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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直接使⽤ CVM 价格计算器 查看您所需的各个产品的组合价格，估算资源成本。将所需产品添加⾄购买预算清
单，更可实现⼀键购买。

注意

为保证获取到的价格的准确性，请您登录后查看。

计费模式

腾讯云提供三种类型的云服务器购买⽅式：预留实例、按量计费和竞价实例，分别适⽤于不同场景下的⽤户需求，

详情可参考 计费模式。

实例

实例决定了⽤于实例的主机硬件配置，每⼀个实例类型提供不同的计算和存储能⼒，您可以基于需要提供的服务规

模⽽选择实例计算能⼒、存储空间和⽹络访问⽅式。

根据底层硬件的不同，腾讯云⽬前提供了丰富的机型规格，具体详情可参考 实例规格。

关于不同实例类型价格，可参考 实例计费模式。

存储

腾讯云为云服务器实例提供了不同类型的灵活、经济且易于使⽤的数据存储设备。不同的存储设备具有不同的性能

和价格，适⽤于不同的使⽤场景。存储依据不同的维度来划分，可以分成以下⼏种：

按使⽤场景不同，分为系统盘和数据盘。

按架构模式不同，分为云硬盘、本地盘和对象存储。

⽬前腾讯云提供两种云硬盘类型：⾼性能云硬盘和 SSD 云硬盘。计费模式分为按量计费。 
关于硬盘价格的详细信息，可参考 硬盘价格总览。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4 11:30:22

https://buy.tencentcloud.com/price/cvm/calculator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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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带宽

腾讯云提供的任何⽹络类型的运营商接⼊均为 BGP 多线路，保证线路质量。⽬前⽹络提供按流量与按带宽两种⽹络
计费⽅式。

按带宽计费：按公⽹传输速率（单位为 Mbps）计费，当您的带宽利⽤率⾼于10%时，可以考虑优先选择按带宽计

费。

按流量计费：按公⽹传输的数据总量（单位为 GB）计费，当您的带宽利⽤率低于10%时，可以考虑优先选择按流
量计费。

关于各种⽹络带宽计费模式的详细信息，可参考 公⽹计费模式。

镜像

使⽤镜像可能会产⽣⼀定的费⽤，各类型镜像费⽤说明如下：

镜像类型 说明

公共镜像

包含开源镜像及商业镜像。

开源镜像均免费提供服务。

商业镜像会产⽣⼀定的 License 许可费⽤，不同实例规格及地域的 License 许可费⽤不
同，实际价格以 定价中⼼ 的价格为准。在使⽤ Windows 镜像时，境内地域可享有免除
License 许可费⽤的优惠，境外地域 License 许可费⽤包含在“实例”计费项中，您可参考 计
费⽰例 了解如何查看具体费⽤。

⾃定义镜像

计费包含以下两部分：

快照费⽤：由于镜像底层使⽤了云硬盘快照服务，保留⾃定义镜像会产⽣⼀定的快照费

⽤。国内地域提供80GB的 赠送额度，超额后将按容量计费，详情请参⻅ 快照计费概述。
镜像费⽤：若⾃定义镜像的最终来源为付费镜像，且您使⽤了该⾃定义镜像，则需要收取

镜像费⽤。

共享镜像
共享镜像是将创建好的⾃定义镜像分享给其他腾讯云账户的镜像。若该镜像最终来源为付费

镜像且使⽤了该共享镜像，则收取镜像费⽤。

计费⽰例

⽰例背景：新加坡⼀区，实例为标准型 S5.MEDIUM2，选择按量计费模式。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0578
https://buy.tencentcloud.com/price/cvm/calculator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2/3241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2/3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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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实例费⽤为0.05美元/⼩时，“镜像”项不单独计费，即显⽰为0元。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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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提供三种类型的云服务器购买⽅式：按量计费、竞价实例和预留实例，分别适⽤于不同场景下的⽤户需求。

下表列出了三种计费模式的区别：

实例计费模式 按量计费 竞价实例 预留实例

付款⽅式
购买时冻结费

⽤，每⼩时结算

购买时冻结费⽤，每⼩时

结算
预付费

计费单位 美元/秒 美元/秒 美元/年

单价 单价较⾼

浮动价格，⼤多数情况是

同规格按量计费模式的

10% - 20%
单价较低

最少使⽤时⻓

按秒计费，按⼩

时结算，随时购

买随时释放

按秒计费，按⼩时结算，

随时购买随时释放，也可

能会被系统主动回收

⾄少使⽤1年

实例配置调整
随时升降配置，

⽆限制
不允许调整配置 不允许调整配置

使⽤场景

适⽤于电商抢购

等设备需求量瞬

间⼤幅波动的场

景

适⽤于⼤数据计算、采⽤

负载均衡的在线服务和⽹

站服务等场景

适⽤于设备需求量⻓期稳定的成熟业务，

是按量计费实例所应⽤的⼀种折扣，可同

时兼顾灵活性和成本优势

按量计费

按量计费是云服务器实例的弹性计费模式，您可以随时开通/销毁实例，按实例的实际使⽤量付费。计费时间粒度精

确到秒，不需要提前⽀付费⽤，每⼩时整点进⾏⼀次结算。此计费模式适⽤于电商抢购等设备需求量会瞬间⼤幅波

动的场景。

开通按量计费云服务器实例时，会预先冻结该 CVM ⼀个⼩时的硬件费⽤（包括 CPU，内存，数据盘），并在每个
整点（北京时间）进⾏⼀次结算，根据您在上⼀个⼩时 CVM 的实际使⽤时⻓进⾏扣费。购买时 CVM 实例单价按⼩
时呈现，结算时按实际使⽤秒数计价，费⽤四舍五⼊，精确到⼩数点后2位。计费的起点以 CVM 实例创建成功的时

间点为准，终点以您发起销毁操作的时间点为准。

购买实例

计费模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7 17:08:0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555/1203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555/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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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按量计费的云服务器时系统会冻结⼀个⼩时的实例费⽤。调整按量计费云服务器配置时，购买时冻结的费⽤将

