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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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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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安全加速 SCDN 是腾讯云基于内容分发网络 CDN、全站加速网络 ECDN 产品推出的，具备全面防护能力

的安全产品。

计费总览

在通用计费模式方式下，SCDN 计费项目由以下部分构成：

计费项目 描述 是否必选 付费方式 计费规则

CDN/ECDN

服务费用

基础产品服务费用，通常由流量、带

宽、请求数等费用构成。
是

按

CDN/ECDN

实际应用的计费

模式进行计费。

按

CDN/ECDN

实际应用的计

费规则进行计

费。

安全加速套餐

安全加速保底套餐，区分基础版和标准

版，包含 20 个基础防护域名数量，基

础 Web 攻击防护额度，DDoS/CC 攻

击保底防护值等基础防护项目；BOT

防护套餐，包含基础 BOT 防护额度。

是

预付费包年包月

模式，支持自动

续订。

按月购买套

餐，最大可累

计购买36个

月。

弹性防护

当 DDoS/CC/BOT 攻击量超出安全防

护套餐保底防护值时，对超出的防护项

目进行额外按量付费。

按弹性项

实际峰值

后付费按日结

算。 前一天

00:00:00 -

23:59:59产生

的总消耗，会在

第二天18:00前

进行计算扣费。

阶梯到达模

式。

域名扩展包

当需要接入安全加速的域名数量超过套

餐支持数量时，域名扩展包可以扩展接

入域名上限。

否

预付费包年包月

模式，支持自动

续订。

按业务情况选

购，到期时间

与安全加速套

餐到期时间一

致。

购买指南

计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6 16:01:49

注意：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dn/pricing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ecdn/pricing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dn/pricing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ecdn/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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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ECDN 服务费用

在开通 SCDN 前，用户需要首先在 CDN/ECDN 接入域名，并开启相应服务地域的 CDN/ECDN 服务。CDN、

ECDN 服务费用按照各产品价格独立收取，您可根据自身业务形态，选择适合的计费模式。关于 CDN、ECDN

的计费详情，请参阅 CDN、ECDN “定价”：

腾讯云 CDN 定价

腾讯云 ECDN 定价

安全加速套餐

安全加速套餐计费采用预付费包年包月模式，套餐按月购买，最大可累计购买 36 个月，支持自动续订。SCDN 提

供了多个版本的防护套餐，您可根据业务与安全需求，选择适合您的安全加速套餐开通。

境内 SCDN 套餐

套餐名称 安全加速基础版 安全加速标准版

基础防护域名数量（个） 20 20

DDoS 攻击防护（Gbps） 10 20

CC 攻击防护（QPS） 60,000 60,000

Web 攻击防护（QPS） 2,500 5,000

弹性防护 不支持 支持

套餐价格（元/月） 3800 19680

腾讯云安全加速 SCDN（境内）套餐已开放 自助购买 。如您希望了解更多产品购买、使用相关信息，

请 联系我们 获得支持。

保证您的服务可用性为腾讯云安全加速 SCDN 的核心功能，在您的域名被 CC、DDoS 攻击时，仍然

会被记录访问请求；使用全站加速网络 ECDN 的域名，此过程产生的请求数将被计费。

说明：

1. 安全加速套餐当前仅支持中国境内。

2. 防护域名数量可通过增购 域名扩展包 增加。

3. 安全加速基础版不支持弹性防护；安全加速标准版支持 弹性防护 ，超出部分按日攻击防御峰值达到的阶

梯区间对应的单价，按日进行后付费收费。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dn/pricing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ecdn/pricing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cdn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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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 基础防护套餐

套餐名称 套餐内容

BOT 基础防护（QPS） 1000

套餐价格（元/月） 1000

弹性防护

购买了安全加速标准版套餐，DDoS/CC/BOT 超出套内防护额度时，将启用弹性防护。

DDoS/CC 弹性防护

安全加速提供最高 1Tbps（DDoS 攻击）、1500,000 QPS（CC 攻击）的防护能力，并按日攻击防御峰值达到

的阶梯区间对应的单价，按日进行后付费结算，阶梯价格如下所示：

DDoS 日峰值区间 CC 日峰值区间 定价（元/日）

20 Gbps - 30 Gbps（含） 60,000 QPS - 100,000 QPS（含） 1580

30 Gbps - 40 Gbps （含） 100,000 QPS - 130,000 QPS（含） 2780

40 Gbps - 50 Gbps（含） 130,000 QPS - 160,000 QPS（含） 3980

50 Gbps - 60 Gbps （含） 160,000 QPS - 200,000 QPS（含） 5180

60 Gbps - 70 Gbps（含） 200,000 QPS - 230,000 QPS（含） 8180

70 Gbps - 80 Gbps （含） 230,000 QPS - 260,000 QPS（含） 10180

80 Gbps - 100 Gbps（含） 260,000 QPS - 300,000 QPS（含） 11680

100 Gbps - 150 Gbps（含） 300,000 QPS - 450,000 QPS（含） 14680

150 Gbps - 200 Gbps（含） 450,000 QPS - 600,000 QPS（含） 16680

200 Gbps - 300 Gbps（含） 600,000 QPS - 800,000 QPS（含） 21680

说明：

1. BOT 基础防护套餐为非必选套餐。

2. 购买 BOT 基础防护套餐之前必须先购买 安全加速套餐。

3. 套餐购买时限不能超过 安全加速套餐 的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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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 日峰值区间 CC 日峰值区间 定价（元/日）

