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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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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N 含预付费流量包和按量后付费两种模式。您在开通 CDN 服务后，若实际使用了 CDN 服务，产生了对应的服务用量，则会按用量产生计费账单扣费。此

文档将为您详细介绍 CDN 的各种计费方式。

计费组成

腾讯云 CDN 计费分为，基础服务计费（必选）+ 增值服务计费（可选）。

基础服务计费（必选）：使用 CDN 产生的流量或者带宽费用，任选其一。（CDN 侧不会收取 CDN 回源流量费用）

增值服务计费（可选，单独计费）：除基础服务外，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一种或多种增值服务，例如 QUIC 访问请求数、APK 动态打包请求数等。

计费方式 描述

基础服务计费

按流量计费

按从腾

讯云

CDN 节

点流出

的实际

流量计

费。支

持 CDN

流量包

抵扣。

通常更

适合带

宽曲线

波动较

大，存

在突发

峰值的

业务。

购买指南

CDN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4 16:18:23

说明：

不同产品的计费方式不同，若您使用腾讯云内容分发网络 CDN 的 CDN 相关业务服务时，则可查看此篇文档。若您使用全站加速网络 ECDN 相关业务服务

时，请查看 ECDN 产品计费 文档，使用安全加速 SCDN 相关服务时，请查看 SCDN 产品计费 文档。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2#m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0/109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26/4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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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方式 描述

按带宽计费

按峰值

带宽计

费：每5

分钟统

计一个

带宽数

据，每

日得到

288个

值。在

计费周

期内按

大小排

序后，

根据计

费策略

取值计

费。不

支持流

量包抵

扣。通

常更适

合带宽

曲线比

较平稳

的业

务。

增值服务计费

QUIC 访问请求数

若未使

用

QUIC

访问 功

能，即

未产生

QUIC

请求

数，则

不会产

生

QUIC

费用。

HTTPS 请求数

2023年

1月5日

起，若

您的

CDN 产

品开启

了

HTTPS

服务，

将按用

户访问

的

HTTPS

请求数

次数单

独计

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2#m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3#qui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518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3#https-.E8.AF.B7.E6.B1.82.E6.95.B0.E8.AE.A1.E8.B4.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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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方式 描述

APK 动态打包请求数

若您已

使用

APK 动

态打包

功能，

且收到

了计费

通知消

息，将

按 APK

动态打

包请求

数次数

计费，

否则不

会产生

该费

用。

计费周期

腾讯云 CDN 服务的计费周期如下：

计费周期 扣费及出账时间 适用的计费项

小时结 前1小时产生的消耗，会在后2 - 4小时内计算并扣费。

按流量计费

QUIC 访问

请求数

HTTPS 请

求数

APK 动态打

包请求数

月结 上月1日00:00:00至31日23:59:59产生的总用量，会在本月1日前计算并扣费。

按流量计费

按峰值带宽计

费

计费区域

基础服务计费分两个不同的计费区域：中国境内和中国境外。

中国境内区域不再细分地区，用统一的中国大陆刊例价计费。服务费用 = 中国境内区域用量 * 中国大陆单价。

中国境外区域按腾讯云 CDN 节点服务器所在地区，即服务地区，划分为8个计费大区：亚太1区、亚太2区、亚太3区、中东、欧洲、北美、南美和非洲。不同大区刊

例价不同，服务费用为所有计费大区的费用总和。

中国境外计费大区 覆盖地区

亚太1区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越南，新加坡 ，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

亚太2区 中国台湾，日本 ，韩国，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亚太3区 菲律宾，印度 ，澳大利亚，尼泊尔，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

中东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土耳其

欧洲 英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法国，荷兰，西班牙

说明：

若您的 CDN 服务为全球加速，同时产生了两个计费区域的用量，则总服务费用为：中国境内区域用量 * 中国大陆单价 + 中国境外计费大区 1 用量 * 计费大区

1 的单价 + 中国境外计费大区 2 用量 * 计费大区 2 的单价 + ... + 中国境外计费大区 n 用量 * 计费大区 n 的单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3#ap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564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2#m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3#qui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3#https-.E8.AF.B7.E6.B1.82.E6.95.B0.E8.AE.A1.E8.B4.B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3#ap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2#m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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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计费大区 覆盖地区

北美 美国，加拿大

南美 巴西，墨西哥

非洲 南非

CDN定价详情

按流量计费

采用月度阶梯累进模式，阶梯价格如下，更多详情可见 基础服务计费：

流量阶梯

(元/GB)
中国大陆 CN

北美

NA

欧洲

EU

亚太1区

AP1

亚太2区

AP2

亚太3区

AP3

中东

ME

非洲

AA

南美

SA

0TB - 2TB 0.21 0.31 0.31 0.46 0.55 0.63 0.90 0.68 0.68

2TB - 10TB 0.20 0.26 0.26 0.41 0.51 0.60 0.83 0.64 0.64

10TB - 50TB 0.18 0.22 0.22 0.37 0.47 0.57 0.77 0.60 0.60

50TB -

100TB
0.15 0.18 0.18 0.33 0.41 0.53 0.71 0.56 0.56

≥ 100TB 0.11 0.14 0.14 0.31 0.35 0.46 0.65 0.52 0.52

按带宽计费

采用阶梯到达模式，阶梯价格如下所示，更多详情可见 基础服务计费：

带宽阶梯

(元/Mbps/天)
中国大陆 CN

北美

NA

欧洲

EU

亚太1区

AP1

亚太2区

AP2

亚太3区

AP3

中东

ME

非洲

AA

南美

SA

0Mbps -

500Mbps
0.53 1.42 1.42 2.50 2.70 3.42 4.83 3.67 3.67

500Mbps -

5Gbps
0.52 1.35 1.35 2.20 2.35 3.04 4.43 3.37 3.37

5Gbps -

50Gbps
0.49 1.03 1.03 1.85 1.90 2.52 4.00 3.10 3.10

≥ 50Gbps 0.48 0.73 0.73 1.67 1.75 2.28 3.50 2.83 2.83

预付费流量包

您在开通 CDN 服务前后，均可优惠购买 CDN 流量包，用以抵扣 CDN 流量用量。流量包介绍详情可见 CDN 流量包介绍 和 CDN 流量包购买。

欠费说明

当您的腾讯云账户处于欠费状态时，腾讯云会通过短信、邮件等多种方式提醒您欠费状态，并为您保留一定的缓冲时间。缓冲时间后，系统会停止您的 CDN 服务。当

您的账户状态恢复正常后，域名会自动恢复到停服之前的状态（非实时恢复，请耐心等待）。

注意：

1. 不同结算方式缓冲时间不同，月结将保留24小时，纯小时结将保留2小时。详情查看 CDN/ECDN 小时结用户欠费保护期调整到2小时公告。

2. 欠费停服生效后不会继续计费，但停服前产生的用量仍会正常出账，即您在欠费停服后可能仍会收到账单。

3. 欠费导致加速服务停止后，您的所有域名全部下线，访问全部受影响。CDN 控制台仅支持查询操作，不能进行配置修改等操作。您的 CDN 相关域名、配置

信息会为您保留12个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04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07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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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服务计费指按您账号下 CDN 服务产生的流量或带宽用量计费，为按量后付费。

计费区域

基础服务计费分两个不同的计费区域：中国境内和中国境外。

中国境内区域不再细分地区，用统一的中国大陆刊例价计费。服务费用 = 中国境内区域用量 * 中国大陆单价。

中国境外区域按腾讯云 CDN 节点服务器所在地区，即服务地区，划分为8个计费大区：亚太1区、亚太2区、亚太3区、中东、欧洲、北美、南美和非洲。不同大区刊

例价不同，服务费用为所有计费大区的费用总和。

中国境外计费大区 覆盖地区

亚太1区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越南，新加坡 ，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

亚太2区 中国台湾，日本 ，韩国，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亚太3区 菲律宾，印度 ，澳大利亚，尼泊尔，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

中东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土耳其

欧洲 英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法国，荷兰，西班牙

北美 美国，加拿大

南美 巴西，墨西哥

非洲 南非

刊例价及计算方式

按流量计费

采用月度阶梯累进模式，阶梯价格如下：

流量阶梯

(元/GB)

中国大陆

CN

北美

NA

欧洲

EU

亚太1区 

AP1

亚太2区 

AP2

亚太3区 

AP3

中东

ME

非洲

AA

南美

SA

0TB - 2TB 0.21 0.31 0.31 0.46 0.55 0.63 0.90 0.68 0.68

2TB - 10TB 0.20 0.26 0.26 0.41 0.51 0.60 0.83 0.64 0.64

10TB - 50TB 0.18 0.22 0.22 0.37 0.47 0.57 0.77 0.60 0.60

50TB - 100TB 0.15 0.18 0.18 0.33 0.41 0.53 0.71 0.56 0.56

≥ 100TB 0.11 0.14 0.14 0.31 0.35 0.46 0.65 0.52 0.52

计算方式

按流量小时结的计算方式示例如下：

基础服务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5:49:29

说明：

若您的 CDN 服务为全球加速，同时产生了两个计费区域的用量，则总服务费用为：中国境内区域用量 * 中国大陆单价 + 中国境外计费大区 1 用量 * 计费大区

1 的单价 + 中国境外计费大区 2 用量 * 计费大区 2 的单价 + ... + 中国境外计费大区 n 用量 * 计费大区 n 的单价。

说明：

≥ 100TB 时，可线下 联系我们 获取折扣咨询。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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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1月1日00:00 - 01:00、01:00 - 02:00、02:00 - 03:00分别在中国大陆地区流量消耗为4TB、5TB、6TB，中国境外各大区未产生消耗，如下图所示。

下图中灰色为实际计费阶梯，流量小时结的后付费采用流量累计的方式进行分阶梯计费，用户产生的流量将根据累积到不同阶梯，按照不同的阶梯进行计费，用户在

00:00 - 03:00用户共产生了15TB流量消耗，其中2TB落入0TB - 2TB的计费阶梯，8TB落入2TB - 10TB的计费阶梯，5TB落入10TB - 50TB的计费阶梯，

