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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与公告

产品动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0 18:01:31

2023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健康探测源 IP 诊断助手上线

通过健康探测源 IP诊断助手，可以速检测账号下 CLB 实

例的健康探测源 IP 是否使用了100.64.0.0/10网段。还

可以一键完成健康探测的源 IP 由 CLB 的虚拟服务地址

（VIP）切换为100.64.0.0/10网段操作。

2023-

04-21

健康探测源 IP 切换助

手

2023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HTTPS 监听器支持 RSA + 

ECC 双证书

HTTPS 监听器的 SSL 解析中的服务器证书支持配置双证

书，即 RSA 和 ECC 两种不同类型加密算法的证书。

2023-

01-30
管理证书

2022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抽样采集日志
负载均衡支持抽样采集部分日志，减少数据上报量，从而

降低日志成本。

2022-

12-28
抽样采集日志

2022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启动或停止负载均衡实例及监

听器

停止实例后，不再接收和转发流量。启动实例后，正常接

收和转发流量。

2022-

09-08
启停负载均衡实例

2022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通过 TOA 获取客户端真

实 IP

混合云部署场景和 NAT64 CLB 场景下，CLB 的四层

（仅 TCP）服务支持通过 TOA 获取客户端真实源 IP。

2022-

01-13

混合云部署和 

NAT64 场景下通过 

TOA 获取客户端真

实 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64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488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57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08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8105


负载均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 共20页

2021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克隆负载均衡实例
克隆实例可以一键快速复制已有实例的配置，包括 CLB 

的实例属性、监听器、安全组和日志等配置。

2021-08-

11
克隆负载均衡实例

2021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CLB 支持健康检查日志
负载均衡支持配置四、七层健康检查日志到日志服务 CLS 

中，能够进行分钟级粒度的日志上报和多种规则在线检索。

2021-

05-21
配置健康检查日志

2021年0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CLB 支持绑定云函数 SCF
负载均衡支持绑定云函数 SCF，提供更便捷、更低价的云函

数接入公网能力。

2021-

01-28
绑定云函数 SCF

2020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静态单线线路类型的 

CLB

部分地域支持移动、联通、电信单运营商的 CLB，提供带宽

价格低于常规 BGP IP 的价格。

2020-12-

03
产品概述

优化健康检查
TCP 监听器支持 HTTP 健康检查，UDP 监听器支持检查端

口。

2020-12-

14
健康检查概述

2020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全量支持七层 CLB 个性化配

置
全量支持设置 CLB 实例的七层配置参数。

2020-09-

22
七层个性化配置

CLB 跨地域绑定2.0

负载均衡支持通过云联网，跨地域绑定云服务器，允许客户选

取多个后端云服务器的地域，跨 VPC、跨地域绑定后端云服

务器。

2020-09-

10

跨地域绑定2.0

（新版）

CLB 支持混合云部署 负载均衡直接绑定云下本地数据中心（IDC）内 IP。
2020-09-

10
混合云部署

2020年08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87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551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533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524#.E5.90.8D.E8.AF.8D.E8.A7.A3.E9.87.8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0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151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481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4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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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CLB 支持共享流量包
自2020-08-26 12:00:00开始，标准账户类型购买的按流量

计费的 CLB 实例，将优先通过共享流量包进行优惠扣费。

2020-

08-26
共享流量包

2020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CLB 支持 QUIC 协议
七层 HTTPS 监听器支持 QUIC 协议，客户端和 CLB 之

间支持 QUIC 连接。

2020-

06-29

CLB 支持 QUIC 

协议

2020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内网负载均衡支持绑定安全

组
内网负载均衡支持绑定安全组，隔离内网流量。

2020-

05-27

配置负载均衡安全

组

支持安全组默认放通

开启安全组默认放通后，后端 CVM 的安全组不必放通 

Client IP 和服务端口。来自 CLB 的访问流量仅需通过 

CLB 的安全组，后端 CVM 会默认放通来自 CLB 的流量，

后端 CVM 不必对外暴露端口。

2020-

05-27

开启安全组默认放

通

更新七层监听器的默认域名

策略

七层监听器的默认域名由可选项改为必填项，每个监听器只

能配置且必须配置一个默认域名。

2020-

05-15

转发域名中的默认

域名策略

2020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CLB 配置访问日志到 COS 

功能下线

将于2020-05-15 00:00:00关闭新增配置访问日志到 COS 

（其中广州地域将于2020-04-26 00:00:00关闭新增），

所有地域将于2020-06-30 00:00:00正式下线该功能，请

使用升级版功能： 配置访问日志到 CLS 。

2020-

04-21
-

2019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CLB 支持加入共享带宽包 标准账户类型的 CLB 支持加入 IP 带宽包。
2019-11-

