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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高 IO 型 IT5 实例
发布内测

提供低延迟、超高的 IOPS。
2020-
05-18

实例规格

2020年0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南京一区、南京二
区盛大开服

华东地域全新金融级数据中心盛大开服，全面满足
企业在金融、科技、游戏、AI 等方向在线服务的需
求，助力区域和企业发展。

2020-
02-19

地域和可用区

2020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存量实例支持加
入/更换置放群组
功能

云服务器上线加入/更换置放群组功能。
2020-
01-19

管理实例的置放群
组

2019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全新一代 AMD 云服务
器（标准型 SA2）限量
内测

性能对比：性能更强，提升30%。
价格对比：价格更低，下调30%。

实例规格

IPv6 功能 云服务器上线 IPv6 功能。 配置 IPv6 地址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0-06-17 12:00: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11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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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主机名 hostname 可批
量指定模式串命名

在创建多台实例过程中，如果您希望实例名称/主机名
称具有一定的规则性，我们提供批量创建实例后缀数
字自动升序功能以及指定模式串功能，您可以通过购
买页和云 API 两种方式实现。

批量连续命名或指定模
式串命名

2019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新版价格计算器及定价
中心

中国站新版价格计算器及定价中心。 -

2019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全新一代云服务器（标
准型 S5）现已开放内测

软硬件深度优化，性能大幅提升。
虚拟化深度优化，业界领先稳定性，虚机性能媲美
物理机。

实例规格

云服务器接入可订阅站
内信/邮件/短信

接入可订阅站内信/邮件/短信，当存在多账号操作
时，可清晰判断哪一条收到的信息与自己的操作有
关。

消息订阅

按量计费实例可进入回
收站

针对按量计费实例用户可以通过用户自主选择，进入
回收站，并在指定时间内恢复实例。

回收实例

2018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加强密码安全性及强度
提醒

云服务器购买页及控制台增加以下功能：
加强密码设置条件：密码位放开至30位且至少包含
三类字符。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43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6/305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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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密码强度建议：针对满足基本要求的密码进行
强度检测，不符合强度要求的密码给出强度建议。

账号余额为负提醒 云服务器购买页及控制台增加账号余额为负提醒。 -

2018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竞价实例公测申请中
竞价实例是一种云服务器的新运作模式，针对中断容
忍型业务提供极高的性价比，最高成本节约90%。

竞价实例

按量计费实例关机不收
费正式发布

按量计费实例关机不收费于11月26日全量上线，适用
于非实时在线的应用场景，最大化帮您节省开支。同
步上线中国站和国际站。 
实例关机不收费是指符合条件的按量计费实例通过关
机操作使实例进入已关机状态后，不再收取实例
（CPU 和内存）费用；云盘（系统盘和数据盘）、公
网带宽和镜像等组件计费不变。

按量计费实例关机不收
费

包年包月实例退费规则
更新

1. CVM 销毁包年包月实例退费形式，从退还赠送金
修改为按现金和赠送金按支付比例原路退还到腾讯
云账户。

2. 支持购买时长超过5天的包年包月实例退还。

退还包年包月实例退费
说明

2018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快速购买相同配置云服
务器

通过云服务器控制台快速复购相同配置的云服务器，
简化复购需求。

-

置放群组助力业务高可
用

置放群组是实例在底层硬件上分布放置的策略，您在
置放群组中创建的实例在启动时就具备容灾性和高可
用性。腾讯云云服务器提供实例置放策略，可在创建
时将实例以某种策略强制打散，以降低底层硬件/软件
故障给云服务器上业务带来的影响。您可以使用置放
群组将业务涉及到的 CVM 实例分散部署在不同的物
理服务器上，以此保证业务的高可用性和底层容灾能
力。

分散置放群组

重装系统接入敏感操作 为了防止误操作带来的损失，重装系统已支持敏感操 操作保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78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99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9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70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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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作保护功能。在进行敏感操作前，需要输入一种能证
明身份的凭证，身份验证通过后方可进行重装系统操
作。

2018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支持 VPC 切换

支持单台及批量云服务器的基础网络切换私有网
络。
支持单台及批量云服务器的私有网络 A 切换私有网
络 B。

切换私有网络服务

2018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公有镜像调整
正式下线 Debian 7。
正式下线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标准版64位
（中/英文版本）。