因此，用户在1月1日00：00-01：00产生的实际计费费用为：2 * 1000 * 0.21 + 2 * 1000 * 0.2 = 820元，用户在1月1日01:00 - 02:00产生的实际费用为：5

* 1000 * 0.2 = 1000元，用户在1月1日02:00 - 03:00产生的实际费用为1 * 1000 * 0.2 + 5 * 1000 * 0.18 = 1100元。 

以此类推，计算出当月每小时的流量后付费费用，当2月1日开始计费时，将累积归零重新开始按照阶梯累积计算。 

您可以使用 价格计算器 估算费用。

按带宽计费

采用阶梯到达模式，阶梯价格如下所示：

带宽阶梯

(元/Mbps/天)

中国大陆

CN

北美

NA

欧洲

EU

亚太1区 

AP1

亚太2区 

AP2

亚太3区 

AP3

中东

ME

非洲

AA

南美

SA

0Mbps - 500Mbps 0.53 1.42 1.42 2.50 2.70 3.42 4.83 3.67 3.67

500Mbps - 5Gbps 0.52 1.35 1.35 2.20 2.35 3.04 4.43 3.37 3.37

5Gbps - 50Gbps 0.49 1.03 1.03 1.85 1.90 2.52 4.00 3.10 3.10

≥ 50Gbps 0.48 0.73 0.73 1.67 1.75 2.28 3.50 2.83 2.83

计算方式

假设前一日 CDN 的中国大陆地区峰值带宽为 X，中国境外各大区未产生消耗，阶梯计算方式如下：

1. 若 X < 500Mbps，则账单费用为 X * 0.53。

2. 若 500Mbps ≤ X < 5000Mbps，则账单费用为 X * 0.52。

3. 若 5000Mbps ≤ X < 50000Mbps，则账单费用为 X * 0.49。

4. 若 X ≥ 50000Mbps，请联系我们进行线下签约，更多优惠方式供您选择。

您可以使用 价格计算器 估算费用。

计费方式-流量小时结

流量小时结的用户，基础服务费为按照流量计费，按小时进行结算；

计费方式 描述 计费周期 扣费说明

按流量计费 按从腾讯云 CDN 节点流出的实际流量计费。
小时结算

（默认）

前1小时

产生的消

耗，会在

后2 - 4

小时内计

算并扣

费。

计费方式-流量/带宽月结

说明：

≥ 50Gbps 时，可线下 联系我们 获取折扣咨询。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alculator/cdn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alculator/cdn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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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腾讯云 CDN 服务月消费金额大于10万元或预期超过10万元， 且无历史欠费记录，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更优惠和灵活的月度（自然月）结算计费方式。您可以拨

打4009100100转1联系腾讯云商务洽谈接入，详情如下：

计费方式 描述 计算方式

按流量计费 月流量

月度

累计

使用

的所

有流

量

和，

根据

合同

价格

计算

费

用。

假设客户1月份产生

了 n GB流量，则1

月份的费用为：n *

P。

按带宽计费

日峰带宽取月均

CDN

每日

带宽

统计

点共

288

个，

对所

有有

效天

的峰

值取

平

均，

得到

计费

带

宽，

再根

据商

务签

订的

合同

价格

计算

费

用。

假设客户1月份有14

天有效天，这14天

有效天每一天的

288个统计点最大

值为：Max_1、

Max_2、

Max_3...

Max_14，计费带

宽为

Average(Max_1,

Max_2, ...,

Max_14)，1月的

费用为：

Average(Max_1,

Max_2, ...,

Max_14) * P * 14

/ 31。

名字解释：

合同价：P 元/Mbps/月 或 P 元/GB/月（非固定值，为您商议的合同价）。

月度有效天：自然月某一天用量 ＞ 1000bps，则记为一天有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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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方式 描述 计算方式

月95带宽

CDN

每日

带宽

统计

点共

288

个，

从当

月1号

起，

每一

个有

效日

（产

生消

耗）

的所

有统

计点

进行

排

序，

去掉

前

5%

的统

计

点，

剩下

的最

大的

统计

点，

即为

计费

带

宽，

再根

据合

同价

格计

算费

用。

假设客户1月份有14

天有效天，则计费

带宽为这14天有效

天的所有统计点14

* 288个，去掉最高

的5%的点，剩余统

计点中最高的为

Max95，Max95

即为计费带宽，1月

的费用为：Max95

* P * 14 / 31。

欠费说明

当您的腾讯云账户处于欠费状态时，腾讯云会通过短信、邮件等多种方式提醒您欠费状态，并为您保留一定的缓冲时间。缓冲时间后，系统会停止您的 CDN 服务。当

您的账户状态恢复正常后，域名会自动恢复到停服之前的状态（非实时恢复，请耐心等待）。

说明：

各 CDN 节点会实时记录流量数据，上报至计算中心，汇总为域名总流量数据。带宽计费时，使用每5分钟粒度数据进行结算，即相应的带宽值 = 5分钟粒度

总流量 / 300秒。例如：5分钟内产生的总流量为30MB，根据换算规则：1MB = 8Mb，即相应的带宽为（30 * 8）/ 300 = 0.8Mbps。

进制换算规则：1GB = 1000MB、1 MB= 1000 KB; 1Gbps = 1000Mbps、1Mbps = 1000Kbps。

月度结算的月为自然月。

注意：

1. 不同结算方式缓冲时间不同，月结将保留24小时，纯小时结将保留2小时。详情查看 CDN/ECDN 小时结用户欠费保护期调整到2小时公告。

2. 欠费停服生效后不会继续计费，但停服前产生的用量仍会正常出账，即您在欠费停服后可能仍会收到账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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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欠费导致加速服务停止后，您的所有域名全部下线，访问全部受影响。CDN 控制台仅支持查询操作，不能进行配置修改等操作。您的 CDN 相关域名、配置

信息会为您保留12个月。

增值服务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5: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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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使用了增值服务，如 QUIC 访问功能和 APK 动态打包功能，则在基础服务计费的基础上，还需按照增值服务计费项计费。

QUIC 访问请求数计费

若您已使用 QUIC 访问功能，2022年1月5日正式发布 QUIC 访问后，将按 QUIC 请求数次数计费：

计费项 价格（元/万次）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QUIC 请求数 0.05元
按量后付

费
小时结算

HTTPS 请求数计费

2023年1月5日起，若您 CDN 产品开启 HTTPS 服务，将按 HTTPS 请求数次数单独计费：

HTTPS 请求数

（万次）
价格（元/万次）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0 - 300（含） 免费 后付费

小时结或

月结（与

您的

CDN 流

量计费周

期保持一

致）

大于 300 0.05 后付费

小时结或

月结（与

您的

CDN 流

量计费周

期保持一

致）

APK 动态打包请求数计费

若您已开通了 APK 动态打包功能 增值服务，将按 APK 动态打包请求数次数到达阶梯计费：

1. 小时结用户：

请求阶梯 (万次请求) 阶梯价格（元/万次请求）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0 - 1万次请求 （不含） 10元 按量后付

费

按小时结

算

说明：

进行线上计费时，我们会提前推送消息以及在控制台和文档发布公告周知，请您关注确认。

若未使用 QUIC 访问功能，即未产生 QUIC 请求数，则不会产生 QUIC 费用。

结算周期内，若您的 QUIC 请求数低于1万次，将按照实际用量计算。

说明：

每个账号每个月有300万（含）次 HTTPS 请求数的免费额度，CDN 产品仅对超出免费额度的 HTTPS 请求数进行计费，价格按0.05元/万次请求数进行

收取。

免费额度在每个自然月内有效，未用尽部分会在次月1日0点失效，并同时重新获取新的300万次免费额度。

示例1：若您在9月6日开始启用 CDN 产品的 HTTPS 服务，并在9月6日-9月30日共产生了200万次 HTTPS 请求数，因未超过免费额度，则9月

HTTPS 请求数费用为0。免费额度中剩余未使用的100万次请求数在10月1日0点后失效，并会同时获取新的300万次免费额度。

示例2：若您在9月6日开始启用 CDN 产品的 HTTPS 服务，并在9月6日-9月30日共产生了400万次 HTTPS 请求数，其中300万次为免费额度不计

费。超出的100万次按0.05元/万次计费，则9月 HTTPS 请求数费用为：100万次 * 0.05元/万次 = 5元。在10月1日0点后获取新的300万次免费额度。

更多有关 HTTPS 计费的常见问题，请参见 HTTPS 计费常见问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518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564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3799#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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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阶梯 (万次请求) 阶梯价格（元/万次请求）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1 - 5万次请求（不含） 5元

5 - 20万次请求 （不

含）
2元

20万次请求以上 1元

示例： 用户在2023年2月14日 10:00-2023年2月14日 11:00 使用了 APK 动态打包请求数为2万次，因为2万次请求在“1 - 5万次请求（不含）”阶梯区间，按

阶梯价格5元/万次，则实际费用 = 5（元/万次请求）* 2（万次请求）= 10元。

2. 月结用户：

请求阶梯 (万次请求) 阶梯价格（元/万次请求）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0 - 720万次请求 （不

含）
10元

按量后付

费
按月结算

720- 3600万次请求

（不含）
5元

3600 - 14400万次请

求 （不含）
2元

14400万次请求以上 1元

示例： 用户在2023年2月份整月使用了 APK 动态打包请求数为1000万次，因为1000万次请求在“720 - 3600万次请求（不含）”阶梯区间，按阶梯价格5元/万

次，则实际费用 = 5（元/万次请求）* 1000（万次请求）= 5000元。

实时日志投递服务计费（内测）

2023年2月1日起，CDN产品上线实时日志投递服务功能，可将 CDN 日志实时投递至您自定义设置服务地址。投递服务为增值服务项目，按投递日志量收取。

计费项 价格（元/万条）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实时日志投递 0.01
按量后付

