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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公网 IP 是可以独立购买和持有的、某个地域下固定不变的公网 IP 地址。借助弹性公网 IP，您可以快速将地址

重新映射到账户中的另一个实例或 NAT 网关实例，从而屏蔽实例故障。本文档介绍如何使用弹性 IP 地址。

操作指引

您可以使用如下弹性公网 IP 功能：

功能类型 相关文档 操作场景

获取

EIP

申请 EIP 申请弹性公网 IP。

普通公网

IP 转 EIP

将云服务器的普通公网 IP 转换为弹性公网 IP，转换后，弹性公网 IP 具备随时与

云服务器解绑和绑定的能力，更易于实现公网 IP 的灵活管理。

找回公网

IP 地址

若您操作失误释放或退还了公网 IP 地址（包含弹性公网 IP 和普通公网 IP），可

以在弹性公网 IP 控制台找回，找回后的公网 IP 为弹性公网 IP。

绑定

EIP

EIP 绑定云

资源

将弹性公网 IP 绑定到云服务器实例、NAT 网关等云资源上，利用弹性公网 IP

灵活地容灾与提供公网通信服务等。

CVM 主网

卡绑定多

IP

为单台云服务器实例绑定多个弹性公网 IP，以实现流量转移，提高云服务器的利

用率。

CVM 添加

辅助网卡并

绑定多 IP

若单台云服务器实例可绑定公网 IP 的限额不满足您的需求，您可以通过添加辅助

网卡来绑定多个公网 IP，以实现流量转移，提高云服务器的利用率。

管理

EIP
EIP 直通

EIP 直通功能适用于云服务器内需要查看公网 IP 的场景，例如，将内网流量和

外网流量分别转发到不同的 IP 地址。

查看监控数

据

弹性公网 IP（EIP）的监控功能，可以帮助您通过相关监控指标（如外网入包

量）实时监测流量波动情况，及时发现异常波动，调整 EIP 带宽峰值，避免因为

带宽限速导致的访问延迟。

调整网络配

置
弹性公网 IP 可按需调整带宽或调整计费模式，实时生效。

EIP 加入

IP 带宽包

IP 带宽包是共享带宽包的其中一种类型，详情请参见 产品概述。创建 IP 带宽包

实例后，您需要将使用该 IP 带宽包的 EIP 添加到 IP 带宽包实例中。

操作指南

操作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7 10:58: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38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41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21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41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45#.E4.BA.A7.E5.93.81.E7.B1.BB.E5.8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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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P 移除

IP 带宽包
支持将 EIP 从 IP 带宽包 内移除，移除后，计费模式将统一变更为按流量计费。

管理 EIP

计费

根据弹性公网 IP（EIP）的计费模式的不同，可参见如下操作：

调整计费模式

续费包月带宽 EIP

退还包月带宽 EIP

设置 ALG

功能

公网 IP 支持针对 FTP 和 SIP 协议设置 ALG 功能。开启 ALG 功能后，则可对

指定协议的应用层数据载荷进行 NAT 穿透。

解绑/释

放 EIP

解绑 EIP
您可以随时将弹性公网 IP 与云资源解绑，解绑后您可以将其与其他云资源重新绑

定。

释放 EIP 若您不再使用弹性公网 IP，可在控制台将其释放。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41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31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313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3137#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3137#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626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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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公网 IP（EIP）是可以独立购买和持有的公网 IP 地址资源，您可根据如下操作申请 EIP。

前提条件

若需创建计费模式为共享带宽包的 EIP，请先创建共享带宽包，详情请参见 创建 IP 带宽包，一个 IP 带宽包可以加

入多个 EIP。

操作步骤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页面顶部，选择地域，单击申请。

3. 在弹出的“申请 EIP” 窗口中，请按照您的账户类型，分别进行如下操作：

标准账户类型

参数 说明

获取 EIP

申请 EIP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5 17:24:04

说明：

若您无法确定账户类型，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3994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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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P 地址类型

腾讯云支持常规 BGP IP、精品 BGP IP、加速 IP、高防 EIP 和静态单线 IP 等多种类型

的 EIP。

常规 BGP IP：普通 BGP IP，用于平衡网络质量与成本。

精品 BGP IP：专属线路，避免绕行国际运营商出口，网络延时更低。目前仅标准账户

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需升级后才能使用，升级详情请参见 账户类型升级说明。仅香

港地域支持精品 BGP IP，价格详情请参见 精品 BGP 包月带宽、精品 BGP 带宽包。

如需使用精品 BGP 后付费月结共享带宽包，请联系您的商务经理申请开通。

加速 IP：采用 Anycast 加速，使公网访问更稳定、可靠、低延迟。加速 IP 需要开通

Anycast 公网加速 才可申请，请提交 内测申请。

静态单线 IP：通过单个网络运营商访问公网，成本低且便于自主调度。如需体验，请联

系商务经理申请。该功能的地域支持情况请参见 使用限制。

高防 EIP：云原生 DDos 防护 BGP IP，需配合 企业版高防包 使用，提供 Tbps 级别

DDos 全力防护。高防 EIP 分别与业务资源、高防资源绑定后，便可拥有 DDoS 防护

能力。

目前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需升级后才能使用，升级详情请参见 账户类型

升级说明。

计费模式

常规 BGP IP 支持按流量、包月带宽、按小时带宽和共享带宽包计费模式，详情请参见

公网网络费用。

精品 BGP IP 支持按包月带宽和共享带宽包计费模式，详情请参见 公网网络费用、精品

BGP 共享带宽包。

加速 IP、静态单线 IP 和高防 EIP 只支持共享带宽包计费模式，暂时不支持其它计费模

式。

带宽上限 请按需设置带宽上限，合理分配带宽资源。

包月时长 该选项仅适用计费模式为包月带宽的 EIP，请按需选择包月带宽的购买时长。

自动续费
该选项仅适用计费模式为包月带宽的 EIP，若勾选此选项，账户余额足够时，EIP 到期后

将按月自动续费。

数量 请按需选择申请的数量且确保 EIP 总数未超过产品总配额，详情请参见 配额限制。

名称 EIP实例名称，非必填。

标签 如需添加标签可在此进行添加，可通过标签进行权限管理。

传统账户类型

参数 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3Ca-id.3D.22monthly.22.3E.E5.8C.85.E6.9C.88.E5.B8.A6.E5.AE.BD.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3Ca-id.3D.22cn2.22.3E.E7.B2.BE.E5.93.81-bgp-.E5.B8.A6.E5.AE.BD.E5.8C.85.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4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47mdddtoc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E4.BD.BF.E7.94.A8.E8.A7.84.E5.88.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21/870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JPBG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cn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E9.85.8D.E9.A2.9D.E9.99.90.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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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P 地址类型