-

包年包月实例降配退费 支持包年包月实例降配退费。 包月实例配置降级

支持包年包月实例自动
续费

支持单台及批量操作包年包月实例开启或关闭自动
续费功能。
可同时设置云服务器所挂载云硬盘的自动续费属
性。
取消续费过程中设置“自动续费”的功能。

续费实例

东京一区盛大开服

腾讯云日本地域全新金融级数据中心盛大开服，全面
满足当地及出海企业在金融、科技、游戏等方向在线
服务的需求，汇聚地区优质数据中心和网络资源，助
力企业开拓日本市场。

地域和可用区

2018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上海四区盛大开服 华东地域全新金融级数据中心盛大开服，全面满足企 地域和可用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02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5569#.E5.8C.85.E6.9C.88.E5.AE.9E.E4.BE.8B.E9.85.8D.E7.BD.AE.E9.99.8D.E7.BA.A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1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 共15页

业在金融、科技、游戏、AI 等方向在线服务的需求，
助力区域和企业发展。

北京四区盛大开服
华北地域全新金融级数据中心盛大开服，全面满足企
业在金融、科技、游戏、AI 等方向在线服务的需求，
助力区域和企业发展。

支持在线制作镜像
2018年7月后基于公共镜像创建的云盘子机支持在线
制作镜像。

创建自定义镜像

2018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导入镜像地域 导入镜像支持新地域。 -

云服务器控制台筛选 支持 CVM 控制台实例列表页面表头筛选。 搜索实例

莫斯科一区盛大开服
是满足俄罗斯本地监管的国际云厂商，为用户提供监
管合规的云计算环境。优质网络资源覆盖俄罗斯全
境，含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

地域和可用区

全国首发 AMD CPU 云
服务器，打造最具性价
比实例类型

国内首发采用 AMD EPYC™ 处理器的云服务器， 标
准型 SA1，提供多种规格，具有超高性价比，确保您
的工作负载获得业界领先的性价比。

实例规格

2018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指定批量内网 IP 支持通过 API 创建实例时，指定批量内网 IP。

创建实例
实例名称支持模式串 API 支持按规则生成实例名称。

支持设置实例
hostname

支持通过购买页和 API创建 实例时，设置并指定
hostname。

标签
CVM 支持购买时设置标签，通过控制台列表页按标
签查询及设置标签。

使用标签管理实例

CVM 控制台搜索体验优
化

支持主机状态筛选，支持创建中、运行中、已关
机、待回收等实例状态筛选，支持单选及多选。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55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57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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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表头筛选 ，协同搜索框优化搜索体验。支持状
态、可用区、主机类型、主机计费模式、所属项目
5个字段的表头筛选。

云服务器敏感操作接入
操作保护

云服务器已支持敏感操作保护功能，在您进行敏感操
作前，需要输入一种能证明身份的凭证，身份验证通
过后方可进行相关操作。可通过开启 MFA 验证和开
启手机验证码实现操作保护。 云服务器的敏感操作保
护能有效保障账号资源安全，目前支持：关机、重
启、重置密码、销毁等。

敏感操作保护

包年包月实例发货失败
退款

包年包月实例支持订单全部发货失败自动退款，提升
客户购买体验。

-

2018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泰国曼谷一区盛大开服

东南亚地域全新金融级数据中心盛大开服，全面满足
本地及出海企业在金融、科技、游戏等方向在线服务
的需求，汇聚地区优质数据中心和网络资源，为一带
一路信息出海保驾护航。

实例规格
弗吉尼亚、硅谷新区盛
大开服

美国东、西部双格局形成，提供全美东西海岸两地三
中心布局，全面满足本地及出海企业在金融、科技、
游戏、AI 等方向的数据中心需求，助力企业开拓北美
市场。

重庆大区盛大开服

西南地域全新金融级数据中心盛大开服，全面满足企
业在金融、科技、游戏、AI 等方向的云计算需求，推
动本地智能化产业升级，为智慧重庆建设和区域发展
赋能。

2018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印度孟买一区盛大开服
南亚区域金融级大型数据中心， 提供计算、存储、网
络、安全等优质服务，助力企业掘金南亚 ，用云计算
激发古文明的新活力。

实例规格

中国香港二区盛大开服 打造中国香港金融级双可用区格局，助力云上粤港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70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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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建设。

2018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按量计费支持定时销毁
按量付费类型实例支持设置定时销毁，销毁时间精确
到秒，最大化降低您的购买成本。

销毁/退还实例

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
为了更加方便您使用云服务器，我们开放云服务器按
量付费实例转换成包年包月实例，您可以在 CVM 控
制台及云 API 进行转换操作。

