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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服务器迁移”体验优化

迁移上云工具“服务迁移”更名为“服务器迁移”，其

中主推的“在线迁移”方式，在控制台增加了场景化操

作指引，助您更加便捷地将服务器迁移至腾讯云。

在线迁移操作指引

云服务器支持选用 Red

Hat 操作系统

云服务器 CVM 上架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公

共镜像，您可以在腾讯云直接购买官方授权的 Red Hat

操作系统，并获取腾讯云的售后支持；您也可以自带

Red Hat 授权（BYOL）在腾讯云上使用；满足您的多

场景需求。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镜像使用指引

2023年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导出镜像功能全量开放
您可以将已创建的自定义镜像导出至 对象存储 COS 的

存储桶内，并下载至本地使用。
导出镜像

2022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EFI 新功能上线
EFI 新功能上线邀测，邀测支持 GPU 机型 PNV4ne，

可以在 VPC 网络下实现RDMA 直通加速互联。
使用 EFI

云服务器一键迁移功能上

线

一键迁移是 在线迁移 的敏捷方案，免去登录源端服务

器、下载工具等复杂操作，可一键查询源端服务器列表

并批量迁移同步至腾讯云。

一键迁移操作指引

云服务器系统盘可选容量

最小值调整为 20g

购买Linux操作系统的云服务器实例时，系统盘可选容

量由原先的最小 50g 调整为最小 20g，您可以根据需求

进行选购。

云硬盘

Linux 服务器在线迁移支

持自主选择迁移方式

Linux 服务器迁移支持“文件级迁移”和“块级迁

移”两种方式，您可以根据需要自主选择合适的迁移方

式。

在线迁移操作指引

年

动态与公告

新功能发布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8 19:41: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5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911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70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846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29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814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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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关于新加坡地域竞价实例

弹性优惠公告

2022年11月7日起，针对新加坡地域部分实例类型的竞

价实例价格做弹性优惠，新购竞价实例价格为该实例类

型按量计费刊例价的5%左右。

关于新加坡地域竞价实例

弹性优惠公告

在线迁移支持配置增量同

步

您可自定义配置增量同步时长，工具会持续将增量数据

同步至腾讯云，以帮您灵活控制迁移交割时间。
在线迁移操作指引

2022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关于部分地域标准型1核实

例不再售卖公告

自2022年10月31日起，腾讯云服务器 CVM 标准型1核

实例将在金融地域、边缘节点不再售卖，后续也会在其

他地域逐步停售。如您有相关需求，建议购买2核2GB

的 CVM 实例，享受高配置高性价比的使用体验。

关于部分地域标准型1核

实例不再售卖公告

2022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共享镜像支持同地域复制
您可以将共享镜像复制为自定义镜像，复制后的自定义

镜像无特殊限制，具备其他自定义镜像的功能。
复制镜像

2022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在线迁移控制台全量开放

您无需通过申请即可使用在线迁移控制台。同时，控制

台上线新版本 Windows 迁移工具，您可按需迁移

Windows 云服务器。

在线迁移概述

在线迁移操作指引

兼容性与工具配置说明

云服务器购买页升级
腾讯云云服务器购买页已全新升级，您可前往购买页按

需选购实例。

云服务器购买页

快速入门

2022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支持切换私有网络时保留

原内网 IP 地址

当您在切换云服务器实例的私有网络服务时，可按需设

置保留实例的原内网 IP 地址。
切换私有网络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825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5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821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29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5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5714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74&zoneId=74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9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0278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 共55页

SSH 密钥接入标签 您可使用云服务器控制台给 SSH 密钥增加标签，以便

进行资源的分类、搜索和聚合。

管理 SSH 密钥

标签

云服务器控制台支持实例

深度检测

您可在使用实例自助检测功能时，按需选择是否开启深

度检测。开启后将会扫描检测实例操作系统内部，以便

及时发现并解决相关问题。

实例自助检测

使用实例自助检测

2022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支持开启实例销毁保护

腾讯云云服务器支持为新购实例或已有实例开启销毁保

护，开启后将无法直接通过控制台或 API 销毁实例，有

效防止实例意外销毁。

开启实例销毁保护

2022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控制台在线迁移

功能支持内网迁移模式

您可使用云服务器控制台在线迁移的内网迁移模式，将

源服务器上的系统、应用程序等数据从其他源环境迁移

至腾讯云云服务器。内网迁移模式较已有的公网迁移模

式，具备更快的迁移速度，且不限制对远端机器的公网

访问，您可灵活配置迁移。

使用控制台内网迁移教程

云服务器计费模式支持由

包年包月转换为按量计费

若您的包年包月实例即将到期但仍需使用，或为节省成

本需使用按量计费实例的关机不收费功能时，可将实例

转换为按量计费模式。

包年包月实例转按量计费

OpenCloudOS 8.5 全

面上线

开源操作系统社区 OpenCloudOS 由腾讯与合作伙伴

共同倡议发起，是完全中立、全面开放、安全稳定、高

性能的操作系统及生态。OpenCloudOS 8.5是

OpenCloudOS 社区发布首个正式版本，其基础库和

用户态组件完全与 CentOS 8兼容，并通过内核层面的

优化和增强，能够提供给用户相比于 CentOS 8更优的

解决方案。

OpenCloudOS 简介

2022年0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支持导出自定义

镜像至对象存储

腾讯云云服务器支持将已创建的自定义镜像导出至 对象

存储 COS 的存储桶内，您可通过该功能导出所需镜

像。

导出镜像

年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66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1/133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67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67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735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713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77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707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7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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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新增维修任务功

能

维修任务为用户提供了标准化的故障授权维护服务。当

监测实例运行状态异常时，将及时给用户发送通知、记

录对应维护任务，并提供给用户指定的维护措施及维护

时间。

维修任务概述

2021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控制台支持救援

模式

当云服务器实例操作系统出现 grub 引导文件丢失、系

统关键文件缺失、lib 动态库文件损坏/缺失等无法进入单

用户模式修复的问题时，可通过控制台进入救援模式并

进行修复。

使用救援模式

云服务器控制台支持在线

迁移

您可通过云服务器控制台，在源端主机不停机的情况

下，将服务器或云服务器上的系统、服务程序等从自建

机房（IDC）或云平台等源环境迁移同步至腾讯云。

在线迁移概述

新增实例启动模板功能

实例启动模板中存储了创建云服务器实例所需的配置信

息（除实例密码），您可使用指定的实例启动模板快速

创建实例，提升效率及使用体验。

管理实例启动模板

停止支持 SUSE 商业版

镜像

腾讯云将于2022年1月1日起，停止对 SUSE 商业版公

有镜像及对应认证服务的新增支持。

关于不再支持 SUSE 商

业版镜像公告

云服务器标准型实例上线

新机型
云服务器上线 ARM 标准型 SR1 新机型。 实例规格

2021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圣保罗一区盛大开服

圣保罗一区的上线，填补了南美洲布局的空白，为中国

出海企业及巴西本土用户，提供强劲的赋能算力及丰富

的本地化选择。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云服务器控制台新增页签

视图

云服务器控制台实例页面新增页签视图，并支持与列表

视图进行切换。
切换控制台实例页面视图

云服务器控制台概览页全

新改版

云服务器控制台概览页已全新改版，欢迎您前往并进行

体验。
云服务器控制台概览页

年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77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66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29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20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58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74&zoneId=74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369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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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云服务器内存型实例上线