解冻，并重新按新配置的单价进⾏费⽤冻结。CVM 实例销毁时，系统将会对冻结的费⽤进⾏解冻。

在符合条件下，按量计费实例关机后将不再收取实例（CPU、内存）的费⽤，具体限制条件可参考 按量计费关机不

收费说明。如不符合关机不收费条件，关机后继续正常收费。

竞价实例

竞价实例是云服务器的⼀种新实例运作模式，与按量付费模式类似，属于后付费模式（按秒计费，整点结算）。竞

价实例采⽤市场浮动计费，与按量付费相⽐，会有较⼤幅度优惠，⼀般价格区间为按量付费的10% - 20%。但竞价实
例可能会因为资源库存减少、其他⽤户出价竞争⽽发⽣系统主动回收实例的情况。

竞价实例的策略、适⽤场景以及限制，详⻅ 竞价实例 。

预留实例

预留实例计费是⼀种预付费模式，它并⾮真正的物理实例，⽽是⼀种对⽤户使⽤的按量计费物理实例所应⽤到的账

单折扣，本质上仍然是按量计费模式。按量计费必须在预留实例正常⽣命周期范围内且属性与预留实例完全匹配才

能享受账单折扣，预留实例相⽐按量计费模式价格更优惠。

当您正在使⽤的按量计费物理实例和预留实例的属性相匹配时，按量计费物理实例即可享受账单折扣。您可在原有

资源实例的基础上直接购买开通RI，也可直接新购买开通RI。 
在⽀付⼀定的RI预付款后，您可在购买的时间范围内享受相应特定的折扣。对⽐原有包年包⽉和按量付费的计费模

式，预留实例与按量计费实例的组合计费模式兼顾灵活性和成本优势，为您提供最⼤的折扣优惠。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991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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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Cloud Virtual Machine，CVM）实例包括硬件（CPU、内存），磁盘（系统盘、数据盘），⽹络。在购买
时，购买⻚都提供了对应资源。在这⾥⾸先对 CVM 实例硬件（即 CPU 和内存）的价格、购买和变配进⾏说明。

按量计费实例价格

说明

本章节说明云服务器按量计费的价格规则，具体价格请单击 CVM 价格计算器 进⾏测算。

云服务器部分实例类型的按量计费实⾏三级阶梯价。对于⽀持三级阶梯价的实例类型，新购、原有规格云服务器实

例均参照此阶梯价标准计费。各实例类型对三级阶梯价的⽀持情况，可参照购买⻚中的阶梯费⽤明细。

注意事项

按量计费实例刊例价单位为⼩时，按秒计费，并按⼩时结算。

云服务器阶梯⽅案只涉及 CPU 和内存费⽤，不包含⽹络和磁盘费⽤。

价格计算器所⽰均为第⼀阶梯价格。

对于⽀持三级阶梯价的实例类型：第⼆阶梯价格 ＝ 第⼀阶梯价格 × 50%，第三阶梯价格 ＝ 第⼀阶梯价格 ×
34%
对于不⽀持三级阶梯价的实例类型：第⼀阶梯价格 ＝ 第⼆阶梯价格 ＝ 第三阶梯价格

各实例类型对阶梯价的⽀持情况，可参照购买⻚与定价中⼼的阶梯费⽤明细。

阶梯规则只适⽤于同⼀个配置下，如果配置发⽣变更，费⽤将从新配置的第⼀阶梯开始重新计费。  

以云服务器为例，原始配置为2核4GB，当使⽤到第100⼩时，进⼊阶梯定价的第⼆阶梯；若此时调整配置为1核
2GB，则计费会从1核2GB的第⼀阶梯计算。
按量计费⽋费机制保持不变。单击了解 按量计费⽋费机制。
按量计费云服务器不享受折扣。

在符合条件下，按量计费实例关机后将不再收取实例（CPU、内存）的费⽤，具体可参考 按量计费关机不收费说

明。

关机不收费期间，实例暂停累计三级阶梯价的计算时⻓。重新启动实例后，继续累计关机前三级阶梯价的计算时

⻓。

如不符合关机不收费条件，关机后继续正常收费。

价格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9 17:03:4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pricing/cvm/calculator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1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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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提供了两种购买云服务器的⽅式：官⽹购买和 API 购买。本⼩节将详细介绍两种购买⽅式。

官⽹购买

所有⽤户均可通过 腾讯云云服务器购买⻚ 进⾏云服务的购买。根据计费模式的不同，⽤户可以购买按量计费（按秒
计费，⼩时结算）和竞价实例（按秒计费，⼩时结算）两种不同类型的云服务器，详⻅云服务器 计费模式说明。 

下⾯介绍在官⽹购买这两种服务器的具体操作。

按量计费

1. 登录 腾讯云云服务器购买⻚。
2. 在⾃定义配置下选择机型时，计费模式选择按量计费。
3. 根据实际需求和⻚⾯提⽰，设置地域、可⽤区、⽹络、实例等配置信息。
4. 确认订单之后，您可通过余额⽀付、⽹银⽀付等⽅式进⾏⽀付。

5. 订单⽀付后⽴即开通服务器，等待1-5分钟左右即可看到 IP 地址，您可进⾏登录管理。

注意

开通按量计费云服务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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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被回收。详情

可参阅 ⽋费说明。
关于各项配置，您可参阅 云服务器价格总览、云硬盘价格总览、公⽹计费模式 等帮助⽂档后结合实际需求
进⾏选购。

更多购买说明与注意事项可参考 官⽹购买说明。

竞价实例

1. 登录 腾讯云云服务器购买⻚。
2. 在⾃定义配置下选择机型时，计费模式选择竞价实例。
3. 根据实际需求和⻚⾯提⽰，设置地域、可⽤区、⽹络、实例等配置信息。
4. 确认订单之后，您可通过余额⽀付、⽹银⽀付等⽅式进⾏⽀付。

5. 订单⽀付后⽴即开通服务器，等待1-5分钟左右即可看到 IP 地址，您可进⾏登录管理。

注意

购买⽅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1 17:36:38

http://manage.qcloud.com/shoppingcart/shop.php?tab=cvm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manage.qcloud.com/shoppingcart/shop.php?tab=cvm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18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17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25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057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6998
http://manage.qcloud.com/shoppingcart/shop.php?tab=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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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竞价实例云服务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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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被回收。

关于各项配置，您可参阅 云服务器价格总览、云硬盘价格总览、公⽹计费模式 等帮助⽂档后结合实际需求
进⾏选购。

更多购买说明与注意事项可参考 官⽹购买说明。

API 购买

欲通过 API 购买云服务器的⽤户，可参阅 API ⽂档 创建实例。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17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25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057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699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3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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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对官⽹购买云服务器及注意事项等进⾏说明。

