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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02 15:54:29

包年包月预付费最低按月支付。

云数据库 Redis 支持按量计费阶梯价，使用时间越长越便宜，按量计费第三阶梯的价格和包年包月基本一致。 

按量计费根据使用时长不同，共分为三个阶梯：

计费方式

云数据库 Redis 采用线性定价策略，相应实例的收费按照规格乘以单位规格的费用。

云数据库 Redis 计费方式包括 包年包月  和 按量计费  的方式。

包年包月最低按月支付。

按量计费以秒为单位进行结算，按量计费的单价 = 包月价格 / 30天 / 24小时 / 3600秒。

包年包月

按量计费

0天＜时长 ≤ 4天，使用按量计费第一阶梯价格，每小时价格 = 每月价格 / 30 / 24 * 2

4天＜时长 ≤15天，使用按量计费第二阶梯价格，每小时价格 = 每月价格 / 30 / 24 * 1.5

时长＞15天，使用按量计费第三阶梯价格 ，每小时价格 = 每月价格 / 30 / 24

说明

 实例扩容、缩容、隔离后，重新按照第一阶梯开始计算价格。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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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0 10:39:12

云数据库 Redis 支持 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  模式。按量计费根据使用时长不同，共分为三个阶梯：

内存版（标准架构）费用 = 单节点内存 * 单节点定价 * 节点数量，如1主1副本 = 2个节点

内存版（集群架构）费用 = 单分片内存 * 单分片定价 * 节点数量 * 分片数量，如1主1副本 = 2个节点

0天＜时长 ≤ 4天，使用按量计费第一阶梯价格，每小时价格 = 每月价格 / 30 / 24 * 2。

4天＜时长 ≤15天，使用按量计费第二阶梯价格，每小时价格 = 每月价格 / 30 / 24 * 1.5。

时长＞15天，使用按量计费第三阶梯价格 ，每小时价格 = 每月价格 / 30 / 24。

说明

 实例扩容、缩容、隔离后，重新按照第一阶梯开始计算价格。

内存版（标准架构）定价

单节点内存定价

地域
按量计费定价 包年包月定价

（元/GB/月）
第一阶梯（元/GB/小时） 第二阶梯（元/GB/小时） 第三阶梯（元/GB/小时）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 0.1056 0.0792 0.0528 38

成都、重庆 0.0736 0.0552 0.0368 26.5

深圳金融，上海金融、北京金融 0.1778 0.1333 0.0889 64

中国香港 0.1222 0.0917 0.0611 44

曼谷 0.1556 0.1167 0.0778 56

雅加达 0.1722 0.1291 0.0860 62

新加坡 0.1375 0.1031 0.0688 49.5

孟买 0.1556 0.1167 0.0778 56

首尔 0.1800 0.1350 0.0900 64

美国硅谷、圣保罗 0.1528 0.1146 0.0764 55

弗吉尼亚 0.1111 0.0833 0.0556 40

多伦多 0.1333 0.1000 0.0667 48

莫斯科 0.1194 0.0896 0.0597 43

东京、法兰克福 0.1833 0.1375 0.0917 66

内存版（集群架构）定价

单分片内存定价

地域
按量计费定价 包年包月定价

（元/GB/月）
第一阶梯（元/GB/小时） 第二阶梯（元/GB/小时） 第三阶梯（元/GB/小时）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重

庆、弗吉尼亚
0.1167 0.0875 0.0583 42

上海金融、深圳金融、北京金融、孟

买
0.1944 0.1458 0.0972 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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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0.1222 0.0917 0.0611 44

中国香港 0.1250 0.0937 0.0625 45

多伦多 0.1361 0.1021 0.0680 49

硅谷、曼谷、圣保罗 0.1556 0.1167 0.0778 56

雅加达 0.2056 0.1541 0.1028 74

新加坡 0.1667 0.1250 0.0833 60

首尔 0.1806 0.1354 0.0903 65

法兰克福 0.1889 0.1417 0.0944 68

东京 0.2000 0.1500 0.100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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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8 17:20:33