新机型

云服务器上线安全增强内存型 M6ce、内存型 M6p 新

机型。
实例规格

云服务器第六代新机型全

量上线

云服务器全量上线标准型 SA3、标准型 S6、计算型

C6、内存型 M6 机型。
实例规格

2021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裸金属云服务器上线GPU

型 BMGNV4 服务器

裸金属云服务器上线全新 A10 GPU 型 BMGNV4 服

务器。
实例规格

2021年07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TencentOS Server

3.1全面上线

腾讯针对云场景研发的 Linux 发行版 TencentOS

Server 全面免费向用户提供服务，最新版本

TencentOS Server3.1将带来全新的云原生场景的功

能特性、极致的性能优化、高稳定运行环境、专业级别

安全防护，为您的云服务器保驾护航！

云服务器购买页

TencentOS Server

简介

2021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广州七区盛大开服

继广州六区之后，华南地区第二个百万级数据中心集群

上线交付，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转型继续保驾护航，

添砖加瓦。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登录 Windows 实例方式

更新

支持标准登录方式（WebRDP），您可通过控制台直接

登录至 Windows 实例。

使用标准方式登录

Windows 实例（推荐）

新增实例自助检测功能

实例自助检测可检测云服务器的性能、费用、网络、磁

盘等状态，帮助您了解实例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并解决

问题。

实例自助检测

使用实例自助检测

云服务器标准型实例上线

新机型

云服务器上线标准型 S6、计算型 C6 及内存型 M6 新

机型。
实例规格

泰国曼谷二区盛大开服 腾讯云泰国曼谷二区盛大开服，全面满足金融，科技， 云服务器购买页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BMGNV4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9&zoneId=9000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8027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1&zoneId=1000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67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67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23&zoneId=2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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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等企业云上服务，加大东南亚布局，深度扎根本地

市场，全面助力一带一路。

地域和可用区

德国法兰克福二区盛大开

服

腾讯云德国法兰克福二区盛大开区，进一步加深欧洲布

局。德国双可用区覆盖，满足游戏、金融、音视频等境

内外企业多园区云上服务，助力用户打造更好的数据灾

备体系，保障业务安全性和连续性。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2021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中国香港三区盛大开服

打造中国香港金融级三可用区格局，满足游戏、金融、

音视频等境内外企业多园区云上服务，助力云上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东京二区盛大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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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云服务器标准型实例上线

新机型
云服务器上线标准型 SA3 新机型。 实例规格

支持提升实例购买数量配

额申请

若已有的实例购买数量配额已无法满足您的实际需求，

可申请提升该配额。
提升实例购买数量配额

2021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新加坡三区盛大开服
位于东南亚地区网络枢纽，实现新加坡三园区覆盖，极

速网络辐射整个东南亚，全面助力业务上云。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雅加达一区盛大开服

位于亚太东南地区的雅加达一区盛大开服，为周边区域

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弹性计算、存储、安全等云服务，助

力企业和组织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2021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多个可用区云服务器价格

下调

云服务器 CVM 将于2021年3月10日起进行部分价格下

调。本次调价覆盖国内多个主流地域、可用区及线上超

过90%的实例类型。具体价格下调幅度受可用区及实例

规格影响，最高降幅达10%。

关于多可用区云服务器

CVM 价格下调公告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17&zoneId=1700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5&zoneId=3000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25&zoneId=2500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5240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9&zoneId=9000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72&zoneId=72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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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标准型、大数据

型及计算型实例上线新机

型

云服务器上线标准存储增强型 S5se、大数据型 D3 及

计算型 C5 新机型。
实例规格

2021年0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裸金属云服务器上线

GPU 型 BMG5v 服务器

裸金属云服务器上线全新 V100 GPU 型 BMG5v 服务

器。
实例规格

2021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北京六区、七区盛大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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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2020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南京三区盛大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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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按量计费实例支持转换网

络计费模式

已支持计费方式为按量计费的云服务器转换其网络计费

模式。
调整公网计费

2020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增加云服务器系统盘扩容

方式
新增云服务器系统盘类型为云硬盘的扩容方式。 扩容云硬盘

支持生成创建实例 API

Explorer 最佳实践脚本

云服务器上线在自定义配置购买页面生成您所选择配置

对应的创建实例 OpenAPI 最佳实践脚本代码，您可以

保存脚本代码以方便日后购买相同配置的实例。

生成创建实例 API

Explorer 最佳实践脚本

韩国首尔二区盛大开服 汇集多年境外运营经验，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年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BMG5v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8&zoneId=8000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33&zoneId=3300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5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40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856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18&zoneId=1800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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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广州六区盛大开服

华南地区最大规模的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容纳服务器超

过一百万台，首个开服的百万级数据中心集群，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数字化转型。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上海五区盛大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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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2020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裸金属云服务器全量开放

裸金属云服务器于09月29日全量开放购买，您无需进行

额外的权限申请，即可直接进入云服务器购买页选购裸

金属云服务器产品。裸金属云服务器为您提供物理机级

别隔离，无虚拟化、云端独享的高性能物理服务器集

群，是极致性能追求者的最佳选择。

实例规格

2020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实例支持关联 CAM 角色

访问管理（Cloud Access Management，CAM）

的角色是拥有一组权限的虚拟身份，用于对角色载体授

予腾讯云中服务、操作和资源的访问权限。您可以将

CAM 角色关联到云服务器 CVM 实例，在实例内部基

于腾讯云安全凭证服务 STS 临时密钥访问其他云产品的

API（临时密钥将周期性更新）。

管理实例角色

高性能计算集群重磅发布

以裸金属云服务器为核心，通过 RDMA 互联进行集群

内节点互联，提供超高带宽和极低延迟的网络服务，助

力云上超算。

实例规格

2020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高 IO 型 IT5 实例发布内

测
提供低延迟、超高的 IOPS。 实例规格

年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1&zoneId=1000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4&zoneId=2000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CPM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76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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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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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2020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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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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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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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33&zoneId=3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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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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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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北京五区盛大开服 华北地域全新数据中心，腾讯云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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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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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度孟买二区盛大开服 印度地区第二可用区，用云计算激发古文明的新活力。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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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量计费实例关机不收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6/305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8&zoneId=8000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21&zoneId=2100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78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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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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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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