费
月结算

欠费说明

当您的腾讯云账户处于欠费状态时，腾讯云会通过短信、邮件等多种方式提醒您欠费状态，并为您保留一定的缓冲时间。缓冲时间后，系统会停止您的 CDN 服务。当

您的账户状态恢复正常后，域名会自动恢复到停服之前的状态（非实时恢复，请耐心等待）。

说明：

如果您动态打包需求产生的用量较大时，可线下 联系我们 或您的商务获取折扣咨询。

注意：

功能处于内测阶段，若您有 CDN 日志自定义投递需求，欢迎联系 在线客服（或商务）咨询/开通。

注意：

1. 不同结算方式缓冲时间不同，月结将保留24小时，纯小时结将保留2小时。详情查看 CDN/ECDN 小时结用户欠费保护期调整到2小时公告。

2. 欠费停服生效后不会继续计费，但停服前产生的用量仍会正常出账，即您在欠费停服后可能仍会收到账单。

3. 欠费导致加速服务停止后，您的所有域名全部下线，访问全部受影响。CDN 控制台仅支持查询操作，不能进行配置修改等操作。您的 CDN 相关域名、配置

信息会为您保留12个月。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sales&source=PRESA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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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包

预付费方式购买的 CDN 流量包是可以用于抵扣流量计费模式下业务产生的流量消耗。相较于按量后付费方式，CDN 流量包单位流量价格更为优惠，您可根据业务消耗

数据评估选择购买适合的流量包。

流量包服务区域

按照计费区域分类，CDN 流量包共有9个不同类别，每个计费区域覆盖地区可参见 计费区域 。

流量包将按照腾讯云服务区域进行抵扣，即用户访问的腾讯云 CDN 节点所在区域，非当前用户 IP 所在区域，例如：用户当前访问的加速节点 IP 位于北美区域，产

生1GB流量，如果您当前已有北美区域100GB流量包，则将使用该流量包抵扣1GB；如果无该区域流量包，则产生的流量将产生后付费。

资源包类别 资源包描述

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 适用于抵扣中国境内计费区域产生的流量消耗。

亚太1区 CDN 流量包 适用于抵扣亚太1区计费区域（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越南、新加坡、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地区）产生的流量消耗。

亚太2区 CDN 流量包 适用于抵扣亚太2区计费区域（包括中国台湾、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产生的流量消耗。

亚太3区 CDN 流量包 适用于抵扣亚太3区计费区域（包括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尼泊尔、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加速）产生的流量消耗。

中东区 CDN 流量包 适用于抵扣中东区计费区域产生的流量消耗。

欧洲区 CDN 流量包 适用于抵扣欧洲区计费区域产生的流量消耗。

北美区 CDN 流量包 适用于抵扣北美区计费区域（美国、加拿大地区）产生的流量消耗。

南美区 CDN 流量包 适用于抵扣南美区计费区域（巴西、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区）产生的流量消耗。

非洲区 CDN 流量包 适用于抵扣非洲区计费区域产生的流量消耗。

CDN 境内流量包定价

连续包月

100GB 500GB 1TB 5TB 10TB 50TB 200TB 1PB

1个月 ¥ 16.00 ¥ 80.00 ¥ 156.00 ¥ 763.00 ¥ 1512.00
¥

7060.00
¥ 17765.00 ¥ 88825.00

12个月 ¥ 19.00 ¥ 94.00 ¥ 184.00 ¥ 898.00 ¥ 1779.00
¥

8306.00
¥ 20900.00

¥

104500.00

单次购买

100GB 500GB 1TB 5TB 10TB 50TB 200TB 1PB 5PB 10PB 50PB

CDN 资源包介绍

CDN 资源包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9 15:48:40

注意：

CDN 流量包仅适用于流量计费模式时抵扣（不适用于带宽计费模式）。

注意：

CDN 流量包不可用于抵扣 ECDN 流量：如您控制台加速类型为“ECDN 动静加速”、“ECDN 动态加速”的域名产生的 ECDN 流量将进入 ECDN 产

品后付费，不可用 CDN 流量包抵扣。

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与中国境外每个大区的 CDN 流量包仅支持抵扣其适用计费区域在流量计费模式下产生的流量消耗，不支持跨计费区域抵扣。

进制换算规则：1GB = 1000MB、1 MB= 1000 KB; 1Gbps = 1000Mbps、1Mbps = 1000Kbps。

           规格 

有效期

           规格 

有效期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E8.AE.A1.E8.B4.B9.E5.8C.BA.E5.9F.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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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 ¥ 17.00 ¥ 84.00 ¥ 165.00 ¥ 804.00 ¥ 1592.00¥ 7431.00 ¥ 18700.00 ¥ 93500.00 / / /

12个月 ¥ 20.00 ¥ 99.00 ¥ 194.00 ¥ 945.00 ¥ 1873.00
¥

8743.00
¥ 22000.00

¥

110000.00

¥

520000.00

¥

1020000.00

¥

4900000.00

CDN 境外流量包定价

地区 规格 有效期 自动续订价格 原价

亚太一区

100GB
12个

月
¥42.80 ¥46

500GB
12个

月
¥209.00 ¥230

1,000GB
12个

月
¥413.30 ¥460

5,000GB
12个

月
¥1,995.00 ¥2,150

10,000GB
12个

月
¥3,895.00 ¥4,200

50,000GB
12个

月
¥17,575.00 ¥19,000

亚太二区

100GB
12个

月
¥51.30 ¥55

500GB
12个

月
¥228.00 ¥275

1,000GB
12个

月
¥446.50 ¥550

5,000GB
12个

月
¥2,042.50 ¥2,630

10,000GB
12个

月
¥3,990.00 ¥5,180

50,000GB
12个

月
¥19,475.00 ¥23,980

亚太三区

100GB
12个

月
¥58.90 ¥63

500GB
12个

月
¥270.80 ¥315

1,000GB
12个

月
¥522.50 ¥630

5,000GB
12个

月
¥2,375.00 ¥3,060

10,000GB
12个

月
¥4,655.00 ¥6,060

50,000GB
12个

月
¥22,800.00 ¥28,860

北美区
100GB

12个

月
¥28.50 ¥31

500GB
12个

月
¥137.8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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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规格 有效期 自动续订价格 原价

1,000GB
12个

月
¥270.80 ¥310

5,000GB
12个

月
¥1,235.00 ¥1,400

10,000GB
12个

月
¥2,422.50 ¥2,700

50,000GB
12个

月
¥10,450.00 ¥11,500

欧洲区

100GB
12个

月
¥28.50 ¥31

500GB
12个

月
¥137.80 ¥155

1,000GB
12个

月
¥270.80 ¥310

5,000GB
12个

月
¥1,235.00 ¥1,400

10,000GB
12个

月
¥2,422.50 ¥2,700

50,000GB
12个

月
¥10,450.00 ¥11,500

南美区

100GB
12个

月
¥63.70 ¥68

500GB
12个

月
¥313.50 ¥340

1,000GB
12个

月
¥622.30 ¥680

5,000GB
12个

月
¥3,040.00 ¥3,280

10,000GB
12个

月
¥6,032.50 ¥6,480

50,000GB
12个

月
¥28,500.00 ¥30,480

中东区

100GB
12个

月
¥84.60 ¥90

500GB
12个

月
¥418.00 ¥450

1,000GB
12个

月
¥831.30 ¥900

5,000GB
12个

月
¥3,990.00 ¥4,290

10,000GB
12个

月
¥7,885.00 ¥8,440

50,000GB
12个

月
¥36,860.00 ¥39,240

非洲区
100GB

12个

月
¥63.7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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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规格 有效期 自动续订价格 原价

500GB
12个

月
¥313.50 ¥340

1,000GB
12个

月
¥622.30 ¥680

5,000GB
12个

月
¥3,040.00 ¥3,280

10,000GB
12个

月
¥6,032.50 ¥6,480

50,000GB
12个

月
¥28,500.00 ¥30,480

HTTPS 请求包

HTTPS 请求包是用于抵扣 CDN 流量计费或带宽计费模式下所产生 HTTPS 请求数的预付费资源包。

HTTPS 请求包定价

HTTPS 请求包可抵扣 CDN 加速域名在全球区域产生的 HTTPS 请求数消耗，不同于流量包按计费区域定价，HTTPS 请求包全球所有计费区域采用统一价格。

1000万次 1亿次 10亿次 100亿次 1000亿次

12个月 ¥ 40.00 ¥ 360.00 ¥ 3200.00 ¥ 28000.00 ¥ 200000.00

注意：

HTTPS 请求包不可用于抵扣 ECDN 请求数，如果您加速域名的加速类型为“ECDN 动静加速”、“ECDN 动态加速”的域名产生的 HTTPS 请求数，

不可用 HTTPS 请求包抵扣。

HTTPS 服务为增值计费项，您可根据业务需要，选择开启或关闭 HTTPS 服务，更多可查看 HTTPS 计费常见问题。

           规格 

有效期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3799#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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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时间

CDN 资源包生效时间为购买时刻取整点，到期时间为在生效时间基础上，叠加流量包有效期。 

示例说明：

假设您在2023年02月15日 13:15:00购买了一个有效期为12个月的流量包，其有效期起始时间为：2023年02月15日 13:00:00，结束时间为2024年02月15日

13:00:00。

抵扣说明

流量包：

流量包仅可用于抵扣 CDN 计费模式为流量计费所产生流量消耗，不适用于带宽计费模式所产生流量消耗。

流量包区分计费区，不能跨计费大区抵扣，每个计费区域只能抵扣对应计费区域产生的流量消耗，您可以根据业务域名分布选择搭配不同的流量包。

HTTPS 请求包：

HTTPS 请求包仅可用于加速类型为 CDN 网页小文件、CDN 下载大文件、CDN 音视频点播域名所产生的 HTTPS 请求数消耗，不支持加速类型为 ECDN 动

静加速、ECDN 动态加速所产生的HTTPS 请求数。

HTTPS 请求包不区分计费区域，可抵扣全球所有计费区域产生的 HTTPS 请求消耗。

HTTPS 请求包仅抵扣全球所有计费区域产生且需付费 HTTPS 请求消耗，不消耗每自然月的300万请求次的免费额度。

示例说明：

1. 假设您目前有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 50GB、亚太1区 CDN 流量包 500GB、亚太2区 CDN 流量包 10GB，当您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使用完后，中国境内计费