您可以参考本文的介绍购买配置自己的第一台云数据库 Redis 实例。腾讯云为您提供了两种购买方式：

1. 使用腾讯云账号登录 Redis 购买页 。

2. 请参见下表的参数解释，根据您的实际需求选择实例配置。

操作场景

控制台：通过控制台 Web 页面配置实例参数直接下单购买的方式。

API 购买：客户端程序调用 API 接口创建实例的方式。

购买准备

已注册腾讯云账号并完成实名认证。

如需注册腾讯云账号： 点此注册腾讯云账号 。

如需完成实名认证： 点此完成实名认证 。

已规划数据库实例所在地域、可用区，请参见 地域与可用区 。

已规划数据库实例需满足的规格与性能，请参见 产品系列  与 产品性能 。

已规划数据库实例的私有网络与安全组，请参见 私有网络  与 安全组 。

如需在同一地域的多个可用区部署实例，您可以先了解 多可用区部署  的部署架构。

如需支持读写分离的能力，请您先了解 读写分离  的实现原理。

已了解数据库实例的计费详情，请参见 计费概述 。按量计费数据库创建时会冻结一个小时的数据库费用，请确保您的账户余额充足再进行购买。

控制台购买

参数名称
是否

必选
参数解释

计费模式 是 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如何选择计费方式，请参见 计费概述 。

地域 是

选择实例所属的地域，请选择最靠近您的地域，可降低访问时延。

实例创建成功后将无法更换地域，请您谨慎选择。

请您选择与云服务器 CVM 实例相同的地域，否则无法直接通过内网通信。

产品版本 是 请选择内存版，CKV 版已暂停售卖。

兼容版本 是
基于开源 Redis 引擎的高性能版本，兼容 Redis 6.2版本、5.0版本、4.0版本、2.8版本。

2.8版暂停售卖，建议您选择4.0及以上版本，如需购买 2.8 版本请 提交工单  申请。

架构版本 是 4.0及以上版本支持标准架构、集群架构，2.8版本仅支持标准架构。产品架构详情，请参见 标准架构 与 集群架构 。

内存容量 是 架构版本选择标准架构时，需要配置所需的内存规格，支持0.25GB - 64GB规格。

副本数量 是
选择数据库副本的数量。多副本可以提供主备高可用，增加数据安全性，通过副本也可扩展只读性能。

不同地域或不同版本的副本数量会有差异，请以控制台默认设置为准。

分片数量 是 架构版本选择集群架构时，需设置分片的数量。增加分片的数量，可以提高集群的可存储量，请您按需选择。

分片容量 是 架构版本选择集群架构时，需设置每个分片的容量大小。

规格预览 - 请预览当前已选择的规格以及所能支持的最大连接数与最大网络吞吐量，确认是否满足预期。

副本只读 否 请选择是否开启读写分离的功能。购买之后，也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开启。具体信息，请参见 读写分离 。

网络类型 是 当前仅支持私有网络。

可用区 是 选择是否启用多可用区部署。支持单可用区与多可用区部署，相对单可用区实例，多可用区实例具有更高的可用性和容灾能

力，请参见 多可用区部署 。

单可用区部署，请在主节点组（主可用区）选择主节点的可用区。

多可用区部署，请在主节点组（主可用区）的下拉列表选择主可用区，在副本x的下拉列表，给副本指定所属可用区。其

https://buy.cloud.tencent.com/redis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41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61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179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911#.3Ca-id.3D.22step2.22.3E.E6.AD.A5.E9.AA.A4.E4.BA.8C.EF.BC.9A.E6.B7.BB.E5.8A.A0.E5.AE.89.E5.85.A8.E7.BB.84.E8.A7.84.E5.88.99.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510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83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2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61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183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83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5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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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参数配置无误，单击立即购买，提示购买成功，单击前往控制台，返回实例列表，待实例状态显示为运行中，即可正常使用。