为了防止误操作带来的损失，重装系统已支持敏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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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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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单台及批量操作包年包月实例开启或关闭自动续 续费实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9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70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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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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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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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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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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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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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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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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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25&zoneId=25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4&zoneId=2000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8&zoneId=8000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55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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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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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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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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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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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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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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云上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95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7038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23&zoneId=23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22&zoneId=22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19&zoneId=19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21&zoneId=21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5&zoneId=3000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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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区盛大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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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

业和区域发展的“赋能者”和“连接者”。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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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计算和存储难题。

实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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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4&zoneId=2000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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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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为子机分配相应的内网带宽，避免云服务器内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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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三区盛大开服 万兆网络，全新机型；多可用区战略护航企业发展。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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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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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欧洲版块。
云服务器购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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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相关文档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9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53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8&zoneId=8000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18&zoneId=18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17&zoneId=1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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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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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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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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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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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16&zoneId=16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15&zoneId=15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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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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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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地域和可用区

2016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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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器购买页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8&zoneId=8000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9&zoneId=9000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76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tab=custom&step=1&regionId=1&zoneId=1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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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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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存储

Redis、云安全、腾讯云可观测平台等全系列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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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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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6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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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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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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54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24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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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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092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4 共55页

TencentOS Server

TencentOS Server 更新记录请参见 TencentOS Server 镜像更新日志。

OpenCloudOS

OpenCloudOS 更新记录请参见 OpenCloudOS 镜像更新日志。

CentOS

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CentOS Stream

9x86_64

镜像 ID： img-9xqekomx 

当前内核版本：5.14.0-

202.el9.x86_64

2022-12-19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Stream

8x86_64

镜像 ID： img-8m9ugrip 

当前内核版本：4.18.0-

348.7.1.el8_5.x86_64

2022-09-16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8.5x86_64

镜像 ID： img-es95t8wj 

当前内核版本：4.18.0-

348.7.1.el8_5.x86_64

2022-11-23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8.4x86_64

镜像 ID： img-l5eqiljn 

当前内核版本：4.18.0-

348.7.1.el8_5.x86_64

2022-11-07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8.3x86_64

镜像 ID： img-5w4qozfr 

当前内核版本：4.18.0-

348.7.1.el8_5.x86_64

2022-11-07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8.2x86_64

镜像 ID： img-n7nyt2d7 

当前内核版本：4.18.0-

2022-08-24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公共镜像更新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8 09:28:47

注意

不同地域的镜像更新时间可能不同，本文所提供的镜像更新时间为全地域镜像更新时间。

腾讯云提供的公共镜像维护周期将与官方公布的维护周期保持一致。官方公布维护时间信息请参见 操作系统官

方维护计划。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97/727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7072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9xqekom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8m9ugri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es95t8wj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l5eqilj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5w4qozf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6&id=img-n7nyt2d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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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7.1.el8_5.x86_64

CentOS

8.0x86_64

镜像 ID： img-25szkc8t 

当前内核版本：4.18.0-

348.7.1.el8_5.x86_64

2022-03-17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7.9x86_64

镜像 ID： img-l8og963d 

当前内核版本：3.10.0-

1160.71.1.el7.x86_64

2023-03-06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7.8x86_64

镜像 ID： img-3la7wgnt 

当前内核版本：3.10.0-

1160.62.1.el7.x86_64

2022-04-19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7.7x86_64

镜像 ID： img-1u6l2i9l 

当前内核版本：3.10.0-

1160.62.1.el7.x86_64

2022-04-22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7.6x86_64

镜像 ID： img-9qabwvbn 

当前内核版本：3.10.0-

1160.62.1.el7.x86_64

2022-04-28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7.5x86_64

镜像 ID： img-oikl1tzv 

当前内核版本：3.10.0-

1160.71.1.el7.x86_64

2022-12-02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7.4x86_64

镜像 ID： img-8toqc6s3 

当前内核版本：3.10.0-

1160.62.1.el7.x86_64

2022-04-19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7.3x86_64

镜像 ID： img-dkwyg6sr 

当前内核版本：3.10.0-

1160.62.1.el7.x86_64

2022-04-22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7.2x86_64

镜像 ID： img-31tjrtph 

当前内核版本：3.10.0-

1160.83.1.el7.x86_64

2023-03-06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6.10x86_64

镜像 ID： img-fizif873 

当前内核版本：2.6.32-

754.35.1.el6.x86_64

2022-01-17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CentOS

6.9x86_64

镜像 ID： img-i5u2lkoz 

当前内核版本：2.6.32-

754.30.2.el6.x86_64

2022-01-18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Ubuntu

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25szkc8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l8og963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3la7wgn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1u6l2i9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9qabwvb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oikl1tzv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8toqc6s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dkwyg6s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31tjrtph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fizif87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i5u2lk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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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ntu

22.04x86_64

镜像 ID： img-487zeit5 

当前内核版本：5.15.0-56-

generic

2022-12-08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Ubuntu

20.04x86_64

镜像 ID： img-22trbn9x 

当前内核版本：5.4.0-126-

generic

2022-09-20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Ubuntu

18.04x86_64

镜像 ID： img-pi0ii46r 

当前内核版本：4.15.0-193-

generic

2022-11-03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Ubuntu

16.04x86_64

镜像 ID： img-pyqx34y1 

当前内核版本：4.4.0-210-

generic

2022-03-21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Debian

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Debian

11.4x86_64

镜像 ID： img-btz2mndd 

当前内核版本：5.10.0-16-amd64
2022-09-08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Debian

11.1x86_64

镜像 ID： img-4cmp1f33 

当前内核版本：5.10.0-19-amd64
2022-11-03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Debian

10.12x86_64

镜像 ID： img-7ay90qj7 

当前内核版本：4.19.0-21-amd64
2022-09-23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Debian

10.11x86_64

镜像 ID： img-h1yvvfw1 

当前内核版本：4.19.0-22-amd64
2022-11-01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Debian

10.2x86_64

镜像 ID： img-qhtfjw1d 

当前内核版本：4.19.0-19-amd64
2022-11-01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Debian

