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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说明类问题

EIP 如何计费？

EIP 如何收取 IP 资源费用？

EIP 什么时候收取 IP 资源费用？

EIP 什么时候收取公网网络费用？

绑定、解绑和释放 EIP，对费用有什么影响？

扣费类问题

对于“未绑定，扣费中”状态的 EIP，如何停止收取 IP 资源费用？

对于已释放的“未绑定，扣费中”状态的 EIP，为什么仍在扣费？

计费模式类问题

标准账户类型的 EIP 计费模式如何更换？

为什么要为计费模式为按流量计费的 EIP 设置带宽峰值？

EIP 如何计费？

EIP 的费用根据传统账户类型和标准账户类型不同类型的账户收费不同，详情请参见 计费说明。

EIP 如何收取 IP 资源费用？

1. 控制台展示的费用为空置满一小时的费用，目前 IP 资源费用的收取可以精确到秒级，多次绑定/解绑，解绑状态

的时长按分钟累加后收费。

2. 闲置总时长不足一小时，按闲置时间占比收取 IP 资源费用。

EIP 的 IP 资源费用的计费详情，请参见 IP 资源费用。

EIP 什么时候收取 IP 资源费用？

当 EIP 未绑定云资源时，如下情况会产生 IP 资源费用：

传统账户类型的 EIP。

标准账户类型且计费模式为按流量计费和共享带宽包计费的 EIP。

EIP 什么时候收取公网网络费用？

传统账户类型：当绑定云资源时，EIP 自身不收取任何费用，在绑定的云资源上收取公网网络费用。

标准账户类型：根据计费模式的不同，公网网络费用的收取情况有所差异。

常见问题

计费类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4 10:40: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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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流量：当绑定云资源时，仅收取公网网络费用。

包月带宽和按小时带宽：无论是否绑定云资源，均收取公网网络费用。

EIP 的公网网络计费详情，请参见 公网网络费用。

绑定、解绑和释放 EIP，对费用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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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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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P 仅收取 公网网络费用。包月带宽

按小时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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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P 不收取 IP 资源费用，仅收取 公网网络费用。

按小时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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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P 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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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5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92#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92#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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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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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绑定，扣费中”状态的 EIP，如何停止收取 IP 资源费用？

当您不再需要“未绑定，扣费中”状态的 EIP 时，可以将其释放，释放后的 EIP 便停止收取 IP 资源费用。 

具体操作详情可参见 释放 EIP。

当您需要保留某个 EIP 又需要停止收取 IP 资源费用时，您可以将其绑定在云资源（如 CVM，NAT 网关）上，

绑定状态下的 EIP 便不再收取 IP 资源费用。

对于已释放的“未绑定，扣费中”状态的 EIP，为什么仍在扣费？

如果您已释放“未绑定，扣费中”状态的EIP，在释放后已停止了计费，但 EIP 是每小时对上一个小时实际闲置时

长进行一次结算并扣费，因此您仍会收到扣费的信息。例如，在 09:18:18 释放的EIP，将会在10:00:00 -

10:59:59 对上一小时的闲置时间进行结算并扣费。

标准账户类型的 EIP 计费模式如何更换？

您可以将 EIP 的计费模式从按流量计费转换为包月带宽，或从包月带宽转换为按流量计费，具体操作请参见 更换计

费模式。

为什么要为计费模式为按流量计费的 EIP 设置带宽峰值？

通过设置带宽峰值，防止因突然爆发的流量而产生较高的费用，从而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

按流量计费的 EIP 带宽峰值不提供任何服务质量承诺。例如，一个按流量计费的 EIP 的带宽峰值设置为

50Mbps，则无法承诺带宽峰值一定可以达到50Mbps。如果希望使用有服务质量承诺的带宽峰值，您需要购买按

带宽计费的 E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31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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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类问题

云服务器没有普通公网 IP 如何实现公网访问？

EIP 与普通公网 IP 有什么区别？

弹性公网 IP 的带宽上限是多少？

弹性公网 IP 的 IP 地址类型有哪些？

弹性公网 IP 是否支持 API 调用？

弹性公网 EIP 之间相互访问会产生费用吗？

申请/更换/找回问题

为什么无法申请 EIP？

如何保持公网 IP 地址不变？

能否更换公网 IP 地址？

EIP 能否再转换为普通公网 IP？

公网 IP 地址能否找回？

弹性 IP 数量达到上限后能否申请增加配额？

弹性公网 IP 如何调整带宽？

绑定问题

EIP 绑定后，对费用有什么影响？

EIP 支持绑定哪些云资源？

为什么 EIP 无法绑定云服务器？

为什么 EIP 无法绑定 NAT 网关？

一个 EIP 支持同时绑定多个云资源吗？

为什么 EIP 网络不通？

EIP 绑定云服务器后，为什么在云服务器的主网卡上看不到该 EIP？

EIP 可以跨地域绑定吗？

解绑/释放问题

EIP 解绑后，对费用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解绑 EIP 时没有“解绑后免费分配普通公网 IP ”选项？