如需购买云服务器，请参考云服务器购买指引：

创建 Windows 云服务器

创建 Linux 云服务器

购买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0-01-16 20:42:5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76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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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限制说明

购买按量计费云服务器实例限制

以下特性不适⽤于购买按量计费云服务器实例：

代理商代付

后付费⽉结⽤户

每个⽤户在每个可⽤区可购买的按量计费云服务器实例的总数量为30台或60台不等，具体视云服务器购买⻚实际
情况⽽定。若已有的购买数量配额已⽆法满⾜您的实际需求，则请 申请提升实例购买数量配额。

申请提升实例购买数量配额

若您需要购买的实例数量超过对应区域的配额，可填写提升配额申请，由腾讯云对您的实际需求进⾏评估，评估通

过之后将为您提升配额。请参考 提升实例购买数量配额，选择并填写需要提升购买配额的计费模式、⽬标地区、⽬
标配额、实例配置和申请原因后，提交申请即可。

注意

若需要申请多个可⽤区，每个可⽤区的期望配额不同，则须分多次进⾏申请。

购买约束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5 17:11:1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46161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 共41⻚

实例关机不收费是指按量计费实例通过选择关机不收费选项使实例进⼊已关机状态后，不再收取实例（CPU、内
存）费⽤。云盘（系统盘和数据盘）、和镜像等组件将继续计费。

使⽤限制

实例关机不收费功能仅适⽤于系统盘和数据盘均为云盘的按量计费实例。

实例关机不收费功能不适⽤于以下场景：

不适⽤于在实例内部开/关机。
不适⽤于搭载本地盘实例。

不适⽤于竞价实例。

不适⽤于因⽋费导致关机的实例：若实例及关联资源因⽋费⽽关机，在⽋费期间，实例将停⽌计费，计算资源

和公⽹ IP 也将会被释放。但当账户充值⾄余额为正数后，实例及关联资源将继续收费。
⽀持按量计费三级阶梯价的实例类型（请参⻅ 按量计费实例价格）在关机不收费期间，暂停累计三级阶梯价的计
算时⻓。重新启动实例后，继续累计关机前三级阶梯价的计算时⻓。

若批量关机操作中同时包含⽀持关机不收费和不⽀持关机不收费的实例，则：

⽀持关机不收费的实例，关机后停⽌ CPU 内存收费。
不⽀持关机不收费的实例，关机后继续正常收费。

开启影响

启⽤实例关机不收费功能后，在实例关机后会有以下影响：

1. 由于实例的 CPU 和内存将进⾏释放，再次启动实例时可能会因实例资源不⾜导致启动失败。此时，您可稍后再尝
试启动实例，若仍失败，则可尝试更换使⽤其他实例规格，详情请参⻅ 调整实例配置。

2. 如果实例已分配了公⽹ IP 地址，关机后公⽹ IP 地址会⾃动释放，可能会导致再次启动实例失败。成功启动实例
后，实例会分配⼀个新的公⽹ IP 地址，⽽内⽹ IP 则不受影响，保留不变。

如果您不希望公⽹ IP 发⽣变化，可以将公⽹ IP 转为 EIP 后再关闭实例。实例绑定的 EIP，关机后 EIP 保留，重新
启动后保留 EIP，关机后不计 EIP 空置费⽤。 
3. 关机期间⽆法⽀持除实例开机外的较多操作（如调整配置、调整硬盘、调整⽹络、重装系统、重启实例、重置密
码、续费、改名相关操作等），如需操作请开机后进⾏。

4. 执⾏调整配置、调整硬盘、重装系统其他运维操作时需要对实例进⾏关机，关机期间不执⾏关机不收费策略。

按量计费实例关机不收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07 15:18:5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25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17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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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请参考 按量计费实例关机不收费操作指南。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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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是⼀种⾼可⽤、⾼可靠、低成本、可定制化的⽹络块设备，可作为云服务器的独⽴可扩展硬盘使⽤。它提供

数据块级别的数据存储，采⽤三副本的分布式机制，为云服务器提供数据可靠性保证。云硬盘产品提供⾼性能云硬

盘、SSD 云硬盘、增强型 SSD 云硬盘和极速型 SSD 云硬盘四种云硬盘类型，不同的硬盘类型、性能、特点和价格

均不同，您可根据部署的应⽤要求⾃⾏选择。

注意事项

增强型 SSD 云硬盘和极速型 SSD 云硬盘当前仅在部分可⽤区开放售卖，后续将逐步增加售卖可⽤区。
增强型 SSD 云硬盘仅⽀持挂载在2020年8⽉1⽇之后创建的 S5、M5、SA2及以上的新代次机型上。挂载在旧代次
实例上时，⽆法保证承诺性能。

极速型 SSD 云硬盘仅⽀持随存储增强型云服务器 S5se ⼀起购买。其他类型云服务器不⽀持极速型 SSD 云硬

盘。

增强型 SSD 云硬盘和极速型 SSD 云硬盘暂不⽀持⽤作系统盘。
增强型 SSD 云硬盘和极速型 SSD 云硬盘暂不⽀持加密特性。
暂不⽀持由其他类型云硬盘升级为增强型 SSD 云硬盘和极速型 SSD 云硬盘。

云硬盘类型简介

⾼性能云硬盘

⾼性能云硬盘是腾讯云推出的混合型存储类型，通过 Cache 机制提供接近固态存储的⾼性能存储能⼒，同时采⽤

三副本的分布式机制保障数据可靠性。⾼性能云硬盘适⽤于⾼数据可靠性要求、普通中度性能要求的 Web/App 服
务器、业务逻辑处理、中⼩型建站等中⼩型应⽤场景。

SSD 云硬盘 
SSD 云硬盘是腾讯云基于 NVMe SSD 存储介质提供的全闪型存储类型，采⽤三副本的分布式机制，提供低时
延、较⾼随机 IOPS 和吞吐量的 I/O 能⼒及数据安全性⾼达99.9999999%的存储服务。SSD 云硬盘适⽤于对 I/O

性能有较⾼要求的场景。

增强型 SSD 云硬盘 
增强型 SSD 云硬盘由腾讯云基于新⼀代存储引擎设计，基于全 NVMe SSD 存储介质和最新⽹络基础设施提供的
产品类型，采⽤三副本的分布式机制，提供低时延、⾼随机 IOPS、⾼吞吐量的 I/O 能⼒及数据安全性⾼达
99.9999999%的存储服务。增强型 SSD 云硬盘适⽤于对⼤型数据库、NoSQL 等对时延要求很⾼的 I/O 密集型场