腾讯云支持常规 BGP IP、精品 BGP IP、加速 IP 和静态单线 IP 等多种类型的 EIP。

常规 BGP IP：普通 BGP IP，用于平衡网络质量与成本。

加速 IP：采用 Anycast 加速，使公网访问更稳定、可靠、低延迟。加速 IP 需要开通

Anycast 公网加速 才可申请，请提交 内测申请。

静态单线 IP：通过单个网络运营商访问公网，成本低且便于自主调度。如需体验，请联

系商务经理申请。该功能的地域支持情况请参见 使用限制。

数量 请按需选择申请的数量且确保 EIP 总数未超过产品总配额，详情请参见 配额限制。

名称 EIP 实例名称，非必填。

标签 如需添加标签可在此进行添加，可通过标签进行权限管理。

4. 单击确定，完成 EIP 的申请。

5. 返回公网 IP 列表页，可查看已申请的 EIP，此时处于未绑定状态。

后续操作

若需要为 EIP 绑定云资源，请参见 EIP 绑定云资源。

相关文档

计费概述

说明：

IP 资源费按小时计费，精确到秒级，不足一小时，按闲置时间占比收取费用。建议您及时为处于未绑定

状态的 EIP 绑定云资源，保障 IP 资源的合理利用，节省 IP 资源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4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47mdddtoc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E4.BD.BF.E7.94.A8.E8.A7.84.E5.88.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E9.85.8D.E9.A2.9D.E9.99.90.E5.88.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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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云服务器的普通公网 IP 转换为弹性公网 IP（EIP），转换后，弹性公网 IP 具备随时与云服务器解绑和绑

定的能力，更易于实现公网 IP 的灵活管理。

背景信息

公网 IP 地址是 Internet 上的非保留地址，有公网 IP 地址的云服务器可以和 Internet 上的其他计算机互相访

问。

腾讯云公网 IP 地址有两类，普通公网 IP 和 EIP，二者都可以为云服务器提供访问公网和被公网访问的能力。

普通公网 IP：仅能在云服务器购买时分配且无法与云服务器解绑，如购买时未分配，则无法获得。

EIP：可以独立购买和持有的公网 IP 地址资源，可随时与云服务器、NAT 网关等云资源绑定、解绑。

与云服务器的普通公网 IP 相比，EIP 提供更灵活的管理方式，如下表所示，详情请参见 公网 IPv4 地址。

对比项 普通公网 IP EIP

访问公网/被公网访问 ✓ ✓

独立购买与持有 × ✓

自由绑定与解绑 × ✓

IP 资源占用费 × ✓

实时调整带宽 ✓ ✓

操作说

普通公网 IP 转 EIP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2 15:55:08

说明：

当前普通公网 IP 仅支持常规 BGP IP 线路类型。

若您的账户为标准账户类型，则按带宽包年包月计费的普通公网 IP 暂不支持转换为 EIP。您可以将网络

计费模式切换为按流量计费或带宽按小时后付费。注意切换网络计费模式后，代金券及购买优惠折扣不退

还。若您后续重新变更计费模式为包月带宽，则需要重新按官网刊例价购买。若您无法确定账户类型，请

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说明：

公网 IP 控制台 仅支持调整 EIP 的带宽，具体操作请参见 调整网络配置；普通公网 IP 的带宽调整请参见

调整普通公网 IP 网络配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8109#.E5.85.AC.E7.BD.91-ipv4-.E5.9C.B0.E5.9D.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rid=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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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普通公网 IP 转成 EIP 前，请确保 EIP 总数未超过产品总配额，详情请参见 配额限制。

普通公网 IP 转成 EIP 过程中，不影响云服务器的访问公网和被公网访问的能力。

普通公网 IP 转成 EIP 后，并不会改变原有地址。

普通公网 IP 转成 EIP 后，无法转换回普通公网 IP。

普通公网 IP 转成 EIP 后，保留原有公网网络计费模式，如转换前公网网络计费模式为按流量计费，转换后仍为

按流量计费。

操作步骤

您可根据如下操作步骤，将普通公网 IP 转成 EIP：

方式一：在公网 IP 控制台调整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目标普通公网 IP 所在地域。

3. 在公网 IP 列表中找到目标普通公网 IP 所在行的操作列，选择更多 > 转换为弹性公网 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E9.85.8D.E9.A2.9D.E9.99.90.E5.88.B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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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出的转换为弹性公网 IP窗口中，单击确定。 

方式二：在云服务器控制台调整

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2.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需转换实例的地域，单击对应实例的普通公网 IP 右侧的 。 

3. 在弹出的“转换为弹性公网IP”窗口中，单击确定即可。 

后续步骤

若需要调整 EIP 的带宽峰值，请参见 调整带宽。

若需要监控 EIP 的流量波动情况，请参见 查看监控数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2105


弹性公网 I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 共61页

若您误操作释放或退还了公网 IP 地址（包含 EIP 和普通公网 IP），可以在公网 IP 控制台找回，找回后的公网 IP

为 EIP。

使用限制

找回公网 IP 地址具有以下使用限制：

仅支持找回常规 BGP IP 线路类型的公网 IP 地址，其余类型不支持找回。

仅支持找回您已使用过、且当前未分配给其他用户的公网 IP 地址，不支持找回轻量应用服务器的 IP 地址。

每个账户单个地域申请找回 IP 次数不超过3次/月。

加上找回的 EIP，EIP 总数不得超过产品总配额，详情请参见 配额限制。

对于标准账户类型，找回的 EIP 默认计费模式为按流量计费，带宽上限为5Mbps，计费模式和带宽上限可在重

新申请成功后修改。

操作步骤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需找回的 IP 所在地域，并单击找回 IP。

3. 在弹出的“找回IP”窗口中，输入公网 IP 地址，单击查询，检测 IP 是否可以申请找回。

若显示该 IP 可申请，单击立即申请。

若显示该 IP 已被分配等信息，表示待找回的 IP 资源已被使用等原因，暂不支持申请。请尝试申请其他 IP 或

单击取消退出当前功能。

找回公网 IP 地址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6 18:00: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E9.85.8D.E9.A2.9D.E9.99.90.E5.88.B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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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公网 IP 的 列表页 中，查看已找回的公网 IP（找回后的公网 IP 为 EIP）。

后续步骤

若需要为 EIP 绑定云资源，请参见 EIP 绑定云资源。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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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将弹性公网 IP（EIP）绑定到 CVM 实例、NAT 网关等云资源上，利用 EIP 灵活地容灾与提供公网通信服务