9.13x86_64

镜像 ID： img-5k0ys7jp 

当前内核版本：4.9.0-19-amd64
2022-09-30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Debian

9.0x86_64

镜像 ID： img-6rrx0ymd 

当前内核版本：4.9.0-19-amd64
2022-11-03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Debian

8.11x86_64

镜像 ID： img-2lj11q1f 

当前内核版本：3.16.0-11-amd64
2022-11-07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487zeit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22trbn9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pi0ii46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pyqx34y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btz2mnd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4cmp1f3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7ay90qj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h1yvvfw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qhtfjw1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5k0ys7j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6rrx0ym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2lj11q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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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停止延长生命周期支持

（ELS）
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停止延长生命周期支持

（ELS）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8.5

镜像ID：img-r5xber0b 

当前内核版本： 4.18.0-

425.19.2.el8_7.x86_64

2023-04-27
更新最新系统补

丁。
2031-05-31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9

镜像ID：img-0qhxz7dl 

当前内核版本：3.10.0-

1160.88.1.el7.x86_64

2023-04-27
更新最新系统补

丁。
2026-06-30

AlmaLinux

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AlmaLinux

9.0x86_64

镜像 ID： img-f089mf4l 

当前内核版本：5.14.0-

70.13.1.el9_0.x86_64

2022-10-27 镜像上线。

AlmaLinux

8.6x86_64

镜像 ID： img-jy2bb29p 

当前内核版本：4.18.0-

372.19.1.el8_6.x86_64

2022-10-25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AlmaLinux

8.5x86_64

镜像 ID： img-4ogcw28j 

当前内核版本：4.18.0-

348.20.1.el8_5.x86_64

2022-09-30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Fedora

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Fedora36x86_64

镜像 ID： img-ge141oql 

当前内核版本：5.19.14-

200.fc36.x86_64

2022-11-07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Fedora

37x86_64

镜像 ID： img-d7j9x59z 

当前内核版本：6.0.7-

2022-11-30 镜像上线。

说明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镜像处于内测阶段，您可通过 内测申请 获取使用权限。

您在购买云服务器 CVM 时，选中已经通过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认证的实例类型，即可选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镜像，您可以点击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镜像使用指引 查看支持的镜像版

本和实例类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f089mf4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jy2bb29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4ogcw28j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ge141oq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d7j9x59z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2yj9npvw8lq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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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fc37.x86_64

FreeBSD

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FreeBSD

13.1x86_64

镜像 ID： img-ng3lehjp 

当前内核版本：13.1-RELEASE
2022-09-16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FreeBSD

13.0x86_64

镜像 ID： img-1lkqxofp 

当前内核版本：13.0-RELEASE
2022-09-02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FreeBSD

12.3x86_64

镜像 ID： img-j9m732cx 

当前内核版本：12.3-RELEAS
2022-01-20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FreeBSD

12.2x86_64

镜像 ID： img-pi37fg9j 

当前内核版本：12.2-RELEAS
2022-01-20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FreeBSD

11.4x86_64

镜像 ID： img-aif2u6pf 

当前内核版本：11.4-RELEASE
2022-10-27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Rocky Linux

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Rocky Linux

9.0x86_64

镜像 ID： img-k1g1wwy9 

当前内核版本：5.14.0-

70.13.1.el9_0.x86_64

2022-11-25 镜像上线。

Rocky Linux

8.6x86_64

镜像 ID： img-no575grb 

当前内核版本：4.18.0-

372.9.1.el8.x86_64

2022-11-25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Rocky Linux

8.5x86_64

镜像 ID： img-qd4bf0jb 

当前内核版本：4.18.0-

348.20.1.el8_5.x86_64

2022-10-10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OpenSUSE

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OpenSUSE

Leap 15.4

镜像 ID： img-aaa4d8d1 

当前内核版本：5.14.21-

150400.22-default

2022-08-31 镜像上线。

OpenSUSE 镜像 ID： img-1e4uwwol 2022-11-02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ng3lehj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1lkqxof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j9m732c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pi37fg9j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aif2u6p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k1g1wwy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no575gr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qd4bf0j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aaa4d8d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1e4uww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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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 15.3 当前内核版本：5.3.18-59.27-

default

OpenSUSE

Leap 15.2

镜像 ID： img-i6u3kbtj 

当前内核版本：5.3.18-lp152.106-

default

2022-01-07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OpenSUSE

Leap 15.1

镜像 ID： img-4orfgj3l 

当前内核版本：4.12.14-

lp151.28.91-default

2021-12-21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Windows

镜像版本 镜像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 最近一次更新内容

Windows

Server 2022 数

据中心版 64位中文

版

镜像 ID： img-9lw52tbx 2023-01-06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Windows

Server 2022 数

据中心版 64位英文

版

镜像 ID： img-cg67n3n9 2023-01-06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Windows

Server 2019 数据

中心版 64位中文版

镜像 ID： img-perxw61f 2023-03-09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Windows

Server 2019 数据

中心版 64位英文版

镜像 ID： img-1dmc4wwp 2023-03-09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Windows

Server 2016 数据

中心版 64位中文版

镜像 ID： img-gu1nmb8d 2023-03-09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Windows

Server 2016 数据

中心版 64位英文版

镜像 ID： img-6fp83vpb 2023-03-09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数据中心版 64位中

文版

镜像 ID： img-ixj8o53x 2023-01-06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Windows

Server 2012 R2

镜像 ID： img-bpsjtw7n 2023-01-06 更新最新系统补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i6u3kbtj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4orfgj3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9lw52tb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cg67n3n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perxw61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1dmc4ww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20img-gu1nmb8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rid=1&id=img-6fp83vp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ixj8o53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mage/detail?id=img-bpsjtw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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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版 64位英

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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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4月3日起，针对部分地域部分实例的竞价实例价格做弹性优惠，新购竞价实例价格为该类型实例按量计费刊例

价的5%左右。

地域 可用区 实例类型 调整后竞价实例价格

东京 东京一区、东京二区 S5

按量计费刊例价的5%左右

东京 东京一区、东京二区 M5

东京 东京二区 C4

中国香港 香港二区、香港三区 S5

中国香港 香港三区 M5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一区 S3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二区 S5

首尔 首尔一区 C3

首尔 首尔二区 S5

硅谷 硅谷二区 S5

调整详情

2023年4月3日起，购买云服务器上述可用区实例类型的竞价实例的价格为其按量计费刊例价的5%左右。

新价格仅针对新购实例生效，当前账号下已存在的竞价实例仍以调价前价格计费。

折扣下调只涉及 CPU 和内存费用，不包含网络和磁盘等费用。

购买方式

新购实例

公告

关于部分地域竞价实例弹性优惠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4 09:06:33

注意：

竞价实例为动态价格，其价格随库存波动，请以下单实时价格为准。

价格在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但当可用区发生大规模购买行为时，价格会产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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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云服务器的 产品购买页。