购买云硬盘

云硬盘类型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1-08-11 10: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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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增强型 SSD 云硬盘独特性地⽀持性能与容量单独配置，您可以根据业务的实际情况配置需要的存储容量及存
储性能。

极速型 SSD 云硬盘 

极速型 SSD 云硬盘由腾讯云基于最新⾃研⾼性能分布式存储引擎，搭配⾼速⽹络基础设施及最新⼀代存储硬件，
⻓期稳定地提供超低时延的可靠性能。⾮常适⽤于需要极低延迟的 IO 密集型和吞吐量密集型⼯作负载，例如⼤型
MySQL、HBase 和 Cassandra 等数据库业务，etcd 和 rocksdb 等键值存储，ElasticSearch 等⽇志检索业务，视
频处理、直播等实时⾼带宽型业务。在关键交易⼯作负载、核⼼数据库业务、⼤型 OLTP 业务、视频处理等场景
下表现优秀。极速型 SSD 云硬盘独特性地⽀持性能与容量单独配置，您可以根据业务的实际情况配置需要的存储

容量及存储性能。

性能指标

不同类型云硬盘的性能指标分别为：

性能指标 极速型 SSD 云硬盘 增强型 SSD 云硬盘 SSD
云硬盘

⾼性能云硬盘

单盘最⼤

容量

（GB）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单盘最⼤

IOPS
1100000 100000 26000 6000

随机

IOPS 性
能计算公

式

基准性能：随机 IOPS =
min{4000+100 × 容量（GiB）,
50000} 
额外性能：最⼤ IOPS = min{128 ×
额外性能值, 1050000}  

基准性能：随机 IOPS =
min{1800 + 50 × 容量
（GiB）, 50000} 
额外性能：最⼤ IOPS =
min{128 × 额外性能值,
50000}  
详情请参⻅ 增强型 SSD
云硬盘性能说明

随机

IOPS =
min{1800
+ 30 × 容
量

（GiB）,
26000}

随机 IOPS =
min{1800 + 8
× 容量
（GiB）,
6000}

单盘最⼤

吞吐量

（MB/s）
4000MB/s 1000MB/s 260MB/s 150MB/s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2/3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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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指标 极速型 SSD 云硬盘 增强型 SSD 云硬盘 SSD
云硬盘

⾼性能云硬盘

吞吐性能

计算公式

（MB/s）

基准性能：吞吐 = min{120 + 0.5 ×
容量（GiB）, 350}  
额外性能：吞吐 = min{1 × 额外性
能值, 3650} 

基准性能：吞吐 =
min{120 + 0.5 × 容量
（GiB）, 350}  
额外性能：吞吐 = min{1
× 额外性能值, 650} 
详情请参⻅ 增强型 SSD
云硬盘性能说明

吞吐 =
min{120
+ 0.2 × 容
量

（GiB）,
260}

吞吐 =
min{100 +
0.15 × 容量
（GiB）,
150}

单路随机

读写时延
0.1 - 0.5ms 0.3 - 1ms 0.5 - 3ms 0.8 - 5ms

特殊说明

极速型 SSD 云硬盘仅⽀持随 标准
存储增强型S5se 实例⼀同购买，
购买其他类型云服务器时不可使⽤

极速型 SSD 云硬盘，也不可单独
购买极速型 SSD 云硬盘

增强型 SSD 云硬盘仅⽀
持挂载 S5、M5、SA2 及
以上的新代次实例规格

上，挂载在旧代次实例上

时⽆法保证承诺性能

⽆ ⽆

说明：

不同类型云硬盘的主要区别在于 I/O 表现。

适⽤场景

增强型 SSD 云硬盘更适⽤于时延敏感型或密集型 I/O 的场景，例如：

⾼性能、⾼数据可靠性：适⽤于⾼负载、核⼼关键业务系统。提供三份数据冗余，具备完善的数据备份、快照、

数据秒级恢复能⼒。

中⼤型数据库：可⽀持百万⾏表级别的 MySQL、Oracle、SQL Server、MongoDB 等中⼤型关系数据库应⽤。
⼤型 NoSQL：满⾜ HBase、Cassandra 等 NoSQL 业务对存储的性能要求。
ElasticSearch：满⾜ ES 对存储低时延的性能要求。
视频服务：满⾜⾳视频编解码、直播录播等场景对存储的带宽能⼒要求。

⼤数据分析： 提供针对 TB、PB 级数据的分布式处理能⼒，适⽤于数据分析、挖掘、商业智能等领域。

极速型 SSD 云硬盘适⽤于对时延有极致要求的时延敏感型的场景，例如：

KV 键值存储：如 rocksdb、容器 etcd 等，键值存储业务常以串⾏ I/O 模式落盘，对每个 I/O 处理速度即时延有⾮
常严格的要求，单路时延决定了系统的整体性能。极速型 SSD 云硬盘提供最低⾄数⼗微秒的时延表现，⼗分适合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2/3961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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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可靠性、可⽤性有要求的核⼼业务系统。

⼤型数据库：可⽀持百万⾏表级别的 MySQL、Oracle、SQL Server、MongoDB 等中⼤型关系数据库应⽤。
⼤型 NoSQL：满⾜ HBase、Cassandra 等 NoSQL 业务对存储的性能要求。

ElasticSearch：满⾜ ES 对存储低时延的性能要求。
视频服务：满⾜⾳视频编解码、直播录播等场景对存储的带宽能⼒要求。

核⼼业务系统：对数据可靠性要求⾼的 I/O 密集型等核⼼业务系统。
⼤数据分析： 提供针对 TB、PB 级数据的分布式处理能⼒，适⽤于数据分析、挖掘、商业智能等领域。
⾼性能、⾼数据可靠性： 适⽤于⾼负载、核⼼关键业务系统。提供三份数据冗余，具备完善的数据备份、快照、

数据秒级恢复能⼒。

SSD 云硬盘更适⽤于⼤中型负载的场景，例如：

中型数据库：可⽀持 MySQL 等中⼤型关系数据库应⽤。
图像处理：可⽀持图像处理等数据分析存储业务。

⾼性能云硬盘主要应⽤于以下数据场景：

适⽤于中⼩型数据库、Web/App 服务器等，提供⻓期的稳定 I/O 性能输出。

适⽤于企业办公业务等对存储容量和性能有平衡诉求的场景。

满⾜核⼼业务测试、开发联调环境的 I/O 需求。

费⽤说明

云硬盘详细费⽤，请参考 云硬盘价格总览。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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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详细费⽤，请参考云硬盘价格总览。