等。

费用说明

将 EIP 绑定云资源后，不同类型账户的费用说明如下：

账户类型 计费模式 计费说明

传统账户

类型
- EIP 本身不收取任何费用，在绑定的云资源上收取 公网网络费用。

标准账户

类型

按流量

常规 BGP、精品 BGP、加速 IP 和静态单线的 EIP 仅收取 公网网络费用（大

数量 IP 场景下除外）。

高防 EIP 收取 公网网络费用 和 高防 EIP 配置费用。

包月带宽

按小时带

宽

共享带宽

包

操作场景

EIP 与 CVM 实例绑定，EIP 作为 CVM 实例的公网 IP，当 CVM 实例发生故障时，可解绑重新绑定到健康的

CVM 实例上，帮助快速恢复服务。

EIP 与 NAT 网关绑定，利用 EIP 配置端口转发，使得云服务器上的资源可被公网访问。

EIP 与 弹性网卡内网 IP 绑定，并将弹性网卡绑定到 CVM 实例上，为 CVM 实例提供公网通信服务。

EIP 与高可用虚拟 IP 绑定，通过高可用虚拟 IP 搭建高可用主备集群，快速恢复故障的公网通信服务。

操作步骤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需要绑定云资源的 EIP 的地域，并在对应 EIP 的操作栏下，单击更多 > 绑定。

绑定 EIP

EIP 绑定云资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0 17:19: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8763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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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绑定资源”窗口中，选择 EIP 要绑定的云资源，单击确定。 

绑定的云资源 传统账户类型 标准账户类型

CVM 实例

EIP 与 CVM 实例绑定，该 CVM 实例需

未绑定其他 EIP ，若已有普通公网 IP，则

绑定 EIP 后会释放当前 CVM 实例的普通

公网 IP。

EIP 与 CVM 实例绑定，该 CVM 实例

需未绑定其他 EIP 和未分配普通公网

IP。

EIP 与 CVM 实例需处于相同地域才可进行绑定。

EIP 绑定 CVM 实例的数量限制，根据 CVM 实例 CPU 配置的差异有所不同，请参

见 使用限制。

NAT 网关
-

仅按流量和共享带宽包计费模式的 EIP

可与 NAT 网关进行绑定。

说明：

若绑定时，EIP 已绑定云资源，请先解绑，例如，需更换故障 CVM 实例的 EIP 到健康的 CVM 实例

上。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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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的云资源 传统账户类型 标准账户类型

EIP 与 NAT 网关需处于相同地域才可进行绑定。

一个 NAT 网关最多可绑定10个 EIP。

当 NAT 网关绑定多个 EIP 时，系统会自动做负载均衡。

弹性网卡

EIP 绑定主网卡内网 IP 时，若主网卡绑定

的 CVM 实例的已有普通公网 IP，则主网

卡内网 IP 绑定 EIP 后，CVM 实例当前的

普通公网 IP 会被释放。

EIP 绑定主网卡内网 IP 时，该主网卡绑

定的 CVM 实例需未分配普通公网 IP。

一个 EIP 仅可绑定一个弹性网卡内网 IP。

EIP 与 辅助网卡内网 IP 绑定时，则辅助网卡拥有了除自身的内网 IP 外的公网 IP，

您可将多个绑定了 EIP 的辅助网卡绑定到 CVM 实例上，灵活利用多个公网 IP 对外

提供公网通信服务，实现高可用网络方案。

高可用虚拟 IP EIP 与高可用虚拟 IP 绑定，为高可用虚拟 IP 提供了与公网通信的能力。

4. 在弹出的“确认绑定”提示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完成与云资源的绑定。

后续步骤

若需要为 EIP 解绑云资源，请参见 EIP 解绑云资源。

若需要调整 EIP 的带宽峰值，请参见 调整带宽。

若需要监控 EIP 的流量波动情况，请参见 查看监控数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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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 CVM 可以绑定不超过限额数的公网 IP（含普通公网 IP 和 EIP），以实现流量转移，提高 CVM 的利用率。

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为 Linux 云服务器和 Windows 云服务器绑定多个 EIP。

前提条件

您已购买 Linux 云服务器和 Windows 云服务器，并且所属安全组开放了 ICMP 协议。

请确保您的公网 IP 在限额数内，具体限额请参见 使用限制。

请确保您单网卡绑定内网 IP 数在限额数内，具体限额请参见 弹性网卡-使用限制。

操作步骤

步骤一：分配内网 IP

1. 登录 CVM 控制台。

2. 在实例列表中单击您的 CVM ID，在详细信息页面，选择弹性网卡。 

3. 在“弹性网卡”页面，单击主网卡右侧的分配内网 IP。

4. 在弹出的“分配内网IP”窗口中，选择自动分配或手动填写要分配的内网 IP ，若需分配多个内网 IP，请单击新

增并填写要分配的内网 IP，完成后单击确定。

CVM 主网卡绑定多 IP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6:16:53

说明：

若选择手动填写要分配的内网 IP，请确认填写的内网 IP 在所属子网网段内，且不属于系统保留 IP。 

例如，所属子网网段为： 10.0.0.0/24 ，则可填的内网 IP 范围 为： 10.0.0.2 - 10.0.0.254 ，本次操

作以手动填写 10.0.0.3  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6/1852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index?r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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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绑定 EIP

1. 在“弹性网卡”页面，单击 ，以展开主网卡信息。 

2. 在分配的类型为辅助 IP 的内网 IP 所在行，单击“已绑定公网 IP”栏下的绑定。

3. 在弹出的“绑定弹性公网IP”窗口中：

若有可选的 EIP，选中并单击确定即可。

若无可选的 EIP，可单击弹框上方的新建进行申请，详情请参见 申请 EIP，申请成功后返回弹出框并单击刷

新，即可看见申请的 EIP，选中并单击确定即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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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主网卡的列表中，即可查看相关内网 IP 绑定公网 IP 的信息。 

步骤三：配置网卡

请根据您的云服务器操作系统类型，选择对应的配置网卡操作：

Linux 云服务器

Windows 云服务器

Linux 云服务器

如下操作以 CentOS 7 云服务器为例：

1. 登录 CVM 控制台。

2. 在实例列表中单击您的 CVM ID，在详细信息页面，选择弹性网卡。

3. 单击主网卡 ID，进入主网卡详情页，根据所属子网记录如下信息：

子网掩码：如下图所示，所属子网的 CIDR 位数为/24，即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0。

网关：如果您未更改其他设置，则网关为子网网段的首个 IP，如下图中的所属子网网段的首个 IP 即为

10.0.0.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index?r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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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录云服务器，具体操作请参见 使用标准登录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

5.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网卡信息，如下图所示，本例中主网卡名称为 eth0，具体查询结果以您实际为准。 

ip address

6. 执行如下命令，备份网卡信息。

注意：

网卡名称 ethx 请替换为 第5步 查询到的实际网卡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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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bak}

