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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6 16:13:11

轻量应用服务器计费分为 基础套餐 、 套餐外超额流量 、 自定义镜像 、 云硬盘  及 备份点配额  五部分。

轻量应用服务器提供服务器套餐售卖模式，套餐包含了 CPU、内存、SSD 云硬盘、网络流量包等云服务器资源，并以优惠价格售卖。如若套餐包含的云服务器

资源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用户还可以通过购买超出流量等形式申请额外的云服务资源。

基础套餐目前仅支持包年包月模式售卖。包年包月是一种预付费模式，需提前一次性支付一个月或多个月甚至多年的费用。其中，包月时长计费周期为自然月，且

每个自然月重置一次计费周期。例如：

2021年5月1日0点购买轻量应用服务器，时长为1个月，则包月时长计费周期为 5月1日 00:00:00 - 5月31日 23:59:59。 

2022年2月28日0点购买轻量应用服务器，时长为2个月，则包月时长计费周期为 2月28日 00:00:00 - 4月30日 23:59:59。3月31日 00:00:00 将结束第一

个包月时长并开始计算下一个包月时长，4月30日 23:59:59 实例到期。

实例到期后将处于“待回收”状态，7天内用户可以通过续费恢复实例可用状态。 

若在实例处于“待回收”期间内不进行续费操作，则将释放实例，释放后实例中的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详情请参见 回收机制 。请关注实例状态，及时续费

或转移数据。

轻量应用服务器的套餐采用流量包模式，流量包仅统计实例的出流量。流量包将以实例购买时间起，每自然月进行一次重置，重置时间与实例计费周期重置时间一

致。若您的实例当月使用流量属于下列情况时：

基础套餐具体价格及时长折扣信息，请参见 基础套餐定价 。

当实际使用流量超出基础套餐的月流量包限额，轻量应用服务器将按流量计费（仅统计服务器的出流量），即按公网传输的数据总量（单位为GB）计费。

超出月流量包限额的部分将按照套餐外超额流量定价每小时结算费用。

当用户账号处于欠费状态，所有超出月流量包限额的实例在欠费2小时内正常推量扣费，在欠费2小时后进入停服状态，没有超出月流量包限额的实例不受影响。

如需恢复实例至可用状态，请将账户充值到余额大于0，或等待流量包按月重置后再进行使用。

套餐外超额流量具体价格信息，请参见 套餐外超额流量定价 。

按地域内超出免费配额的自定义镜像个数进行统计，按小时进行结算（删除自定义镜像时，使用时长中不足一小时的部分将按一小时结算）。

基础套餐

计费模式

欠费停服

流量包

未超出当月流量包限制：当月剩余流量不予退还。

超出当月流量包限制：超出部分的流量将按照使用量进行计费，流量定价请参见  套餐外超额流量 。

基础套餐定价

套餐外超额流量

计费模式

欠费停服

套餐外超额流量定价

自定义镜像计费

计费模式

注意

每个地域提供5个免费自定义镜像配额。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4581#.E5.9B.9E.E6.94.B6.E6.9C.BA.E5.88.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73452#basisPriceDetai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73452#OverRatedPrice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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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免费配额的每个自定义镜像计费单价为0.01元/小时。

当您的账号处于欠费状态时：

您可前往轻量应用服务器控制台，创建自定义镜像。详情请参见 管理自定义镜像 。

云硬盘目前仅支持包年包月模式售卖。包年包月是一种预付费模式，需提前一次性支付一个月或多个月甚至多年的费用。

云硬盘定价及时长折扣信息，请参见 云硬盘定价 。

云硬盘到期后将处于“待回收”状态，7天内用户可以通过续费恢复云硬盘可用状态。 

若在云硬盘处于“待回收”期间内不进行续费操作，则将释放云硬盘，释放后云硬盘中的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请关注云硬盘状态，及时续费或转移数据。

