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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3-2023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云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

何形式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构成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的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

及有关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复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

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承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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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在线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3 15:05:22

腾讯云语音合成 TTS 提供预付费和后付费两种计费模式，开通付费版后默认使用后付费的计费模式。如果您拥有免费资源包或者预付费资源包，将优先对

资源包进行扣减，资源包耗尽后自动转入后付费的方式。

腾讯云语音合成 TTS 产品分为两类：

预付费资源包支持多种规格，有效期均为1年，1年内若资源包次数未使用完，则过期作废；若超额调用，则超额部分转入后付费模式。

只要您开通了通用语音合成服务（长文本暂不支持），无论您选择预付费还是后付费的计费方式，都可以享受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将以免费资源包

的形式配送，需要您在 语音合成控制台  领取，领取成功后会在计费结算时优先扣减。

语音合成免费额度为800万字符，仅支持通用语音合成接口，暂不支持长文本语音合成接口。免费资源包自您领取成功后起三个月内有效，一个账号只能领

取一次。

通用语音合成和长文本语音合成的标准音色和精品音色均支持预付费模式，预付费包若购买7天内无使用，可通过 资源包管理  申请退款。若超过7天，无论

是否有使用，一律不予退款。如需购买，请单击 购买资源包 。

基础类：指腾讯云语音合成 TTS 的基础产品，包括：通用语音合成（标准音色、精品音色）、长文本语音合成（标准音色、精品音色）。同时支持预付

费和后付费。

并发/QPS 叠加包：指客户在需要免费额度外，进一步提升并发或 QPS 的产品。此类产品仅支持预付费。

计费与结算方式

预付费

后付费

通用语音合成 按实际使用量进行计费，所有计费服务的计费周期都是自然日，每日会对上一日用量输出账单并扣费。

长文本语音合成按实际使用量进行计费，所有计费服务的计费周期都是自然日，每日会对上一日用量输出账单并扣费。

计费模式 预付费 后付费

付款方式 预先付费 结算后付费

计费周期 年
通用语音合成（日）

长文本语音合成（日）

适用场景 适用于使用量稳定，或对一年内使用量有准确预估的业务 适用于使用量有较大波动性，或无法预估的业务

产品价格

免费额度

免费额度如下：

预付费（基础资源包）

服务名称 预付费包有效期 预付费包大小（万字符） 预付费包价格（元） 单价（元/万字符）

通用语音合成-标准音色 1年

10,000 1,400 0.14

100,000 12,000 0.12

1000,000 100,000 0.10

通用语音合成-精品音色 1年 10,000 2,100 0.21

100,000 18,000 0.1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ts/resourcebund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ts/resourcebundl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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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在免费额度之外进一步提升服务的并发或 QPS，可选择购买语音合成产品 QPS 或并发叠加包（目前仅支持通用语音合成下的基础合成和实时合成产

品，长文本语音合成暂不支持），计费标准如下：

语音合成服务开通付费版后，默认采用后付费的结算方式。每日的标准音色和精品音色均优先抵扣免费资源包。

免费资源包耗尽或超过领取资源包三个月后，如果您未购买预付费资源包，则会自动转入后付费结算；如果您已购买了标准音色或精品音色对应的预付费资

源包，则在免费资源包和预付费资源包均耗尽后，会自动转入后付费结算。

领取免费资源包三个月内用量不超过免费资源包的额度，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语音合成按合成的字符数计费，计费标准如下：