20

共享带宽包 - 

产品概述

2019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71/401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460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147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14733#open-security-grou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9032#defaul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413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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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IPv6 IPv6 负载均衡绑定的是云服务器的 IPv6 地址，并对外提供 

IPv6 VIP 地址。

基于 IPv6 单栈技术实现的负载均衡，和 IPv4 负载均衡协同

工作，实现 IPv6/IPv4 双栈通信。

2019-10-

17

创建 IPv6 负载

均衡实例

支持配置访问日志到 CLS
支持配置七层 CLB 的访问日志到日志服务（CLS），分钟级

粒度，在线检索。

2019-10-

15

配置访问日志到 

CLS

内网 CLB 支持重定向 内网七层 CLB 支持重定向配置。
2019-10-

15
七层重定向配置

2019年05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标签鉴权 CLB 支持基于标签（TAG）的权限管理。
2019-

05-07
标签 - 产品概述

2019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绑定弹性网卡
CLB 支持绑定弹性网卡，可以将流量转发到同一台 CVM 上的

多个弹性网卡对应的内网 IP。

2019-

04-30
绑定弹性网卡

2018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 Anycast CLB

Anycast CLB 支持多地动态加速，其 VIP 会发布在多地多个

地域，客户端接入最近的 POP 点，通过腾讯云数据中心高速互

联网转发到云服务器上。

2018-11-

27

创建 Anycast 

负载均衡实例

2018年10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 TCP SSL 协议
CLB 支持 TCP SSL 协议，适用于需要超高性能、大规模 

TLS 卸载的场景。

2018-10-

12

配置 TCP SSL 

监听器

2018年08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 SNI CLB 支持 SNI 多域名证书，可以给一个监听器下的多个域名

按需配置不同的证书。

2018-08-

21

CLB 支持 

SNI 多域名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95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413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8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1/133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65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16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65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1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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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2018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安全组 公网 CLB 支持绑定安全组，支持对出入站流量进行控制和隔离。
2018-

04-15

配置负载均衡安全

组

2018年03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七层 CLB 个性化

配置
支持设置 CLB 实例的七层配置参数。

2018-

03-27

七层个性化配

置

访问日志支持存入 

COS
公网七层 CLB 的访问日志存入 COS，辅助分析和排障。 2018-03

配置访问日志到 

COS

2017年09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跨地域绑定
允许用户选取后端云服务器的地域，跨 VPC、跨地域绑定后端云服

务器。

2017-

09

跨地域绑定负载

均衡

2017年06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 CAM 鉴权
访问管理（CAM）用于管理腾讯云账户下资源的访问权限，用户可

以通过身份管理和策略管理控制哪些子账号有负载均衡的操作权限。
2017-06

访问管理 - 概

述

2017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七层重定向
支持用户在七层 HTTP/HTTPS 监听器上配置重定向，如配置 

HTTP 跳转到 HTTPS。

2017-

04-08

七层重定向配

置

轮询算法支持加权最小

连接数

加权最小连接数算法根据后端服务器的处理能力和权重综合调度，使

得负载更加均衡。

2017-

04-08

加权最小连接数

算法

2016年12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190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147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151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103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120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977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8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153#.E5.8A.A0.E6.9D.83.E6.9C.80.E5.B0.8F.E8.BF.9E.E6.8E.A5.E6.95.B0.E7.AE.97.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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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深圳金融支持跨可用区

