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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方式

DDoS 高防 IP 的计费方式为“保底防护峰值（预付费）+ 弹性防护峰值（后付费）+ 业务带宽（预付费）”。

计费项 计费模式 付费方式 付费说明

保底防护峰
值

包年包月 预付费
提供基础防护带宽，预付费价格由保底防护峰值和购买时长确
定。若升级保底防护，则在原有的基础上加收额外费用，且防
护级别只可升不可降。

弹性防护峰
值

按天按量计
费

后付费
触发弹性防护后，按当天最高攻击峰值所对应的弹性防护峰值
区间计费，账单次日生成。若未触发弹性防护，则不收取任何
费用。支持升级、降级配置。

转发规则数
包年包月按
个数计费

后付费
默认免费为每个高防 IP 提供60个转发规则数。当配置的规则数
大于免费额度时，每增加10个按增加500元/月计算。单个
DDoS 高防 IP 实例最高可支持300个转发规则数。

业务带宽
包年包月按
带宽计费

预付费
清洗后转发回源站的业务流量所用的带宽。100Mbps带宽以内
免费，若超过请及时升级更大的业务带宽。

百 G 包年套餐

DDoS 防护能力 CC 防护能力 单价（元/年）

100Gbps 300,000QPS 328,000

200Gbps 500,000QPS 358,000

300Gbps 700,000QPS 368,000

说明：

百 G 包年套餐仅限中国内地（大陆）区域售卖。

DDoS 防护能力为100Gbps的包年套餐，弹性防护峰值可以配置到300Gbps。弹性相关收费请参见 弹性防

护区间价格。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0-03-24 15: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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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百 G 包年套餐进行按月续费，例如，100Gbps包年套餐32.8万元，续费2个月，则大致需要

5.47（32.8/12*2）万元。

建议选择最靠近业务源站的地域，可降低访问时延，提高访问速度。

保底防护

保底防护按月预付费，具体价格请参考如下表格：

DDoS 防护 CC 防护 大陆 BGP（元/月） 境外 BGP（元/月）

10Gbps 20,000QPS - 20,000

20Gbps 40,000QPS 6,000 30,000

30Gbps 70,000QPS 16,600 47,000

40Gbps 100,000QPS - 55,000

50Gbps 150,000QPS 25,600 67,000

60Gbps 200,000QPS - 80,000

80Gbps 250,000QPS - 90,000

100Gbps 300,000QPS - 96,000

说明：

Query Per Second（QPS），此处用于衡量 DDoS 防护 IP 实例每秒可防护的 CC 攻击请求数。

可提供 T 级防护能力，如有需要，请联系您的商务经理进行定制。

保底防护峰值为20Gbps/30Gbps/50Gbps的 DDoS 高防 IP，不支持升级为100Gbps及以上的保底防护规

格，最大支持升级为50Gbps。

弹性防护

用户可根据实际业务防护需求自助开启弹性防护。

未开启弹性防护时，最高防护峰值为保底防护峰值且不会产生后付费。

开启弹性防护时，弹性防护峰值为实例的最高防护峰值。

未触发弹性防护时，不产生费用。

当触发弹性防护（攻击峰值超过保底防护峰值且在弹性防护范围内）时，取当天实际发生的最高攻击峰值所对

应计费区间进行计费，账单次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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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防护具体价格请参考如下表格：