1000,000 150,000 0.15

长文本语音合成-标准音

色
1年

100 170 1.7

500 800 1.6

1,000 1,400 1.4

5,000 5,500 1.1

10,000 7,500 0.75

长文本语音合成-精品音

色  
1年

100 240 2.4

500 1,100 2.2

1,000 2,000 2

5,000 8,000 1.6

10,000 10,000 1

预付费（并发/QPS叠加包）

服务名称 （元/QPS/月元/QPS）

基础语音合成-标准音色 QPS 叠加包 100

基础语音合成-精品音色 QPS 叠加包 200

服务名称 （元/并发QPS/月）

实时语音合成-标准音色并发叠加包 100

实时语音合成-精品音色并发叠加包 200

说明

QPS/并发扩容计费属于叠加包计费类型，无法抵扣产品基础资源包用量，需与基础资源包同时计费。

QPS/并发扩容计费，基础语音合成和实时语音合成之间的 QPS/并发资源不共享，标准音色和精品音色之间的 QPS/并发资源也不共享。

QPS/并发扩容计费最少1个月起售。

为保障服务质量，在购买并发/QPS 叠加包时需遵从单日购买上限。购买周期内单日超出购买上限，会导致购买失败。购买上限数量以购买页显

示的数量为准。

后付费

通用语音合成：

服务名称 单价（元/万字符）

基础语音合成 – 标准音色

实时语音合成 – 标准音色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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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使用通用语音合成-标准音色 ，预计三个月内累计合成字符数为1亿1千万，并拥有三个月免费使用期，且已购买1个1亿字符预付费资源包，所需支付的

费用计算如下：

1400 +（1000 - 800）× 0.2 = 1440（元）

用户购买通用语音合成-标准音色20个 QPS，并想要2个月的使用期限，所需支付的费用计算如下： 

20 × 100 × 2 = 4000（元）

超过免费使用期后，当日累计使用标准音色合成字符数为100万，使用精品音色合成字符数为3000万，所需支付的费用计算如下： 

100 × 0.2 + 3000 × 0.3 = 920（元）

当日累计使用长文本标准音色合成字符数为100万，使用长文本精品音色合成字符数为3000万，所需支付的费用计算如下： 

100 × 1.5 + 3000 × 2.0 = 6150（元）

若结算扣费后您的余额为负值，语音合成会在24小时后停止服务，您的数据可以继续保留7天。如果在此期间未进行续费，使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您的数

据将会被释放，释放后数据将无法找回。

请在收到欠费通知后，及时前往 腾讯云控制台充值中心  进行充值，以免影响您的业务和正常使用。

基础语音合成 – 精品音色

实时语音合成 – 精品音色

0.3

长文本语音合成按字符计费，标准音色计费标准如下（使用长文本语音合成前请先前往控制台 升级为付费用户 ）：

服务名称 用量梯度（万字符/日） 单价（元/万字符）

长文本语音合成-标准音色

0 - 10 1.9

10（含） - 100 1.7

100（含） - 1000 1.5

1000（含） - 3000 1.3

≥ 3000 1.2

长文本语音合成-精品音色

0 - 10 2.8

10（含） - 100 2.6

100（含） - 1000 2.4

1000（含）- 3000 2.2

≥ 3000 2.0

说明

汉字、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特殊符号、空格和回车都按一个字符计算，文本内容上限为20,000个字符。

费用计算示例

预付费

示例一

示例二

后付费

欠费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rechar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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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概述（离线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09:55:52

腾讯云离线语音合成 TTS 提供设备授权和应用授权两种计费模式。

预付费资源包支持按设备授权和应用授权，设备授权按个数永久授权，应用授权按包名包年授权。

用户使用通用基础版，一次性购买按设备授权1000个，所需支付的费用计算如下： 

3.00 × 1000 = 3000（元）

用户使用通用基础版，一次性购买按应用包名授权2个，所需支付的费用计算如下：

200,000 × 2 = 400,000（元）

产品价格

预付费

服务名称 授权方式 规格数量 单价（元） 有效期 备注

标准语音合成-嵌入式 SDK（通用基础

版）
按设备授权

100~4999个 3.00 永久

可使用基础版离线

语音合成音色包

5000~19999个 2.50 永久

20000~49999

个
2.00 永久

50000~99999

个
1.50 永久

100000~29999

9个
1.00 永久

>300000 0.80 永久

标准语音合成-嵌入式 SDK（通用基础

版）
按应用包名授权 1个 200,000 1年

标准语音合成-嵌入式 SDK（通用精品

版）
按设备授权

100~4999个 4.00 永久

可使用精品版离线

语音合成音色包

5000~19999个 3.50 永久

20000~49999

个
3.00 永久

50000~99999

个
2.50 永久

100000~29999

9个
2.00 永久

>300000 1.70 永久

标准语音合成-嵌入式 SDK（通用精品

版）
按应用包名授权 1个 400,000 1年

计费与结算方式

预付费

费用计算示例

预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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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7 14:40:42