区域产生的流量将会按后付费阶梯价格进行计费不能使用亚太1区或亚太2区的 CDN 流量包抵扣中国境内计费区域产生的流量。

2. 假设您目前有HTTPS请求包1000万次，自然月内当您中国境内CDN产生HTTPS请求数为200万次，中国境外产生HTTPS请求数为400万次，则HTTPS请求包

可抵扣300万次（即：200万次+400万次-300万次免费额度）。

抵扣顺序

CDN 资源包按照到期时间从近到远依次抵扣，当到期时间相同时按生效时间由远到近依次抵扣，即：优先抵扣临近到期的资源包，到期时间相同时，优先抵扣较早生效

的资源包。

示例说明：

假设您目前有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 1TB ，生效时间：2020年10月01日 00:00:00，到期时间：2021年09月30日 23:59:59，计作流量包 A；另一个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 10GB 生效时间：2021年09月01日 00:00:00，到期时间：2021年09月30日 23:59:59，计作流量包 B；还有一个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 100GB

生效时间：2021年08月15日 00:00:00，到期时间：2021年09月14日 23:59:59，计作流量包 C；三个流量包抵扣顺序为：C 优先 A 优先 B。

抵扣时间

小时结客户：前1小时产生的资源消耗，会在后2 - 4小时内进行结算并抵扣。

月结客户：只要当月资源包有效，就可以正常抵扣全月的资源消耗。

CDN 资源包购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8 17:07:50

注意：

流量包区分计费区，不能跨计费大区抵扣，每个计费区域只能抵扣对应计费区域产生的流量消耗，您可以根据业务域名分布选择搭配不同的流量包。

HTTPS 请求包不区分计费区域，可抵扣全球所有计费区域产生的 HTTPS 请求消耗。

注意：

小时结用户：只能抵扣资源包生效时间之后产生的流量/HTTPS 请求数。 

示例说明：假如您的资源包生效时间为2023年02月15日 13:00:00，那么资源包只能抵扣2023年02月15日 13点及之后产生的流量，若13点之前您没有

对应的资源包，产生 CDN 流量或 HTTPS 则会转成后付费按量收费。

月结用户：出账时能优先抵扣所有生效的资源包，资源包抵扣不足时，则转为按后付费按量收费。

示例说明：假如您的资源包生效时间为2023年02月15日 13:00:00，那么在2023年03月01日账单结算时，资源包可以抵扣2023年02月01日-2023年

02月28日期间产生的流量/HTTPS 请求数，若资源包不足抵扣，则未抵扣的流量/HTTPS 按后付费按量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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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结和月结客户均不能抵扣上一个计费周期已产生资源消耗。

示例说明：

1. 假设小时结用户于2023年3月15日 10:10:10购买了 HTTPS 请求包，而2023年3月15日 9:00:00至2023-03-15 09:59:59 产生了 HTTPS 请求数为100万

次（假设免费额度已用尽），2023年3月15日 10:00:00至2023-03-15 10:59:59 产生了 HTTPS 请求数为200万次，该 HTTPS 请求包可抵扣10点时段产生

的200万次 HTTPS 消耗，不能抵扣9点时段产生的 HTTPS 消耗，9点时段的 HTTPS 请求数会转为后付费，费用 = 100万次 * 0.05元/万次 = 5元。

2. 假设月结用户有一个正常抵扣的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其有效期起始时间为2021年02月15日 00:00:00，结束时间为2021年03月14日 23:59:59，该流量包可

以用于抵扣2月整月产生的流量消耗，到3月时若流量包未用尽也可以用于抵扣3月整月产生的流量消耗。

购买步骤

1.进入腾讯云内容分发网络 CDN 官网的 CDN 产品介绍页，单击 选购套餐包 进入购买或直接访问 CDN 资源包购买页。或通过 CDN 控制资源包管理页面的按钮购买

资源包跳转进入 CDN 资源包购买页。 

2.按照业务需求选择资源包类型为流量或 HTTPS 请求，包括有效期/资源包规格/适用区域/购买数量等。 

3.如果您需要同时购买流量包和 HTTPS 请求包，可以先将流量包加入购物车后，切换到 HTTPS 资源包类型，挑选后立即购买或从购买车结算。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dn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dn_packag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dn_packag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dn_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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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您的需求确认是否需要开启自动续订功能以及优惠加购其他资源。 

5.阅读并同意 《腾讯云内容分发网络 CDN 服务等级协议》和 《腾讯云 CDN 资源包说明》，并勾选同意按钮。 

6.直接单击立即购买或加入购物车后在购物车单击立即结算。 

7.核对订单信息，单击提交订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355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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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支付页面提示，选择支付方式完成支付即可。 

其他注意事项

资源包支持自助退费

对于单个账号而言，自购买之日起，未过期且未使用的 CDN 资源包支持退款，更多说明及操作指引可参见 CDN 资源包退费说明。

资源包到期或用完后会自动转后付费

系统在计费时会优先抵扣资源包，HTTPS资源包会优先抵扣HTTPS产生的消耗；流量计费时会优先抵扣流量包，流量包过期或用尽后各个计费区域产生的流量将

会按各个区域后付费阶梯价格进行计费，后付费流量按量计费详情可参见 流量按量计费。若您的账号是带宽计费模式，所有类别 CDN 流量包都将无法抵扣。

若您的账号是流量计费模式，当您的账号处于欠费状态时，仅尚在有效期内的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仍可以正常抵扣，中国境内以外的其他类别 CDN 流量包一旦账

号处于欠费状态将会暂停抵扣直至账号恢复正常状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2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E6.B5.81.E9.87.8F.E6.8C.89.E9.87.8F.E8.AE.A1.E8.B4.B9.3Ca-id.3D.22m2.22.3E.3C.2Fa.3E


内容分发网络 CD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3 共47页

退款规则

对于单个账号而言，未过期且未使用的 CDN 资源包支持退款。

一经使用，概不退还。

如出现疑似异常或恶意退款，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款申请。

符合退款场景的订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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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款流程

进入 资源包管理，在需要操作的满足条件的资源包处单击退费即可。 

CDN 资源包退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8 17:07:53

注意：

抵扣或代金券不予以退还。

退还金额将全部原路退回到您的腾讯云账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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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资源包支持针对预付费 资源包开启自动续订，并提供两种自动续订模式：“用完或到期续订”以及“仅到期续订”。 

开启自动续订后，当您账户余额充足时，系统将根据自动续订规则为您自动购买适用地域、资源包规格以及有效期均与原资源包一致的新资源包。

自动续订规则

“用完或到期续订”与“仅到期续订”通用规则

1. 开通自动续订的资源包，首次购买以及自动续订时的价格将在流量包原价基础上享受5%优惠；

2. 通过自动续订购买的资源包，其适用地域、包含资源包规格以及有效期都将与原设置为自动续订的资源包保持一致；

3. 当资源续订失败时，该资源自动续订状态将变更为关闭，未能通过资源抵扣的消耗将会按各个区域后付费阶梯价格进行计费。

i. 后付费流量按量计费详情可参见 流量按量计费。

ii. 后付费 HTTPS 计费详情可参见 HTTPS 计费。

“仅到期续订”适用规则

设置为“仅到期续订”的资源包，系统将于该资源包到期当日0点 - 1点，按上述优惠价格自动续订新资源包；

示例：假设您购买了一个规格为 500GB 有效期12个月的中国境内流量包，该流量包到期时间为2022年1月15日 15:00:00。您为该流量包开启了自动续订，并选择

了“仅到期续订”模式，那么无论该流量包是否用完，系统都将于2022年1月15日0点 - 1点间为您续订一个规格为 500GB 有效期12个月的中国境内流量包，并于当

日15：00:00生效。

“用完或到期续订”适用规则

1. 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订”的资源包，若在有效期内，该资源包所属计费大区所有有效资源包耗尽时会按上述优惠价格自动续订新资源包；若在有效期内该资源包所

属计费大区有效资源包没有用完，该资源包到期当日0点 - 1点也会按上述优惠价格自动续订新资源包；

2. “用完或到期续订”模式下资源包设置续订的个数限定：

流量包：每个 CDN 计费大区仅支持一个流量包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订”，如果某计费大区已有流量包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订”，将这个计费大区其他 CDN

流量包再次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订”将会替换原有设置。

HTTPS 请求包：一个账号下只允许一个资源包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订”，如果账号下已有 HTTPS 请求包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订”，将其他 HTTPS 请求

包再次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订”将会替换原有设置。

自动续订注意事项

1. “用完或到期续订”模式中的“用完”指该计费区域所有有效资源包均用完而非指设置的某个资源包用完；

2. “用完或到期续订”模式下，单次续订资源包个数不能超过20，当超过20个时，视为用户流量异常将导致后续续订失败。未能通过资源包抵扣的流量/HTTPS请求

数将会按用量计费，计费详情可参见：

i. 后付费流量按量计费详情可参见 流量按量计费。

ii. 后付费 HTTPS 计费详情可参见 HTTPS 计费。 

为避免此类情况发生请根据您的实际使用情况选择合适规格的资源包设置为“用完或到期续订”，除此之外推荐您参考 攻击风险高额账单 避免各种潜在超大流量

消耗风险。

3. “仅到期续订”模式下，资源包未到期但用量耗尽，不会立刻自动续订新的资源包，系统仍将于该资源包到期当日0点 - 1点，期间若没有新资源包将按照腾讯云

CDN 计费标准进行后付费结算，不会影响您的加速服务；

4. “用完或到期续订”模式下，有效期内该计费大区所有有效资源包耗尽的情况时，实际续订时间为结算时进行续订购买，资源包用完与实际续订之间产生的用量将会

以“待续费购买资源包”的形式展现在控制台资源包管理页；该类别资源包并未实际购买，仅记录资源包用完与实际续订之间产生的用量，若续订失败该部分用量将

会按转按量计费，时延情况详情请参考 资源包购买说明。

CDN 资源包续订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7 17:22:36

说明：

满足以下条件时，资源包可开启自动续订功能：

资源包来源属于“主动购买”或“自动续订”。

资源包状态属于“正常抵扣”或“已用尽”。

流量包除满足以上条件外，还需满足以下规格：

i. 中国境内区域规格符合100G，500G，1T，5T，10T，20T，50T，100T，200T，500T，1P；

ii. 中国境外区域规格符合100G，500G，1T，5T，10T，50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E6.B5.81.E9.87.8F.E6.8C.89.E9.87.8F.E8.AE.A1.E8.B4.B9.3Ca-id.3D.22m2.22.3E.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3#https-.E8.AF.B7.E6.B1.82.E6.95.B0.E8.AE.A1.E8.B4.B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E6.B5.81.E9.87.8F.E6.8C.89.E9.87.8F.E8.AE.A1.E8.B4.B9.3Ca-id.3D.22m2.22.3E.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3#https-.E8.AF.B7.E6.B1.82.E6.95.B0.E8.AE.A1.E8.B4.B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518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0705#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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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

