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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7:25:52

注意

即时通信 IM 原计费⽅案已于2022年12⽉26⽇下线。
2022年12⽉26⽇前创建过 IM 应⽤的客户默认使⽤原计费⽅案，请参考旧版计费概述，如果您想迁移到当前计费⽅

案，请联系销售或提交⼯单。迁移后不可恢复，请谨慎选择。

计费⽅式

即时通信 IM ⽬前采⽤如下计费⽅式：
⽉结后付费：按⾃然⽉结算，每⽉1-3⽇扣除上⼀个⾃然⽉所产⽣的费⽤。

基础服务详情

基础服务资费包括：套餐包费⽤和套餐包外超量费⽤。

套餐包费⽤：IM 套餐包分为开发版、标准版和进阶版，创建应⽤后默认为开发版（免费）。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

求选择不同的套餐包，套餐包功能对⽐可参⻅ 套餐包功能对⽐。
套餐外超量费⽤：超出标准版或进阶版套餐包免费额度以外所需⽀付的费⽤。

说明：

全员推送功能仅针对开发版、进阶版客户开放（如您降级为标准版将⽆法使⽤），请参⻅ 配置变更需求⼯单 指引，
提交全员推送开通申请。申请通过后，该功能将在48⼩时后开启。
社群（Community）功能⽀持终端 SDK 5.8.1668增强版及以上版本、Web SDK 2.17.0及以上版本，且仅针对开发

版、进阶版客户开放（如您降级为标准版将⽆法使⽤）。社群功能暂未⽀持德国、韩国数据中⼼，敬请期待。

群消息已读回执功能⽀持终端 SDK 6.1.2155及以上版本，且仅针对开发版、进阶版客户开放，适⽤于群容量200以
内的好友⼯作群（Work）、陌⽣⼈社交群（Public）、临时会议群（Meeting）。

套餐包功能对⽐详情如下表所⽰：

功能点 开发版 标准版 进阶版

全球多点覆盖 ⽀持 ⽀持 ⽀持

⽤户数上限 100⼈ ⽆限制 ⽆限制

单个⽤户好友⼈数上限 20个好友 3000个好友 3000个好友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247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contact-us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workorder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49#tc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4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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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户可加⼊群组数 50个群/⼈ 500个群/⼈ 1000个群/⼈

单个群成员数上限（⾮直播群） 20⼈/群 200⼈/群 2000⼈/群

⾮直播群群组数上限（解散后不计数） 100个 ⽆限制 ⽆限制

可创建直播群个数 10个 50个 ⽆限制

⽇净增群组数 100个 10000个 10000个

免费历史消息存储时⻓ 7天 7天 30天

免费⽉活跃⽤户数（MAU）额度 100/⽉ 1万/⽉ 1万/⽉

全员推送 ⽀持 不⽀持 ⽀持，需申请开通

同平台多设备在线 ⽀持 不⽀持 ⽀持

本地消息搜索（Android、iOS) ⽀持 不⽀持 ⽀持

直播群新成员查看⼊群前消息 ⽀持 不⽀持 ⽀持

创建社群（Community） ⽀持 不⽀持 ⽀持

群消息已读回执 ⽀持 不⽀持 ⽀持

群定向消息 ⽀持 不⽀持 ⽀持

直播群在线成员列表 ⽀持 不⽀持 ⽀持

直播群⼴播消息 ⽀持 不⽀持 ⽀持

⽤户状态 ⽀持 不⽀持 ⽀持

会话标记 ⽀持 不⽀持 ⽀持

会话分组 ⽀持 不⽀持 ⽀持

直播群封禁成员 ⽀持 不⽀持 ⽀持

可创建直播群个数：指单个 SDKAppID 内所有⽤户可创建的总个数，直播群仅提供群内发送⽂字、图⽚、短语⾳及
其他⾃定义消息的能⼒，如需使⽤ 云直播、实时⾳视频 等服务，您需要开通对应服务。
⽇净增群组数：指每个⾃然⽇内，单个 SDKAppID 所有⽤户创建的所有类型的群组净增总和。⽇净增群组数最⼤⽀
持10000个，其中最多可包含5个在线成员⼴播⼤群。若创建群组数已达⽇净增群组数阈值但仍需创建群组，您可以
及时解散删除当天创建的⽆需再使⽤的群组后再创建新群组，更多详情请参⻅ 群组系统。