云硬盘支持五天无理由自助退还及普通自助退还，详情请参见 退费说明 。

您可前往轻量应用服务器控制台，进行云硬盘创建、挂载及销毁等操作。详情请参见 管理云硬盘 。

备份点配额的计费仅与云硬盘大小有关，与其他因素均无关系。其计费模式与云硬盘计费模式相同，为包年包月模式。

备份点配额定价信息请参见 备份点配额定价 。

备份点配额跟随云硬盘生命周期，支持在退还云硬盘时一同退还。退还费用将通过计算生命周期内剩余时间的价值与新购新配置价值的差价进行退费。具体情况以

实际情况为准，您可以在结算页面查看。

您可前往轻量应用服务器控制台，进行调整备份点配额、创建、回滚及删除备份点等操作。详情请参见 管理备份点 。

定价信息

欠费说明

自定义镜像功能将被停止，无法制作新的自定义镜像。

账号下已有的自定义镜像（包含免费配额内的镜像）都将被隔离进入“待回收”状态，无法使用，占用超出免费额度的镜像将会持续计费，直到镜像被删除。

若自定义镜像进入“待回收”状态后7天内（包括第7天），账号余额未充正，则自定义镜像将会自动删除。

相关操作

云硬盘计费

计费模式

定价信息

欠费说明

退费说明

相关操作

备份点配额

计费模式

定价信息

退费说明

相关操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530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73452#cbsDetai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45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639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73452#backupQuotaDetai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7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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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9 16:42:33

本文提供轻量应用服务器涉及计费部分（基础套餐、套餐外超额流量、自定义镜像、云硬盘及备份点配额）的详细的定价信息。若您需了解每部分的计费模式、欠

费、退费等相关介绍，请参见 计费概述 。

中国内地地域根据套餐配置的不同，分为入门型、通用型及存储型三种类型，请根据您的业务情况进行选择。创建实例时，一次性购买半年及以上将享受优惠价

格。

基础套餐定价

说明：

Linux 实例套餐：实例使用的镜像为 Linux 类型的系统镜像或者基于 Linux 系统的应用镜像。

Windows 实例套餐：实例使用的镜像为 Windows Server 系统镜像或者使用 Windows Server 作为操作系统的应用镜像（如 ASP.NET、宝

塔 Windows 面板）。

您的实例目前使用的套餐若未在表格中列出，则表明该套餐已下线。已下线套餐已不再售卖，仍可按照套餐原价进行续费。建议您对使用已下线套餐

的实例进行套餐升级。详情请参见 升级实例套餐 。

中国内地地域

套餐类型 CPU（核） 内存（GB） 系统盘-SSD（GB） 带宽（Mbps） 每月流量包（GB） 价格（元/月）

入门型

2 2 40 3 200 45

2 2 50 4 300 50

2 4 60 5 500 70

2 4 70 6 600 75

2 8 80 7 800 100

2 8 100 8 1000 115

通用型

2 2 60 4 300 55

2 2 70 5 500 65

2 4 90 6 800 85

2 4 100 7 1000 100

2 8 120 8 1200 130

2 8 150 10 1500 150

4 8 180 12 2000 245

4 16 220 14 2500 330

8 16 270 18 3500 525

8 32 320 22 4500 700

16 32 380 28 6000 1100

16 64 450 35 8000 1450

存储型

2 4 350 4 300 105

2 8 500 5 500 150

4 8 1000 8 1000 3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43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5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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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地域根据套餐配置的不同，分为入门型和通用型两种类型，请根据您的业务情况进行选择。创建实例时，一次性购买半年及以上将享受优惠价格。