自 2020年12月7日21:30 起开通 CDN 服务时，CDN 基础服务计费方式默认为按流量小时计费，即按流量计费 - 小时结算，详情可见 计费说明。

当日查看计费方式为带宽计费，未产生消耗时切换为流量计费，则第二天结算时，若中途未再修改计费方式，按照流量计费方式结算。

当日查看计费方式为带宽计费，切换为流量计费时已经产生了消耗，则第二天结算时，按照带宽计费方式结算，若中途未再次修改计费方式，第三天结算第二天消耗

时，按照流量计费方式结算。

注意事项

若您的计费方式属于按带宽计费，则有效的流量包将无法再进行抵扣，详细说明请见 CDN 流量包介绍。

变更计费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7 17:52:54

注意：

按流量小时结不支持变更计费方式到按带宽峰值结算；若您为腾讯云签约大客户且希望变更为按带宽结算方式，请联系您对应的腾讯云商务经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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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域名因被恶意攻击或流量被恶意盗刷等原因而造成高带宽或超大流量消耗时，可能需要承担产生远高于平时消费金额的账单，因恶意攻击或流量盗刷产生的高额

账单无法免除/退款，因此，为尽量避免此类潜在风险，本文为您介绍这一类情况的应对办法。

访问控制

建议您在控制台为域名针对性的开启访问控制功能（免费），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流量带宽消耗。

访问控制项 功能说明

防盗链配置 通过对用户 HTTP Request Header 中 referer 字段的值设置访问控制策略，从而限制访问来源，避免恶意用户盗刷。

IP 黑白名单配置 通过对用户请求端 IP 配置访问控制策略，可以有效限制访问来源，阻拦恶意 IP 盗刷、攻击等问题。

IP 访问限频配置 通过对用户端 IP 在每一个节点每一秒钟访问次数进行限制，可进行高频 CC 攻击抵御、防恶意用户盗刷等。

鉴权配置 配置后，客户端在发起请求时需要按照配置计算签名并携带至服务端，CDN 节点进行服务端校验，校验通过后才继续放行。

UA 黑白名单配置 通过对用户 HTTP 请求头中的 User-Agent 进行规则判断，按需放行或拒绝用户访问。

下行限速配置 腾讯云 CDN 为您提供了下行限速配置，对服务端单链接下行最大吞吐速度进行设置。

流量管理

建议您启用流量/带宽管理的相关配置（免费），监控域名流量或带宽的消耗情况并接收告警，及时了解流量消耗的相关信息。

流量管理项 功能说明

用量封顶配置
如果您想要限制域名的流量/带宽使用上限，可以使用用量封顶配置功能。 当统计周期（5分钟）产生的流量/带宽超出所设置阈值

时，关闭 CDN 服务（全部请求返回404），以避免产生过高的账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您可以使用腾讯云可观测平台的监控功能，设置对 CDN 产品下指定域名或项目的流量带宽使用情况监控，达到设定的峰值后将会

给用户发送告警（短信、邮件和微信），便于更加及时地发现潜在风险。

流量包管理 如果您是流量计费用户，可以在控制台-流量包管理处设置告警策略，当所有有效流量包余额不足设定的比例时发送告警。

安全防护

如果您的业务有潜在被攻击的风险，建议开通安全加速 SCDN。安全加速包含分布式 DDoS 清洗、CC 自适应识别、智能 WAF 防护、BOT 行为分析等诸多安全防

护功能，在为用户业务提供快速稳定的内容分发服务的基础上，提供全面的网络攻击防护能力。

已接入并开启腾讯云内容分发网络或全站加速网络服务的域名，可一键开启 SCDN 安全加速，对 Web 攻击，DDoS 攻击，CC 攻击等网络攻击类型进行全方位防

护，为业务安全保驾护航。功能费用详情可见 安全加速 SCDN。

安全加速 功能简介

分布式 DDoS 清洗

依托于内容分发网络（CDN）遍布全国 1100+ 加速节点，挑选优质节点加载高性能自研 DDoS 清洗模块，基于先进特征识别算

法进行精确清洗，抵御 SYN Flood、TCP Flood、ICMP Flood 等各类流量攻击，联动腾讯云高防机房，单点最大可抵御

1Tbps DDoS 攻击。

CC 自适应识别
自研智能 CC 判定、拦截专利技术，根据平台推荐拦截策略，结合用户多维度自定义规则进行恶意攻击分析、拦截，支持频控、

流控等手段对恶意访问进行过滤。

智能 WAF 防护
基于腾讯海量 Web 攻击样本库，对访问进行特征匹配，有效抵御 SQL 注入、XSS 攻击、本地文件包含等各类 Web 攻击，实

时保护用户源站。特有的 AI 引擎，融合腾讯亿级威胁情报，打造更聪明的威胁识别大脑，精准有效拦截 Web 威胁。

BOT 行为分析

融合腾讯云 Web 防火墙AI+规则的 Bot 程序管理功能，面向全量加速请求进行行为分析，对友好及恶意的 Bot 爬虫进行甄别，

支持自定义策略管理。丰富的已知 Bot 行为库覆盖广告、截屏工具、搜索引擎、站点监控、链接查询等爬虫类型，独有的 AI 技术

面向对全量用户请求行为进行建模，智能甄别异常流量来源。

高级访问控制
除基础 IP、referer、UA 黑白名单外，支持自定义复杂访问控制规则，可指定客户端 IP、URI、Referer、User-Agent、

Params 等字段进行等于、包含、不包含等规则匹配，根据业务场景进行多条件组合过滤。

攻击风险高额账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1 15:39: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4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4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4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6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50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50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73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pack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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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指引

如需查看腾讯云内容分发网络（CDN）产生的账单及扣费明细，您可前往 腾讯云费用中心控制台 进行查看。

账单查询

1.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费用账单】>【账单详情】，进入“账单详情”页面。

2. 在资源 ID 账单页面进行筛选，“全部产品” 选择【内容分发网络 CDN】，可查看【中国境内 CDN】账单或【中国境外 CDN】账单。

3.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 ，勾选扩展字段1、扩展字段2、扩展字段3、扩展字段4、扩展字段5 便于查看账单：

扩展字段1：代表计费大区，境外分大区计费，每一个大区产生一条账单记录。

扩展字段2：代表有效天，月结客户根据是否产生消耗折算有效天数进行扣费，日结客户无此概念。

扩展字段3：实际用量，带宽计费单位为 Mbps，流量计费单位为 GB。

扩展字段4：实际用量所在计费区间。

扩展字段5：计费区间对应用量单价。

明细账单查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22 10:41:33

注意：

腾讯云内容分发网络 CDN 为全地域-账号级别计费，不支持按照项目、地域分摊扣费。

CDN 相关账单中项目统一写为【默认项目】，可用区统一写为【其他】。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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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账单示例：（以月结账单为例）

境外账单示例：（以月结账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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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用户可将其静态资源（包括静态脚本、音视频、图片、附件等文件）全部托管在腾讯云 COS 的标准存储中，并利用无限容量、高频读写的特性，为静态资源提供可扩

展和可靠的存储，减轻资源服务器的压力。COS 中的静态资源可接入 CDN 服务，由 CDN 进行全球加速，分发到用户客户端。

计费说明

COS 作为 CDN 源站时，含两部分计费：CDN 计费（加速）和 COS 计费（回源）。 

CDN 计费

当 CDN 进行加速服务，从 CDN 节点获取资源分发到用户客户端时（过程1和过程4），消耗的用量由 CDN 进行计费。详细计费说明请参见 CDN 计费说明。

COS 计费

当 CDN 回源，从 COS 源站获取资源（过程2和过程3），消耗的用量由 COS 进行计费。详细计费说明请参见 COS 计费说明。

COS-CDN 计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30 11:26:02

注意：

非加速过程不涉及任何 CDN 流量费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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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您的账号处于欠费状态时，腾讯云会通过短信、邮件、站内信等方式提醒您欠费状态，并为您保留一定的缓冲时间。不同计费结算周期的缓冲时间不同：

i. 中国境内计费区域或中国境外计费区域若其中有一个是按月结算用户为24小时；

ii. 中国境内计费区域及中国境外计费区域均是按小时结算的用户为2小时。

2. 缓冲时间结束后，系统会停止您账号下加速域名的 CDN 服务。

i. 停服后 CDN 不会继续计费。

ii. 但停服时刻前产生的用量会因为账单数据处理需要一定时间，有可能在停服时刻后可能仍记录并产生账单。

iii. 欠费导致加速服务停止后，您的所有域名都会停止 CDN 服务，用户访问可能会受到影响。此时，CDN 控制台仅支持查询操作，不能进行配置修改等操作。欠费

后您的加速域名和相关配置信息会为您保留12个月。

3. 在您通过充值将账号冲正后，CDN 域名会自动恢复到停服之前的服务状态。

欠费时有 CDN 资源包情形说明

若您的账号是流量计费模式，当您的账号处于欠费状态且欠费缓冲期已结束时：

CDN 流量包

1. 若您账号有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和中国境外全部计费区域的流量包，并且都有可抵扣余量时，您的域名在首个流量包用尽前不会被停止服务。