DDoS 防护峰值 大陆 BGP（元/天） 境外 BGP（元/天）

10Gbps ≤ 攻击峰值 < 20Gbps - 2,200

20Gbps ≤ 攻击峰值 < 30Gbps 3,500 2,800

30Gbps ≤ 攻击峰值 < 40Gbps 4,800 4,800

40Gbps ≤ 攻击峰值 < 50Gbps 5,700 5,700

50Gbps ≤ 攻击峰值 < 60Gbps 6,600 8,000

60Gbps ≤ 攻击峰值 < 70Gbps 7,500 12,000

70Gbps ≤ 攻击峰值 < 80Gbps 8,350 15,000

80Gbps ≤ 攻击峰值 < 90Gbps 9,200 17,000

90Gbps ≤ 攻击峰值 < 100Gbps 10,050 18,000

100Gbps ≤ 攻击峰值 < 120Gbps 11,750 20,000

120Gbps ≤ 攻击峰值 < 150Gbps 14,300 22,000

150Gbps ≤ 攻击峰值 < 200Gbps 18,550 27,000

200Gbps ≤ 攻击峰值 < 250Gbps 22,800 36,000

250Gbps ≤ 攻击峰值 < 300Gbps 26,800 40,000

300Gbps ≤ 攻击峰值 < 400Gbps - 48,000

转发规则数

规则数 价格（元/月/10个）

端口数（或防护域名数）≤ 60 免费

端口数（或防护域名数） > 60 500

说明：

转发规则数指，单个高防 IP 实例，在非网站接入配置时支持添加的 TCP/UDP 端口数量，或网站接入配置时

支持添加的 HTTP/HTTPS 域名数量。单个高防 IP 实例的转发规则数等于上述两种接入方式的转发规则数量

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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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带宽

业务带宽是指经过腾讯云高防机房完成清洗后转发回源站机房的正常业务流量所消耗的带宽。 

目前支持的收费模式为包年包月预付费，对于大陆地区的非腾讯云上用户，购买保底套餐后默认赠送100Mbps转发

带宽。具体价格请参考如下表格：

带宽 大陆价格（元/月） 境外价格（元/月）

50Mbps - 4,500

100Mbps 0（默认赠送） 9,000

150Mbps 4500 13,500

200Mbps 9000 18,000

500Mbps 36000 45,000

1Gbps 81000 90,000

2Gbps 171,000 180,000

带宽与七层请求数对应关系请参考如下表格：

业务带宽 HTTP HTTPS

50Mbps 1500QPS 1500QPS

100Mbps 3000QPS 3000QPS

150Mbps 5000QPS 3500QPS

200Mbps 7000QPS 4000QPS

500Mbps 20000QPS 7000QPS

1Gbps 40000QPS 10000QPS

2Gbps 70000QPS 17000QPS

注意：

业务带宽限制是针对业务 IN 方向（高防回源流量）和业务 OUT 方向（高防出流量），业务带宽规格需要

大于业务 IN 和业务 OUT 中最大流量值。如果实际业务带宽持续超过 购买 DDoS 高防 IP 时所设置的【转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14/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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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业务带宽】，可能会出现丢包现象，影响业务，建议及时升级业务带宽。

此处 QPS 用于衡量非攻击状态下每秒的正常业务请求量。如果您的正常业务请求消耗过大超出所购买的规

格，请及时 调整 DDoS 高防 IP 实例规格 以免因丢包造成业务影响。您可以参考上表中的带宽与七层请求

数对应关系合理增加 DDoS 高防 IP 实例的业务带宽，提高 HTTP/HTTPS 的正常 QPS 规格。

其他规格

其他规格说明请参考如下表格：

规格名称 规格参数 说明

转发端口数
60个 - 300个/单个防护 IP

TCP/UDP 协议+ HTTP/HTTPS 协议转发规格条目总
数，对于 TCP、UDP 协议，若使用相同的转发端口
值，则需要配置两条。支持域名数

源站 IP 数 20个/单个实例 4层与7层源站服务器 IP 地址总数

每秒新建连接数 50000个/单个防护 IP 单个防护 IP 的每秒新建连接数

并发连接数 200000个/单个防护 IP 单个防护 IP 的并发连接数

说明：

以上规格仅针对线上售卖，如果此配置不足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请联系 腾讯云技术支持 定制更大的规格。

计费示例

DDoS 高防 IP 使用组合计费方式，计费示例说明如下： 

例如，用户在上海区域购买了一个 DDoS 高防 IP，规格是“20Gbps 保底防护峰值+50Gbps 弹性防护峰值”。 

若当天发生 DDoS 攻击事件且最高攻击流量峰值为45Gbps，则45Gbps超过保底防护峰值范围且使用了弹性防护峰

值，落入了 40Gbps＜弹性峰值≤ 50Gbps 计费区间，当天产生弹性费用5700元。 

则用户需支付费用合计为11700元，其中包含当月的保底防护费用6000元，当天产生的弹性费用5700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14/32943
https://cloud.tencent.com/about/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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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在购买 DDoS 高防 IP 实例前，您需要完成 注册腾讯云 账号，并完成 实名认证。