7. 执行如下命令，打开网卡配置文件。

vim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8. 按 i 切换至编辑模式，把配置文件内容修改为： 

# Created by cloud-init on instance boot automatically, do not edit. 

# 

# 此处修改为static 

BOOTPROTO=static 

DEVICE=eth0 

# 

# 注释此行 

# HWADDR=52:54:00:8a:7a:64 

# 

# 添加如下几行 

# 

# 配置主ip 

IPADDR0=10.0.0.2 # 步骤一：绑定 EIP 中查看到的主IP，请根据实际填写 

NETMASK0=255.255.255.0 # 步骤3中所记录的子网掩码，请根据实际填写 

# 配置辅助ip1 

IPADDR1=10.0.0.3 # 步骤一：绑定 EIP 中手动填写的辅助IP，请根据实际填写 

NETMASK1=255.255.255.0 

# 如果您有多个辅助ip，请继续配置辅助ip2，辅助ip3... 

#IPADDR2=10.0.0.4 

#NETMASK2=255.255.255.0 

#IPADDR3=10.0.0.5 

#NETMASK3=255.255.255.0 

#...... 

# 配置网关 

GATEWAY=10.0.0.1 # 步骤3中所记录的网关，请根据实际填写 

# 

NM_CONTROLLED=no 

ONBOOT=yes 

PERSISTENT_DHCLIENT=yes 



弹性公网 I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2 共61页

TYPE=Ethernet 

USERCTL=no

修改后，示例如下：

9. 完成修改后，按 Esc，输入 :wq! 并回车，保存配置并返回。

0. 执行如下命令，重启网络服务。

systemctl restart network.service

1.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 IP。 

ip address

Windows 云服务器

如下操作以 Windows 2012 云服务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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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服务器，具体操作请参见 使用 RDP 文件登录 Windows 实例。

2. 执行如下步骤，查看云服务器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和 DNS 服务器：

i. 在操作系统界面，选择左下角的 ，单击 ，打开 “Windows PowerShell” 窗口，执行如下命令： 

ipconfig /all

ii. 记录输出的网络接口信息中的 IPv4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和 DNS 服务器值。 

3. 进入操作系统的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单击命名为“以太网”的网卡进行编辑。 

4. 在“以太网状态”弹窗中，单击属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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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以太网属性”弹窗中，选中Internet 协议版本4（TCP/IPv4）并单击属性。 

6. 在 “Internet 协议版本4（TCP/IPv4）属性”弹窗中，填写如下信息：

参数名 参数值

IP 地址 上述 步骤2 中的 IPv4 地址。

子网掩码 上述 步骤2 中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 上述 步骤2 中的默认网关地址。

首选 DNS 服务

器
上述 步骤2 中的 DNS 服务器。

备用 DNS 服务

器

上述 步骤2 中的备用 DNS 服务器。如果未列出备用 DNS 服务器，则无需填写此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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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高级，配置辅助内网 IP。

8. 在高级 TCP/IP 设置弹窗中的 “IP 地址”模块下，单击添加。

9. 在 TCP/IP 地址弹窗中，填写 步骤二：绑定 EIP 配置的辅助内网 IP，上述 步骤2 中的子网掩码，单击添加。若

有多个辅助 IP，请重复上一步与当前步骤。 

0. 在 “Internet 协议版本4（TCP/IPv4）属性”弹窗中，单击确定。

1. 在“以太网属性”弹窗中，单击确定即可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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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以太网状态”弹窗中，单击详细信息，可查看已配置的 IP 信息，如下图所示。 

步骤四：结果验证

登录其他云服务器，执行 ping <辅助 IP 外网地址> 命令，若显示如下信息则证明绑定成功。

说明：

若执行命令未得到如下结果，请检查 CVM 安全组配置是否开放 ICMP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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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单个 CVM 可绑定的公网 IP 的限额不满足您的需求时，可以添加辅助网卡来绑定多个公网 IP，以实现流量转

移，提高 CVM 的利用率。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为 Linux 云服务器和 Windows 云服务器添加辅助网卡并绑定多

个 EIP。

前提条件

您已购买 Linux 云服务器和 Windows 云服务器，并且所属安全组开放了 ICMP 协议。

请确保您的公网 IP 在限额数内，具体限额请参见 使用限制。

请确保您的辅助网卡绑定内网 IP 数在限额数内，具体限额请参见 弹性网卡-使用限制。

操作步骤

步骤一：添加辅助网卡

1. 登录 CVM 控制台。

2. 在实例列表中，单击您的 CVM ID，在详细信息页面选择弹性网卡。 

3. 在“弹性网卡”页面，单击绑定弹性网卡。

4. 在弹出的“绑定弹性网卡”窗口中，选择待绑定的弹性网卡。若您未创建弹性网卡，请单击新建弹性网卡并绑

定，填写名称，选择弹性网卡的所属子网后，选择分配的内网 IP （可自动分配也可手动填写）。

CVM 添加辅助网卡并绑定多 IP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2 14:39:51

说明：

若需分配多个 IP 请单击增加一个辅助 IP。

若选择手动填写要分配的内网 IP，请确认填写的内网 IP 在所属子网网段内，且不属于系统保留 IP。 

例如，所属子网网段为：10.0.0.0/24，则可填的内网 IP 范围 为：10.0.0.2 - 10.0.0.254，本次操

作以手动填写 10.0.0.7 为主 IP，10.0.0.8为辅助 IP 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6/1852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index?r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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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绑定 EIP

1. 在“弹性网卡”页面，单击 ，以展开绑定的辅助网卡信息。 

2. 在分配的 IP 的“已绑定公网 IP”栏下，单击绑定，分别为分配的 IP 绑定 EIP。

3. 在弹出的“绑定弹性公网 IP”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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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可选的 EIP，选中并单击确定即可。

若无可选的 EIP，可单击弹框上方的新建进行申请，详情请参见 申请 EIP，申请成功后返回弹出框并单击刷

新，即可看见申请的 EIP，选中并单击确定即可。 

4. 在辅助网卡的列表中，即可查看相关内网 IP 绑定公网 IP 的信息。 

步骤三：配置网卡

请根据您的云服务器操作系统类型，选择对应的配置网卡操作：

Linux 云服务器

Windows 云服务器

Linux 云服务器

如下操作以 CentOS 7 云服务器为例：

1. 登录 CVM 控制台。

2. 在实例列表中单击您的 CVM ID，在详细信息页面，选择弹性网卡。

3. 单击辅助网卡 ID，进入辅助网卡详情页，根据所属子网记录如下信息：

子网掩码：如下图所示，所属子网的 CIDR 位数为/24，即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0。 

CIDR 位数与子网掩码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CIDR 位数 子网掩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9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index?r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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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R 位数 子网掩码