2. 若您账号只有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可抵扣时：

加速区域为中国境内的域名，在流量包用尽前，不会被停止服务。

加速区域为全球的域名，中国境内区域不会被停止服务。但中国境外服务会被停止，境外请求将被拒绝，产生404状态码，域名列表会展示当前服务的加速区域，

如下图的状态：

加速区域为中国境外的域名，将会被停止服务。

3. 若您账号同时有中国境外所有计费区域 CDN 流量包可抵扣时，即同时有亚太1区、亚太2区、亚太3区、北美区、欧洲区、南美区、中东区、非洲区八大区的有效流

量包。

加速区域为中国境外的域名，不会被停止服务。

加速区域为全球的域名，中国境外服务不会被停止。但中国境内服务会被停止，境内请求将被拒绝，产生404状态码，域名列表会展示当前服务的加速区域，如下

图的状态：

加速区域为中国境内的域名，将会被停止服务。

HTTPS 请求包

1. 若您账号有 HTTPS 请求包时，HTTPS 服务不受影响。

2. 若您账号有可抵扣的 HTTPS 请求包时且 HTTPS 免费额度已用尽，则 HTTPS 服务将被停用，开启 HTTPS 服务的域名请求将被拒绝，产生514状态码。

欠费时有 通增值 务情 说

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1:00:09

说明：

若您账号的 HTTPS 免费额度未用尽，则 HTTPS 服务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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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时有开通增值服务情况说明

HTTPS 服务

当您的账号处于欠费状态且欠费缓冲期已结束时：

HTTPS 免费额度，若您的账号本月 HTTPS 免费额度未用尽时，则 HTTPS 服务仍可用。

HTTPS 请求包，若您的账号有 HTTPS 请求包可抵扣时，则 HTTPS 服务仍可用。

若您的账号且 HTTPS 免费额度且无请求包时，HTTPS 不可用，如图所示： 

QUIC

当您的账号处于欠费状态且欠费缓冲期已结束时，QUIC 不可用，提示如下： 

APK 动态打包

当您的账号处于欠费状态且欠费缓冲期已结束时，APK 动态打包服务不可用，系统提示如下： 

恢复方法

当您的账号处于欠费状态，您可对腾讯云账号进行充值冲正即可，账号冲正后，CDN 域名会自动恢复到停服之前的状态。

说明：

充值到账到 CDN 服务恢复存在一定时间的延迟，请您耐心等待。若您等待超过10分钟仍未恢复，欢迎联系 在线客服（或商务）咨询。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sales&source=PRE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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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类 问题描述

CDN 计费项目

CDN 如何收费?

什么是流量计费?什么是带宽计费?

CDN 是否会对 HTTP 请求数、HTTPS 请求数单独收费?

CDN 的价格计算器在哪里?

HTTPS 计费常见问题

什么情况会产生 HTTPS 计费？

如何查询账号的 HTTPS 请求数？

如何关闭 HTTPS 服务？

我们 HTTPS 量级比较大，是否可以优惠价格？

IP 限频产生的 HTTPS 请求数是否计费？

IP 黑白名单产生的 HTTPS 请求数是否计费？

CDN 产生计费环节

哪个环节会产生 CDN 流量?

CDN 不同源站类型的计费流量场景

怎么查询 CDN 用量明细?

怎么查询 CDN 账单明细?

高额账单：使用了 CDN 被攻击，攻击产生的费用是否可以免除?

CDN 流量消耗很快，有办法节省吗?

切换 CDN 计费方式 流量小时结支持切换至月结吗？

CDN 流量包购买问题

买了 CDN 中国境内流量包不想用了，是否能退货?

流量包的生效时间怎么算?

什么是流量包的有效期?

CDN 流量包抵扣问题

抵扣顺序问题

为什么买了 CDN 流量包，还会产生费用?

主账号购买的 CDN 流量包，子账号是否可以进行消耗?

CDN 流量包告警配置与续订

管理
我该如何配置我的 CDN 流量包用量告警?如何设置预付费流量包续订?

欠费影响
CDN 如果欠费了，有什么影响吗?要怎么处理?

关闭 CDN(CDN 服务下线后)，是否还会有流量，是否会产生费用?

CDN 计费项目

CDN 如何收费?

腾讯云 CDN 计费分为，基础服务计费（必选）+ 增值服务计费（可选）。

基础服务计费（必选）：使用 CDN 产生的流量或者带宽费用，任选其一。（CDN 侧不会收取 CDN 回源流量费用）

增值服务计费（可选，单独计费）：除基础服务外，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一种或多种增值服务，例如 QUIC 访问请求数、APK 动态打包请求数等。

计费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1: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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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类型 计费项 计费方式计费项类型 计费项 计费方式

基础服务计费

按流量计费
按量后付

费

按带宽计费
按量后付

费

流量包 预付费

增值服务计费

APK 动态打包请求数
按量后付

费

HTTPS 请求数
按量后付

费

QUIC 请求数
按量后付

费

什么是流量计费？什么是带宽计费？

流量计费是用量产生时间段内所有用量之和，如图示为流量曲线面积；带宽计费则是用量产生时间段内带宽峰值，如图示为带宽曲线最高点。

CDN 是否会对 HTTP 请求数、HTTPS 请求数单独收费？

CDN 当前对 HTTP 请求不另行计费，HTTPS 请求数为独立收费，详见 计费规则。

CDN 的价格计算器在哪里?

立即点击查看CDN的 价格计算器 。

HTTPS 计费常见问题

什么情况会产生 HTTPS 计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E8.AE.A1.E8.B4.B9.E6.96.B9.E5.BC.8F-.E6.B5.81.E9.87.8F.E5.B0.8F.E6.97.B6.E7.BB.93.2F.E6.97.A5.E7.BB.93-.26amp.3B-.E5.B8.A6.E5.AE.BD.E6.97.A5.E7.BB.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E8.AE.A1.E8.B4.B9.E6.96.B9.E5.BC.8F-.E6.B5.81.E9.87.8F.E5.B0.8F.E6.97.B6.E7.BB.93.2F.E6.97.A5.E7.BB.93-.26amp.3B-.E5.B8.A6.E5.AE.BD.E6.97.A5.E7.BB.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E9.A2.84.E4.BB.98.E8.B4.B9.E6.B5.81.E9.87.8F.E5.8C.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apk-.E5.8A.A8.E6.80.81.E6.89.93.E5.8C.85.E8.AF.B7.E6.B1.82.E6.95.B0.E8.AE.A1.E8.B4.B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3#https-.E8.AF.B7.E6.B1.82.E6.95.B0.E8.AE.A1.E8.B4.B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2949#quic-.E8.AE.BF.E9.97.AE.E8.AF.B7.E6.B1.82.E6.95.B0.E8.AE.A1.E8.B4.B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5563
https://buy.qcloud.com/calculator/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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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域名 HTTPS 服务的「配置状态」为打开时，并且 HTTPS 请求数每月超出300万次，则会产生 HTTPS 费用。 

如何查询账号的 HTTPS 请求数？

CDN 控制台可提供 HTTPS 请求数量，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 CDN 控制台，单击服务概览的 CDN 总请求数进入查询。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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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访问监控详情页面选择您要查询的时间段，「HTTP协议」下拉框选择为“HTTPS”、单击查询按钮，可查询时间段的HTTPS总请求数，如图： 

3. 费用估算，根据查询的HTTPS请求数，您可以预估HTTPS请求数产生的大概费用，计算公式：预计费用=（总请求数-免费额度）/10000 * 0.05（元）。

如何关闭 HTTPS 服务？

若您不希望域名产生 HTTPS 请求数费用，需将 HTTPS 服务的「配置状态」设置为“关闭”，关闭后，HTTPS 请求服务可能会响应514状态码，但不产生

HTTPS 费用。关闭操作如下：

1. 登录 CDN 控制台，选择菜单「域名管理」，选择要关闭的域名，单击管理操作。 

注意：

免费额度按月计费，估算费用时HTTPS请求数的查询时间范围建议为一个月。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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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HTTPS 配置页面，在 HTTPS 服务配置栏，将「配置状态」调整为“关闭”，等待配置部署完成。 

我们 HTTPS 量级比较大，是否可以优惠价格？

您可以直接联系 CDN 售后支持或直接联系您的商务人员。

IP 限频产生的 HTTPS 请求数是否计费？

IP 限频、IP 黑白名单、区域访问控制产生的 HTTPS 拒绝请求均不纳入 HTTPS 计费数据，状态码为514。

IP 黑白名单产生的 HTTPS 请求数是否计费？

IP 限频、IP 黑白名单、区域访问控制产生的 HTTPS 拒绝请求均不纳入 HTTPS 计费数据，状态码为514。

CDN产生计费环节

哪个环节会产生 CDN 流量?

从 CDN 节点下载到用户本地或客户端时会产生 CDN 计费流量，详情请参见 CDN 计费场景图文详解。

CDN不同源站类型的计费流量场景

场景一：加速域名的源站是 COS 存储桶

详情请参见 CDN 计费场景图文详解。

场景二：加速域名的源站是 CVM/轻量应用服务器

详情请参见 CDN 计费场景图文详解。

场景三：加速域名的源站是自有源站

注意：

1. 文件资源越大，用户访问量越大，将产生越多的CDN下行流量。

2. 异常状态码虽无法响应文件内容，也会产生少量流量消耗。

3. 域名下线后不会继续产生计费流量。

4. 刷新操作不会产生 CDN 计费流量。

5. 预热操作会将源站内容主动拉取到 CDN 的中间层节点，预热到中间层节点不会产生计费流量。若您需要将内容预热到 CDN 的边缘节点，请通过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46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4632#.E5.9C.BA.E6.99.AF.E4.B8.80.EF.BC.9A.E5.8A.A0.E9.80.9F.E5.9F.9F.E5.90.8D.E7.9A.84.E6.BA.90.E7.AB.99.E6.98.AF-cos-.E5.AD.98.E5.82.A8.E6.A1.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4632#.E5.9C.BA.E6.99.AF.E4.BA.8C.EF.BC.9A.E5.8A.A0.E9.80.9F.E5.9F.9F.E5.90.8D.E7.9A.84.E6.BA.90.E7.AB.99.E6.98.AF-cvm.2F.E8.BD.BB.E9.87.8F.E5.BA.94.E7.94.A8.E6.9C.8D.E5.8A.A1.E5.99.A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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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见 CDN 计费场景图文详解。

怎么查询 CDN 用量明细？

方式一：进入 腾讯云CDN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日志服务查看/下载日志。

方式二：进入 腾讯云费用中心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费用账单 > 用量明细下载，进入“用量明细下载”页面。产品列表里勾选内容分发网络CDN即可下载用量明

细。

怎么查询 CDN 账单明细？

进入 腾讯云费用中心控制台，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进入“账单详情”页面勾选内容分发网络CDN即可下载账单明细。

高额账单：使用了 CDN 被攻击，攻击产生的费用是否可以免除?