操作步骤

购买页购买

1. 如需购买 DDoS 高防 IP，请进入 DDoS 高防 IP 购买页 进行购买。

2. 根据实际需求配置如下参数。

地域：DDoS 高防 IP 提供代理转发方式，请选择靠近源站服务器位置的地域，减少访问时延。

保底防护峰值：按包年包月预付费。建议以历史攻击流量的平均值为参考，选择的保底防护峰值略高于平均

值，以便足够防御大部分攻击行为。

弹性防护峰值：按实际防护量计费，每日结算。建议以历史最高攻击流量为参考，选择的弹性防护峰值略高于

历史最高峰值，以便足够防御大流量攻击，避免超过防护峰值而引起的 IP 封堵。

业务带宽：清洗后转发回源站的业务流量所用的带宽。中国内地（大陆）区域默认赠送 100Mbps。

购买个数：设置需要购买的实例数量。

购买时长：设置需要购买的时长，将根据 IP 数量、保底防护峰值以及购买时长计算需要预付的费用。

自动续费：用户可自行勾选。开启自动续费后，在腾讯云账号余额充足情况下，服务到期后将按月自动续费，

保障业务防护不中断。 

购买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0-03-30 17:09: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buy.cloud.tencent.com/dayu_buy#/bg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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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立即支付】，完成支付流程。

控制台购买

1. 登录 DDoS 防护管理控制台，选择【DDoS 高防 IP】>【资产列表】。

2. 单击【新购】进行购买。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ayu/overview


DDoS 高防 I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 共19页

说明：

除资产列表外，接入配置、防护配置、统计报表页面也为您提供了购买入口。

更多信息

DDoS 高防 IP 详细计费说明

计费相关常见问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14/311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14/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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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继续享受正常的安全服务，用户可以在 DDoS 高防 IP 服务到期前为其手动续费，也可以设置到期自动续费。

续费提醒

DDoS 高防 IP 服务到期前7天，系统会向您推送服务即将到期、请及时续费等相关信息，信息通过站内信、短信及

邮件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号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具体详情请参考 欠费说明。 

在 购买 DDoS 高防 IP 时，若已勾选并同意自动续费。在实例到期前，系统会向您发送提醒信息并自动生成续费订

单，无需手动续费。 

说明：

按月或按年开通的 DDoS 高防 IP 实例，其自动续费周期都是1个月。

续费方式

控制台续费

1. 登录 DDoS 防护管理控制台。

2. 选择【DDoS 高防 IP】>【资产列表】，单击目标实例操作列中的【续费】。

3. 在续费页面选择【续费时长】，并完成相关支付流程。

续费管理中心续费

在 续费管理页面 提供实例的【批量资源续费】、【设置自动续费】、【设置统一到期日】以及【取消不续费】等功

能 ，详见 续费管理。

续费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19-12-23 15:33: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14/311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14/3110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ayu/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newa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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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使用 DDoS 高防 IP 过程中发现当前规格（如保底防护峰值、转发规则数或业务带宽等）已无法满足实际业务

需求，您可以通过升级 DDoS 高防 IP 实例的规格来提升防护能力。 

调整 DDoS 高防 IP 实例规格支持调高保底防护峰值，增加转发规则数（防护域名数或端口数）和调高业务带宽。

说明：

目前暂不支持降低已购买 DDoS 高防 IP 实例的规格。

升级 DDoS 高防 IP 实例规格，需要加收额外的升级费用。支付完成后，DDoS 高防 IP 实例规格升级即时生效。具

体操作请参考 调整规格。

保底防护峰值

费用规则

调高保底防护峰值遵循按天补差价规则，计算方式：升配费用 = 按月升配差价 * 升配天数 / (365/12)