300 Gbps - 500 Gbps（含） 800,000 QPS - 1000,000 QPS（含） 24680

500 Gbps - 1000 Gbps（含） 1000000 QPS - 1500,000 QPS（含） 36680

BOT 弹性防护

BOT 弹性防护按阶梯区间价格后付费日结：

BOT 行为分析 定价（元/Qps/日）

0 ~ 10000 QPS 0.20

大于 10000 Qps 0.10

域名扩展包

安全加速套餐默认支持接入 20 个安全加速域名，您可以通过购买 域名扩展包 扩展安全加速域名数量上限。每个域

名扩展包包括 10 个安全加速域名数量。域名扩展包采用预付费包年包月模式，在安全加速套餐基础上增购，有效期

与套餐保持一致。

单个安全加速套餐下最大支持购买 50 个域名扩展包（即最多支持接入 520 个安全加速域名），最大可累计购买

36 个月，且自动续订设置与套餐保持一致。域名扩展包价格如下所示：

增值服务项 定价（元/个/月）

域名扩展包（10 个额外域名） 1000

注意：

1. 购买了安全加速标准版套餐，DDoS/CC 弹性防护默认开启。

2. 当 DDoS/CC 同时超出安全加速套餐防护额度且日峰值落入了不同区间，则以更高的区间价格为准。

3. WAF 暂不支持弹性防护，超出套餐 QPS 防护额度则不再进行防护。

注意：

1. 购买任一款安全加速套餐（基础版/标准版）均可开启 BOT 弹性防护，BOT 基础防护套餐 不是必选。

2. BOT 弹性防护不是默认开启，购买基础套餐后可自助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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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户计费方式说明

如果您的 CDN/ECDN 月消费金额大于 10 万元，或预期 SCDN 月消费金额超过 2 万元，腾讯云 SCDN 可以为

您定制更灵活的套餐组合。您可以拨打 4009100100 联系腾讯云商务洽谈接入。

退费说明

安全加速套餐与域名拓展包资源一经购买，不支持退款。

注意：

除在开通套餐时增购域名扩展包外，您也可在开通服务后，按业务实际情况增购或减订域名扩展包，减订域

名扩展包不支持退款。详情请查看 域名扩展包调整费用说明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26/4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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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安全加速支持套餐开通后，继续对域名扩展包数量进行调整（增购或减订）。

费用规则

增购域名扩展包

域名扩展包增购，费用计算遵循 “按天补差价” 规则。

应收费用 = 调整前后套餐整体按月差价 * 生命周期剩余天数 / (365 / 12) * 适用折扣

调整前后套餐整体按月差价 = [(套餐月单价 + 调整后域名包数量 * 域名包月单价) - (套餐月单价 + 调整前域

名包数量 * 域名包月单价)] = (调整后域名包数量 - 调整前域名包数量) * 域名包月单价

生命周期剩余天数 = 资源到期时间 - 当前时间；按自然天计算

适用折扣为现网生效的折扣。

计费示例

2016年12月31日，购买一年的安全加速基础版（境内静态）套餐，包年包月单价3800元/月。在开通套餐时

同时购买4个域名扩展包，每个域名扩展包单价1000元/月。于2017年5月1日，在4个域名扩展包基础上，再

增购2个域名扩展包。

调整前后套餐整体按月差价：2000元/月。

生命周期剩余天数：31 * 4 + 30 * 3 + 30 = 244天；其中，4表示7、8、10、12 四个月；3表示6、9、11

三个月；30表示5月的总天数减1（即31减1）。

应收费用：2000 * 244 /（365 / 12）= 16043.84 元。

减订域名扩展包

域名扩展包减订应用与增购使用相同的核算逻辑，但调整前后套餐整体按月差价为负数，在实际计算中，负值差价

取0加入计算。

计费示例

2016年12月31日，购买一年的安全加速基础版（境内静态）套餐，包年包月单价3800元/月；在开通套餐时

同时购买4个域名扩展包，每个域名扩展包单价1000元/月。于2017年5月1日，在4个域名扩展包基础上，减

订2个域名扩展包。

调整前后套餐整体按月差价：-2000元/月（由于为负值，取0）。

域名扩展包调整费用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05 10:36:21

注意：

减订域名扩展包，调整前后新套餐整体价格低于旧套餐，不会进行退款。因此，建议您在仅续费套餐前，按

当前实际业务需要，减订域名扩展包。



安全加速 S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 共10页

生命周期剩余天数：31 * 4 + 30 * 3 + 30 = 244天；其中，4表示7、8、10、12 四个月；3表示6、9、11

三个月；30表示5月的总天数减1（即31减1）。

应收费用：0 * 244 /（365 / 12）= 0 元，不收取费用，也不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