中x指副本的编号，例如副本1，副本2。

IPv4 网络 是

选择具体的私有网络及其子网。建议您选择与云服务器同一个地域下的同一个 私有网络 。

私有网络具有地域（Region）属性（如广州），而子网具有可用区（Zone）属性（如广州一区），私有网络可划分一个或

多个子网，同一私有网络下不同子网默认内网互通，不同私有网络间（无论是否在同一地域）默认内网隔离。

实例购买后支持切换私有网络。具体操作，请参见 切换网络 。您也可以单击新建私有网络和新建子网重新创建所需的网络环

境。具体操作，请参见 创建私有网络 。

端口 是 自定义端口号，默认端口号是6379，取值范围[1024,65535]。

参数模板 是

选择实例相关的参数模板。

通过使用参数模板，您可以给实例批量配置参数属性。

系统会依据所选择的兼容版本及架构，自动适配对应的默认模板。具体信息，请参见 管理参数模板  中的系统默认模板。

指定项目 是 给实例分配相应的项目。您可以根据项目来管理实例。

标签 否 给实例设定标签。您可以根据标签归类管理实例。单击添加，可以选择标签键与标签值。

安全组 是
给实例设置安全组规则，以控制数据库的入站流量。您可以在选择已有安全组下拉框中选择已有的安全组，也可以单击自定

义安全组，设置新的安全组入站规则。具体信息，请参见 配置安全组 。

实例名 是 仅支持长度小于60的中文、英文或者数字，短划线"-"、下划线"_"。

设置密码 是 选择密码认证方式，支持选择密码认证与免密码认证。默认为密码认证。

密码 否

设置密码选择密码认证时，需给实例设置访问密码。密码复杂度要求：

字符个数为[8,30]。

至少包含小写字母、大写字母、数字和字符 ()`~!@#$%^&*-+=_|{}[]:;<>,.?/ 中的2种。

不能以"/"开头。

确认密码 否 再次输入实例访问密码。

购买数量 是 包年包月每次购买最大数量为100。按量计费每次购买最大数量为30，每个地域购买数量取值范围为[1,100]。

购买时长 否 选择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您需要选择购买实例的时长。时长越长，折扣越大，可根据业务实际需求选择。

自动续费 否 选择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您可以选择是否需要开启自动续费功能，即费用到期后，在腾讯云账户按月自动扣费

服务条款 是 请先了解云数据库服务条款及其服务等级协议，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说明

开通云数据库 Redis 后，请确保您的账户余额充足。账户余额不足可能导致欠费甚至实例被回收，请参见 欠费说明 。

更多后续操作，请参见 创建实例 。

API 购买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CreateInstances 创建 Redis 实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9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365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582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9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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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5:05:43