按月升配差价 = 升级后服务的包月价格 - 当前服务的包月价格

升配天数 = 资源到期时间 - 当前时间

若调整的保底防护峰值等于或大于已设置的弹性防护峰值，则弹性防护不生效。

升配不影响资源到期时间。

升配可以使用代金券和平台赠送余额（赠送金）抵扣费用。

计费示例

说明：

以下示例仅供参考，费用请以实际扣费为准。实际单价详情请参见 计费概述。

2018年1月11日，购买一年20Gbps保底防护峰值的 DDoS 高防 IP 实例，每月6600元。在2018年12月18日，将该

实例的保底防护峰值上调为30Gbps，每月12600元。

按月升配差价 = 12600 - 6600 = 6000元/月。

升配天数 = 13 + 11 =24天。到期日期为2019年1月11日，12月18日到12月31日共计13天。

升配费用 = （12600 - 6600）*24 / (365/12) = 4734.25元。

调整规格费用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19-12-23 15:33: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14/329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14/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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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规则数

增加转发规则数所产生的额外费用计算规则：

防护域名数：每新增10个防护域名数按500元/月的单价与当前服务剩余时长计算额外费用。

端口数：每新增10个端口数按500元/月的单价与当前服务剩余时长计算额外费用。

业务带宽

调高业务带宽所产生的额外费用计算规则：每新增50Mbps业务带宽按4500/月的单价与当前服务剩余时长计算额外

费用。



DDoS 高防 I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 共19页

包年包月资源

到期提醒

对于包年包月的云资源服务，DDoS 高防 IP 系统会在到期前的7天内，向您推送“服务即将到期，请及时续费”等相关

信息，信息通过站内信、短信、邮件或微信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号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

续费提醒

DDoS 高防 IP 实例在到期前7天内，系统会给腾讯云账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发送续费提醒通知。

注意：

在账户余额充足的情况下，若用户已设置自动续费，系统在到期当日会自动续费。

回收机制

服务资源到期前7天，系统开始给用户发送续费提醒通知。

到期之日起24小时内，服务可以继续使用，同时系统会发送服务已到期提醒通知，若期间用户进行续费，则可以

继续享受防护服务。

到期之日起24小时后，服务不可用，此 DDoS 高防 IP 实例将被回收至回收站中。用户可在 控制台资源列表 页面

查看实例，并且仍然可以进行续费操作。

DDoS 高防 IP 实例在回收站中最多保留7天，若7天内（包括第7天）仍未进行续费操作，则资源将在回收期后第

8天被系统回收，配置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

按量计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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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通过站内信、短信、邮件或微信的

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

注意：

欠费提醒功能默认关闭。如您的账户开通了按量计费的资源，为了让您预知账户即将欠费，以预留一定的时

间及时充值或备份数据，以保证云资源的正常使用，建议您前往腾讯云控制台 > 费用中心 > 主页 > 费用预警

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19-12-23 15:33:2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ayu/bgpip_v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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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订阅。详细信息请参见 余额预警指引。

欠费处理

当您的账户余额被扣为负值时，DDoS 高防 IP 服务的弹性防护能力将会被关闭，但未到期的按月预付费保底防护能

力和业务转发不受影响。在您的包年包月云资源有效期内，当您的账户余额充值为正值时，弹性防护能力将会自动

恢复至欠费前所设置的弹性防护峰值。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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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方便您使用腾讯云 DDoS 高防 IP，如果您在购买包年包月 DDoS 高防 IP 后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支持自助

退款。您可以享受1个 DDoS 高防 IP 实例五天内无理由全额退款，您支付的有效金额将返还至您的腾讯云账户。除

此之外，您还可以享受普通自助退还，扣除您已使用的费用后将按购买支付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比例退还至您的腾