中国香港地区提供多种不同的通用型实例套餐配置，请根据您的业务情况进行选择。创建实例时，一次性购买半年及以上将享受优惠价格。

中国内地地域时长折扣

新购/续费时长 1 - 5个月 6 - 11个月 12个月及以上

享受折扣 无 88折 85折

说明：

新购及续费实例均可享受时长折扣。

海外地域

Linux 实例套餐 Windows 实例套餐

套餐类型 CPU（核） 内存（GB） 系统盘-SSD（GB）
峰值带宽

（Mbps）
每月流量包（GB） 价格（元/月）

入门型

2 2 40 20 512 30

2 2 50 30 1024 33

2 4 60 30 1536 42

2 4 70 30 2048 54

2 8 80 30 2560 72

2 8 100 30 3072 90

通用型

2 2 60 30 1024 35

2 2 70 30 2048 48

2 4 90 30 2560 60

2 4 100 30 3072 72

2 8 120 30 3584 105

2 8 150 30 4096 133

4 8 180 35 5120 260

4 16 220 40 6144 385

8 16 300 45 7168 560

8 32 380 50 8192 750

16 32 450 55 9216 1120

16 64 540 60 10240 1480

中国香港地区

Linux 实例套餐 Windows 实例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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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域提供5个免费自定义镜像配额，超出免费配额的每个自定义镜像计费单价为0.01元/小时。

套餐类型 CPU（核） 内存（GB） 系统盘-SSD（GB）
峰值带宽

（Mbps）
每月流量包（GB） 价格（元/月）

通用型

4 8 180 30 5120 335

4 16 220 35 6144 450

8 16 300 40 7168 680

8 32 380 45 8192 860

16 32 450 50 9216 1360

16 64 540 55 10240 1680

中国香港地区和海外地域时长折扣

新购/续费时长 1 - 5个月 6 - 11个月 12个月及以上

享受折扣 无 88折 85折

说明：

其中仅2核8GB（含）以上的通用型实例套餐可享受时长折扣（折扣后的价格可在 购买页  或续费页面查看）。

套餐外超额流量定价

地域 价格（元/GB）

中国内地、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首尔、雅加达 0.8

中国香港 1.0

孟买 0.58

硅谷、多伦多 0.5

自定义镜像定价

云硬盘定价

定价信息

中国内地地域 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国家地域

高性能云硬盘 SSD 云硬盘

0.35元/GB/月 1元/GB/月

时长折扣

https://buy.cloud.tencent.com/lighthouse?buy_from=lh-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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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购及续费云硬盘均可享受时长折扣，时长对应折扣如下：

新购/续费时长 1 - 5月 6 -11月 1年 2年 3年

享受折扣 无 88折 83折 7折 5折

备份点配额定价

中国内地地域 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国家地域

0.1元/GB/月 0.11元/GB/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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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43:32

1. 登录 轻量应用服务器购买页 ，根据页面提示配置以下信息： 

通过控制台购买

https://buy.cloud.tencent.com/lighthouse?buy_from=lh-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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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立即购买。

3. 核对配置信息后，单击提交订单，并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支付。可用代金券使用说明请参见 代金券使用说明 。 

