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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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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46:14

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云硬盘收费标准不同，具体信息请参考 价格总览 。

按照您拥有的快照总存储容量进行收费，每个地域单独结算，目前仅支持按量计费后付费方式，以小时为单位整点结算。

不同地域的快照收费标准不同，具体信息请参考 价格总览 。

在快照商业化后，腾讯云仍旧在中国地域为用户提供80GB的免费额度。超过免费额度后，快照将按按量计费的模式每小时扣费，收费标准可参考 价格总览 。免费

额度策略如下：

下表举例说明在快照和云硬盘的不同使用情况下，快照的计费情况：

云硬盘计费概述

计费模式

腾讯云提供两种类型的云硬盘计费模式：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分别适用于不同场景下的用户需求。

两种计费模式的区别如下：

计费模式 包年包月 按量计费

付款方式 预付费 购买时冻结1小时的费用，每小时结算一次

计费单位 元/GB/月 元/GB/小时

最少使用时长 至少使用一个月 按小时结算，计费时间粒度精确到秒，随时购买随时释放

使用场景 适用于设备需求量长期稳定的成熟业务 适用于电商抢购等设备需求量瞬间大幅波动的场景

计费标准

快照计费概述

快照已于2019年1月22日0点启动正式商业化进程，商业化后所有存量快照和新产生的快照将根据快照使用的存储容量进行收费。

注意

镜像  的底层数据存储使用云硬盘快照服务，因此保留自定义镜像会占用您一定的快照容量从而产生相关费用。

计费模式

说明

您可前往 快照控制台 ，查看每个地域下的快照总使用量。

计费标准

赠送额度

免费额度覆盖范围可在 快照概览  中查看。

预计后续将取消快照免费额度策略，请您关注 云硬盘产品动态  及时获取最新消息。

地域 快照总容量 云硬盘数量 快照计费情况

华北地区（北京） 100GB  1块云硬盘
当前地域享有80GB快照赠送额度，以（100GB - 80GB = 20GB）快照容量按小时后付

费。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90GB  2块云硬盘 当前地域享有80GB快照赠送额度，以（90GB - 80GB = 10GB）快照容量按小时后付费。

亚太东南地区（新加坡） 40GB  1块云硬盘 当前地域不享有快照赠送额度，以40GB快照总容量按小时后付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Snapsho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event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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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的腾讯云账户进入欠费状态，快照将会进入“已隔离”状态，且相关功能将会被冻结。冻结策略及注意事项请参见 快照欠费说明 。

欠费说明

价格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9 19:1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064#SnapshotArr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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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GB/月

单位：元/GB/小时

云硬盘存储空间价格总览

包年包月价格

地域

云硬盘类型

高性能云硬盘
通用型

SSD云硬盘
SSD云硬盘

增强型

SSD云硬盘

极速型

SSD云硬盘

华南地区（广州） 0.35 0.5 1.0 1.0 1.0

华东地区（上海） 0.35 0.5 1.0 1.0 1.0

华东地区（南京） 0.35 0.5 1.0 1.0 1.0

华北地区（北京） 0.35 0.5 1.0 1.0 1.0

西南地区（成都） 0.35 0.5 1.0 1.0 -

西南地区（重庆） 0.35 0.5 1.0 1.0 -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专区） 0.56 0.5 1.76 - -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专区） 0.56 0.5 1.76 - -

华北地区（北京金融专区） 0.56 0.5 1.76 - -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0.35 0.75 1.1 1.5 -

北美地区（多伦多） 0.35 0.75 1.1 1.5 -

亚太东南地区（新加坡） 0.35 0.75 1.25 1.5 -

亚太东南地区（雅加达） 0.35 0.75 1.25 1.5 -

美国西部（硅谷） 0.35 0.75 1.15 1.5 -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0.35 0.75 1.25 1.5 -

亚太东北地区（首尔） 0.35 0.75 1.3 1.5 -

亚太地区（孟买） 0.35 0.75 1.2 1.5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0.35 0.75 1.25 1.5 -

亚太东南地区（曼谷） 0.35 0.75 1.25 1.5 -

欧洲东部（莫斯科） 0.35 0.75 1.3 1.5 -

亚太东北地区（东京） 0.35 0.75 1.5 1.5 -

南美地区（圣保罗） 0.35 0.75 1.25 1.5 -

按量计费价格

地域

云硬盘类型

高性能云硬盘
通用型

SSD云硬盘
SSD云硬盘

增强型

SSD云硬盘

极速型

SSD云硬盘

华南地区（广州） 0.0009 0.001 0.0025 0.0021 0.0021

华东地区（上海） 0.0009 0.001 0.0025 0.0021 0.0021

华东地区（南京） 0.0005 0.001 0.0014 0.0021 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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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北京） 0.0009 0.001 0.0025 0.0021 0.0021

西南地区（成都） 0.0009 0.001 0.0025 0.0021 -

西南地区（重庆） 0.0009 0.001 0.0025 0.0021 -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专区） 0.00144 0.001 0.0053 - -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专区） 0.00144 0.001 0.0053 - -

华北地区（北京金融专区） 0.00144 0.001 0.0053 - -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0.0005 0.0015 0.0025 0.0021 -

北美地区（多伦多） 0.0005 0.0015 0.0025 - -

亚太东南地区（新加坡） 0.0005 0.0015 0.0027 0.0033 -

亚太东南地区（雅加达） 0.0005 0.0015 0.0024 0.0033 -

美国西部（硅谷） 0.0005 0.0015 0.0025 0.0033 -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0.0005 0.0015 0.0025 0.0033 -

亚太东北地区（首尔） 0.0005 0.0015 0.0025 0.0033 -

亚太地区（孟买） 0.0005 0.0015 0.0025 0.0033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0.0007 0.0015 0.0023 0.0033 -