讯云账户。更多退款详情，请参考 云服务退货说明。 

退还包年包月 DDoS 高防 IP 需 提交工单 申请。申请退款前，请您先确定是否满足退货说明的条件，且请确保数据

已迁移。

五天内无理由全额退款

如果您在购买 DDoS 高防 IP 后有任何不满意，可享受一次五天内无理由全额退款机会，退款规则如下：

退款说明

对于单个腾讯云账户，包年包月 DDoS 高防 IP 新购成功之日起五天之内（含第五天），可支持1个 DDoS 高防

IP 实例无理由全额退款，如：一笔订单包含多个 DDoS 高防 IP 实例，最多只能全额退还其中1个实例，其余实例

不享受全额退款规则。

新购至退款期间内产生的后付费账单不退还。

参与活动购买的 DDoS 高防 IP 实例，如若退款规则与活动规则冲突，以活动规则为准，活动规则中若说明不支

持退款，则无法申请退款。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退费金额及途径

符合五天内无理由全额退款规则的订单，退款金额为购买时花费的全部消耗金额，包括现金账户金额、收益转入账

户金额以及赠送账户金额。

注意：

购买时使用的代金券不支持退还。

退还金额将全部返还至您的腾讯云账户余额。

普通自助退还

不满足五天内无理由全额退款规则的退货订单，退款规则如下：

退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19-12-23 15:3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4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DDoS 高防 I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8 共19页

退款说明

如果您已经享用一次五天内无理由全额退款机会，我们还支持您的任意包年包月 DDoS 高防 IP 实例在新购五天

内（含第五天）可享受普通自助退还，超过五天不支持普通退还规则。

新购至退款期间内产生的后付费账单不退还。

参与活动购买的 DDoS 高防 IP 实例，如若退款规则与活动规则冲突，以活动规则为准，活动规则中若说明不支

持退款，则无法申请退款。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退费金额及途径

退款金额 = 当前有效订单金额 + 未开始订单金额 - 资源已使用价值

当前有效订单金额：指生效中订单的付款金额，不包含通过折扣和代金券抵扣的部分。

未开始订单金额：将来生效订单的付款金额，不包含代金券。

资源已使用价值按照以下策略计算：

发起退费当天，已使用满整月，按整月的包年包月价格及对应官网折扣扣除，不满整月则按已使用时长的按天

计费价格进行扣除。不满整月的已使用价值=（订单原价 * 用户购买高防IP时适用的折扣比例）*（实际使用时

长 / 订单总时长），订单原价指订单中优惠前的产品原价。

已使用时长按自然日计算，不足一天按一天计算，如2019年12月5日9:00购买，当天退费按一天计算，隔天退

费按两天计算。

退款金额 ≤ 0，按0计算并清退资源。

购买时使用的代金券不支持退还，退还金额将按购买支付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支付比例退还至您的腾讯云账户。

退还计费规则示例

以下价格均做示例用，示例单价仅供参考，非官网实际价格，具体单价可能因地域、活动或策略等调整变化，请以

DDoS 高防 IP 定价 为准。

示例背景

用户购买一个广州地区“30Gbps保底防护”的 DDoS 高防 IP 实例，5000元/月，使用100元代金券，购买1年，包年

享83折。 

折扣金额：5000 * 12 * 0.83 ＝ 49800（元） 

支付金额：49800 - 100 = 49700（元）

五天内无理由全额退款案例

购买五天内发现不满意，想要退款，且是该账户首次退款。退还金额：实际支付金额49700元。

普通自助退还案例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bgp_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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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购买五天内，且不是该账户首次退款，已使用时长48小时。 

退还金额：49700 - (5000 * 12 * 0.83) * (48 / (365 * 24)) = 49427.12（元）

说明：

本案例中，已使用时长不满整月需按天计费价格扣除，(5000 * 12 * 0.83) * (48 / (365 * 24)) （元）为资

源已使用价值。

案例二：购买五天内，且不是该账户首次退款，已使用时长48小时。期间又续费1年，包年享83折，续费实际支

付金额49800元。 

退还金额：49700 - (5000 * 12 * 0.83) * (48 / (365 * 24)) + 49800 =99227.12（元）

说明：

本案例中，已使用时长不满整月需按天计费价格扣除。(5000 * 12 * 0.83) * (48 / (365 * 24))（元）为资源

已使用价值，49800（元）为未开始订单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