完成支付后，即可进入 轻量应用服务器控制台  查收您的轻量应用服务器实例，实例通常需要1 - 3分钟完成创建。

 轻量应用服务器支持使用满足以下条件的腾讯云全产品代金券：

镜像：目前提供应用模板、从零开始、容器镜像、自定义镜像（个人镜像或共享镜像）。

说明

应用模板即应用镜像。

从零开始即系统镜像。

 查看镜像说明详情请参见 基本概念 。

地域：建议选择与您的客户最近的地域，可降低访问时延、提高访问速度。

可用区：默认勾选“随机分配”，也可自行选择可用区。

注意

推荐您选择“随机分配”可用区，同一地域不同可用区间的实例可通过内网互访。同地域下不同可用区间可实现故障隔离，若您的应用对于容

灾能力有极高的要求，则可将不同实例部署在同一地域下的不同可用区内。但需注意不同实例跨可用区通信的时延较同一可用区会有一定增

加。

实例创建成功后，不支持更换可用区。

实例套餐：产品组合售卖方式，不同套餐包含不同规格 CPU、内存、SSD 云硬盘、带宽或峰值带宽、流量包的组合。详情请参见 基础套餐 。

实例名称：自定义实例名称，若不填则默认使用所选镜像名称。批量创建实例时，连续命名后缀数字自动升序。例如，填入名称为 LH，数量选择3，则创

建的3个实例名称为 LH1、LH2、LH3。

登录方式：当您选择 Windows 镜像时，可通过该项设置实例的登录密码：

设置密码： 自定义设置实例的登录密码。

自动生成密码：自动生成的密码将会以 站内信  方式发送。

购买时长：表示轻量应用服务器的使用时长。

说明

您可勾选“账户余额足够时，设备到期后按月自动续费”，开启实例自动续费功能。当实例创建成功后，可参考 自动续费  修改已有的自动续费设

置。

购买数量：表示需购买轻量应用服务器的数量。

代金券使用说明

领取时间在2020年12月10日后。

已满足该券的使用范围（包括适用产品和排除产品）要求。您的账户所具备的代金券是否可用于轻量应用服务器，请以订单结算页面实际情况为准。

 腾讯云代金券使用限制请参见 代金券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ghthou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792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4368#basi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7835#.E8.87.AA.E5.8A.A8.E7.BB.AD.E8.B4.B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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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与停服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4:33:34

轻量应用服务器的实例套餐是预付费计费模式。一般情况下，账号欠费不会影响实例使用，但是如果您的账号和实例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对应实例将会进入欠费停

服状态，将会在 轻量应用服务器控制台  中，展示为待回收状态。

处于待回收状态的实例将处于不可用状态。不可用状态包括实例管理不可用和实例访问不可用。

 欠费停服

条件一：账号处于欠费状态。

条件二：实例是流量包套餐，且当月流量使用额度已超过套餐内流量包指定额度。

欠费影响

实例影响

自定义镜像影响

当账号处于欠费状态时，自定义镜像功能将被停止，无法制作新的自定义镜像。

账号下已有的自定义镜像（包含免费配额内的镜像）都将进入“待回收”状态。若自定义镜像进入“待回收”状态后7天内（包括第7天），账号未进行充值，

则自定义镜像将会自动释放。

恢复方法

账号从欠费状态恢复：通过充值等手段使账号脱离欠费状态后，所有因月流量使用超额导致处于待回收状态的实例将自动恢复。

实例从流量使用超额状态恢复：购买多个月的实例每月在 流量包  重置后，该实例将从“待回收”状态恢复至可用状态。若该实例再次进入流量使用超额状

态，将仍会进入待回收状态。

预警说明

预警类型 说明

到期预警
云资源会在到期前第7天内，将向用户推送到期预警消息。预警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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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资源到期当天及以后，将向用户推送欠费停服预警消息。预警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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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机制

云服务资源到期前7天内，系统会给您发送续费提醒通知。

账户余额充足的情况下，若您已设置自动续费，实例在到期当日会执行自动续费。

若您的轻量应用服务器在到期前（包括到期当天）未进行续费，系统将在到期后约48小时内对其作停服处理（实例断网关机，仅保留数据），停服后实例将进

入待回收状态。

自停服开始的7日内，您仍可以对实例进行续费。

注意

被续费找回的轻量应用服务器实例续费周期的起始时间为最近一次被停服的时间。

若您的轻量应用服务器在进入待回收状态后7天内（包括第7天）未进行续费，系统将在实例进入待回收状态7天后约24小时内对实例进行释放，释放后实例中

的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lighthouse/instance/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4368#.E6.B5.81.E9.87.8F.E5.8C.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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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4:44:04