按量计费实例转包年包
月

控制台实例表显示回收
站实例

实例列表展示所有数据包括正常状态实例和回收站
实例。
回收站实例显示该地域实例列表的最末端。
实例列表页面显示回收站实例提示，可单击查看回
收站实例列表。
目前只支持包年包月实例进入回收站。

-

云服务器跨地域搜索

云服务器跨地域搜索上线：
1. 云服务器支持通过实例 ID、IP 和名称跨地域精确/

模糊搜索实例。
2. 支持搜索实例相关的镜像和弹性公网 IP。

跨地域搜索

2017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全系列降价，
最高降幅达40%

云服务器全系列降价，最高降幅达40%，品质服务保
证，降低上云门槛。

-

CVM 首购活动
云服务器新购特惠五折上云，购买云服务器1核1G3年
时长，低至265元/年。

-

2017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大数据型 D1 实例发布 为大数据场景定制 解决大数据时代下海量业务数据云 实例规格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7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86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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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计算和存储难题。

支持子机内网带宽限速

发布云服务器内网带宽 Qos 策略。根据 CVM 的机
型/规格为子机分配相应的内网带宽，避免虚拟机内网
过高造成同一宿主机网络争抢，自动触发控制，避免
用户对网络资源抢占的感知。

GPU 渲染型 GA2 实例
发布内测

计算性能强大、弹性按需扩展的 GPU 实例提供给用
户高性能渲染及计算的最优选。

云服务器包年包月实例
支持自助退还

支持五天内自助退货退款。您可享受1台 CVM 实例五
天无理由退还，您支付的有效金额将原路返还。除此
之外，在您新购五天之内，您还可享受普通自助退
还，扣除您已使用的费用，以通用代金券的方式返还
到您的账户。以上均可在云服务器控制台自助操作。

退还包年包月实例退费
说明

随云服务器一起购买的
云硬盘类型数据盘支持
卸载

随云服务器 CVM 购买的任意云硬盘类型（CBS）数
据盘支持卸载，并重新挂载至当前主机或其他主机，
助力用户更加弹性地使用云硬盘服务。

云硬盘

2017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韩国首尔一区盛大开服 汇集多年境外运营经验，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实例规格

2017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德国法兰克福新区上线 新区新大陆，腾讯云高规格数据中心登陆欧洲版块。 地域和可用区

云服务器接入访问管理
CAM

访问管理用于帮助客户安全地管理腾讯云账户的访问
权限，资源管理和使用权限。通过 CAM，您可以创
建、管理和销毁用户（组），并通过身份管理和策略
管理控制哪些人可以使用云服务器。

访问管理概述

第三代云服务器

第三代服务器承载更多在线计算、大型数据处理能
力，为计算密集型应用提供弹性、高效、低延迟的计
算密集型云服务。新硬件加速，开启全行业计算提
速。

实例规格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9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3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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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FPGA 云服务器正式上
线

FPGA 云服务器是基于现场可编程阵列的计算服务，
云中运行可自定义 FPGA。

实例规格

25G网卡云服务器震撼
发布

国内首发25G网卡服务器，数据中心网卡重大变革。
内网网卡由10Gbps带宽扩大到25Gbps，最高扩大2.5
倍；包转发率提升超100%；时延降低约30%。

-

成都一区盛大开服

西南地区全国首发，助力服务2亿区域用户。国际
Tier3+ 高标准机房；全万兆终端，海量 BGP 出口带
宽；与即将上线的成都二区同城容灾；海量产品能力
一应俱全，最新云产品助力业务发展。

地域和可用区

2017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上海金融二区上线

上海金融提供同城双中心能力；一行三会金融监管合
规机房，协助您顺利通过合规验收；支持金融级两地
三中心容灾备份架构，数据自动同步，业务无忧；独
立金融行业专用机房，软硬件配置全面升级；高规格
安全防护，30多种安全机制，秒级抵御网络攻击。

地域和可用区

2017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购买页快速配
置页面发布

为了简化云服务器购买流程，降低用户在选购过程中
参数过多带来的困扰，云服务器购买页快速配置页面
发布上线。

-

2017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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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数据中心重磅开服 全球化布局，助力企业出海；高规格数据中心，覆盖
美西区域；直扎美国硅谷最大的网络枢纽，提供硅谷
地区最优质的数据中心及网络体验；全球专线互联，
为游戏/互联网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地域和可用区

云服务器支持灵活降配
支持用户维度不限次数降配，支持实例维度降配，满
足用户更加灵活操作的需求。

-

2017年0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北京二区盛大开服

万兆光纤极速体验，乐享全新二代机型；同城互联，
内网互通，与北京一区业务互通；全万兆终端，近
400G BGP 出口带宽；支持全新二代机型，高性能高
性价比；兼容存量产品能力。