不可以免除攻击带来的流量/带宽费用。当您的域名因被恶意攻击或流量被恶意盗刷等原因而造成高带宽或超大流量消耗时，可能需要承担产生远高于平时消费金额的账

单，为尽量避免此类潜在风险，您可采取以下措施：

前往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控制台，配置用量告警，尽早发现异常流量/带宽并向您推送告警；

前往 CDN控制台，配置访问控制，对具有攻击特征的访问进行拦截；配置 用量封顶 或 限流管理，限制流量/带宽使用量。

购买安全防护类产品，如安全加速SCDN。

CDN 流量消耗很快，有办法节省吗？

如果您想查看更多用量详情，请前往 CDN 控制台下载日志明细。

如果您想控制流量/带宽用量，推荐使用用量封顶、限流管理等功能。

如果您想监控用量并获得实时告警，推荐使用腾讯云可观测平台进行流量/带宽用量监控；如有攻击特征的访问，推荐您及时配置访问控制等功能。

切换 CDN 计费方式

流量小时结支持切换至月结吗

从小时结切换至月结，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客户在腾讯云的月消费金额大于10万元；

2. 无历史欠费记录。

如果您已满足以上条件，可联系您的腾讯云商务申请计费方式切换。

CDN 流量包购买问题

买了 CDN 中国境内流量包不想用了，是否能退货?

如果您购买的 CDN 中国境内流量包还未被使用，自购买之日起，未过期且未使用的 CDN 流量包支持自助退款。详情可参阅 退费说明。

流量包的生效时间怎么算？

1. 流量小时结客户为购买流量包时刻取整点，流量包无法抵扣购买时刻整点前产生的流量费用；

2. 流量月结客户，CDN 中国境内流量包是整月内有效的。若当月内在购买当前流量包的日期前有流量消耗，且之前的流量包不够抵扣，则会使用当前购买的流量包进

行抵扣。例如，客户在5月10日购买了流量包，在5月整月内有效。若5月1日至5月9日有流量消耗且之前的流量包不够抵扣，则会使用5月10日购买的流量包进行抵

扣。详情见 CDN 流量包购买/抵扣。

注意：

源站使用的是云服务器，CDN 回源至云服务器不会产生计费流量，CDN 仅计算下行流量费用。

注意：

明细每月月底更新，因此最近可下载明细为上个月已出账的用量明细。

说明：

更多详情请见攻击风险高额账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4632#.E5.9C.BA.E6.99.AF.E4.B8.89.EF.BC.9A.E5.8A.A0.E9.80.9F.E5.9F.9F.E5.90.8D.E7.9A.84.E6.BA.90.E7.AB.99.E6.98.AF.E8.87.AA.E6.9C.89.E6.BA.90.E7.AB.9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lo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alarm2/polic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domain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73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plugin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lo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412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0705#m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5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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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流量包的有效期？

例如，购买了一个100GB的12个月有效期的CDN流量包，是指您在12个月内总计有100GB的CDN流量可以使用。

CDN 流量包抵扣问题

抵扣顺序问题

若您账号下存在多个流量包，则流量包的抵扣顺序将按照到期时间从近到远依次抵扣，当到期时间相同时按生效时间由远到近依次抵扣，详情见 场景教学-CDN 流量包

抵扣顺序。

为什么买了 CDN 流量包，还会产生费用？

仅计费方式为流量计费时，CDN 流量包才能正常抵扣。计费方式为带宽计费时，流量包将无法正常抵扣，直至切换回按流量计费方式后才能继续抵扣流量包。

CDN 流量包不支持跨计费区域抵扣，例如，中国境内 CDN 流量包仅支持抵扣中国境内计费区域产生的流量不能抵扣其他计费区域产生的流量。

CDN 流量包不可用于抵扣 ECDN 流量：如您控制台加速类型为“ECDN 动静加速”、“ECDN 动态加速”的域名产生的 ECDN 流量将进入 ECDN 产品后付

费，不可用 CDN 流量包抵扣。

不能用于 APK、QUIC 计费等其他增值用量抵扣。

主账号购买的 CDN 流量包，子账号是否可以进行消耗？

可以。流量包按 appid 维度生效，主、子账号 appid 相同，可以共享使用 CDN 流量包。

CDN 流量包告警配置与续订管理

我该如何配置我的 CDN 流量包用量告警?如何设置预付费流量包续订?

您可以在登录 CDN 控制台，在流量包管理页面，配置流量包告警，流量包剩余流量低于告警阈值时，将自动发送短信/邮件/站内信通知。为了防止流量包耗尽，也可以

对流量包设置自动续订，以便于即时补充流量。

欠费影响

CDN 如果欠费了，有什么影响吗? 要怎么处理？

欠费停服影响

当您的腾讯云账户处于欠费状态时，腾讯云会通过短信、邮件等多种方式提醒您欠费状态，并为您提供一定的缓冲时间，流量小时结用户停服缓冲期为2小时，月结用户

默认为24小时。超出欠费充正缓冲时间，系统会停止您的 CDN 服务。当您的账户状态恢复正常后，需要您前往控制台开启域名，恢复加速服务。

欠费后怎么处理？

请您及时前往费用中心进行欠费充正，若您需要继续使用加速服务，请于充正后前往 CDN控制台开启域名。

关闭 CDN（CDN 服务下线后），是否还会有流量，是否会产生费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4632#cdn-.E6.B5.81.E9.87.8F.E5.8C.85.E6.8A.B5.E6.89.A3.E9.A1.BA.E5.BA.8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rechar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dn/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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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CDN 域名加速服务后，若域名仍配置有 CNAME，则请求解析至节点会返回404状态码，并产生少量的流量消耗，控制台会把这部分数据记录保留以便您参考，

同时对应的日志记录也会生成。但由于您的域名已关闭，实际这部分流量消耗及日志包并不会纳入计算收费。我们建议您在停止加速服务前，可先修改解析回源。

计费模式

ECDN 购买指南

价格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3 16: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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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模式

ECDN 的计费模式为 请求次数 + 超额流量计费，即总费用由 请求次数 产生的费用和 流量超出免费额度 产生的费用两部分组成。

请求次数计费

ECDN 请求次数计费按照 月度阶梯累进 方式计算，价格阶梯如下：

计费模式 月累计区间 单价（元/万次）

请求次数计费

0 - 5000万（含） 0.20

5000万 - 1亿（含） 0.18

1亿 - 5亿（含） 0.17

5亿 - 10亿（含） 0.16

＞ 10亿 0.15

详细费用算法请参见 计费说明。

超额流量计费

使用 ECDN 全站加速网络服务时，平台将根据您的实际请求次数给予一定的免费流量额度，您只需要对超出免费额度的流量进行付费。

计费模式 免费流量额度（GB/万次）
超额流量单价

（元/GB）

超额流量计费 0.25 1.00

详细费用算法请参见 计费说明。

大客户计费

若您在腾讯云月消耗金额大于10万元，或未来预期在腾讯云的月消耗金额大于10万元，您可以通过商务洽谈的方式获得更优惠的折扣价格及更灵活的计费方式。

如果您当前的 ECDN 为带宽计费的方式，请注意，腾讯云 ECDN 带宽峰值将取当前时间点的边缘带宽流入和流出方向峰值最高的值作为当前的带宽值。例如：当

前域名 在1.1 20:00 于腾讯云 ECDN 边缘分别产生了10Mbps的请求流入带宽和15Mbps的流出带宽，则当前域名在 1.1 20:00 的带宽消耗值为15Mbps；1.1

21:00 于腾讯云 ECDN 边缘分别产生了 20Mbps 的请求流入带宽和 15Mbps 的流出带宽，则当前域名在 1.1 21:00 的带宽消耗值为20Mbps。

说明：

1GB = 1000MB、1 MB= 1000 KB; 1Gbps = 1000Mbps、1Mbps = 1000Kbp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09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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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小时结算

计费规则

计费项：请求次数 + 超额流量。

付费方式：后付费。

计费周期：小时结计费，前1小时产生的总消耗，会在2-4小时内计算并扣费，具体扣费结算时间以系统为准。

计费价格

请求次数阶梯价格

ECDN 请求次数按照阶梯价格计费，计费阶梯按照自然月用量累积方式计算，价格阶梯如下：

计费模式 月累计区间 单价（元/万次）

请求次数计费

0 - 5000万（含） 0.20

5000万 - 1亿（含） 0.18

1亿 - 5亿（含） 0.17

5亿 - 10亿（含） 0.16

＞ 10亿 0.15

超额流量价格

使用 ECDN，您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免费流量，免费流量额度及超出部分单价如下表所示。

计费模式 免费流量额度（GB/万次）
超额流量单价

（元/GB）

超额流量计费 0.25 1.00

细则说明

产品总费用 = 实际请求次数产生的费用 + 超出免费额度的流量费用。

请求次数指特定时间内，用户向 ECDN 发起的全部 URL 请求次数。此数据可根据日志计算得出，即某个域名在特定时间段的日志总条数。

请求次数阶梯区间为当月1日到结算日当前小时所产生的所有请求数之和，累进周期为一个月，每月1日重新归零计算。

请求次数以每千次请求为单位进行计算，百位按四舍五入取整。

流量以每 0.001GB 为单位进行计算，不足 0.001GB 按四舍五入取整。

计费示例

假设客户1月份的1月10日前无请求数和流量使用，1月10日当天19：00-22：00的时间段用量如下所示：

小时段 1月10日19:00-20:00 1月10日20:00-21:00 1月10日21:00-22:00

当前小时请求总数 5980万 2520万 6400万

当前小时累计请求总数 5980万 8500万 14900万

当前小时流量总数 1400.48GB 692.52GB 1731GB

1月10日19:00-20：00费用计算

计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3 16:41:41

注意：

CDN 流量包暂不支持抵扣 ECDN 域名的使用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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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次数费用：