云硬盘价格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1:53:1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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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概述

预留实例（Reserved Instances，简称RI）是⼀种预付费模式，它并⾮真正的物理实例，⽽是⼀种对⽤户使⽤的按量
计费物理实例所应⽤到的账单折扣，本质上仍然是按量计费模式。按量计费必须在预留实例正常⽣命周期范围内且

属性与预留实例完全匹配才能享受账单折扣，预留实例相⽐按量计费模式价格更优惠。

当您正在使⽤的按量计费物理实例和预留实例的属性相匹配时，按量计费物理实例即可享受账单折扣。您可在原有

资源实例的基础上直接购买开通RI，也可直接新购买开通RI。 
在⽀付⼀定的RI预付款后，您可在购买的时间范围内享受相应特定的折扣。对⽐原有包年包⽉和按量付费的计费模
式，预留实例与按量计费实例的组合计费模式兼顾灵活性和成本优势，为您提供最⼤的折扣优惠。

属性

地域：地域是指物理的数据中⼼的地理区域，例如硅⾕

可⽤区：可⽤区（Zone）是指腾讯云在同⼀地域内电⼒和⽹络互相独⽴的物理数据中⼼，例如硅⾕⼀区
实例类型：腾讯云提供多种实例类型，例如标准型

实例规格：预留实例计费机型规格，例如S4.SMALL1
操作系统：Linux、Windows

说明：

按量计费必须在预留实例计费正常⽣命周期范围内且属性与预留实例完全匹配才能享受账单折扣。

概念对⽐

对⽐项 预留实例计费 按量计费实例

形式
⼀种计费模式，⼀种按量实例的折

扣。

以按量计费⽅式购买的实例，等同于⼀台实际运⾏的虚拟

机。

使⽤⽅

式

⽆法单独使⽤，需要匹配按量付费

实例，抵扣按量付费实例账单。

可以独⽴管理、配置，既可以⽤作简单的Web服务器，也可
以与其他腾讯云产品搭配提供强⼤的解决⽅案。

使⽤说明

预留实例的价格可在 定价中⼼查看，最终价格以账单为准。
⽀持在 控制台购买和API购买。

购买预留实例

预留实例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7 17:08: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2179
https://www.tencentcloud.com/pricing/cvm/overview
https://buy.tencentcloud.com/reservedinstances?regionId=1&zoneId=100003&imageType=linux
https://www.tencentcloud.com/zh/document/product/213/3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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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前腾讯云⽀持Windows、Linux操作系统预留实例计费。
付款⽅式：提供全预付、部分预付、零预付三种付款⽅式。

配额：每个⽤户在每个可⽤区最多可以持有20台预留实例计费。

预留实例计费不⽀持调整配置，当与预留实例计费匹配的按量计费实例调整配置后，⽆法享受预留实例计费折

扣。

当与预留实例计费相匹配的按量实例选择关机或强制关机后，该按量计费实例仍享受预留实例计费带来的折扣。

预留实例计费⽬前不⽀持退款。

计费⽅式

全预付（All Upfront）：购买时预付所有费⽤，在预留实例的使⽤期内不再缴纳其它费⽤。与以下两种按需实例的

定价相⽐，此选项为您提供最⼤的折扣。

部分预付（Partial Upfront）：购买时⽀付较低额度的预付款，在预留实例的使⽤期内，按⽉付费或折扣的⼩时费
率⽀付实例费⽤。

零预付（No Upfront）：购买时⽆需⽀付任何费⽤，在预留实例的使⽤期内，按⽉付费或折扣的⼩时费率⽀付实
例费⽤。

注：使⽤预留实例时，⽆论实际使⽤情况如何，都需要为整个期限付费。

有效期类型

1年（365天）。

例如：2019-05-25 11:15:24 成功购买有效期为⼀年的预留实例CVM RI，那么该预留实例的有效期为：2019-05-25
11:00:00 ~ 2020-05-25 11:59:59。

说明：预留实例过期后，匹配的按量付费实例会正常运⾏，但⽆法继续抵扣按量付费实例账单。

⽬前预留实例计费⽀持可购买的可⽤区以及实例规格请在API列出可购买的预留实例计费中查看

操作系统：⽬前腾讯云⽀持Windows、Linux操作系统预留实例计费

付款⽅式：提供全预付、部分预付、零预付三种付款⽅式

有效期限：1年(365天)

配额：每个⽤户在每个可⽤区最多可以持有20台预留实例计费

计费规则

预留实例的结算周期是⼩时（3600秒），采⽤整点结算（⽐如：10:00:00-10:59:59），⽀持同⼀个结算周期内，

多个按量计费物理实例同时匹配到同⼀个预留实例，您的账单明细中将分别展⽰成功匹配到预留实例的扣费记录

和未匹配到预留实例的扣费记录；

购买成功后，预留实例于整点开始计算有效期。⽆论能否匹配到按量付费实例，在有效期内您都需要为预留实例

⽀付费⽤，您可根据预算和资源情况选择合适的付款类型。预留实例⽣效时间为创建时间的上⼀个整点，失效时

间为对应到期⽇的下⼀个整点。例如，如果您在2019-05-25 11:15:24成功购买了有效期为⼀年的CVM RI，该预留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3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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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的⽣效时间和计费开始时间为2019-05-25 11:00:00，失效时间为2020-05-25 11:59:59。如您在购买此RI时已
有可匹配的CVM资源，则从2019-05-25 11:00:00-11:59:59开始计费，按⼩时费率进⾏结算扣费。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4 共41⻚

计费匹配规则

购买预留实例计费（Reserved Instance 简称RI）后，在有效期内预留实例将⾃动匹配按量付费实例。 ⽬前，RI⽀持
匹配运⾏Windows和Linux系统的按量付费实例。 如果您的账号下暂时没有可以匹配的按量付费实例，RI会闲置，但
会继续产⽣费⽤。在您购买符合要求的按量付费实例后⽴即⾃动匹配，匹配成功后即开始抵扣按量付费实例账单

您⽆法⼿动管理RI和按量付费实例的匹配状态。
RI账单优势适⽤于每⼩时最多 3600 秒 (⼀⼩时) 的实例使⽤。您可同时运⾏多个实例，但每⼩时只能获得总计
3600 秒的RI折扣优惠；每⼩时超出 3600 秒的实例使⽤据按量计费模式。