2. 计费模式选择竞价实例，地域选择新加坡后，创建新的实例。

说明事项

竞价实例是一种实例计费模式。它最核心的特点是折扣售卖和系统中断机制，即以一定幅度的折扣（对比按量计费）购

买实例，但同时系统可能会自动回收实例。如需了解竞价实例，请参见 竞价实例。

当前阶段，系统不会因价格自动回收实例，只会因竞价实例资源库存不足而产生中断。当库存不足时，系统会从已分配

的竞价实例里随机回收，实例数据不会保留。

竞价实例在性能和稳定性上，与包年包月、按量计费的实例没有差别。

说明：

详细购买说明请参见 购买竞价实例。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78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06#.E7.AB.9E.E4.BB.B7.E5.AE.9E.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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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腾讯云公共镜像 CentOS 7 系列的部分镜像中，默认安装 CentOS 发行版自带的Python 2-pip 8.1.2，此版本 pip 不

具备选择兼容 Python 版本的能力，安装软件默认选择最新的包，而最新的 pip 和部分常用应用工具的最新版本（例如

NumPy）已经不支持 Python 2，这将导致您在执行命令升级 pip（pip install pip --upgrade）和安装一些应用工

具时可能出现不兼容报错。为了保障最便捷的使用体验，腾讯云对公共镜像 CentOS 7 系列中部分镜像进行了 pip 更

新。

更新内容及范围

本次 CentOS 7 系列更新的公共镜像范围如下列表所示，列表中的公共镜像默认安装 Python 2，其 pip 由 pip 8.1.2

升级至 pip 20.3.4。

镜像版本 镜像ID

CentOS 7.9 64位 img-180g963d

CentOS 7.6 64位 img-9qabwvbn

CentOS 7.9 64位+SG1-pv1.5 img-all2luul

CentOS 7.9 64位+SG1-pv1.6 img-ojhiw86l

CentOS 7.4(arm64) img-k4xgkxa5

操作指引

pip 升级

您可以执行如下命令查看您实例的 pip 版本。 

pip --version

关于CentOS 7系列部分镜像pip包管理工具更

新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6 15:15:46

说明

本次更新将分阶段进行全量完成更新时间为2022年12月12日，您在对应的公共镜像更新后新购买实例即已自动

更新，您在对应的公共镜像更新前购买的实例不会自动更新，您可以参考操作指引进行手动升级。

https://pypi.org/project/pip/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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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实例的 pip2 版本低于 pip 9.0，您在执行 pip 升级和安装一些应用工具时可能会出现报错，您可以先执行如下命令

升级 pip 到 pip2 的最新版本 pip 20.3.4。 

pip2 install --upgrade pip==20.3.4

安装 pip2

您可以执行如下命令安装最新版本的 pip2。 

wget https://bootstrap.pypa.io/pip/2.7/get-pip.py 

python2 ./get-pip.py -i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pypi/simple --trusted-host mirrors.tencentyun.c

om

如果在使用中遇到产品相关问题，您可咨询 在线客服 寻求帮助。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Online_service?from=doc_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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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7日起，针对新加坡地域部分实例类型的竞价实例价格做弹性优惠，新购竞价实例价格为该实例类型按量计费

刊例价的5%左右。

地域 实例类型 调整后竞价实例价格

新加坡

标准型S5

按量计费刊例价的5%左右

标准型 SA2

标准型 S3

标准型 S2

内存型 M5

内存型 M3

内存型 M2

计算型 C3

计算型 C4

调整详情

2022年11月7日起，购买云服务器新加坡地域部分实例类型的竞价实例的价格 为其按量计费刊例价的5%左右。

新价格仅针对新购实例生效，当前账号下已存在的竞价实例仍以调价前价格计费。

折扣下调只涉及 CPU 和内存费用，不包含网络和磁盘等费用。

购买方式

新购实例

1. 进入云服务器的 产品购买页。

2. 计费模式选择“竞价实例”，地域选择“新加坡”后，创建新的实例。

关于新加坡地域竞价实例弹性优惠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9 11:08:47

注意：

竞价实例为动态价格，其价格随库存波动，请以下单实时价格为准。

价格在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但当可用区发生大规模购买行为时，价格会产生波动。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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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事项

竞价实例是一种实例计费模式。它最核心的特点是折扣售卖和系统中断机制，即以一定幅度的折扣（对比按量计费）购

买实例，但同时系统可能会自动回收实例。如需了解竞价实例，请参见 竞价实例。

当前阶段，系统不会因价格自动回收实例，只会因竞价实例资源库存不足而产生中断。当库存不足时，系统会从已分配

的竞价实例里随机回收，实例数据不会保留。

竞价实例在性能和稳定性上，与包年包月、按量计费的实例没有差别。

说明：

详细购买说明请参考 购买竞价实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78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06#.E7.AB.9E.E4.BB.B7.E5.AE.9E.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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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云服务器 CVM 标准型1核相关实例，自2022年10月31日起，将在金融地域、边缘节点不再售卖，后续也会在其他

地域逐步停售。如您有相关需求，建议购买2核2GB的 CVM 实例，享受高配置高性价比的使用体验。

部分地域停售计划：

停售地域 停售时间

金融地域、边缘节点 2022.10.31

其他地域 近期会实时更新

关于部分地域1核实例不再售卖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31 16:27:59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8 共55页

CentOS 官方计划停止维护 CentOS Linux 项目，并于2022年01月01日停止对 CentOS 8的维护支持。CentOS 7

于2024年06月30日也将停止维护，详情请参见 CentOS 官方公告。

说明事项

腾讯云暂时不会下架 CentOS 8系列的镜像，但会停止更新 CentOS 8系列镜像以及 OS 软件版本。为避免您的业务到

影响，腾讯云提供了多款镜像版本供用户选择：

TencentOS Server：积累了腾讯在操作系统领域超过10年的技术积累，并经过了腾讯内部海量业务多年验证和打

磨，在腾讯内部操作系统里占比超99%，覆盖了腾讯所有的业务。

OpenCloudOS：推荐您选择 OpenCloudOS，其基础库和用户态组件完全与 CentOS 8兼容，并通过内核层面的

优化和增强，经1000万+节点大规模验证，稳定性提升70%，特定场景性能提升50%，能够提供给用户相比于

CentOS 8更优的解决方案。

CentOS Stream 版本以及其他发行版，例如 Ubuntu。

若您正在使用 CentOS，建议尽快迁移到 OpenCloudOS 或 TencentOS Server 对应版本，具体迁移操作请参见

CentOS 迁移 OpenCloudOS 指引 及 CentOS 迁移 TencentOS Server 指引 。 

更多问题，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 OpenCloudOS 社区运营或咨询 腾讯云助手。加入社区官方交流群。