只要您开通了通用语音合成服务，无论您选择预付费还是后付费的计费方式，都可以享受免费调用额度，免费调用额度将以免费资源包的形式配送，需要您

在 语音合成控制台  领取，领取成功后会在计费结算时优先扣减。

免费额度如下：

语音合成免费额度为800万字符，仅支持通用语音合成接口，暂不支持长文本语音合成接口。免费资源包自您领取成功后起三个月内有效，过期作废，一个

账号只能领取一次。

通用语音合成和长文本语音合成的标准音色和精品音色均支持预付费模式，预付费包若购买7天内无使用，可通过 售后支持  申请退款。若超过7天，无论是

否有使用，一律不予退款。如需购买，请单击 购买资源包 。

1. 在购买语音合成服务前，需要先 注册腾讯云  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

2. 进入 语音合成控制台 ，开通语音合成服务。

3. 进入 选购页 选购产品，您也可以从 语音合成控制台，单击购买资源包，进入选购页。

4. 在选购页，选择您需要的资源包类型和数量。

5. 选择类型和数量后，单击立即购买，完成支付。

6. 您可以在 语音合成控制台  查看已购买的资源包情况。

7. 预付费资源包只能抵扣购买之后产生的调用量，购买资源包之前产生的调用量，会按照后付费方式结算。

语音合成服务开通付费版后，默认采用后付费的结算方式。每月的免费资源包优先抵扣标准音色用量，如果标准音色抵扣完仍有免费额度剩余，再抵扣精品

音色用量。

免费资源包耗尽或超过领取资源包三个月后，如果您未购买预付费资源包，则会自动转入后付费结算；如果您已购买了标准音色或精品音色对应的预付费资

源包，则在免费资源包和预付费资源包均耗尽后，会自动转入后付费结算。

领取免费资源包三个月内用量不超过免费资源包的额度，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免费额度

预付费

后付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ts/resourcebundle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connect-us
https://buy.cloud.tencent.com/tt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ts/complexaudio
https://buy.cloud.tencent.com/tt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ts/complex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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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2 18:28:51

若结算扣费后您的余额为负值，语音合成会在24小时后停止服务，您的数据可以继续保留7天。如果在此期间未进行续费，使账户余额大于等于0，您的数

据将会被释放，释放后数据将无法找回。

请在收到欠费通知后，及时前往 腾讯云控制台充值中心  进行充值，以免影响您的业务和正常使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re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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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3 16:25:22

为了方便您使用腾讯云语音合成（TTS），如果您购买的语音识别资源包未被使用，我们支持7天内（含7天）无理由退款。

示例：

如您在2020年10月1日购买了语音识别资源包且资源包未被使用，那么您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8日期间可以享受7天无理由退款，超过

了2020年10月9日零点该资源包将无法退货退款。

1. 登录语音合成控制台，进入 资源包管理  页面，选择需要退款的资源包，单击退款。 

2. 单击确定退款。

7天无理由退款说明

对于单个腾讯云账号，未使用的语音识别资源包自新购订单发货成功之日起，享受7天内（含7天）无理由全额退款，可在 资源包管理  完成退款操作。

符合7天无理由退款场景的订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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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扣或代金券不予

以退还），退还金额将全部原路退回到您的腾讯云账户。

参与活动购买的套餐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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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出现疑似异常或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注意

 以下情况不属于7天无理由退款范围：

语音合成资源包已被部分消耗。

语音合成资源包自新购订单发货成功之日起，已超过7天。

非您主动购买的套餐包，例如免费额度资源包、活动赠送的资源包等，不支持退货退款。

若非用户账户因内容审核问题（涉黄、违法、违规等）导致停服，账户下所有资源包均不支持退款。

退款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ts/resourcebund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ts/resourcebu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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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次确认后，完成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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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QPS 叠加包退款说明

QPS/并发叠加包是独立的计费资源。购买QPS/并发叠加包可在购买有效期内额外增加QPS/并发上限。

客户可在 QPS/并发叠加包有效期起始日前一天的22:00前申请退款，逾期则不支持退费。 

例如：客户购买了有效期为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4月2日的 QPS/并发限额10个，则客户可以在3月1号22:00前对整个订单发起退款（不支持部分

退款）。

对于有效期起始日为购买当日的订单（即并发叠加包即时生效的订单）不支持退款。

客户如需退费，需在上述时间内 提交工单  申请，逾期则不接受退款申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