EIP 释放后，对费用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弹性公网 IP 在控制台不可见？

云服务器没有普通公网 IP 如何实现公网访问？

如果您在购买云服务器时未分配普通公网 IP 或者已将普通公网 IP 退还，您可以在 公网 IP 控制台 申请 EIP，并绑

定到您的云服务器，实现公网访问。

功能类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5 17:22:5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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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P 与普通公网 IP 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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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项 普通公网 IP EIP

访问公网/被公

网访问能力
二者作为公网 IP，均具备访问公网和被公网访问的能力。

获取方式

仅在云服务器购买时分配，若购买时未分

配，则无法获得。

在控制台 申请 EIP 获得。

普通公网 IP 转 EIP。

特点
与云服务器生命周期一致，云服务器释放

后，普通公网 IP 也会释放。

独立享有的 IP 资源，可随时与 CVM、

NAT 网关、弹性网卡和高可用虚拟 IP 等绑

定、解绑。

不再需要时可以释放。

配额

IP 数无固定配额，与可购云服务器配额一

致。

每个账户每个地域（Region）可申请 20

个。

每台云服务器绑定公网 IP （包括普通公网 IP 和 EIP）数配额请参见 绑定云服务器限制。

操

作
转换 IP

可转换，详情请参见 普通公网 IP 转

EIP。 

普通公网 IP 转换为 EIP 后，仅 IP 属性

改变，IP 地址不变。

EIP 不可转换为普通公网 IP。

更换 IP
普通公网 IP 可以直接更换， 详情请参见

更换公网 IP 地址。

EIP 不可以直接更换，您可以解绑并释放

后，申请新的 EIP 并绑定。

说明

传统账户类型在解绑 CVM 云资

源上的 EIP 时，每个账户每天可

免费重新分配普通公网 IP 的次数

为10次。

说明

标准账户中计费模式为包月带宽的

EIP ，每个实例可以更换一次 IP 地

址，每个账号单地域最高可以更换1

次/天。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E7.BB.91.E5.AE.9A.E4.BA.91.E6.9C.8D.E5.8A.A1.E5.99.A8.E9.99.90.E5.88.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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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项 普通公网 IP EIP

释放 IP

如果您不再需要普通公网 IP，可在 云服务

器控制台 的操作栏下，选择更多 > IP/网

卡 > 退还公网 IP 进行退还。

可以在 EIP 控制台释放，详情请参见 释放

EIP。

找回公

网 IP 地

址

您可以找回您使用过、且未被其它用户使用的普通公网 IP/EIP，详情请参见 找回公网 IP

地址。

弹性公网 IP 的带宽上限是多少？

EIP 出网带宽上限（下行带宽） 

EIP 中设置的网络带宽上限默认为出网带宽上限，即从 EIP 实例流出的带宽。网络带宽上限根据不同的计费模式

有所不同，具体信息如下所示：

计费模式 带宽上限的可设置范围

按流量 0-100（含100）

按小时带宽 0-100（含100）

包月带宽 0-200（含200）

共享带宽包 0-2000（含2000）

EIP 入网带宽上限（上行带宽） 

EIP 的入网带宽是指流入 EIP 实例的带宽。

按流量计费、按固定带宽计费（包括按小时带宽和包月带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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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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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公网 IP 的 IP 地址类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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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 BGP IP：普通 BGP IP，用于平衡网络质量与成本。国内与国外的常规 BGP IP 之间的互相访问，暂不提

供 SLA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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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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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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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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开通 Anycast 公网加速 才能申请加

速 IP，如需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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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仅广州、上海、南京、济南、杭州、福州、北京、石家庄、武汉、长沙、成都、重庆地域支持静态单线 IP

线路类型，其他地域支持情况请以控制台页面为准，如需体验，请联系商务经理申请。

广州、上海、南京、北京、成都、重庆地域暂未开放申请，如需使用，请联系您的商务经理。

弹性公网 IP 是否支持 API 调用？

弹性公网 IP（EIP） 提供更加规范和全面 3.0 版本的 API 接口文档。统一了参数风格和公共错误码，确保

SDK/CLI 版本与 API 文档严格一致。通过 EIP 的 API，您可以执行创建、绑定、解绑、释放 EIP 等操作。详情

可参见 API 文档。

弹性公网 EIP 之间相互访问会产生费用吗？

是会产生公网流量费用的。若您在同账号，同地域下用内网访问，就不会产生流量费用。详情可参考 内网服务。

为什么无法申请 EIP？

原因可能是您当前申请的 EIP 已超过申请配额，配额限制具体如下：

资源 限制

每个腾讯云账户每个地域（Region）EIP 配额数 20个

每个腾讯云账户每个地域每天申购 EIP 次数 配额数 × 2次

解绑 EIP 时，每个账户每天可免费重新分配公网 IP 的次数 10次

如何保持公网 IP 地址不变？

当您需要保留账户中的某个特定公网 IP 时，可将其先转换为EIP，绑定云资源后即可使用该 IP 进行公网访问。只

要不进行释放操作，该EIP 便会一直保留在您的账户中。 

相关操作请参见 普通公网 IP 转 EIP。

说明：

EIP 配额默认不支持调整，可通过 NAT 网关、负载均衡 进行 IP 收敛。

如有特殊情况需调整，则需账号存在对应量级的云服务资源，且合理使用。

如要求的配额较高，超出的配额有可能收费。

如调整后存在频繁更换 IP、违反适用法律法规的情况，腾讯云有权收回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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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433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2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6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na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