关于 CentOS 8 终止维护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3 15:19:08

https://blog.centos.org/2020/12/future-is-centos-stream/?spm=a2c4g.11174386.n2.3.348f4c07hk46v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80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70717
https://docs.opencloudos.org/guide/migrat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70900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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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将于2022年1月1日起，停止对 SUSE 商业版公有镜像及对应认证服务的新增支持。版本如下：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SP3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如存量用户希望继续使用公有 SUSE 镜像，请联系 SUSE 客户代表，将由 SUSE 原厂为用户提供相应技术支持。联系

方式如下：

电话：+86-10-6533-9000

邮箱：sales-inquiries-apac@suse.com

关于不再支持 SUSE 商业版镜像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2 1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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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云服务器 CVM 将于2021年3月10日起进行部分价格下调。本次调价覆盖国内多个主流地域、可用区及线上超过

90%的实例类型。具体价格下调幅度受可用区及实例规格影响，最高降幅达10%。

覆盖范围 说明

可用区 广州六区、北京六区、南京一区、南京二区、南京三区

实例类型
标准型 S5、标准型 SA2、标准型 S4、标准存储增强型 S5se、内存型 M5、计算型 C5、计算型

C4、大数据型 D3、大数据型 D2、高 IO 型 IT5、高 IO 型IT3

调整详情

最新价格将于2021年3月10日起生效。本文档仅对价格调整进行说明，具体价格以官网价格中心、购买页、价格计算器

最新价格为准。

2021年3月10日后，购买/续费调价覆盖范围内的包年包月或按量计费云服务器，可享受最新优惠价格。

说明事项

本次调价仅涉及云服务器实例规格相关的算力资源费用，不包括网络和云盘费用。

本公告适用于2021年3月10日至下一次云服务器价格调整前。

云服务器最新价格可在 定价中心 查询，包含云盘、网络计费的具体价格请前往 CVM 价格计算器 进行测算。

您可查阅 实例规格 了解更多云服务器实例类型的相关信息。

相关问题

当前账号中已有一台包年包月的云服务器，到期时间是2021年12月底，2021年3月10号后会直接降价退费吗？

不会。账号中已创建且未到期的包年包月云服务器实例，在到期时间范围内将沿用购买时的价格。如对该实例进行续费、

调整配置或退还新购操作，则可在新订单中享受最新的优惠价格。

当前账号中已有一台按量计费的云服务器，2021年3月10号后能否直接享受到最新的优惠价格？

会。按量计费云服务器费用为按小时结算，账号中已创建的按量计费云服务器，将在官网正式发布最新价格后的下一小时

结算账单中，享受最新的优惠价格。价格正式发布时间以官网及账单生效时间为准。

通过活动购买的云服务器是否可以享受最新优惠价格？

其他活动中购买的云服务器，由于采用单独优惠策略，不参与此次降价。本次调价覆盖通过云服务器购买页或通过 API 购

买的实例，不包含活动等其他购买入口。

联系我们

关于多个可用区云服务器价格下调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9 22:41:50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vm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alculator/cv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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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感谢您长期以来对腾讯云的支持，腾讯云也将持续为您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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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由于 orcaterm 服务器扩容更新，2021年4月1日起 orcaterm 代理 IP 地址将新增网段。您可在安全组中放通新增

orcaterm 代理 IP 网段及用于远程登录的端口（默认为22端口）。

调整详情

新代理 IP 网段如下： 

81.69.102.0/24 

106.55.203.0/24 

101.33.121.0/24 

101.32.250.0/24

新、旧代理 IP 地址/网段将并行使用。包含如下 IP 地址/网段：

81.69.102.0/24 

106.55.203.0/24 

101.33.121.0/24 

101.32.250.0/24 

115.159.198.247 

115.159.211.178 

119.28.7.195

119.28.22.215 

119.29.96.147 

211.159.185.38

相关操作

使用标准登录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

添加安全组规则

关于 orcaterm 代理 IP 地址更替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23:58

说明：

orcaterm 登录方式请参见 使用标准登录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

说明：

请前往安全组中放通来源（入站）为新、旧代理 IP 网段及远程登录端口，确保实例可正常进行 orcaterm 登

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97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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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硅谷地域标准型 S3 包年包月及按量计费价格调整：

操作系统 降幅

Linux 包年包月及按量计费均降价21%

Windows 包年包月及按量计费均降价10%

说明事项

调整后的价格于2020年7月24日起生效。

本文档仅对价格调整进行说明，具体价格请前往 CVM 价格计算器 进行测算。

若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联系我们。

关于硅谷地域标准型 S3 价格调整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0-07-24 15:04:57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alculator/cvm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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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最新一代全新服务器标准型 S5 包年包月价格调整：

标准型 S5 规格 降幅

S5.SMALL2 降价49%

S5.MEDIUM4 降价19%

其他规格 降价13%

调整详情

2019年9月17日起，购买/续费云服务器包年包月预付费标准型 S5 机型可享受特惠时长折扣。

包年包月的时长折扣适用于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的场景。

特惠时长折扣只涉及 CPU 和内存费用，不包含网络和磁盘费用。

标准型 S5 特惠时长折扣

1 - 2个月 3 - 5个月 6 - 11个月 1年 2年 3年 4年 5年

87折 78折 73折 69折 55折 41折 33折 27折

有关时长折扣的详细说明请参考 价格总览。云服务器包年包月的具体价格请单击 CVM 价格计算器 进行测算。

关于标准型 S5 价格调整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0-06-29 15:09: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76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alculator/cvm


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5 共55页

腾讯云安全中心会及时关注各种安全漏洞状况。在官方发布重要安全漏洞后，腾讯云安全中心会及时跟进漏洞情况，向用

户发布漏洞信息，提供漏洞修复方案。

腾讯云官方镜像修复周期

定期漏洞修复：腾讯云官方镜像将定期进行常规漏洞修复，修复频率为每年2次。

高危漏洞修复：对于高危漏洞，腾讯云将紧急修复并第一时间提供给客户。

漏洞修复包含的镜像范围

腾讯云提供的公共镜像维护周期将与官方公布的维护周期保持一致。官方公布维护时间信息请参见 附录：官方维护时间。

腾讯云 Linux 镜像长期漏洞修复策略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3 19:26: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6059#OfficialMaintenanc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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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ntu 官方已经停止了 Ubuntu 10.04 LTS的维护，因此，现腾讯云也已将 Ubuntu 10.04 版本的公有镜像下线。