例如，如果您购买了⼀个硅⾕⼀区 S3.16xlarge256 RI ，当前账号下运⾏3台同可⽤区同属性按量计费
S3.16xlarge256实例1⼩时，则只有⼀个按量计费实例按 1 ⼩时的RI使⽤收费 ，其他2个实例，每个实例都按照1⼩时

按量计费使⽤。

但是，如果您购买⼀个硅⾕⼀区 S3.16xlarge256 RI，在同⼀⼩时内运⾏ 3 个 同可⽤区同属性按量计费实例
（A,B,C）各 20分钟，那么实例的总运⾏时间为 1 ⼩时，这将产⽣ 1 ⼩时的 RI 使⽤和 0 ⼩时的按量计费使⽤。 如下
图，这3台实例分别与RI匹配20分钟。

如果3个符合相匹配按量计费实例同时运⾏，Reserved Instance 账单优势将在⼀⼩时内（最多 3600 秒）同时适⽤于

所有实例；在该时间后，继续按照按量计费模式扣取费⽤。

预留实例计费匹配规则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6 14: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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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时间

您购买的预留实例⽣效时间按整点计算。预留实例将于创建的上⼀个整点⽣效，下⼀个整点到365天后的对应整点为
⼀个年周期（整点创建的除外，整点创建的按正常时间⽣效和计算⽣命周期）

⽰例1：2019-05-25 11:15:24 成功购买有效期为⼀年的预留实例CVM RI，那么该预留实例的有效期为：2019-05-25
11:00:00 ~ 2020-05-25 11:59:59。

⽰例2：2019-05-25 11:00:00 成功购买有效期为⼀年的预留实例CVM RI，那么该预留实例的有效期为：2019-05-25
11:00:00 ~ 2020-05-25 11: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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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场景

本⽂档将介绍预留实例计费的常⽤场景和相关操作。

前提条件

已登陆云服务器控制台，进⼊预留实例列表⻚⾯。

操作步骤

1. 创建预留实例计费

具体步骤请参⻅创建预留实例计费。

2. 查看预留实例计费列表信息

您可以在地域选择框中选择您需要查看预留实例计费的地域。

在该⻚⾯中，您可以查看到的信息操作包括：ID/预留实例计费名称、状态、地域、可⽤区、实例类型、规格、操作

预留实例计费操作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7 18:14:41

https://console.tencentcloud.com/cvm/reservedinstances/index?rid=1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3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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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预留实例计费数量、付款类型、⽣效⽇期、到期⽇期。预留实例计费的对应属性请参考预留实例计费模式 和
预留实例计费概述。

您可以单击右上⾓的  ，在弹出的“⾃定义列表字段”窗⼝中，选择您想显⽰的列表详细信息。如下图所⽰：

3. 预留实例计费搜索功能
⽬前⽀持通过ID名、预留实例计费名称、状态、实例类型、规格、付款类型对预留实例计费进⾏搜索。 

您可根据实际需求，在搜索框中输⼊需搜索的内容，单击 进⾏搜索；您还可以选择可搜索的资源维度（例如实

例ID），再输⼊对应的搜索内容，单击 进⾏搜索。如下图所⽰：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37070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3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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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预留实例计费的抵扣详情
对于每⼀个预留实例计费，您可以通过点击【查看账单】来查看该预留实例计费的抵扣详情。

5. 通过预留实例计费创建云服务器实例
具体步骤请参⻅通过预留实例计费创建实例。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38257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9 共41⻚

计费概述

腾讯云提供的⽹络类型的运营商接⼊均为 BGP 多线路，保证线路质量。 
⽬前仅提供按流量计费和按带宽计费的的⽹络计费模式。

注意：

⽬前公⽹均按出带宽/流量进⾏费⽤结算。其中，出带宽即表⽰从 CVM 流出公⽹的带宽。例如，您的⽤户
使⽤客户端下载 CVM 实例内部资源。
为了防⽌因突然爆发的流量⽽产⽣较⾼的费⽤，您可以通过指定带宽上限进⾏限制。若超出此上限，则默

认丢包且不计算费⽤。

计费模式

根据付费模式和计费周期不同，计费模式对⽐如下：

按流量（GB）统计使⽤量：

计费模式 付费类型 计费周期 使⽤场景

按流量 后付费 按⼩时结算 适⽤于业务流量峰值在不同时间段波动较⼤的场景。

按带宽（Mbps）统计使⽤量：

计费模式 付费类型 计费周期 使⽤场景

共享带宽

包
后付费 按⽉结算

适⽤于⼤规模业务，且使⽤公⽹的不同实例间可形成流量错峰的场

景。

按流量计费和按带宽计费的带宽峰值含义有所不同，具体区别如下：

购买公⽹⽹络

公⽹计费模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17: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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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流量计费 按带宽计费

带宽峰值仅作为带宽最⾼上限峰值，不作为承诺指标。当

出现带宽资源争抢时，带宽峰值可能会受到限制。

带宽峰值作为承诺指标。当出现带宽资源争抢

时，带宽峰值有保证，不会受到限制。

相关⽂档

公⽹⽹络计费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3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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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介绍不同计费模式的公⽹⽹络价格，您可以按需选择合适的计费模式。

说明：

本⽂介绍常规 BGP IP 的公⽹⽹络费⽤。精品 BGP IP和加速 IP ⽬前仅⽀持按共享带宽包计费，请参⻅ 共享

带宽包。

按流量

根据使⽤的公⽹流量计费，付费模式为后付费，每⼩时结算⼀次。适⽤于业务流量峰值在不同时间段波动较⼤的场

景。

计费价格

地域 价格（单位：美元/GB）

中国⼤陆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中国⾹港、雅加达、⾸尔 0.12

东京 0.13

新加坡 0.081

圣保罗 0.15

法兰克福、硅⾕、多伦多 0.077

孟买、曼⾕ 0.1

弗吉尼亚 0.075

计费⽰例

假设您购买了⼴州地域的 EIP，选择按流量计费模式。该⽤户在07:00:00 - 07:59:59内共计使⽤流量10GB，则
08:00:00时刻产⽣的费⽤为：0.12美元/GB × 10GB = 1.2美元

说明：

流量的单位换算进制为1024，即：1TB = 1024GB，1GB = 1024MB。

公⽹⽹络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3 16: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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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流量是根据下⾏字节数（即出⽅向流量字节数）统计⽽来的流量数据。在实际⽹络传输中，产⽣的⽹