/28 255.255.255.240

/27 255.255.255.224

/26 255.255.255.192

/25 255.255.255.128

/24 255.255.255.0

/23 255.255.254.0

/22 255.255.252.0

/21 255.255.248.0

/20 255.255.240.0

/19 255.255.224.0

/18 255.255.192.0

/17 255.255.128.0

/16 255.255.0.0

网关：如果您未更改其他设置，则网关为子网网段的首个 IP，如下图中的所属子网网段的首个 IP 即为

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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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录云服务器，具体操作请参见 使用标准登录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执行如下命令，查看需配置（未

显示 IP）的网卡信息，如图所示，需配置的网卡名称为 eth1： 

ip addr

5.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文件夹： 

cd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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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实际情况创建新网卡的配置文件，如下以创建命名为 ifcfg-eth1 的配置文件为例 ：

i. 输入命令：

cp ifcfg-eth0 ifcfg-eth1

ii. 输入命令修改配置文件内容：

vim ifcfg-eth1

iii. 按 “i” 切换至编辑模式，把配置文件内容修改为以下内容： 

DEVICE='eth1' # 此处填写步骤1中查看到的需配置的弹性网卡名称，请根据实际填写 

NM_CONTROLLED='no' 

ONBOOT='yes' 

# 配置主ip 

IPADDR0=10.0.0.7 # 此处填写步骤一：添加辅助网卡中手动填写的主 IP，请根据实际填写 

NETMASK0=255.255.255.0 # 此处填写步骤三中所记录的子网掩码，请根据实际填写 

# 配置辅助 ip1 

IPADDR1=10.0.0.8 # 此处填写步骤一：添加辅助网卡中手动填写的辅助 IP，请根据实际填写 

NETMASK1=255.255.255.0 # 此处填写步骤三中所记录的子网掩码，请根据实际填写 

#GATEWAY='192.168.1.1' # 因为 eth0 文件定义了网关，这里不再写网关，避免网关冲突，请根据

实际填写

修改后，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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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修改后保存配置文件并退出（在 vim 的末行模式下按 “Esc”，输入 “wq!” 并回车）。

7. 输入如下命令重启网络服务。

systemctl restart network

8. 检查和确认 IP 配置正确。

i. 输入如下查看 IP 的命令。 

ip addr

ii. 确认辅助网卡和辅助网卡上的 IP 可见，如下图所示。 

如果 IP 配置不正确，请执行如下检查：

a. 检查配置文件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重新配置。

b. 检查网络是否重启，如未重启，请执行如下命令重启网络，使配置生效。

systemctl restart network

9. 根据业务实际情况配置路由策略。

按照上述步骤配置好后，Linux 镜像依旧默认从主网卡发包。您可通过策略路由来指定报文从某个网卡进，并从

该网卡返回。

i. 创建两张路由表。

echo "10 t1" >> /etc/iproute2/rt_tables 

echo "20 t2" >> /etc/iproute2/rt_tables

说明

此处10、20为自定义的路由 ID，t1、t2为自定义的路由表名称，请根据实际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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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给两个路由表添加默认路由。

ip route add default dev eth0 via 192.168.1.1 table 10 

ip route add default dev eth1 via 192.168.1.1 table 20

iii. 配置策略路由。

ip rule add from 192.168.1.5 table 10 

ip rule add from 192.168.1.62 table 20

0. （可选）配置永久静态路由，即：将路由配置持久化写入文件，可确保网络重启后路由不丢失。

i.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配置文件。

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route-eth1

ii. 按 “i” 切换至编辑模式，并进行如下配置。 

0.0.0.0/0 via 192.168.1.1 dev eth0 table 10 

0.0.0.0/0 via 192.168.1.1 dev eth1 table 20

iii. 按 “Esc”，输入 “:wq”，保存文件并返回。

说明

此处两个命令中，192.168.1.1要分别替换成主网卡所属子网的网关，以及辅助网卡所属子网的网

关。

说明

此处两个命令中，IP 要分别替换成主网卡上的 IP，以及辅助网卡上的 IP；10和20为 步骤6.1 中

自定义的路由 ID，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配置完成后，可用同一个子网下的 CVM，来 Ping 内网地址，能 Ping 通即说明配置成功。如无

其他 CVM，可以给辅助网卡的内网 IP 绑定公网 IP，Ping 该公网 IP 来验证。

此处配置的是临时静态路由，网络重启后需要重新配置路由，如希望网络重启后路由不丢失，可再

执行 步骤10 将路由配置持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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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云服务器

如下操作以 Windows 2012 云服务器为例：

1. 登录云服务器，具体操作请参见 使用 RDP 文件登录 Windows 实例。

2. 执行如下步骤，查看云服务器辅助网卡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和 DNS 服务器：

i. 在操作系统界面，选择左下角的 ，单击 ，打开 “Windows PowerShell” 窗口，执行如下命令： 

ipconfig /all

ii. 记录输出的“以太网适配器 以太网 2”信息中的 IPv4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和 DNS 服务器值。 

3. 进入操作系统的控制面板 > 网络和 Internet > 网络和共享中心，单击命名为“以太网 2”的网卡进行编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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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以太网 2 状态” 弹窗中，单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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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以太网 2 属性”弹窗中，双击Internet 协议版本4（TCP/IPv4）。 

6. 在 “Internet 协议版本4（TCP/IPv4）属性”弹窗中，填写如下信息：

参数名 参数值

IP 地址 上述 步骤2 中的 IPv4 地址。

子网掩码 上述 步骤2 中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 上述 步骤2 中的默认网关地址。

首选 DNS 服务

器
上述 步骤2 中的 DNS 服务器。

备用 DNS 服务

器

上述 步骤2 中的备用 DNS 服务器。如果未列出备用 DNS 服务器，则无需填写此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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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高级，配置辅助内网 IP。

8. 在“高级 TCP/IP 设置”弹窗中的 “IP 地址”模块下，单击添加。

9. 在 “TCP/IP 地址”弹窗中，填写 步骤一：添加辅助网卡 配置的辅助内网 IP，上述 步骤2 中的子网掩码，单击

添加。若有多个辅助 IP，请重复上一步与当前步骤。 

0. 在 “Internet 协议版本4（TCP/IPv4）属性”弹窗中，单击确定。

1. 在“以太网 2 属性”弹窗中，单击确定即可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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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以太网 2 状态”弹窗中，单击详细信息，可查看已配置的 IP 信息，如下图所示。 

步骤四：结果验证

登录其他云服务器，执行 ping <辅助网卡公网地址> 命令，若显示以下信息证明绑定成功。

说明：

若执行命令未得到以下结果，请检查 CVM 安全组配置是否开放 ICMP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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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P 直通功能适用于云服务器内需要查看公网 IP 的场景，例如，将内网流量和外网流量分别转发到不同的 IP 地