在最新的官方源仓库中已经删除了 Ubuntu10.04 LTS的相关目录树，腾讯云软件仓库与官方保持一致，因此不再在官方

源目录树提供对 Ubuntu 10.04 LTS 的支持，建议用户更换更高版本的镜像。

如果存量用户希望继续使用 Ubuntu 10.04 的软件源，我们提供两种方式支持：

方法一：手动更新配置文件

为提高用户使用质量，腾讯云软件仓库拉取了 Ubuntu 10.04 LTS 的官方归档源 http://old-

releases.ubuntu.com/ubuntu/  供用户使用，用户可通过手动修改配置文件正常使用该仓库： 

打开 apt 源配置文件 vi /etc/apt/sources.list ，修改以下代码：

deb-src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old-archives/ubuntu lucid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old-archives/ubuntu lucid-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

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old-archives/ubuntu lucid-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

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old-archives/ubuntu lucid-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old-archives/ubuntu lucid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old-archives/ubuntu lucid-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

erse 

deb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old-archives/ubuntu lucid-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

erse 

deb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old-archives/ubuntu lucid-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

iverse

方法二：运行自动脚本

通过腾讯云提供的脚本 old-archive.run 进行配置，将此文件下载至 Ubuntu 10.04 云服务器内部并执行以下命令：

chmod +x old-archive.run 

./old-archive.run

关于 Ubuntu 10.04 镜像下线及存量软件源配

置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0-04-26 17:28:46

http://ubuntu10-10016717.cos.myqcloud.com/old-archive.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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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腾讯云官方监测到在腾讯云官网购买 Ubuntu14.04 云服务器 apt-get 安装 Tomcat 以及 Hadoop 时，可以正

常监听端口，但是无法响应请求。现腾讯云给出相应规避措施，建议您如遇到此情况，可根据建议措施进行规避。

问题原因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的一个 已知问题 导致。

问题分析

Tomcat 以及 Hadoop 使用 Java 开发，使用了 java.security.SecureRandom 的 API。 

此 API 在某些 JRE 中默认使用 /dev/random  生成，而 /dev/random  接收 CPU 温度，键盘等硬件杂讯来生成熵。

因为云服务器是采用虚拟化技术的云服务器环境，很难感知 CPU 温度等信号则很难生成熵，因此 cat /dev/random 几

乎阻塞而导致 Tomcat，Hadoop 启动受阻问题。

规避措施

修改 JRE 配置

修改原 /etc/java-7-openjdk/security/java.security （ URL 需依照实际情况）中的

securerandom.source=file:/dev/urandom 为 securerandom.source=file:/dev/./urandom  来规避上述问题。

关于 Ubuntu14.04 无法启动 Tomcat 的解决

方案
最近更新时间：2020-04-26 17:31:59

http://bugs.java.com/bugdatabase/view_bug.do?bug_id=620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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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云硬盘提供良好的监控环境和合适的告警策略是保持数据高可靠性的重要部分。为满足更加多样化的告警需求，腾讯云

于2018年4月1日升级现有云服务器的部分硬盘指标告警。

届时，涉及磁盘相关指标的告警策略将进行以下升级：

1. 云服务器告警策略分为如下类型：

基础告警：包括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内存使用量、磁盘利用率、内网入包量、内网出包量、外网入带宽、外

网出带宽、外网入包量、内网入包量、外网带宽使用率、TCP 连接数、基础 CPU 使用率等指标。

存储告警：包括硬盘读 IOPS、硬盘写 IOPS、硬盘读流量、硬盘写流量、硬盘 IO 等待时间、硬盘 IO 服务时间、

硬盘 IO 繁忙比率等指标。

2. 对于基础告警，告警对象为云服务器实例；对于存储告警，告警对象为硬盘（包括本地盘和云硬盘）。

3. 存量原有的云服务器告警策略变动：

原有的云服务器告警策略中涉及存储告警指标的，将为您平滑迁移至同名的存储（硬盘）告警策略。

该同名存储（硬盘）告警策略将关联至原告警策略对象中所有云服务器上的系统盘和数据盘。

原有的云服务器告警策略将移除存储告警指标。

告警接收组与原有的云服务器告警策略保持一致。

关于监控告警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产品文档。

关于云服务器部分告警指标变更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7 16:23: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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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2016年6月－8月中旬创建的 Windows 云服务器极端情况下出现断网的问题，极端情况下可能影响到您正常业

务的运行。我们提供升级程序升级 Virtio 网卡驱动，建议您按照以下升级建议安装升级程序，重启即可解决该问题。

腾讯云客户可通过以下内网地址下载升级程序，一键完成升级。用户需要 登录 Windows 云服务器，并在内部访问镜像站

点 http://mirrors.tencentyun.com/install/windows/update_netkvm.exe ，下载后直接运行升级程序或保存后运

行。

如果显示以下信息：表示驱动已经升级成功，重启系统后新的驱动生效。

关于 Windows 云服务器升级 Virtio 网卡驱动

的通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0-04-26 17:34: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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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显示以下信息：表示现有驱动没有问题，不需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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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53端口为 DNS（Domain Name Server，域名服务器）服务器所开放，主要用于域名解析，通过 DNS 服务器可以实

现域名与 IP 地址之间的转换，只要记住域名就可以快速访问网站。

《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 版）已将互联网域名递归解析服务纳入电信业务（代号是 B26-1），即从事域名递归服务

需获得该业务种类的增值电信业务许可。

相关政策法规要求

1、未办理经营许可证不得从事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业务。 

如贵司（您）有涉及此类业务，需要办理“编码和规程转换业务许可证”，具体办理方式可以咨询您所在省通信管理局。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擅自经营电信业务或

者超范围经营电信业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予以处罚，其中情节严重、给予责令停业整

顿处罚的，直接列入电信业务经营失信名单。

工业和信息化部《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提供域名解析服务，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具备相应的

技术、服务和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能力，落实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依法记录并留存域名解析日志、维护日志和变更

记录，保障解析服务质量和解析系统安全。涉及经营电信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2、腾讯云不得为未依法取得经营许可证或者履行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接入或者代收费等

服务。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提供接入服务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三）不得为未依

法取得经营许可证或者履行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接入或者代收费等服务。

如您（单位）不涉及从事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业务，建议您调整服务器的安全组策略，入站规则禁用53端口。