1. 登录 Redis 控制台 。

2. 在右侧实例列表页面上方，选择地域。

3. 在实例列表中勾选需续费的实例，单击实例列表上方的续费。

4. 在续费所选实例对话框，您需要执行如下操作。

5. 单击确定，在请确认以下商品信息页面，确认商品清单，核对续费金额，单击提交订单，选择支付方式，单击下一步，支付成功后，完成续费。

6. 返回 Redis 控制台，在实例列表的计费模式列，可看到包年包月计费的实例到期时间已经更改。

1. 登录 Redis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Redis > 回收站。

3. 在右侧实例列表页面上方，选择地域。

4. 在右侧回收站页面，您可以看到回收站中的实例列表，实例状态均为已隔离。

5. 在回收站的实例列表中，选择需续费的实例。

6. 单击列表上面的续费，在续费所选实例对话框，您需要执行如下操作。

7. 单击确定，在请确认以下商品信息页面，确认商品清单，核对续费金额，单击提交订单，选择支付方式，单击下一步，支付成功后，完成续费。

8. 返回 Redis 控制台，在左侧导航选择实例列表，可查看到已续费的实例系统已经自动恢复。

1. 登录 Redis 控制台 。

2. 在右侧实例列表页面上方，选择地域。

3. 在实例列表，选择一个或多个需要续费的实例。

4. 在列表上方，选择更多操作 > 设置自动续费。

操作场景

云数据库 Redis 包年包月实例即将到期，您需要及时进行续费，避免资源到期无法使用而影响业务。

您主动退还的实例，被隔离在回收站，在保留时长内，可以批量操作续费，进行恢复。

购买包年包月计费实例时，未设置自动续费，可以在购买之后，设置按月自动续费，到期后自动将从腾讯云账户按整月扣除费用，避免未及时续费而影响资源

无法使用。

购买包年包月计费实例，已设置自动续费，也可以在够买之后，取消自动续费。

前提条件

实例计费模式为包年包月计费。

腾讯云账户余额充足。

为即将到期实例续费

单击查看详情，确认实例信息。

在续费时长，选择实例需续费的时长，按整月或整年选择。

在总费用后面，确认实例续费的总金额。

为已隔离的实例批量续费

单击查看详情，确认实例信息。

在续费时长，选择实例需续费的时长，按整月或整年选择。

在总费用后面，确认实例续费的总金额。

设置自动续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redi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redi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re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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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设置自动续费对话框，确认自动续费实例信息，以及实例到期时间与续费后到期时间，默认续费时长为到期时候后的一个整月，确认总费用，单击确定。

6. 在页面右上角，选择费用 > 我的订单，查看订单支付信息，支付成功。

7. 返回实例列表，在计费模式列，可查看已开启自动续费的实例显示 ，且续费到期时间已延长一个月。

1. 登录 Redis 控制台 。

2. 在右侧实例列表页面上方，选择地域。

3. 在实例列表，选择一个或多个需要取消自动续费的实例。

4. 在列表上方，选择更多操作 > 取消自动续费。

5. 在弹出的对话框，确认实例信息，单击确定，完成取消。

在 续费管理  页面，提供实例的批量续费、设置自动续费、统一到期日等功能。具体操作，请参见 续费管理 。

取消自动续费

续费管理中心续费

相关 API

接口名称 接口含义

RenewInstance 续费实例

StartupInstance 实例解隔离

DescribeInstanceDealDetail 查询订单信息

InquiryPriceRenewInstance 查询实例续费价格（包年包月）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redi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newa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200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394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306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4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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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0 10:14:33

如果您想要退款，请根据您的实例情况进行处理：

以上均可在 云数据库 Redis 控制台  的实例列表进行 自助退还  操作。

云数据库 Redis 产品遵守腾讯云 云服务退货说明 ，如果您在购买云数据库 Redis 后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支持五天内无理由自助退还，具体规则如下：

符合五天无理由退还场景的订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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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退款规则请参见 五天

内无理由全额退款 。

如果您已经享用五天无理由退还，我们还支持普通自助退还。规则如下：

普通自助退还使用限制

以下场景暂不支持普通包年包月实例自助退还：

普通自助退还计算规则退款金额 = 当前有效订单金额 + 未开始订单金额 - 资源已使用价值

当前有效订单金额：指生效中订单的付款金额，不包含折扣和代金券。

未开始订单金额：将来生效订单的付款金额，不包含代金券。

资源已使用价值按照如下策略计算：

按量计费后付费：云数据库 Redis 直接清退资源，无需申请退费。

包年包月预付费：云数据库 Redis 申请退货退款，每个主体默认享有1次5天内无理由全额退款，其余退款申请按照非全额退款处理。

退还说明

包年包月实例自助退还后，实例的状态一旦变为隔离中或已隔离时，就不再产生与该实例相关的费用。

包年包月实例彻底销毁后 IP 资源同时释放，实例无法访问。

包年包月实例自助退还后，实例被移入云数据库回收站保留七天，期间实例无法访问。如您想恢复已经自助退还的包年包月实例，可以在云数据库回收站进行

续费恢复。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五天无理由自助退还

每个主体下，包年包月预付费云数据库 Redis 自新购之日起五天之内（含五天），默认享受1台云数据库五天无理由退还。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五天无理由自助退还规则