址。本文介绍如何在 Linux 云服务器和 Windows 云服务器中配置 EIP 直通。

操作场景

用户通过 EIP 访问外网时，可选 NAT 模式或 公网 IP 直通模式，当前默认 NAT 模式。

NAT 模式下，EIP 在本地不可见，配置时须每次手动加入 EIP 地址。

直通后，EIP 在本地可见，配置时无须每次手动加入 EIP 地址，可降低开发成本。

使用限制

直通为内测功能，目前仅支持私有网络，如有需要请提 工单申请。

配置 EIP 直通的云服务器如果切换了私有网络，则需重新配置直通。

云服务器的 EIP 直通不能与 NAT 网关同时使用。如果您的云服务器所在子网的路由表配置了通过 NAT 网关访

问公网的路由策略，则云服务器上的 EIP 将无法实现直通功能；您可以通过 调整 NAT 网关和 EIP 的优先级，

使云服务器先通过本身的 EIP，而不是 NAT 网关来访问公网，此时可以实现 EIP 直通功能。

操作步骤

腾讯云提供了配置 IP 的 EIP 直通脚本，让内网流量走内网 IP，外网流量走公网 IP。如有其他业务场景，请根据具

体业务场景配置路由。

在  Linux  云服务器中配置  EIP  直通

管理 EIP

EIP 直通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5 11:35:38

注意：

EIP 直通过程会导致网络中断，请确认您的业务允许短暂的中断。

注意：

您将 EIP 直通脚本下载到云服务器以后，需要先在公网 IP 控制台开启直通功能，然后再运行 EIP 直通脚

本，否则可能会导致 EIP 直通失败或出现故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2/30012


弹性公网 I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1 共61页

Linux 脚本针对的场景为：内网 IP 和公网 IP 均在主网卡（eth0）上，公网地址通过公网 IP 访问，内网地址通过

内网 IP 访问。

步骤一：下载 EIP 直通脚本

由于 EIP 直通过程会导致网络中断，需先获取 EIP 直通脚本到云服务器中。您选择如下任意一种方式获取：

手动下载

单击 Linux 脚本下载 下载 EIP 直通配置脚本到本地，然后再上传至需要进行 EIP 直通的云服务器中。

使用 wget 命令下载 

进入 云服务器控制台 并登录需要 EIP 直通的云服务器，在云服务器中执行以下命令下载： 

wget https://network-data-1255486055.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ip_direct.sh

步骤二：在控制台配置 EIP 直通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选择云服务器主网卡绑定的 EIP 的地域，并在对应 EIP 的右侧操作栏中，选择更多 > 直通即可。 

3. 在弹出的“EIP 直通”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步骤三：运行 EIP 直通脚本

为主网卡配置 EIP 直通后，需要登录云服务器，运行 EIP 直通脚本。

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选择需要 EIP 直通的云服务器所在地域，并登录该云服务器。

2. 运行 EIP 直通脚本。具体方法：

i. 执行如下命令，添加执行权限。

chmod +x eip_direct.sh

说明：

Linux 脚本支持系统版本 CentOS 6 及以上和 Ubuntu。

Linux 脚本仅支持主网卡（eth0），暂不支持辅助网卡。

https://network-data-1255486055.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ip_direct.sh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index?rid=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rid=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index?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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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执行如下命令，执行脚本。

其中，XX.XX.XX.XX为 EIP 地址，可选填，如不填写，直接执行./eip_direct.sh install即可。 

./eip_direct.sh install XX.XX.XX.XX

3. 执行 ip addr 即可查看到配置的 EIP 地址。 

在  Windows  云服务器中配置  EIP  直通

Windows 脚本针对的场景为：主网卡走外网流量，辅助网卡走内网流量。

步骤一：下载 EIP 直通脚本

由于 EIP 直通过程会导致网络中断，您需先下载 EIP 直通脚本到云服务器中。

1. 使用 VNC 登录的方式 登录需要 EIP 直通的云服务器。

2. 在云服务器的浏览器中打开如下链接下载 EIP 直通脚本。 

步骤二：配置辅助网卡

由于 Windows 脚本针对的场景为辅助网卡走内网流量，因此，需为云服务器配置辅助网卡。

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2. 在云服务器列表中，选择所配置的云服务器的所在地域，单击云服务器 ID，进入详情页。

说明：

Windows 系统的 EIP 直通，需要内网 IP 和外网 IP 各一张网卡，公网 IP 需在主网卡上，辅助网卡仅

需有内网 IP 即可。

Windows 设置直通过程中，外网会中断，建议采用 VNC 登录的方式。

https://eip-public-read-1255852779.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ip_windows_direct.

ba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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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弹性网卡标签页，单击绑定弹性网卡，新建一个与主网卡同一子网的辅助网卡。

4. 在弹出的“绑定弹性网卡”窗口中，选择新建弹性网卡并绑定，填写相关信息，单击确定。

所属子网：选择云服务器所属子网。

分配 IP：可选泽自动分配 IP 或手动填写。 

步骤三：配置主网卡 EIP 直通

完成辅助网卡的配置后，在 EIP 控制台中为主网卡配置 EIP 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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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选择云服务器主网卡绑定的 EIP 的地域，并在对应 EIP 的右侧操作栏中，选择更多 > 直通即可。 

3. 在弹出的“EIP 直通”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步骤四：云服务器内配置 EIP

在 EIP 控制台中为主网卡配置 EIP 直通后，需要登录云服务器配置 EIP。

1. 登录云服务器，由于操作过程中外网访问会中断，因此需使用 VNC 登录的方式。

2. 在操作系统界面，选择左下角的 ，单击 ，打开 “Windows PowerShell” 窗口，输入 firewall.cpl

按回车，打开“ Windows 防火墙”页面。

3. 单击启用或关闭 Windows 防火墙，进入“自定义设置”页面。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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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专用网络设置”和“公用网络设置”模块中分别选择关闭 Windows 防火墙，单击确定即可。

5. 双击 步骤一 中下载的脚本即可执行，输入步骤三中已配置直通的 EIP 地址（可在 EIP 控制台 中进行查看），连

续回车两次即可。

6. 在 “Windows PowerShell” 窗口中输入ipconfig按回车，可看到主网卡上的 IPv4 地址变成 EIP 地址。

注意：

直通成功后请勿给主网卡再配内网 IP，如果配置会导致云服务器无法访问公网。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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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公网 IP（EIP）的监控功能，可以帮助您通过相关监控指标（如外网入包量）实时监测流量波动情况，及时发

现异常波动，调整 EIP 带宽峰值，避免因为带宽限速导致的访问延迟。

操作步骤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需要查看的 EIP 地域，在列表中单击对应 EIP 所在行的 。 