地域和可用区

2016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深圳金融双中心正式上
线

金融级两地三中心，同城双中心；超过业界 Tier4 标
准，支持金融级两地三中心容灾备份架构；一行三会
金融监管合规机房，协助您顺利通过合规验收；独立
金融行业专用机房，支持客户独享围笼内全部资源；
高规格安全防护，30多种安全机制，秒级抵御网络攻
击。

地域和可用区

2016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东南亚地区）新加坡
上线

万兆光纤极速体验，无需备案安心出海；全球化数据
中心，网络覆盖东南亚地区；全新配置升级，万兆终
端互联。

地域和可用区

2016年06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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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按量计费价格
调整

阶梯降价，使用时长越长越省钱；使用96小时降价
50%，使用360小时再降16%；服务器配置价格下
调，最高降25%。

价格总览

第二代云服务器震撼发
布

二代服务器性能全面提升。采用 Intel 全新至强处理
器 E5 V4，性能提升40%；全新 DDR4，内存读写性
能大幅提升；搭载 SSD 云盘，IOPS 高达24000＋；
增强型联网，包转发能力翻倍破30万；机型丰富，满
足更多的业务需求。

-

2016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广州三区新机房上线

可用区是同一地域下，电力和网络互相独立的物理区
域（一般是一个物理机房），目标是能够保证可用区
间故障相互隔离（大型灾害或大型电力故障除外），
不出现故障扩散，使得用户的业务持续在线服务。

地域和可用区

2016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增加购买配额
预付费云服务器，每个可用区每月新购（非净增）配
额150台。

购买约束

2016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北京机房高能上线 华北地区(北京)数据中心符合 T4 级别数据中心标
准，提供全系列云产品，一站式解决各类云计算需
求。启用后，将辐射华北地区广阔市场，为华北地
区企业和个人提供优质云服务。
公网采用高速 BGP 覆盖国内超过20家运营商。华
北地区云产品线丰富，涵盖 SSD 云盘、高 IO 机
型、负载均衡、私有网络、CDN、云数据库、云存

实例规格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6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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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Redis、云安全、云监控等全系列云服务，满足
您在不同场景下需求。
华北地区数据中心底层采用全万兆光纤网络互联，
内网带宽提升20倍，访问延迟降低50%，为您的业
务带来优质体验。
提供丰富的机型及出色的 SSD 磁盘。

2016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内存型实例上线
内存型机器，为用户提供更大的实例规格，最高可达
48C368G配置，整体计算能力更强。内存密集型应用
黄金比例，CPU：内存比为1:8，满足大业务部署。

实例规格

2015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自定义镜像功能上线
通过自定义镜像，您可以很方便地对一个已经部署好
应用的云服务器实例创建镜像，以此来快速创建更多
包含相同配置的实例。

镜像概述

快照功能上线

快照是腾讯云提供的一种数据备份方式，通过对指定
云硬盘进行完全可用的拷贝，使该备份独立于云硬盘
的生命周期。您可以使用快照功能对在线数据创建实
时副本，可以将关键里程碑做持久备份，也可以通过
快照功能快速创建新硬盘。

快照

2015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支持安全组功
能

安全组是一种有状态的包过滤功能的虚拟防火墙，用
于设置单台或多台云服务器的网络访问控制，是腾讯
云提供的重要的网络安全隔离手段。

安全组概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54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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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支持按量计费

按量计费是云服务器实例的弹性计费模式，您可以随
时开通/销毁主机，按主机的实际使用量付费。计费时
间粒度精确到秒，不需要提前支付费用，每小时整点
进行一次结算。

计费模式

2015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高 IO 型实例上线
高 IO 机型 I1 是系统盘、数据盘均为高性能 SSD 本
地盘的虚拟机，可以覆盖对磁盘读写和时延要求高的
用户需求。

实例规格

2014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可用区（广州二区）上
线

可用区是同一地域下，电力和网络互相独立的物理区
域（一般是一个物理机房），目标是能够保证可用区
间故障相互隔离（大型灾害或大型电力故障除外），
不出现故障扩散，使得用户的业务持续在线服务

地域和可用区

2014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SSH 密钥功能上线

SSH 是 Secure Shell 的缩写，是一种专为远程登录
会话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安全性的协议。利用 SSH 协
议可以有效防止远程管理过程中的信息泄露问题。腾
讯云允许使用公有密钥密码术加密和解密 Linux 实例
的登录信息。

SSH 密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