MAU：单个⽤户当⽉登录即时通信 IM 计为1个 MAU，同⼀⽤户重复登录时，MAU 不累加。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716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4432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52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6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47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529


即时通信 I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 共12⻚

社群（Community）：创建后可以随意进出，适合⽤于知识分享和游戏交流等超⼤社区群聊场景。更多详情请参⻅ 
群组系统。

增值服务详情

⾳视频通话能⼒⽬前处于内测期，提供有效期为60天的免费开。对单个 SDKAppID ⽣效，⽀持通话中状态展⽰、多

端登录、多⼈通话中途加⼊等功能，开发版的⾳视频通话功能所具备的功能特性，请参⻅⾳视频通话能⼒详情。

更多增值服务建设中。如果您在使⽤即时通信 IM 有其他增值服务需求，请联系我们。
注意：

⽬前仅新加坡数据中⼼⽀持开通⾳视频通话能⼒，其余数据中⼼后续将陆续⽀持。

⾳视频通话能⼒版本详情：

功能点 开发版

⾳频、视频通话 ⽀持

完整聊天应⽤ UI ⽀持

通话状态展⽰ ⽀持

通话呼叫通知 ⽀持

通话悬浮窗 ⽀持

⾃定义呼叫铃声 ⽀持

通话呼叫/接听/拒绝/挂断 ⽀持

多⼈通话 ⽀持

中途呼叫/加⼊三⽅通话 ⽀持

视频通话切换语⾳通话 ⽀持

AI 降噪 ⽀持

户外通话卡顿优化 ⽀持

⽀持平台 iOS、Android、Web

说明：

⾳视频通话能⼒：

⽬前处于内测期，每个 SDKAppID 可免费体验2次，每次有效期均为60天；同时⼀个账号下所有 SDKAppID 的体
验总次数为10次。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352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49#trtc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4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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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通话能⼒基于即时通信和实时⾳视频服务实现，因此开通⾳视频通话能⼒将为您默认开通实时⾳视频服务并

创建应⽤。

⾳视频通话能⼒开发版仅为您免费提供开发版功能的使⽤权，您在使⽤此功能过程中产⽣的通话时⻓⽤量将按 实时

⾳视频⾳视频时⻓后付费 计费，即时通信费⽤按 即时通信计费说明 计费。

相关⽂档

价格说明

购买指引

https://www.tencentcloud.com/zh/document/product/647/4273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zh/document/product/1047/3434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5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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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7:23:31

注意

即时通信 IM 原计费⽅案已于2022年12⽉26⽇下线。
2022年12⽉26⽇前创建过 IM 应⽤的客户默认使⽤原计费⽅案，请参考旧版价格说明，如果您想迁移到当前计费⽅

案，请联系销售或提交⼯单。迁移后不可恢复，请谨慎选择。

IM 基础功能包

即时通信 IM 的基础功能包由 基础服务资费 和 增值服务资费 两部分组成。

基础服务资费

基础服务资费包括：套餐包费⽤和套餐包外超量费⽤。

套餐包费⽤：IM 套餐包分为开发版、标准版和进阶版，创建应⽤后默认为开发版（免费）。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
求选择不同的套餐包，套餐包功能对⽐可参⻅ 套餐包功能对⽐。

套餐外超量费⽤：超出标准版或进阶版套餐包免费额度以外所需⽀付的费⽤。

具体的计费和价格详情如下表所⽰：

计费项

套餐包类型

开发版 标准版 进阶版

套餐包费⽤ 免费 399 USD/⽉ 699 U

套餐外超量费⽤

峰值 MAU

-

0.015 USD/⽤户/⽉

峰值并发连接数（PCC）
限时免费

说明

MAU 的计算⽅式为调⽤ IM SDK Login 操作与 IM 后台建⽴⻓链接后，MAU 将会加1，即单个⽤户当⽉登录即时通信 
IM 计为1个 MAU，同⼀⽤户重复登录时，MAU 不累加。请根据业务场景合理使⽤ IM SDK Login 操作，避免出现 
MAU 过⾼的情况。

增值服务资费

计费项 说明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247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contact-us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workorder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50#jc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50#zz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50#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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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通话能⼒ ⽬前处于内测期，每个SDKAppID提供2次免费体验机会，每次有效期均为60天。
⽬前仅新加坡数据中⼼⽀持开通⾳视频通话能⼒，其余数据中⼼后续将陆续⽀持。