络流量要⽐纯应⽤层流量多5% - 15%，故腾讯云统计的流量可能会⽐⽤户在服务器⾃⾏统计的流量多10%
左右。

TCP/IP 包头消耗：基于 TCP/IP 协议的 HTTP 请求，每⼀个包的⼤⼩最⼤是1500个字节，包含了 TCP 和
IP 协议的40个字节的包头，包头部分会产⽣流量，但是⽆法被应⽤层统计到，这部分的开销⼤致为3%左
右。

TCP 重传：正常⽹络传输过程中，发送的⽹络包会有3% - 10%左右会被互联⽹丢掉，丢掉后服务器会对丢
弃的部分进⾏重传，此部分流量应⽤层也⽆法统计，占⽐约为3% - 7%。

共享带宽包

共享带宽包是⼀种多 IP 聚合的计费模式，当业务中的公⽹流量⾼峰分布在不同时间段内时，可通过共享带宽包实现
带宽聚合计费，⼤幅降低公⽹费⽤。

不同 IP 线路类型对应不同的共享带宽包类型及费⽤，如下表所⽰。

IP 线路类型 共享带宽包类型

常规 BGP IP 常规 BGP 带宽包

精品 BGP IP 精品 BGP 带宽包

加速 IP Anycast 加速 BGP 带宽包

相关⽂档

CVM 带宽上限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4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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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介绍云服务器的出⽹和⼊⽹带宽上限、不同计费模式下的带宽峰值区别。

出⽹带宽上限（下⾏带宽）

您设置的公⽹⽹络带宽上限默认为出⽹带宽上限，即从云服务器流出的带宽。公⽹⽹络的带宽上限根据不同的⽹络

计费模式有所不同。具体信息如下：

2020年2⽉24⽇00:00以后创建的机器按以下规则执⾏：

⽹络计费模式

实例

带宽上限的可设置范围（Mbps）
实例计费模式 实例配置

按流量计费 按量计费实例 ALL 0 - 100

按带宽计费 按量计费实例 ALL 0 - 100

共享带宽包 ALL 0 - 2000

2020年2⽉24⽇00:00以前创建的机器按以下规则执⾏：

⽹络计费模式

实例

带宽上限的可设置范围（Mbps）
实例计费模式 实例配置

按流量计费 按量计费实例 ALL 0 - 100

按带宽计费 按量计费实例 ALL 0 - 100

共享带宽包 ALL 0 - 1000

⼊⽹带宽上限（上⾏带宽）

公⽹的⼊⽹带宽是指流⼊云服务器实例的带宽。

按流量计费的公⽹ IP：
⽤户购买的带宽⼩于等于10Mbps时，腾讯云会分配10Mbps外⽹⼊⽅向带宽。

公⽹带宽上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9 16:36:20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4 共41⻚

⽤户购买的带宽⼤于10Mbps时，腾讯云会分配与购买的带宽相等的外⽹⼊⽅向带宽。
按共享带宽包计费的公⽹ IP： 
腾讯云会分配与购买的带宽相等的外⽹⼊⽅向带宽。

带宽峰值

带宽峰值主要分为按流量计费和按带宽计费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带宽峰值含义有所不同，具体区别如下：

计费模式 带宽峰值区别 说明

按流量计费

带宽峰值仅作为带宽最⾼上

限峰值，不作为承诺指标。

当出现带宽资源争抢时，带

宽峰值可能会受到限制。

单个地域中，所有按流量计费的云服务器、弹性公⽹ IP、
弹性公⽹ IPv6 实例，实际运⾏的总带宽峰值不⼤于
5Gbps。若您的业务要求带宽保障或需更⼤带宽峰值，请
购买按固定带宽计费的公⽹带宽。

按带宽计费

（包括包⽉带

宽和按⼩时带

宽）

带宽峰值作为承诺指标。当

出现带宽资源争抢时，带宽

峰值有保证，不会受到限

制。

单个地域中，所有按固定带宽计费（包括包⽉带宽和按⼩

时带宽）的云服务器、弹性公⽹ IP 实例，购买和实际运
⾏的总带宽峰值不⼤于50Gbps。若您有更⼤带宽需求，
请联系您的商务经理申请调整。

相关⽂档

调整公⽹带宽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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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公⽹带宽

⽹络计费模式 云服务器计费模式 调整带宽

按流量计费 按量计费 可升级带宽，降级带宽，⽴即⽣效，费⽤按流量结算。

更改计费模式

⽹络计费模式 云服务器计费模式 更改⽹络计费模式

按流量计费 按量计费 不可转换⽹络计费模式。

计算⽰例

带宽单价以 公⽹计费模式 的价格为准。

说明：

仅计算⽹络费⽤，云服务器及其他设备的费⽤需另外结算。

调整带宽

升降 “按流量计费” 的带宽值

按流量计费的主机带宽上限可以随时升降，调整带宽上限不影响公⽹费⽤，公⽹费⽤按实际使⽤流量来收取。

调整公⽹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3 12:25:02

https://www.tencentcloud.com/zh/document/product/213/1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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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公⽹ IP（EIP）的费⽤根据⾮带宽上移和带宽上移不同类型的账户收费不同。本⽂介绍不同类型账户的 EIP 计费
详情。

背景信息

⽬前腾讯云账户分为带宽上移和⾮带宽上移账户，2020年6⽉17⽇后注册的腾讯云账户均为带宽上移账户。⼆者区别

如下：

⾮带宽上移：在 CVM 上管理带宽/流量。⾮带宽上移账户的 IP 和 CLB 没有⽹络带宽或流量属性，需要在 CVM 上
购买和管理。

带宽上移：在 IP 和 CLB 上管理带宽/流量。带宽上移账户购买的 CVM 不再保留外⽹带宽或流量资源，⽽公⽹
CLB/IP 端具备外⽹带宽或流量资源。

说明：

若需查看您的账户类型，具体操作请参⻅区分账户类型。

费⽤组成

EIP 的费⽤由 IP 资源费⽤和公⽹⽹络费⽤组成。⾮带宽上移和带宽上移类型的账户收费介绍如下：

⾮带宽上移账户

⾮带宽上移账户仅涉及 IP 资源费⽤，公⽹⽹络费⽤在 CVM 实例上收取。

当 EIP 未绑定云资源时：EIP 仅收取 IP 资源费⽤，按⼩时计费。
当 EIP 绑定云资源时：EIP ⾃⾝不收取任何费⽤，仅在 CVM 实例上收取 公⽹⽹络费⽤。