轻量应用服务器产品遵守腾讯云 云服务退货说明 ，对于每个腾讯云实名认证主体（同一主体可注册多个账号，详情参见 账号归属介绍 ），我们支持五天内无理由

全额退还，具体规则如下：

每个主体下：

不满足五天无理由退货退款规则的退货订单，退款策略如下：

单个账号下：

注意

五天无理由自助退还仅支持每个主体及每个实例套餐类型（含支持的所有售卖地域）下的首次退还操作。

若购买实例时享有折扣或代金券，折扣和代金券不予以退还。

退还金额将全部退还到腾讯云账号余额。

五天内无理由全额退还

轻量应用服务器每个套餐类型支持1台实例自新购订单发货成功之日起五天内（含五天）可享受一次无理由全额退款机会。该套餐类型下的 所有套餐 以及支持

的所有售卖地域共享这1台五天无理由全额退款的机会。

说明：

中国内地地域、中国香港地区和海外地域更新前的实例套餐类型，仍然享受：

每个实名认证主体下，每个轻量应用服务器套餐支持1台实例五天无理由全额退还。

套餐更新以公告为准： 中国内地地域套餐更新公告 、 中国香港地区与海外地域套餐更新公告 。

支持1块云硬盘（作为数据盘）自新购之日起五天内（含五天）无理由退还。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符合五天无理由退还场景的订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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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退款规则请参见 五天内无理由全额退款 。

普通自助退还

轻量应用服务器每个套餐类型，每年支持200台实例普通自助退还。该套餐类型下的 所有套餐 以及支持的所有售卖地域共享这200台普通自助退还的机会。

说明：

中国内地地域、中国香港地区和海外地域更新前的实例套餐类型，仍然享受：

单个账号下，每个轻量应用服务器套餐支持每年30台实例普通自助退还。

套餐更新以公告为准： 中国内地地域套餐更新公告 、 中国香港地区与海外地域套餐更新公告 。

每年支持199块云硬盘（作为数据盘）通过控制台自助退还。

退还时将扣除您已使用的费用，并按购买时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支付比例退还至您的腾讯云账户。

 退还金额计算规则为：退还金额 = 支付金额 -（已使用时长/总时长）× 订单原价。

说明

已使用时长精度到天，不满一天按一天计算。

自助退还示例

注意

以下价格均做示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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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实际单价为准。

轻量应用服务器实例 云硬盘（数据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734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880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892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40#.E4.BA.94.E5.A4.A9.E5.86.85.E6.97.A0.E7.90.86.E7.94.B1.E5.85.A8.E9.A2.9D.E9.80.80.E6.AC.B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734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880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8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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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地域 系统镜像 CentOS7.6，实例套餐为：通用型 2核CPU、8GB内存、90GB SSD 系统盘、30Mbps峰值带宽、3584GB每月流量，购买1

年，享85折。 

原订单金额为：100元 × 12个月 = 1200元 

实际支付金额为：100元 × 12个月 × 0.85 = 1020元

购买五天内发现不满意，想要退还，且为该主体及该实例套餐首次退还。

退费金额为：真实支付价1020元

已使用时长30天由于业务变动，想要退还，且本年度该账户下该实例套餐未超过30台普通自助退还配额。 

退费金额为：1020元 - （已使用30天/365天）× 1200元 = 921.37元

如果您符合自助退还的规则，请参见以下文档进行操作：

示例背景

五天无理由退还示例

普通自助退还示例

说明

1020元为订单实际支付金额，1200元为订单原价。

退还操作

参见 销毁实例 ，手动销毁轻量应用服务器。

参见 销毁云硬盘 ，手动销毁作为数据盘的云硬盘。

说明

服务器及云硬盘销毁后将自动进入退款流程。一般情况下，轻量应用服务器及云硬盘退还后，费用会在半小时内退还到您的腾讯云账号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46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6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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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实例套餐费用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7 14:27:22