注意

抵扣的代金券不予以退还。

退还金额将全部退还到腾讯云账号余额。

普通自助退还

支持199台实例普通自助退还。

普通自助退还将扣除您已使用的费用，退款金额将按购买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支付比例返还到您的腾讯云账户。

某些活动资源不支持自助退还，具体以官网展示为准。

Redis 标准版（引擎为 Redis 2.8）256MB的实例，暂时不支持控制台自助退还。

已使用部分，发起退费当天已满整月按整月扣除，不满整月则按量计费扣除。

已使用部分精确到秒。

退款金额 ≤ 0，按0计算并清退资源。

注意

抵扣或代金券不予以退还。

退还金额将按购买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支付比例返还到您的腾讯云账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redi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40#.E4.BA.94.E5.A4.A9.E5.86.85.E6.97.A0.E7.90.86.E7.94.B1.E5.85.A8.E9.A2.9D.E9.80.80.E6.A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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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无理由退还场景 

广州二区规格2GB内存标准版，152元/月，使用100元代金券，购买1年，包年享83折。 

折扣价为152 * 12 * 0.83 = 1513.92元 

支付价为1513.92 - 100 = 1413.92元 

购买5天内发现不满意，想要退还，为该账户首次退还。 

退费金额 = 实际支付价1413.92元

普通自助退还场景

广州二区规格2GB内存标准版，152元/月，使用100元代金券，购买1年，包年享83折。 

折扣价为152 * 12 * 0.83 = 1513.92元 

支付价为1513.92 - 100 = 1413.92元

【示例1】：购买5天内，且不是该账户首次退还，总使用时长48小时。 

退还现金金额 = 1413.92 - 48 * 0.29（0.29为同样配置按量计费的单价）= 1400.00元

【示例2】：购买5天内，且不是该账户首次退还，已使用时长48小时；其中又续费1年，包年官网83折，续费实际支付金额1513.92元。 

退还现金金额 = 1413.92 - 48 * 0.29（0.29为同样配置按量计费的单价)（生效订单退款金额）+ 1513.92（未开始订单金额） = 2913.92元

【示例3】：购买5天内，且不是该账户首次退还，已使用时长12小时后升级配置，升配实际支付金额100 元，总使用时长72小时。 

退还现金金额 = 1413.92 - 12 * 0.29（0.29为同样配置按量计费的单价）+ 100 / 365（升配的每天单价）*（365 - 3)（升配未使用天数）= 1509.62元

1. 登录 Redis 控制台 。

2. 在页面右上角，选择费用 > 我的订单，进入费用中心的订单管理页面。

3. 在预付费订单页签或后付费订单可随时跟踪退款到账进度。

收支明细用来记录您的账户每一笔资金的收入和支出的流水，包括入账和出账两种类型的流水。您可登录腾讯云官网，进入费用中心 > 收支明细  页面查询或下载

自己的账户流水信息。

退还计费示例

说明

以下示例价格均为虚拟价格，实际价格请以官网为准。

查看退费进度

查看收支明细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redi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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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4 17:28:50

1. 从您的账户余额小于0时刻起：

2. 自动关机后：

包年包月

欠费预警说明

云资源会在到期前7天至资源释放的期间，向用户推送预警消息。系统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等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全局资源协作者、财务协作者

（实际接收方式以用户 消息中心  订阅配置为准）。

到期前7天至资源释放期间的消息提醒机制，请参见 预付费计费说明 > 计费流程 。

回收机制

云数据库资源到期前7天，系统会开始给用户发送续费提醒通知。

到期后7天内云数据库还可以继续使用，需要尽快续费，系统将发送云数据库到期提醒。

到期后第8天开始，此云数据库不可再使用，将被回收至回收站中。用户可在控制台回收站页面查看设备，并且仍然可以进行续费操作。

回收站保留时间最长为7天。云数据库在回收站保留7天后若仍未进行续费操作，则资源将被系统回收，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

