，如何选择计费⽅式，请参⻅ 计费概述。

地域 是

选择实例所属的地域，请选择最靠近您的地域，可降低访问时延。

实例创建成功后将⽆法更换地域，请您谨慎选择。

请您选择与云服务器 CVM 实例相同的地域，否则⽆法直接通过内⽹通信。

产品版本 是 请选择内存版，CKV 版已暂停售卖。

兼容版本 是 基于开源 Redis 引擎的⾼性能版本，兼容 Redis 6.2版本、5.0版本、4.0版本、2.8版本。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410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195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179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1945#.3Ca-id.3D.22step2.22.3E.E6.AD.A5.E9.AA.A4.E4.BA.8C.EF.BC.9A.E6.B7.BB.E5.8A.A0.E5.AE.89.E5.85.A8.E7.BB.84.E8.A7.84.E5.88.99.3C.2Fa.3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981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313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1954
https://buy.intl.cloud.tencent.com/redis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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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版暂停售卖，建议您选择4.0及以上版本，如需购买 2.8 版本请 提交⼯单 申请。

架构版本 是 4.0及以上版本⽀持标准架构、集群架构，2.8版本仅⽀持标准架构。产品架构详情，请

内存容量 是 架构版本选择标准架构时，需要配置所需的内存规格，⽀持0.25GB - 64GB规格。

副本数量 是
选择数据库副本的数量。多副本可以提供主备⾼可⽤，增加数据安全性，通过副本也可

不同地域或不同版本的副本数量会有差异，请以控制台默认设置为准。

分⽚数量 是 架构版本选择集群架构时，需设置分⽚的数量。增加分⽚的数量，可以提⾼集群的可存

分⽚容量 是 架构版本选择集群架构时，需设置每个分⽚的容量⼤⼩。

规格预览 - 请预览当前已选择的规格以及所能⽀持的最⼤连接数与最⼤⽹络吞吐量，确认是否满⾜

副本只读 否 请选择是否开启读写分离的功能。购买之后，也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开启。具体信息，

⽹络类型 是 当前仅⽀持私有⽹络。

可⽤区 是

选择是否启⽤多可⽤区部署。⽀持单可⽤区与多可⽤区部署，相对单可⽤区实例，多可

灾能⼒，请参⻅ 多可⽤区部署。
单可⽤区部署，请在主节点组（主可⽤区）选择主节点的可⽤区。

多可⽤区部署，请在主节点组（主可⽤区）的下拉列表选择主可⽤区，在副本x的下拉列
其中x指副本的编号，例如副本1，副本2。

IPv4 ⽹络 是

选择具体的私有⽹络及其⼦⽹。建议您选择与云服务器同⼀个地域下的同⼀个 私有⽹络
私有⽹络具有地域（Region）属性（如⼴州），⽽⼦⽹具有可⽤区（Zone）属性（如⼴
个或多个⼦⽹，同⼀私有⽹络下不同⼦⽹默认内⽹互通，不同私有⽹络间（⽆论是否在

实例购买后⽀持切换私有⽹络。具体操作，请参⻅ 切换⽹络。您也可以单击新建私有⽹
络环境。具体操作，请参⻅ 创建私有⽹络。

端⼝ 是 ⾃定义端⼝号，默认端⼝号是6379，取值范围[1024,65535]。

参数模板 是

选择实例相关的参数模板。

通过使⽤参数模板，您可以给实例批量配置参数属性。

系统会依据所选择的兼容版本及架构，⾃动适配对应的默认模板。具体信息，请参⻅ 管
板。

指定项⽬ 是 给实例分配相应的项⽬。您可以根据项⽬来管理实例。

标签 否 给实例设定标签。您可以根据标签归类管理实例。单击添加，可以选择标签键与标签值

安全组 是
给实例设置安全组规则，以控制数据库的⼊站流量。您可以在选择已有安全组下拉框中

⾃定义安全组，设置新的安全组⼊站规则。具体信息，请参⻅ 配置安全组。

实例名 是 仅⽀持⻓度⼩于60的中⽂、英⽂或者数字，短划线"-"、下划线"_"。

设置密码 是 选择密码认证⽅式，⽀持选择密码认证与免密码认证。默认为密码认证。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98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194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180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4181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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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 否 设置密码选择密码认证时，需给实例设置访问密码。密码复杂度要求：

字符个数为[8,30]。
⾄少包含⼩写字⺟、⼤写字⺟、数字和字符 ()`~!@#$%^&*-+=_|{}[]:;<>,.?/ 中的2种。
不能以"/"开头。

确认密码 否 再次输⼊实例访问密码。

购买数量 是 按量计费每次购买最⼤数量为30，每个地域购买数量取值范围为[1,100]。

购买时⻓ 否 您需要选择购买实例的时⻓。时⻓越⻓，折扣越⼤，可根据业务实际需求选择。

⾃动续费 否 您可以选择是否需要开启⾃动续费功能，即费⽤到期后，在腾讯云账户按⽉⾃动扣费

服务条款 是 请先了解云数据库服务条款及其服务等级协议，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3. 确认参数配置⽆误，单击⽴即购买，提⽰购买成功，单击前往控制台，返回实例列表，待实例状态显⽰为运⾏
中，即可正常使⽤。

说明

开通云数据库 Redis 后，请确保您的账户余额充⾜。账户余额不⾜可能导致⽋费甚⾄实例被回收，请参⻅ ⽋费说
明。

更多后续操作，请参⻅ 创建实例。

API 购买

接⼝名称 接⼝功能

CreateInstances 创建 Redis 实例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195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771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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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计费

注意：

按量计费资源不再使⽤时请及时销毁，以免继续扣费。

您的实际资源消耗可能不断变化，因此余额预警可能存在⼀定的误差。

预警说明

系统会在每个整点对按量计费资源进⾏扣费。当您的账户余额⼩于0时，系统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等⽅式通知到腾讯
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全局资源协作者、财务协作者（实际接收⽅式以⽤户 消息中⼼ 订阅配置为准）。
消息提醒机制，请参⻅ 按量计费说明 > ⽋费处理机制。

⽋费处理

1. 从您的账户余额⼩于0时刻起：

24⼩时内，云数据库可继续使⽤且继续扣费。
24⼩时后，云数据库将⾃动关机且停⽌扣费，被移⼊回收站隔离。

2. ⾃动关机后：
关机隔离在回收站24⼩时内，若充值⾄余额⼤于等于0，可以开机并继续使⽤实例；若您的账户余额⼩于0，则
⽆法开机。具体操作，请参⻅恢复已隔离实例。

关机24⼩时后，若您的账户余额仍为⼩于0的状态，云数据库将被回收，所有数据均会被清理，且不可找回。

云数据库回收时，系统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等⽅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全局资源协作者、财务协作

者。

⽋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5 17:24:55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messag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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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Redis ⽀持控制台续费。

控制台续费

批量续费

1. 登录 Redis 控制台，在实例列表选择⼀个或多个需要续费的实例，在上⽅单击【续费】。
2. 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续费时⻓，单击【确认】。

3. 确认订单信息后，单击【确认购买】。
4. 订单⽀付成功，可继续查看订单，或返回控制台。

⾃动续费

在实例列表选择需要续费的实例，在上⽅选择【更多操作】>【设置⾃动续费】。

续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0-06-29 13:31:45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red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