入站规则禁用53端口的操作步骤

1. 登录 腾讯云云服务器控制台。

2. 在实例的管理页面，选择待禁用53端口的实例，单击该实例的 “ID/实例名”。如下图所示： 

关于安全组53端口配置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0-11-02 10:57:3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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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实例的详情页面，选择【安全组】页签，进入该实例的安全组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4. 在【已绑定安全组】栏中，选择待修改入站规则的 “安全组ID/名称”。

5. 在 “安全组规则” 页面，选择【入站规则】页签，单击【添加规则】。如下图所示： 

6. 在弹出的“添加入站规则”窗口中，填写以下信息。如下图所示：

类型：选择 “自定义”。

来源：填写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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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端口：填写 “UDP:53”。

策略：选择 “拒绝”。

7. 单击【完成】，即可禁用53端口。

常见问题

什么是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

互联网域名解析是实现互联网域名和 IP 地址相互对应关系的过程。 

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业务是指在互联网上通过架设域名解析服务器和相应软件，实现互联网域名和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转换

的服务。域名解析服务包括权威解析服务和递归解析服务两类。

权威解析：指为根域名、顶级域名和其他各级域名提供域名解析的服务。

递归解析：指通过查询本地缓存或权威解析服务系统实现域名和 IP 地址对应关系的服务。

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在此特指递归解析服务。更多详情请参见《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年版）》：B26-1 互联网域名

解析服务业务。

入站规则禁用53端口对我的服务器会有什么影响？

如您未进行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业务，入站规则禁用53端口对您的服务器、业务不会有影响。

个人能从事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业务吗？

电信业务经营者需为依法设立的公司，个人不能从事这项业务，您需要以公司的名义办理“编码和规程转换业务许可

证”，才能开展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业务。许可证具体办理方式可以咨询您所在省通信管理局。

未办理相关许可证开展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业务会有什么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第六十九条：（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或者有本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

项所列行为，擅自经营电信业务的，或者超范围经营电信业务的，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

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

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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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微软官方已于2015年7月14日起停止提供对 Windows Server 2003 和 Windows Server 2003 R2 的扩展支持服

务。同时，在腾讯云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的腾讯云服务器，在此日期后无法再获得微软的更新和补丁，并

将面临程序兼容性、不稳定性、安全等问题及风险。

为了保障您的业务安全稳定，我们建议您把现有的 Windows Server 2003 的云服务器更换到 Windows Server 的更

高版本，推荐使用最新版本。

如果您已充分评估并接受风险提醒，坚持继续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3 创建或重装实例，您仍可以通过导入 自定义

镜像 或者通过 云市场 的镜像来实现。

风险提醒

由于无法从微软获取 Windows Server 2003 的更新和补丁程序，腾讯云无法解决相关操作系统上问题，如您一直坚持

继续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3，请充分了解以下风险：

1. 继续使用包含 Windows Server 2003 操作系统的腾讯云服务器在2015年7月14日后，将无法继续获得微软所提供

的更新和修补程序，同时您的应用和业务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问题、应用不兼容、合规要求、以及

其他非功能性问题所引发的不确定安全风险。

2. 如果您在2015年7月14日后继续使用该等 Windows Server 2003 的腾讯云服务器，因该操作系统缺乏微软支持所

引发的故障、安全问题、不相容性，或更高的不确定风险，腾讯云不会对此承担责任，您需要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后

果及责任。

服务须知

由于无法从微软获取 Windows Server 2003 的更新和补丁程序，腾讯云无法解决相关操作系统上问题，以下情况不属

于腾讯云的服务质量不达标、故障或责任：

1. 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3 的实例可能有较高的故障风险，遭遇各种安全问题，出现不兼容的情况，或者无法正

常工作，并有可能完全瘫痪。

2. 您的 Windows Server 2003 实例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如果发生故障，并且需要安装微软补丁或者需要微软方面提供操

作系统级的故障排除支持方可解决的，我们仅能为您的故障排除提供协助，可能无法提供完全的问题解决方案。

3. 受到硬件兼容性和驱动程序相关问题的限制，未来新的腾讯云服务器可能无法支持 Windows Server 2003 镜像的运

行。

关于不再支持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镜

像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2 10:24: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2
https://market.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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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微软官方已于2020年1月14日起停止提供对 Windows Server 2008 相关操作系统的维护支持。腾讯云已于2020年3

月16日正式下线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业版 SP1 64位公共镜像。同时，在腾讯云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业版 SP1 64位系统的腾讯云服务器，在此日期后无法再获得微软的更新和补丁，并将面临程序兼容性、不稳

定性、安全等问题及风险。

为了保障您的业务安全稳定，我们建议您把现有的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业版 的云服务器更换到 Windows

Server 的更高版本，推荐使用最新版本。

如果您已充分评估并接受风险提醒，坚持继续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业版 创建或重装实例，您仍可以通过

导入 自定义镜像 或者通过 云市场 的镜像来实现。

风险提醒

由于无法从微软获取 Windows Server 2008 的更新和补丁程序，腾讯云无法解决相关操作系统上问题，如您一直坚持

继续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业版 SP1 64位系统，请充分了解以下风险：

1. 继续使用包含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业版 SP1 64位操作系统的腾讯云服务器在2020年3月16日后，将无

法继续获得微软所提供的更新和修补程序，同时您的应用和业务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问题、应用不

兼容、合规要求、以及其他非功能性问题所引发的不确定安全风险。

2. 如果您在2020年3月16日后继续使用该等 Windows Server 2008 的腾讯云服务器，因该操作系统缺乏微软支持所

引发的故障、安全问题、不相容性，或更高的不确定风险，腾讯云不会对此承担责任，您需要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后

果及责任。

服务须知

由于无法从微软获取 Windows Server 2008 的更新和补丁程序，腾讯云无法解决相关操作系统上问题，以下情况不属

于腾讯云的服务质量不达标、故障或责任：

1. 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业版 SP1 64位系统的实例可能有较高的故障风险，遭遇各种安全问题，出现

不兼容的情况，或者无法正常工作，并有可能完全瘫痪。

2. 您的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业版 SP1 64位系统的实例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如果发生故障，并且需要安装微软

补丁或者需要微软方面提供操作系统级的故障排除支持方可解决的，我们仅能为您的故障排除提供协助，可能无法提供

完全的问题解决方案。

3. 受到硬件兼容性和驱动程序相关问题的限制，未来新的腾讯云服务器可能无法支持 Windows Server 2008 镜像的运

行。

关于不再支持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

业版 SP1 64位系统镜像的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2 10:24: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2
https://market.cloud.tenc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