说明

更多增值服务建设中。如果您在使⽤即时通信 IM 有其他增值服务需求，请联系我们。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4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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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即时通信 IM 原计费⽅案已于2022年12⽉26⽇下线。
2022年12⽉26⽇前创建过 IM 应⽤的客户默认使⽤原计费⽅案，请参考旧版操作指引，如果您想迁移到当

前计费⽅案，请联系销售或提交⼯单。迁移后不可恢复，请谨慎选择。

您可以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标应⽤卡⽚，进⼊该应⽤的基础配置⻚⾯，对其进⾏升级、修改功能配
置、延⻓开发版有效期和停⽤等操作。即时通信 IM 套餐包功能对⽐和增值服务详情请参⻅ 计费概述。

升级

当应⽤套餐包为【开发版】时，⽀持升级操作。具体价格请参⻅ 价格说明。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标应⽤卡⽚，进⼊该应⽤的基础配置⻚⾯。

2. 单击应⽤套餐包区域的升级，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套餐包。
3. 单击确认完成升级操作。
升级成功后，该应⽤的套餐包版本将变为【标准版-后付费】或【进阶版-后付费】。如需调整配置，可在控制台对
其进⾏修改功能配置和停⽤操作。

注意：

应⽤从开发版升级⾄标准版或进阶版，不⽀持退回⾄开发版。如果您想重新使⽤开发版，请创建新的应

⽤。

升级成功后，套餐包⽴即⽣效，升级当⽉按天分摊计算资费，所产⽣的账单将于次⽉1-3⽇推送⾄您的账
户。

修改功能配置

当应⽤套餐包为【标准版-后付费】或【进阶版-后付费】时，⽀持修改功能配置操作。修改功能配置可能会产⽣对应
的资费，具体价格请参⻅ 价格说明。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标应⽤卡⽚，进⼊该应⽤的基础配置⻚⾯。

操作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9 16:42:4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52473
https://www.tencentcloud.com/contact-us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workorder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4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50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1047/34350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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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应⽤套餐包区域的修改功能配置，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套餐包版本。
3. 单击确认完成修改功能配置操作。

注意：

⼀个⾃然⽉内，单个应⽤的套餐包仅允许进⾏⼀次修改操作。

修改功能配置成功后，配置⽴即⽣效，修改当⽉按天分摊计算资费，所产⽣的账单会于次⽉1-3⽇推送⾄您
的账户。

延⻓开发版有效期

当应⽤套餐包为开发版且超过⼀个⽉有效期时，应⽤将处于到期停⽤状态。如需继续使⽤开发版测试开发，可在控

制台对该应⽤进⾏申请延期操作。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标应⽤卡⽚，进⼊该应⽤的基础配置⻚⾯。
2. 单击应⽤套餐包区域的申请延期。
3. 单击确认完成开发版延⻓⼀个⽉有效期申请。

停⽤

停⽤操作后，应⽤服务会⽴即停⽌，请谨慎操作。

1. 登录 即时通信 IM 控制台 ，单击⽬标应⽤卡⽚，进⼊该应⽤的基础配置⻚⾯。
2. 单击应⽤套餐包区域的更多操作，选择⽴即停⽤，弹出停⽤提醒对话框。

3. 单击确认后，该应⽤⽴即停⽤。停⽤超过90天，该应⽤数据和服务不可恢复。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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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腾讯云账户在出账后⽋费超过1天，系统将会进⾏停服处理。对于⻓期停服的客户，系统将回收已分配的资源且
不可恢复。

停服策略

账户⽋费

使⽤相关资源所产⽣的后付费账单会于次⽉1-3⽇推送⾄您的账户，若此时您的腾讯云账户可⽤余额不⾜以⽀付账单

或可⽤余额为负，即为⽋费状态。若在账单推送后1天内您的腾讯云账户依然为⽋费状态，系统将对您进⾏停服。停
服后，您将⽆法继续使⽤腾讯云提供的所有服务。

资源回收

停服后（含停服当⽇），您的 SDKAppID 资源保存期为90天。如果您在90天内未完成充值，系统将会回收您的资源
且不可恢复。

相关⽂档

价格说明

⽋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1 11:09:0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zh/document/product/1047/34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