容灾

深圳金融一区和二区分别部署多套集群，以实现同一地域下的跨可用

区容灾，当某个可用区故障时，负载均衡会将前端访问流量切换到同

一地域下的其它可用区，以恢复服务能力。

2016-12
多可用区高可

用配置说明

2016年11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七层域名和 URL 

的转发

七层 HTTP/HTTPS 协议，提供基于域名和 URL 路径的均衡能力，

支持灵活转发。
2016-11

七层转发域名和 

URL 规则说明

2016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七层协议 HTTP、

HTTPS

七层 HTTP、HTTPS 是应用层协议，七层监听器支持基于 Cookie 

的会话保持、支持基于 HTTP 返回码的健康检查等能力。

2016-

04
七层监听器

2015年04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支持私有网络
私有网络（VPC）是一块您在腾讯云上自定义的逻辑隔离网络空间，

VPC 内的负载均衡可以帮助您灵活地部署和隔离服务。
2015-04 私有网络

2014年12月

动态名称 动态描述 发布时间 相关文档

负载均衡（CLB）产品

上线

负载均衡提供安全快捷的流量分配服务，它可以无缝提供分配应用程序流量

所需的负载均衡容量，以实现自动分配云中多个 CVM 实例间应用程序的

访问流量，让您实现更高水平的应用程序容错能力。

2014-12 负载均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0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90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151#.E6.94.AF.E6.8C.81.E7.9A.84.E5.8D.8F.E8.AE.AE.E7.B1.BB.E5.9E.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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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3月06日】域名化公网负载均衡上线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8 14:46:31

尊敬的腾讯云客户，您好！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腾讯云的关注和支持！为了给您提供更加优质的负载均衡服务，自2023年03月06日00:00:00起，腾讯云负载均衡

（Cloud Load Balancer）实例将进行架构升级，升级后公网负载均衡将以域名的方式提供服务：可用性更强，SLA 从99.95%提升至

99.99%，自动替换故障 VIP，降低对客户业务的影响；弹性更佳，VIP 随业务请求动态变化，横向灵活扩展，规格更大。

方式1：通过内测申请，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选择购买升级后的实例进行体验。

方式2：通过对存量实例进行升级，体验升级后的负载均衡服务，升级操作指导详情请参见 域名化负载均衡升级指南 。

健康探测源 IP 修改为 100.64 网段，若在后端服务器中配置有 iptables 等其他安全策略时，注意放通该网段，详细信息可参考 健康探测

源 IP 支持100.64.0.0/10 网段 。

步骤1：通过配置 CNAME 域名解析的方式使用负载均衡，详细信息可参考 配置负载均衡的转发域名。

步骤2：执行升级操作。

2023年03月06日00:00:00后注册的账户默认使用升级后的负载均衡服务，详情请参见 域名化负载均衡快速入门 。

2023年03月06日00:00:00前注册的存量用户可以选择继续使用原有的负载均衡，不受升级影响。您也可以通过申请内测或对存量实例升

级的方式，体验升级后的负载均衡服务。

升级前后负载均衡服务对比

对比项 升级后 升级前

SLA 99.99% 99.95%

域名
支持域名，当单 VIP 发生故障时，可自动替换故

障 VIP，降低对客户业务的影响
不支持域名

VIP
控制台不再展示 VIP 地址。VIP 随业务请求动态变化，

横向灵活扩展，弹性更佳，规格更大

单 VIP 固定不变且在控制台展示，VIP 故

障场景无法替换

健康探测源 IP
默认 100.64.0.0/10 网段，收敛健康探测网段，有效避

免地址冲突

默认负载均衡实例 VIP，可

选 100.64.0.0/10 网段

体验升级后负载均衡的方式

说明：

仅支持存量用户操作，新注册用户默认使用升级后的域名化负载均衡。

您可以根据自身场景，选择一种内测方式进行申请即可，若同时申请则默认为一键更新模式内测。

通过申请 过渡模式内测 ，在创建时选择 IP 模式。其中，动态 IP 模式为升级后的负载均衡实例。

通过申请 一键更新模式内测 ，默认创建升级后的负载均衡实例。

注意：

申请成功后，将无法创建现有固定 IP 的负载均衡实例。

升级前准备

升级步骤

升级影响

升级对 CLB 的转发服务没有影响，资费不变。

升级后，控制台将不再展示 VIP 信息，VIP 随业务请求而动态变化。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64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58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6948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cn3lsoll0m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qkds0cczxe