3. 在页面右侧，即可查看监控数据。

后续步骤

如果您需要调整带宽峰值，请参见 调整带宽。

查看监控数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1:19:2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5


弹性公网 I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7 共61页

弹性公网 IP（EIP）可按需调整带宽或调整计费模式，实时生效。

限制说明

仅标准账户类型可在公网 IP 控制台调整带宽或调整计费模式。传统账户类型请在对应的云服务器或 NAT 网关上调

整带宽。若您无法确定账户类型，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应用场景

调整带宽

当服务访问量较小时，避免因为过高的带宽上限增加公网成本，需降低带宽上限。

当服务访问量较大时，避免因为带宽限速导致的访问延迟，需提高带宽上限。

调整计费模式

考虑成本问题，需调整计费模式。

调整带宽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需要调整带宽的 EIP 的地域，并在目标 EIP 实例右侧“操作”栏下单击调整网络。

3. 在弹出的“调整带宽”对话框中，设置目标带宽值，并单击确定。

调整网络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3 16:16:13

说明：

若 EIP 绑定的云资源为 NAT 网关，则 EIP 的带宽不能小于 NAT 网关的带宽，否则将导致丢包，建议

您在调整带宽前，登录 NAT 网关控制台 查看出带宽上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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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计费模式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需要调整带宽的 EIP 的地域，并在目标 EIP 实例右侧“操作”栏下单击调整网络。

3. 在弹出的“调整带宽”对话框中，选择需要更改的目标计费模式，并单击确定。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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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带宽包是共享带宽包的其中一种类型，详情请参见 产品概述。创建 IP 带宽包实例后，您需要将使用该 IP 带宽包

的 EIP 添加到 IP 带宽包实例中。

前提条件

预付费共享带宽包可以在 共享带宽包控制台 直接购买；后付费月结共享带宽包处于内测阶段，如需使用，请联系

您的商务经理申请开通。

请确保您的账户类型为标准账户类型。若您无法确定账户类型，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限制说明

1. EIP 中仅支持将按流量和按小时带宽计费的常规 IP 手动加入 IP 带宽包，包月带宽的常规 IP 不支持加入 IP 带宽

包。

2. EIP 中的加速 IP 和静态单线 IP 不支持手动加入 IP 带宽包。新建加速 IP 时，后台会自动创建 Anycast 加速带

宽包（这里可视为 IP 带宽包）。新建静态单线 IP 时，后台会自动创建相应的移动、联通或电信带宽包（这里可

视为 IP 带宽包）。

3. 添加 EIP 到 IP 带宽包后，EIP 原本的计费模式将变更为共享带宽包模式，不额外收取公网网络费，但正常收取

IP 资源费。

4. EIP 的 IP 资源费与是否加入 IP 带宽包无关，当 EIP 绑定云资源时，免收 IP 资源费。

5. 单个 IP 带宽包最多可添加100个 EIP。

操作步骤

1. 登录 私有网络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共享带宽包。

2. 选择地域，在列表中找到目标 IP 带宽包实例，单击实例 ID 进入详情页。

3. 在详情页的带宽包资源模块，单击+添加资源。

4. 在弹出的“绑定资源”窗口中，选择弹性公网 IP/普通公网 IP 为资源类型，并选择需添加到 IP 带宽包的 EIP，

单击确定即可。

EIP 加入 IP 带宽包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5 17:54: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45#.E4.BA.A7.E5.93.81.E7.B1.BB.E5.88.A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pack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vpc?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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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将 EIP 从 IP 带宽包 内移除，移除后，计费模式将统一变更为按流量计费。

前提条件

预付费共享带宽包可以在 共享带宽包控制台 直接购买；后付费共享带宽包处于内测阶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内测

申请 或联系您的商务经理申请开通。

请确保您的账户类型为：标准账户类型，若您无法确定账户类型，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限制说明

EIP 中仅支持将按流量和按小时带宽计费的常规 IP 手动加入或移除 IP 带宽包，包月带宽的常规 IP 不支持加入

或移除 IP 带宽包。

EIP 中的加速 IP 和静态单线 IP 不支持手动加入或移除 IP 带宽包。新建加速 IP 时，后台会自动创建 Anycast

加速带宽包（这里可视为 IP 带宽包）。新建静态单线 IP 时，后台会自动创建相应的移动、联通或电信带宽包

（这里可视为 IP 带宽包）。删除加速 IP 或静态单线 IP 时，后台会自动将该 IP 移除相应带宽包。

EIP 中的高防 EIP 和 精品 BGP EIP 不支持移出带宽包，可以迁移到其他同线路类型的共享带宽包中使用。删

除高防 EIP 和 精品 BGP EIP 时会自动与带宽包解绑。

操作步骤

1. 登录 私有网络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的共享带宽包。

2. 在页面上方选择地域，在列表中找到目标 IP 带宽包实例，单击实例 ID 进入详情页。

3. 在详情页的带宽包资源模块，选择您要移出 IP 带宽包的 EIP，单击移除资源，并确认操作即可。 

EIP 移除 IP 带宽包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0 17:19: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4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package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8o8lmsr5nj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vpc?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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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弹性公网 IP（EIP）的计费模式的不同，可按需进行如下操作：

调整计费模式

续费包月带宽 EIP

退还包月带宽 EIP

前提条件

您的账户类型需为标准账户类型，若您无法确定账户类型，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调整计费模式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实例列表页面，选择需要调整带宽的 EIP 的地域，并在目标 EIP 实例右侧“操作”栏下单击调整网

络。

3. 在弹出的“调整带宽”对话框中，选择需要更改的目标计费模式，并单击确定。

续费包月带宽 EIP

管理 EIP 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8 17:35:34

说明：

仅常规 BGP EIP 支持调整计费模式。

调整计费模式时，每个 EIP 只允许在非包月带宽（即按流量或按小时带宽）的计费模式与包月带宽计费

模式之间转换2次，转换次数用完后将无法再转换。

调整计费模式时，每个 EIP 在按流量与按小时带宽的计费模式之间不限制转换次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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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通过续费操作延长包月带宽 EIP 的到期时间，或恢复已到期处于待回收状态的包月带宽 EIP。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需续费的包月带宽 EIP 的地域，然后选择目标 EIP 右侧“操作”栏的更多 > 续费。

3. 在弹出的“续费 EIP”对话框中，选择购买时长，按需勾选账户余额足够时，实例到期后按月自动续费，单击确

定。

退还包月带宽 EIP

您可退还处于闲置未绑定状态的包月带宽 EIP，以节省费用。退还后 EIP 将进入回收状态并保留7天，若期间未进

行续费，7天后将自动释放该 EIP。

说明：

若该包月带宽 EIP 处于待回收状态，则单击右侧“操作”栏的续费。

说明：

若退还的包月带宽 EIP 非首次退还，即在待回收状态时进行了续费后再进行退还，请确保从续费到再次退

还的时间间隔已满6小时，否则无法退还。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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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需退还的包月带宽 EIP 的地域，然后选择目标 EIP 右侧“操作”栏的更多 > 销毁/退