1月10日19:00-20:00时间段产生请求总数为5980万，当月累积请求总数5980万，因此当前小时请求次数中5000万落入0 - 5000万的计费阶梯，980万落入

5000万 - 1亿的计费阶梯，因此当前小时请求次数产生的费用为5000 * 0.20 + 980 * 0.18 = 1176.4元。

超额流量费用：

1月10日19:00-20:00时间段产生的请求总数5980万，则可减免的流量额度为 5980 * 0.25 = 1495GB，当前小时实际使用流量为1400.48GB，未超出免费额

度，因此当前小时流量费用为0元。

当前小时总费用：

1月10日19:00-20：00时间段总费用为 1176.4 + 0 = 1176.4元。 

1月10日20:00-21:00费用计算

请求次数费用：

1月10日20:00-21:00时间段产生请求总数为2520万，如下图所示，当前小时累积请求总数8500万，因此当前小时请求次数全部落入5000万 - 1亿的计费阶梯，

当前小时请求次数产生的费用为 2520 * 0.18 = 453.6元。

超额流量费用：

1月10日20:00-21:00时间段请求总数为2520万，则可减免的流量额度为 2520 * 0.25 = 630GB， 而实际产生的流量为692.52GB，共超出 692.52 - 630 =

62.52GB，则超出免费流量的费用为 62.52 * 1 = 62.52元。

当前小时总费用：

1月10日20:00-21:00时间段总费用为 453.6 + 62.52 = 516.12元。 

1月10日21:00-22:00费用计算

请求次数费用：

1月10日21:00-22:00时间段产生请求总数为6400万，当月累积请求总数14900万，因此当前小时请求次数有1500万落入5000万 - 1亿的计费阶梯，4900万 落

入1亿 - 5亿的计费阶梯，因此当前小时请求总数产生的费用为 1500 * 0.18 + 4900 * 0.17 = 1103元。

超额流量费用：

1月10日21:00-22:00时间段请求总数为6400万，则可减免的流量额度为 6400 * 0.25 = 1600GB， 而实际产生的流量为1731GB，共超出 1731 - 1600 =

131GB，则超额流量费为 131 * 1 = 131元。

当前小时总费用：

1月10日21:00-22:00时间段总费用为 1103 + 131 = 1234元。 

小时段 1月10日19:00-20:00 1月10日20:00-21:00 1月10日21:00-22:00

当前小时请求总数 5980万 2520万 6400万

当前小时流量总数 1400.48GB 692.52GB 1731GB

当前小时总费用 1176.4元 516.12元 1234元

大客户计费

若您在腾讯云月消耗金额大于10万元，或未来预期在腾讯云的月消耗金额大于10万元，您可以通过商务洽谈的方式获得更优惠的折扣价格及按月结算的付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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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当前的 ECDN 为带宽计费的方式，请注意，腾讯云 ECDN 带宽峰值将取当前时间点的边缘带宽流入和流出方向峰值最高的值作为当前的带宽值。例如：当

前域名 在1.1 20:00 于腾讯云 ECDN 边缘分别产生了10Mbps的请求流入带宽和15Mbps的流出带宽，则当前域名在 1.1 20:00 的带宽消耗值为15Mbps；1.1

21:00 于腾讯云 ECDN 边缘分别产生了 20Mbps 的请求流入带宽和 15Mbps 的流出带宽，则当前域名在 1.1 21:00 的带宽消耗值为20Mbps。

变更计费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0: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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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您的 ECDN 产品体验，降低因突发流量导致的高额账单风险，腾讯云全站加速网络 ECDN（请求数+超额流量）默认的计费周期已于2022-03-16

00:00:00点由日结切换成小时结，本次切换仅调整计费周期，按请求数和超额流量的单价保持不变，您的费用支出在变更前后无变化，仅费用账单将由每日一条变更为

每小时一条，若您是2022-03-16 00:00:00点后开通的 ECDN 服务的客户，您的计费周期将默认为按小时的结算方式，若您在2022-03-16 00:00:00前已经开

通 ECDN 服务且（请求数+超额流量）计费周期为日结，我们将消息或人工通知您后分批进行切换。

因为 ECDN 采用的计费方式为（请求数+超额流量）计费，请求数计费单价和超额流量单价与计费周期无关，因此本次切换不涉及请求数计费单价和超额流量单价的

变动，如：切换前-按日结算，月累计区间在0-5000万的单价为0.2元/万次，超额流量单价1元/GB；切换后-按小时结算，月累计区间在0-5000万的单价仍为

0.2元/万次，超额流量单价仍为1元/GB。

新开通 ECDN 服务账号（请求数+超额流量）的计费周期默认为按小时结算。存量已开通 ECDN 服务且为日结的账号，近期请您留意站内信/邮件/短信或售后和架

构师的消息告知切换的时间点，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通过 在线客服 或 提交工单 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尽快给您答复。

本次 ECDN（请求数+超额流量）的计费周期由日结切换到小时结只针对加速类型为 ECDN 动态加速和 ECDN 动静加速的域名，对 CDN 的加速域名无影响。

在新的计费周期下，您每小时都会收到一条账单，您可前往 腾讯云控制台-费用中心 查看或导出 ECDN 小时维度的账单，若您想了解小时结的结算方式，详情可见 计

费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Online_servic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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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状态

全站加速采用后付费按量计费模式，系统将根据您上一个结算周期的实际用量生成账单并执行扣费，若您的账户余额不足，将被扣为负值，账户进入欠费状态。

欠费告警

当账户余额被扣为负值时，账户进入欠费状态，系统将推送欠费通知。欠费通知仅当账户余额由正变负时会触发一次。

欠费保护期

为避免影响客户服务，平台为欠费账户提供一定的欠费处理缓冲时间，在欠费保护期间，平台将推送欠费提醒消息，请您及时进行充值。

欠费停服期

欠费时间超过欠费保护期，进入欠费停服期，系统将推送停服通知，请务必及时充值补足欠费金额。

欠费停服期内，客户服务将受到限制，包括但不限于：

账户将被锁定，无法新增或变更 ECDN 加速服务。

所有全站加速服务将自动关闭，加速域名将直接解析回源，不再享受全站加速服务。

欠费停服生效后不会继续计费，但停服前产生的用量仍会正常出账，即您在欠费停服后可能仍会收到账单。

欠费冲正

欠费期间，只要用户充值补足欠费金额就可以在控制台重新启用全站加速服务。  

对于因欠费停服被强制下线的服务域名，需要您在控制台重新上线加速域名才能启用全站加速服务。

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5 17:02:32

说明：

您购买或使用其他腾讯云服务导致账号进入欠费状态，都将影响该账号使用全站加速服务。

说明：

欠费保护期内，账号当前的全站加速服务不受影响，仍可继续使用。

欠费保护期内，账户可变更当前 ECDN 加速服务配置。

月结用户，欠费保护期默认为24小时。

小时结用户，欠费保护期默认为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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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DN 如何收费？

ECDN 计费方式如下：

付费方式:您的计费周期将默认为按后付费小时结算，前1小时产生的总消耗，会在2 - 4小时内计算并扣费。

计费项：请求次数产生的费用 + 超出免费流量额度的费用。

详细定价说明请参见 全站加速计费说明。

ECDN 超额流量费是如何计算的？

超额流量费用计算公式如图所示：

超额流量费用主要取决于您计费请求次数和实际使用流量，若实际使用流量小于或等于可减免流量，则无需支付超额流量费用。

可减免流量按实际计费周期内的计费请求次数换算，减免流量额度仅对当前计费周期有效，不可累积使用。

如果账号欠费，对 ECDN 服务有什么影响？

账号欠费将影响您的加速服务，详细说明请参见 欠费说明。

域名服务关闭后（域名下线后），是否还会产生费用？

域名服务关闭后，若域名仍配置了 CNAME 解析或用户本地 DNS 缓存未过期，平台加速节点仍将接收到用户访问请求，对于这部分访问请求平台统一响应404状态

码，并按以下规则计费：

1. 域名服务关闭当天产生的全部请求和流量，按标准计费方式产生相应的服务费用。

2. 域名服务关闭次日起，已关闭域名产生的请求和流量，均不再产生费用。

腾讯云大客户和普通客户计费方式有什么区别？

大客户默认采用按月结算方式，普通客户则默认采用按小时结算方式。

大客户采用的是阶梯到达计费方式，普通客户采用的是累进阶梯计费方式。

CDN 流量包支持抵扣 ECDN 域名的流量吗？

暂不支持。

计费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2 15:59: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09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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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1：【特惠1元起】CDN 境内流量0.02元/GB起

活动详情

提供图片、音视频等多元内容分发服务，CDN 境内流量包特惠0.02元/GB起，CDN 境外流量包低至5折，更有 HTTPS 请求包 0.02元/万次起，立即抢购。

活动对象

腾讯云官网已注册且完成实名认证的国内站用户均可参与（协作者与子用户账号除外）。

活动2：【免费试用】新用户免费领取 CDN 境内流量

活动详情

新用户免费领取 CDN 境内流量，企业 500GB/个人100GB，更有3元起超值加购 CDN 境内流量包，立即抢购。

活动对象

腾讯云官网已注册且完成实名认证的国内站用户均可参与（协作者与子用户账号除外）。

活动3：【联合特惠】存储&分发加速联合特惠

活动详情

一站式存储分发加速解决方案，省时省力省成本，联合特惠1元起，立即抢购。

活动对象

腾讯云官网已注册且完成实名认证的国内站用户均可参与（协作者与子用户账号除外）。

折扣活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1 09:38:22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CDN-?from=17218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video_freetrial?from=14867#free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dn_cos?from=17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