腾讯云轻量应用服务器实例支持快速、方便地调整套餐配置。当您的业务负载需拓展，需提升实例的配置时，可通过控制台直接升级实例套餐。实例套餐成功升级

后，将立即按照新的套餐配置运行。

当您升级实例套餐后，流量包遵循以下规则：

根据以上套餐升级背景，费用计算信息如下：

说明

升级实例套餐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请参见 升级实例套餐 。

费用规则

实例升级费用根据新旧套餐的价差以及剩余的套餐时长计算。规则如下：

升级费用 =（目标套餐按月价格 × 套餐剩余月数 × 适用折扣）- （原套餐按月价格 × 套餐剩余月数 × 适用折扣）

套餐剩余月数根据剩余天数折算。规则如下：

套餐剩余天数 = 资源到期日期 - 当前日期

套餐剩余月数 = 套餐剩余天数 / (365/12)

适用折扣：根据实例所在地域、套餐剩余月数及套餐所匹配的官网适用折扣，详情请参见 基础套餐定价  中不同地域下的时长折扣。

升级不影响资源到期时间。

升级可以使用代金券和平台赠送余额（赠送金）抵扣费用。

说明

 通过运营活动购买的机器，升级套餐的费用规则与实例套餐升级规则一致，即：升级费用 =（目标套餐按月价格 × 套餐剩余月数 × 适用折扣）- 

（原套餐按月价格 × 套餐剩余月数 × 适用折扣）。

流量包说明

实例当前已使用流量不变化，月流量包限额将调整为升级后套餐的流量包限额。

例如，原套餐流量包为200GB，本月已使用100GB。升级后，新套餐流量包为500GB，则本月还可使用400GB公网流量。

若实例从固定带宽升级至流量包套餐，则升级成功后，实例将获取完整的流量包限额，并立即开始计算使用流量。

计费示例

说明

 以下价格仅作示例用，非官网实际价格，套餐单价请参考 基础套餐定价 。

背景 2021年12月31日，在中国香港购买如下套餐轻量应用服务器，时长1年 2022年5月1日，升级该套餐为如下配置

配置

价格：32元/月

CPU：2核

内存：2GB

SSD 系统盘：30GB

峰值带宽：30Mbps

每月流量包：1024GB

价格：133元/月

CPU：2核

内存：8GB

SSD 系统盘：100GB

峰值带宽：30Mbps

每月流量包：4096GB

套餐剩余天数 = 31 × 4 + 30 × 3 + 30 = 244天 

 其中，4：7、8、10、12 四个月，3：6、9、11 三个月；最后的30为5月的31日减去1日。 

套餐剩余月数 = 244 / (365/12) 

适用折扣：

目标套餐按照官网生效折扣，包月时长为6 - 11个月可享受88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517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4368#basisPri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4368#basis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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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套餐无可享受折扣。

升级费用 = （133 × 244 / (365/12) × 0.88） - （32 × 244 / (365/12) × 1） = 682.18元

调整备份点配额费用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7 09: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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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新购云硬盘时加购备份点配额，或调整已有云硬盘的备份点配额。本文介绍针对已有云硬盘的备份点配额提升、退还时的费用说明。

某用户于2022年05月01日，在中国内地地域下购买了一块时长为1个月的100GB 包年包月 SSD 云硬盘，且未设置数据备份点配额。在2022年05月05

日调整数据备份点配额至1。则升配费用计算如下：

按月升配差价 = 110 - 100 = 10元/月 

升配天数 = 27天 

最终总升配费用 = 10 ×（27 /（365/12））× 1 = 8.88元

说明

备份点配额介绍及控制台相关操作，请参见 管理备份点 。

费用规则

提升备份点配额 退还备份点配额

提升备份点配额按照生命周期的剩余时间补齐新配置与旧配置的差价。具体情况以实际情况为准，您可以在付款页面查看。

具体费用规则：

 遵循按天补差价，升配费用 = 按月升配差价 × 升配月数。

按月升配差价：新老配置原价按月的单价。

升配月数：升配的费用按天折算到月

升配天数 = 资源到期时间 - 当前时间

升配月数 = 升配天数 /（365/12）

计费示例

提升备份点配额 退还备份点配额

说明

以下价格仅作示例用，非官网实际价格，备份点配额价格请参考 备份点配额定价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762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73452#backupQuotaDet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