还。

3. 在弹出的“退还 EIP”对话框中，在“退还选项”页签勾选已阅读并同意退费规则，单击下一步。 

4. 在“确认退还”页签中，确认退还资源信息无误后，单击核对退款信息。

5. 在“核对退款信息”页面，确认退款信息无误后，单击确认退款。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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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公网 IP 支持针对 FTP 和 SIP 协议设置 ALG 功能。开启 ALG 功能后，则可对指定协议的应用层数据载荷进

行 NAT 穿透。

背景信息

通常情况下 NAT 只对报头中的 IP、PORT 信息进行转换，不对应用层数据载荷中的字段进行分析。一些应用层协

议像 FTP、H323 等多通道协议及流媒体 RTSP、MMS，还有 DNS、SMTP，一些 IM 和 P2P，一般情况下

在应用载荷信息之中会包括一些地址、端口信息，如果这些信息不被转换就会造成通信的失败。

ALG（Application Layer Gateway，应用层网关）是由一个扩增防火墙或计算机网络应用或 NAT 网关部件

组成的一类防火墙。ALG 主要完成了对应用层报文的处理，如果开启了 ALG，则在识别了相应报文之后便会对 IP

报头以外的载荷信息进行解析，然后进行地址转换，重新计算校验和。

限制说明

目前仅支持 FTP 和 SIP 协议设置 ALG 功能。

目前仅 EIP 和普通公网 IP 支持设置 ALG 功能，弹性公网 IPv6 不支持。

以下部分集群机型不支持设置 ALG 功能，如需使用，请 联系我们。

云服务器实例类型 机型

标准型 标准型 S5

裸金属云服务器

标准型 BMS4

高 IO 型 BMI5

大数据型 BMD3

大数据型 BMD2

GPU 型 BMG5t

GPU 型 BMG5v

高性能计算集群 GPU 型 HCCG5v

操作步

设置 ALG 功能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6:34

说明：

该功能目前处于内测中，如需使用，请提交 内测申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9721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7a8h6lges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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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页面顶部选择地域。

3. 在公网 IP 列表中选中目标实例，在右侧操作列选择更多 > 设置 ALG。

4. 在弹出的设置 ALG对话框中，设置针对 FTP、SIP 协议开启或关闭 ALG 功能。

5.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

说明：

默认情况下，ALG 处于开启状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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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随时将弹性公网 IP（EIP）与云资源解绑，解绑后您可以将其与其他云资源重新绑定。若不再需要使用该

EIP，请及时将其释放，以免产生不必要的 IP 资源费。

费用说明

将 EIP 解绑云资源后，不同类型账户的费用说明如下：

账户类型 计费模式 计费说明

传统账户

类型
-

EIP 仅收取 IP 资源费用。

标准账户

类型

按流量

包月带宽
将 EIP 退还后，将按资源包使用比例退还您的费用，具体步骤请参见 退还包月带宽

EIP，退费原则请参见 常规 BGP IP 退费说明、精品 BGP IP 退费说明。

按小时带

宽
EIP 不收取 IP 资源费用，仅收取 公网网络费用。

操作场景

若 EIP 绑定的 CVM 实例发生故障，需快速恢复服务，则可先解绑再重新绑定到健康的 CVM 实例上。

若不再需要 EIP 为云资源提供公网通信服务时，可将云资源与 EIP 解绑。

操作步骤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需要解绑云资源的 EIP 的地域，并在对应 EIP 所在行的操作栏下，单击更多 > 解绑。

3. 在弹出的解绑 EIP窗口中，确认解绑信息，单击确定。

解绑/释放 EIP

解绑 EIP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8 17:35:54

说明：

NAT 网关至少需绑定一个 EIP，因此，若与 EIP 解绑的云资源为 NAT 网关，且该 EIP 为 NAT 网

关绑定的唯一 EIP，则无法解绑。

对于传统账户类型，可以在解绑时勾选解绑时免费分配普通公网 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3137#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43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797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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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完成与云资源的解绑。

后续步骤

若需要为已解绑云资源的 EIP 重新绑定其他云资源，请参见 EIP 绑定云资源。

若需要释放处于闲置（未绑定）状态的 EIP，请参见 释放 E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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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不再使用弹性公网 IP（EIP），可在控制台将其释放，释放后将不再收取 EIP 的任何费用。

前提条件

释放 EIP 前，需要先解绑 EIP，详情请参见 解绑 EIP。

费用说明

释放 EIP 后，不同类型账户的费用说明如下：

账户类型 计费模式 计费说明

传统账户类型 -
EIP 不收取任何费用。

标准账户类型

按流量

包月带宽

将 EIP 退还后，将按资源包使用比例退还您的费用，具体步骤请参见

退还包月带宽 EIP，退费原则请参见 常规 BGP IP 退费说明、精品

BGP IP 退费说明。

按小时带宽 EIP 不收取 IP 资源费用，且停止收取公网网络费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需要释放的 EIP 地域，并在对应 EIP 所在行的操作栏下，选择更多 > 释放。

3. 在弹出的确定释放所选EIP?窗口中，勾选确定释放以上 IP，单击释放。

释放按量计费 EIP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8 17:36:13

说明：

找回公网 IP 地址有相应的限制条件，请参见 使用限制，因此 EIP 释放后可能无法找回。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3137#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43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7976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8#.E4.BD.BF.E7.94.A8.E9.99.90.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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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若需要找回使用过、且当前未分配给其他用户的公网 IP 地址，请参见 找回公网 IP 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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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退还处于闲置未绑定状态的包月带宽 EIP，以节省费用。退还后 EIP 将进入回收状态并保留7天，若期间未进

行续费，7天后将自动释放该 EIP。

1. 登录 公网 IP 控制台。

2. 在公网 IP 页面顶部，选择需退还的包月带宽 EIP 的地域，然后选择目标 EIP 右侧“操作”栏的更多 > 销毁/退

还。

3. 在弹出的“退还 EIP”对话框中，在“退还选项”页签勾选已阅读并同意退费规则，单击下一步。 

4. 在“确认退还”页签中，确认退还资源信息无误后，单击核对退款信息。

5. 在“核对退款信息”页面，确认退款信息无误后，单击确认退款。

退还包月带宽 EIP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6 17:48:59

说明：

若退还的包月带宽 EIP 非首次退还，即在待回收状态时进行了续费后再进行退还，请确保从续费到再次退

还的时间间隔已满6小时，否则无法退还。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