弹性公网 IP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 共13页

能否更换公网 IP 地址？

您可以为云服务器更换公网 IP，具体操作请参见 更换实例公网 IP。

EIP 能否再转换为普通公网 IP？

EIP 无法再次转换为普通公网 IP。

公网 IP 地址能否找回？

您可以找回您使用过、且当前未分配给其它用户的 EIP/普通公网 IP 地址，具体请参见 找回公网 IP 地址。

弹性 IP 数量达到上限后能否申请增加配额？

由于弹性 IP 资源的有限性，每个账号每个地域三种类型的 IP 共享配额，数量为20个，EIP 默认不支持调整配额，

可通过 NAT 网关、负载均衡 进行 IP 收敛。

弹性公网 IP 如何调整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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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类型区分。调整 EIP 带宽请参见 调整带宽。

EIP 绑定后，对费用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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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绑定的云资源实例上收取公网网络费用，如在

CVM 上收取 公网网络费用。

标准账户

类型

按流量

EIP 仅收取 公网网络费用。
包月带宽

按小时带

宽

EIP 支持绑定哪些云资源？

说明：

如有特殊情况需调整，则需账号存在对应量级的云服务资源，且合理使用。

如要求的配额较高，超出的配额有可能收费，详情请咨询 在线支持。

如调整后存在频繁更换 IP、违反适用法律法规的情况，腾讯云有权收回配额。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66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8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na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92#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5#.E8.B0.83.E6.95.B4.E5.B8.A6.E5.AE.B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5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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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将 EIP 与 CVM 实例、NAT 网关、弹性网卡、高可用虚拟 IP 等云资源进行绑定，详细信息以各个产品的描

述为准。

为什么 EIP 无法绑定云服务器？

EIP 无法绑定云服务器，一般有以下原因：

该 EIP 已绑定别的云资源。

EIP 与绑定的云服务器不处于同一地域。

已超过云服务器绑定 EIP 的配额数，具体可参见 绑定云服务器限制。

为什么 EIP 无法绑定 NAT 网关？

EIP 无法绑定 NAT 网关，一般有以下原因：

EIP 与绑定的 NAT 网关不处于同一地域。

已超过 NAT 网关绑定 EIP 的最大数量（10个），限制信息可以参考 NAT 网关使用限制。

对于标准账户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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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EIP 支持同时绑定多个云资源吗？

不支持，一个EIP 仅支持绑定一个云资源。

为什么 EIP 网络不通？

EIP 可能出现网络不通的异常情况，一般有以下原因：

EIP 没有绑定云资源。具体绑定方法请参见 EIP 绑定云资源。

安全策略无效。查看是否有生效的安全策略（安全组或网络 ACL )。如果绑定的云资源实例有安全策略，如禁止

8080端口访问，那么 EIP 的8080端口也是无法访问的。

包年带宽 EIP 因到期导致网络不通。

按流量计费和按带宽使用时长 EIP ，因账户欠费已超2小时导致网络不通。

EIP 绑定云服务器后，为什么在云服务器的主网卡上看不到该 EIP？

用户通过EIP 访问外网时，可选 NAT 模式或 EIP 直通模式，当前默认 NAT 模式，EIP 在 NAT 模式下本地不可

见。您可通过 EIP 直通使 EIP 在本地可见，详情请参见 EIP 直通。

EIP 可以跨地域绑定吗？

EIP 不支持跨地域绑定，A 地域的 EIP 仅能绑定 A 地域的各类资源。

EIP 解绑后，对费用有什么影响？

将 EIP 解绑云资源 后，不同类型账户的费用说明如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8?!#.E7.BB.91.E5.AE.9A.E4.BA.91.E6.9C.8D.E5.8A.A1.E5.99.A8.E9.99.90.E5.88.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2/129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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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类型 计费模式 计费说明账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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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P 不收取 IP 资源费用，仅收取 公网网络费用。

按小时带宽

为什么解绑 EIP 时没有解绑后免费分配普通公网 IP选项？

仅传统账户类型在 EIP 解绑云服务器时有解绑后免费分配普通公网 IP选项。

EIP 释放后，对费用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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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P 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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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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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弹性公网 IP 在控制台不可见？

通常有三个可能原因：

1. 子账号没有被授予资源查看权限。

2. 客户已经主动释放了对应 EIP，可以在 云审计 页面进行查看。

3. EIP 被动释放，如欠费超过一定时长、到期等。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3137#3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loudaudit/aud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