即到期后，云数据库仍有7天可用时间和7天不可用时间，用户可在这14天内对设备进行续费。余额充足的情况下，设置了自动续费的设备，自动续费也会照常

执行。

按量计费

注意

按量计费资源不再使用时请及时销毁，以免继续扣费。

您的实际资源消耗可能不断变化，因此余额预警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预警说明

系统会在每个整点对按量计费资源进行扣费。当您的账户余额小于0时，系统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等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全局资源协作者、财务协

作者（实际接收方式以用户 消息中心  订阅配置为准）。

消息提醒机制，请参见 按量计费说明 > 欠费处理机制 。

欠费处理

24小时内，云数据库可继续使用且继续扣费。

24小时后，云数据库将自动关机且停止扣费，被移入回收站隔离。

关机3天内，若充值至余额大于等于0，可以开机并继续使用实例；若您的账户余额小于0，则无法开机。具体操作，请参见恢复已隔离实例。

关机3天后，若您的账户余额仍为小于0的状态，云数据库将被回收，所有数据均会被清理，且不可找回。云数据库回收时，系统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等方式通知

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全局资源协作者、财务协作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8#.E8.AE.A1.E8.B4.B9.E6.B5.81.E7.A8.8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7#.E6.AC.A0.E8.B4.B9.E5.A4.84.E7.90.86.E6.9C.BA.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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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转包年包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1:45:13

云数据库 Redis 支持计费模式由按量计费转为包年包月，方便您根据业务调整计费方式，节省费用。

云数据库 Redis 支持计费模式转换，目前支持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您可以通过 Redis 控制台进行计费模式转换，请及时支付续费订单以保证转换成功。

1. 登录 Redis 控制台。

2. 在右侧实例列表页面上方，选择地域。

3. 在实例列表中，找到需转包年包月的按量计费实例。

4. 在其操作列，选择更多下拉列表的按量转包年包月。

5. 在弹出的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对话框，确认转包年包月的实例信息。

背景信息

转换规则

按量计费结算说明

用户在购买云数据库 Redis 时会冻结云账户中一个小时的费用，并在每个整点（北京时间）进行一次结算，计费时间粒度精确到秒。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之前

的费用将自动从腾讯云账户扣除，不足一小时折算为秒计算。

包年包月计费说明

按量计费实例变更为包年包月时产生一个续费订单，您必须完成该订单的支付流程，计费方式的变更才能生效。若未支付或未成功支付，您的 订单管理 页

面将会出现未完成订单。

变更计费模式后， 实例会即刻按照包年包月的实例计费。计费单价及计算公式，具体信息，请参见 产品定价。

自动续费说明

按量计费转换包年包月时，可设置自动续费，到之后期后将自动从腾讯云账户按整月扣除费用。同时，也可根据业务需要随时取消自动续费功能。具体操

作，请参见 续费说明。

若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时，未设置自动续费，也可在转换后设置按月自动续费。否则，请关注实例到期时间，及时续费，避免影响业务。

计费模式转换说明

云数据库 Redis 支持按量计费转换为包年包月计费，但不支持包年包月计费转换为按量计费模式。

按量计费转换为包年包月计费之后，无法再转换回按量计费模式。

影响业务说明

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计费过程中，不会影响业务的正常运行。

前提条件

云数据库 Redis 实例运行状态正常。

实例计费模式为按量计费。

操作步骤

确认实例 ID、实例版本信息、内存配置信息及其转换后包年包月到期时间。

在续费时长选择具体要续费的时长，并勾选是否开启自动续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redi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dea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98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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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认总费用，了解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规则，勾选已阅读并同意，单击确定。

7. 在确认商品信息页面，确认商品清单，并核对订单，单击提交订单，支付成功后返回实例列表。

8. 实例状态为计费模式切换中，待实例状态变为运行中，即可正常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