负载均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 共20页

域名化的负载均衡实例会更贵吗？

域名化负载均衡是腾讯云负载均衡架构升级后所提供的负载均衡服务。计费策略和现有实例一致，资费不变。

当前已经在使用的负载均衡实例会受到影响吗？

当前已经在使用的负载均衡实例不受升级影响，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是否升级。升级后的负载均衡具有以下优势：可用性更强，SLA 从

99.95%提升至99.99%，自动替换故障 VIP，降低对客户业务的影响；弹性更佳，VIP 随业务请求动态变化，横向灵活扩展，规格更大。

升级后，不支持回滚。

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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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2月24日】健康探测源 IP 切换

100.64.0.0/10网段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7 08:48:52

尊敬的腾讯云客户，您好！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腾讯云的关注和支持！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负载均衡服务，从2023年02月24日12:00:00起，腾讯云负载均衡（Cloud 

Load Balancer）实例的健康探测源 IP，将从负载均衡 VIP 变更为 100.64.0.0/10 网段。使用 100.64.0.0/10 网段作为健康探测源 IP，

可以有效避免地址冲突，收敛后端服务器的放通策略。

新购用户的健康探测源 IP 默认使用 100.64.0.0/10 网段 ，存量用户可以继续使用当前的服务保持不变，也可以选择对健康探测源 IP 通过控

制台或调用 API 接口修改为 100.64.0.0/10 网段。

控制台操作： 健康检查源 IP 支持 100.64.0.0/10 网段 。

感谢您对腾讯云的信赖与支持，若在使用云产品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寻求 在线咨询 。

用户类型 用户定义

新购用户 以2023年02月24日12:00:00为准，主账号下未存在 CLB 实例的用户。

存量用户 以2023年02月24日12:00:00为准，主账号下已存在 CLB 实例的用户。

注意事项

负载均衡实例的健康探测源 IP 使用 100.64.0.0/10 网段时，您无需在后端服务器的安全组中额外针对该网段配置放行策略。若在后端服

务器中配置 iptables 等其他安全策略，请务必放通该网段，否则将会导致健康探测失败。

后端服务器的安全组针对100.64.0.0/10 网段默认放通，仅对与 CLB 同一腾讯云账号的后端服务器生效，如有跨账号绑定的后端服务

器，需要在对应的账号中再次刷新该配置。

操作指导

API 操作

对于4层监听器： 调用 ModifyListener 接口 ，修改 SourceIpType 参数取值为1。

对于7层监听器： 调用 ModifyRule 接口 ，修改 SourceIpType 参数取值为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5860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ticket-ta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306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3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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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7月08日】传统型负载均衡升级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1 17:30:38

尊敬的腾讯云客户，您好！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腾讯云的关注和支持！为了给您提供更加弹性、稳定、高质量的负载均衡服务，从2022年07月08日00:00:00起，腾讯云

负载均衡（Cloud Load Balancer）实例将进行架构升级，请您尽快完成升级。升级后资费不变，VIP 不变，可覆盖传统型负载均衡的所有

功能，且能提供更多功能和更好的用户体验。

为避免影响您的业务，请您在2022年08月08日24:00前及时进行升级操作。到期后传统型负载均衡不再提供 SLA 服务。

为避免影响您的业务，请您及时进行升级操作，提前做好安排。

感谢您对腾讯云的信赖与支持，若在使用云产品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寻求 在线咨询 。