带宽上移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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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公⽹ IP 计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6:08:1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zh/document/product/684/15246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057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contact-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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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上移账户有三种计费模式，费⽤情况如下：

按流量：收取公⽹⽹络费⽤和 IP 资源费⽤。
当 EIP 未绑定云资源时：EIP 仅收取 IP 资源费⽤，按⼩时计费，不收取公⽹⽹络费⽤。

当 EIP 绑定云资源时：仅收取 公⽹⽹络费⽤。
包⽉带宽：⽆论是否绑定云资源，仅收取 公⽹⽹络费⽤。
共享带宽包：收取公⽹⽹络费⽤和 IP 资源费⽤。
当 EIP 未绑定云资源时：EIP 仅收取 IP 资源费⽤，按⼩时计费，不收取公⽹⽹络费⽤。
当 EIP 绑定云资源时：仅收取 公⽹⽹络费⽤。

IP 资源费⽤

计费周期

IP 资源费⽤的计费周期为按⼩时收费，付费模式为后付费。 
IP 资源费⽤从申请 EIP 开始计费，绑定云资源时暂停计费，解绑云资源时恢复计费，释放 EIP 时停⽌计费。计费时
⻓按秒级单位统计，每⼩时对上⼀个⼩时产⽣的费⽤进⾏⼀次结算并扣费。若在同⼀计费周期内，多次解绑和绑定

云资源，则计费时⻓为累计未绑定云资源的时⻓。

计费公式

IP 资源费⽤ = 弹性公⽹ IP 所在地域闲置价格 × 计费时⻓

计费价格

地域 （美元/⼩时）

中国⼤陆地区 0.031

中国⾹港

新加坡

法兰克福

⾸尔

多伦多

弗吉尼亚

硅⾕

曼⾕

东京

孟买

0.04

计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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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某⾮带宽上移⽤户在 09:00:00 - 09:59:59 时间内，申请了⼴州地域的 EIP，闲置 15 分钟（900秒）后绑定 CVM，
则产⽣的 IP 资源费⽤为：0.031 美元/⼩时 *（900/3600）⼩时 = 0.00775（美元）。

注意：

为避免产⽣不必要的 IP 资源费，请您申请 EIP 后及时绑定云资源，解绑云资源后及时释放不再使⽤的 EIP。

公⽹⽹络费⽤

弹性公⽹ IP 产⽣的公⽹⽹络流量将收取公⽹⽹络费⽤，按照计费单位的不同有按流量计费和按带宽计费两类。详情
请参⻅公⽹⽹络计费。

⽋费说明

账号⽋费

⽋费时⻓ 说明

＜2h 可继续使⽤，且会扣费。

≥ 2h，＜ 2h + 24h EIP 保留，但停⽌提供服务与收费，且不可操作。

≥ 2h + 24h 未绑定云资源的 EIP 将被释放。
已绑定云资源的 EIP 保留，但停⽌提供服务与收费，且不可操作。

绑定的云资源⽋费

绑定的云资源⽋费，弹性公⽹ IP 将被解绑，进⼊闲置收费状态。若您确定不再使⽤，请尽快前往控制台释放。

价格⽂档仅供参考，最终价格以账单为准。

https://www.tencentcloud.com/zh/document/product/213/3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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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计费云服务器

注意事项

按量计费资源不再使⽤时请及时销毁，以免继续扣费。

主机被销毁/回收后，数据将会被清除且不可找回。
由于您的实际资源消耗可能不断变化，余额预警可能存在⼀定的误差。

预警说明

预警类型 说明

⽋费提醒
系统会在每个整点对按量计费资源进⾏扣费。当您的账户被扣为负值时，我们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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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预警 此功能默认关闭。

⽋费处理

从您的账户余额被扣为负值时刻起，云服务器在2⼩时内可继续使⽤且继续扣费，2⼩时后服务器将⾃动关机且停⽌
扣费。

⾃动关机后，系统对其云服务器进⾏如下处理：

⾃动关机后的时间 说明

⽋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0-08-11 09: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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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天 若充值⾄余额⼤于0，计费将继续，⽤户可对其开机。

若您的账户余额尚未充值到⼤于0，则⽆法对其开机。

＞ 15天
若您的账户余额未充值到⼤于0，按量计费主机将被回收，所有数据都会被清理，且不可
找回。主机被回收时，我们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的⽅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

协作者。

按流量计费⽹络

预警类型 说明

余额预警 由于流量消耗波动⼤，预测困难，系统不提供余额预警。

⽋费预警

从余额扣为负值时刻起，您可在2⼩时内继续使⽤按流量计费⽹络，账户继续被扣费。2⼩时后按
流量计费⽹络服务将停⽌。

当账户充值⾄余额⼤于0后，流量服务将会恢复。请检查⽹络设置，并恢复受影响主机与负载均衡
的绑定关系。

注意：

流量计费详情请参考 公⽹计费模式。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1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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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云服务器⽀持对存储硬件介质的调整，通过调整存储硬件介质，您可以灵活地应对不同业务对存储的需求。

在控制台操作并进⾏费⽤结算后，云服务器将⽴即基于新的硬盘介质运⾏。

调整硬盘介质的前提条件和注意事项请参考《调整硬盘介质》中的 前提条件 和 注意事项。

费⽤规则

本地盘调整为云硬盘遵循 “按天补差价” 规则。 
计费⽅式：前后配置按⽉差价（⼩于0时按0计算） * ⽣命周期剩余天数 / (365 / 12) * 适⽤折扣 = 应收费⽤。
前后配置按⽉差价：新⽼配置原价按⽉的单价差异。

差价费⽤按天计算，即⽣命周期剩余天数 = 资源到期时间 - 当前时间。
适⽤折扣：根据⽣命周期剩余天数向下匹配适⽤折扣，其折扣即为现⽹⽣效的折扣。

本地盘调整为云硬盘的操作不影响资源到期时间。

本地盘调整为云硬盘的操作可以使⽤代⾦券和平台赠送余额（赠送⾦）抵扣费⽤。

注意：

针对前后配置按⽉差价，当新配置的价格低于旧配置时，不会进⾏退款。

硬盘介质调整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25 15:58:28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32365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32365#LocalDiskPrecondition
https://www.tencentcloud.com/document/product/213/32365#LocalDiskNo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