1. 登录 负载均衡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实例管理。

2. 在“实例管理”页面左上角选择地域，单击传统型负载均衡页签。

3. 在传统型负载均衡的实例列表中，找到目标实例，选择右侧操作列的更多 > 升级。

4. 在弹出的“升级为负载均衡”对话框中，单击提交。

CLB 的实例类型分为：负载均衡（原“应用型负载均衡”）和 传统型负载均衡。2021年10月20日传统型负载均衡 CLB 停止新购，官网已

发 停售公告 。停止新购后，相关功能已不做迭代。负载均衡可以覆盖传统型 CLB 全部的功能，且能够提供更多功能和更好的用户体验。 

腾讯云计划2022年08月08日完成全部传统型 CLB 升级。为避免影响您的业务，请您及时进行升级操作，提前做好安排。

传统型 CLB 升级后继续使用存量的域名可能会存在风险，建议重新配置域名，详细指导请参见 配置转发域名 。如果使用了腾讯云 DNSPod 

解析到 myqcloud.com ，需要修改 dnspod 解析记录。详细指导请参见 修改解析记录 。

2021年10月20日传统型负载均衡 CLB 停止新购，停止新购后，相关功能已不做迭代。传统型负载均衡 CLB 升级，将于2022年08月08日

24:00结束，到期后传统型负载均衡不再提供 SLA 服务。

支持回退为传统型负载均衡，升级成功后，不支持回退。

如传统型 CLB 绑定了弹性伸缩组，在升级完成后，需要将此 CLB 解绑并重新绑定。否则会导致伸缩组扩容失败。伸缩组绑定多个传统型 

CLB 时，需要将所绑定的 CLB 全部升级后，再统一解绑并重新绑定。

升级方式

升级优势与影响

展开全部

传统型公网负载均衡升级为公网负载均衡

传统型内网负载均衡升级为内网负载均衡

热点问题

传统型 CLB 为什么需要升级？

升级后，如何配置域名？

不升级的影响是什么呢？

升级失败时，如果出现不可用，是否有恢复方案？

传统型 CLB 绑定了弹性伸缩组怎么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Online_service?from=ticket-ta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l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581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1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4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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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异常时不建议升级，升级时请确保 CLB 后端所有 RS 的状态全为健康状态或关闭健康检查。不建议通过临时解绑健康检查状态异常

的 RS 规避升级检查，否则可能会导致业务受损。如需协助，请单击 在线支持 。

健康检查异常需要处理吗？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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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02日】负载均衡实例升级调价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4 10:01:10

为提供更加弹性、稳定、高质量的服务，从2021年11月2日00:00:00起，腾讯云所有负载均衡（Cloud Load Balancer）实例将进行架构

升级，升级后共享型负载均衡实例将提供并发连接数5万、每秒新建连接数5000、每秒查询数（QPS）5000 的保障能力。

在性能保障范围内，实例可独享性能上限，无需与其它实例共享集群资源。

本次调整覆盖所有负载均衡实例，包括负载均衡（原“应用型负载均衡”）、传统型负载均衡实例。为适应本次架构升级，CLB 部分计费价格

将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价格详情如下所示：

此价格有效期仅限于自2021年11月2日00:00:00至下次调价（上调或下调）前，具体价格请以官网购买页的价格或您确认的订单为准。

如何优化实例费用？

说明：

升级前，共享型 CLB 实例共享集群资源，可能存在性能抢占现象。

升级后，共享型 CLB 实例提供一定范围的性能保障能力，保障范围内独享转发性能，超出保障范围的部分共享集群资源，可能存

在性能抢占现象。

调价说明

内网负载均衡实例费用价格调整为0.2元/小时（部分地域为0.3元/小时）。

公网负载均衡实例费用价格调整为0.2元/小时（部分地域为0.3元/小时）。

按量计费 - 实例费 包年包月 - 实例费

计费

项

计费

模式

计费

周期
地域

价格（单位：

元/小时）

实例

费用

按量

计费
小时

广州/深圳金融/上海/上海金融/南京/北京/北京金融/成都/重庆/香港/新加坡/硅

谷/弗吉尼亚/多伦多/雅加达
0.2

曼谷/孟买/首尔/东京/法兰克福 0.3

注意：

为避免价格调整造成您的账户欠费停服，影响您的业务，请您及时评估您账户下负载均衡资源的使用情况及月度资费，提前做好安

排，释放不再使用的资源。

FAQ

建议及时销毁闲置的 CLB 实例，如未创建监听器、未绑定后端服务器的 CLB 实例。

单个 CLB 实例支持创建50个监听器，可将多个服务创建不同的协议端口，减少实例数量，参考 使用约束 。

相关文档

标准账户类型计费说明

传统账户类型计费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1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429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848


负载均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 共20页

性能容量单位 LCU 计费说明

升级负载均衡实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583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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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0日】传统型负载均衡停售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8 09:51:36

腾讯云负载均衡（原“应用型负载均衡”）可覆盖传统型负载均衡的所有功能，为提供更加安全的云上网络环境和更好的用户体验，腾讯云将

于2021年10月20日起停止售卖传统型负载均衡。若您的业务仍在使用传统型负载均衡，为保证您的服务正常运行，请尽快升级至应用型负载

均衡。

2021年10月20日起停止购买传统型负载均衡。

从2021年10月20日起，您将无法购买传统型负载均衡，已有的存量传统型负载均衡实例不受影响。

为保证您的服务正常运行，请尽快升级至应用型负载均衡。应用型负载均衡与传统型负载均衡的差异请参见 实例类型 。

1. 登录 负载均衡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实例管理。

2. 在“实例管理”页面左上角选择地域，单击传统型负载均衡页签。

3. 在传统型负载均衡的实例列表中，找到目标实例，选择右侧“操作”列的更多 > 升级。

4. 在弹出的“升级为负载均衡”对话框中，单击提交。

停售内容

停售影响

升级影响

升级后，业务可继续访问无影响。

升级后，负载均衡配置方式有所不同，应用型负载均衡配置详情请参见 负载均衡快速入门 。

升级后不支持继续调用 传统型负载均衡的 API ，需调用 负载均衡 API 。

升级方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84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l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9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17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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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27日】负载均衡部分接口鉴权升级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2 18:03:00

负载均衡 CLB 于北京时间2021年4月27日对部分接口的鉴权功能进行升级优化。升级后，子用户调用这些接口需向主账号  申请 CAM 策略

授权 ，否则可能调用失败。

1. 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策略】。

3. 在“策略管理”页面，单击右侧的【全部策略】。

4. 在策略列表中，找到需授权的策略，单击右侧“操作”列的【关联用户/组】。

5. “关联用户/用户组”对话框中，单击左侧列表的目标用户项，将其添加至右侧的“已选择”列表中，单击【确定】。 

升级的接口列表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DescribeClassicalLBByInstanceId 通过后端主机反向查找其绑定的传统型负载均衡

DescribeClusterResources 查询集群中资源列表

ReplaceCertForLoadBalancers 替换负载均衡实例所关联的证书

DescribeLoadBalancerListByCertId 根据证书 ID 查询负载均衡

DescribeQuota 查询配额

DescribeBlockIPList 查询一个负载均衡所封禁的 IP 列表（黑名单）

DescribeBlockIPTask 查询封禁 IP（黑名单）异步任务的执行状态

ModifyBlockIPList 修改负载均衡的 IP 封禁黑名单列表

为子账号配置策略授权

当子用户调用以上升级后的接口失败时，您需通过以下操作为子用户完成策略授权。

在弹出的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317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492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369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409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47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404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404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4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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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若需关联用户组，则在“关联用户/用户组”对话框，单击【切换成用户组】＞【用户组】，重复  步骤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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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负载均衡更名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0-04-24 09:40:40

尊敬的腾讯云用户，您好！

为了提升产品体验，腾讯云负载均衡将对实例类型名称进行变更，将原“应用型负载均衡”更名为“负载均衡”。

两种实例类型的详细功能对比参见文档 实例类型对比 。

此致

腾讯云团队

更名前 更名后 实例类型说明

应用型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

主推实例类型，覆盖传统型负载均衡的全部功能 

支持 TCP/UDP/HTTP/HTTPS 协议。

提供基于域名和 URL 路径的灵活转发能力。

传统型负载均衡 传统型负载均衡

经典版负载均衡

配置方法简单。

内网不支持 HTTP/HTTPS 协议。

说明：

1. 本次变更仅是实例类型名称的改变，不影响任何 CLB 的配置、计费等逻辑。更名后我们会在括号内注明原名，并预留2个月的缓

冲期，2个月后将只展示新名称。

2. 由于更名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有任何疑问，您可以 提交工单  进行反馈，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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