亚太东南地区（曼谷） 0.0007 0.0015 0.0024 0.0033 -

欧洲东部（莫斯科） 0.0006 0.0015 0.0024 0.0033 -

亚太东北地区（东京） 0.0006 0.0015 0.0024 0.0033 -

南美地区（圣保罗） 0.0006 0.0015 0.0024 0.0033 -

说明

-  表示该类型云硬盘暂未上线至对应地域。

云硬盘额外性能价格总览

包年包月价格

单位：元/MBps/月

地域
额外性能

1MB/s - 650MB/s 651MB/s - 3650MB/s

华南地区（广州） 3 5

华东地区（上海） 3 5

华东地区（南京） 3 5

华北地区（北京） 3 5

西南地区（成都） 3 5

西南地区（重庆） 3 5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专区） 4.5 7.5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专区） 4.5 7.5

华北地区（北京金融专区） 4.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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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MBps/小时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4.5 7.5

北美地区（多伦多） 4.5 7.5

亚太东南地区（新加坡） 4.5 7.5

亚太东南地区（雅加达） 4.5 7.5

美国西部（硅谷） 4.5 7.5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4.5 7.5

亚太东北地区（首尔） 4.5 7.5

亚太地区（孟买） 4.5 7.5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4.5 7.5

亚太东南地区（曼谷） 4.5 7.5

欧洲东部（莫斯科） 4.5 7.5

亚太东北地区（东京） 4.5 7.5

南美地区（圣保罗） 4.5 7.5

按量计费价格

地域
额外性能

1MB/s - 650MB/s 651MB/s - 3650MB/s

华南地区（广州） 0.0042 0.007

华东地区（上海） 0.0042 0.007

华东地区（南京） 0.0042 0.007

华北地区（北京） 0.0042 0.007

西南地区（成都） 0.0042 0.007

西南地区（重庆） 0.0042 0.007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专区） 0.0063 0.01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专区） 0.0063 0.01

华北地区（北京金融专区） 0.0063 0.01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0.0063 0.01

北美地区（多伦多） 0.0063 0.01

亚太东南地区（新加坡） 0.0063 0.01

亚太东南地区（雅加达） 0.0063 0.01

美国西部（硅谷） 0.0063 0.01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0.0063 0.01

亚太东北地区（首尔） 0.0063 0.01

亚太地区（印度） 0.0063 0.01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0.0063 0.01

亚太东南地区（泰国） 0.006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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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GB/月，其中的 GB 为云硬盘大小

单位：元/GB/小时，其中的 GB 为云硬盘大小

欧洲东部（莫斯科） 0.0063 0.01

亚太东北地区（东京） 0.0063 0.01

南美地区（圣保罗） 0.0063 0.01

云硬盘数据备份点配额价格总览

说明

云硬盘数据备份点享受限时5折优惠，优惠期：2022年9月12日至2023年9月12日。

包年包月价格

地域 数据备份点单价

华南地区（广州） 0.1

华东地区（上海） 0.1

华东地区（南京） 0.1

华北地区（北京） 0.1

西南地区（成都） 0.077

西南地区（重庆） 0.077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专区） 0.1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专区） 0.1

华北地区（北京金融专区） 0.1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0.12

北美地区（多伦多） 0.11

亚太东南地区（新加坡） 0.13

亚太东南地区（雅加达） 0.12

美国西部（硅谷） 0.1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0.11

亚太东北地区（首尔） 0.12

亚太地区（孟买） 0.12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0.1

亚太东南地区（曼谷） 0.12

欧洲东部（莫斯科） 0.11

亚太东北地区（东京） 0.11

南美地区（圣保罗） 0.12

按量计费价格

地域 数据备份点单价

华南地区（广州） 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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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上海） 0.00014

华东地区（南京） 0.00014

华北地区（北京） 0.00014

西南地区（成都） 0.00011

西南地区（重庆） 0.00011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专区） 0.00014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专区） 0.00014

华北地区（北京金融专区） 0.00014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0.000168

北美地区（多伦多） 0.000154

亚太东南地区（新加坡） 0.000182

亚太东南地区（雅加达） 0.000168

美国西部（硅谷） 0.00014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0.000154

亚太东北地区（首尔） 0.000168

亚太地区（孟买） 0.000168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0.00014

亚太东南地区（曼谷） 0.000168

欧洲东部（莫斯科） 0.000154

亚太东北地区（东京） 0.000154

南美地区（圣保罗） 0.000168

快照价格总览

地域 计费项
小时单价

（元/GB）
折算月单价（元/GB）

中国大陆地区（成都、重庆） 快照容量 0.0001375 0.099

中国大陆地区（广州、上海、南京、北京、上海金融、深圳金

融、北京金融）
快照容量 0.0001806 0.13

中国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快照容量 0.0002167 0.156

亚太东南地区（新加坡） 快照容量 0.0002333 0.168

亚太东南地区（雅加达） 快照容量 0.0002167 0.156

亚太东南地区（曼谷） 快照容量 0.0002167 0.156

亚太东北地区（首尔） 快照容量 0.0002167 0.156

亚太东北地区（东京） 快照容量 0.0002055 0.148

亚太南部地区（孟买） 快照容量 0.0002167 0.156

北美地区（多伦多） 快照容量 0.0002055 0.148

美国西部（硅谷） 快照容量 0.000180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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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快照容量 0.0001736 0.125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快照容量 0.0002055 0.148

欧洲东部（莫斯科） 快照容量 0.0002055 0.148

南美地区（圣保罗） 快照容量 0.0002167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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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4:53

腾讯云为您提供了两种方式购买云硬盘：控制台购买和 API 购买。

2. 设置云硬盘类型和容量。

3. 选择计费模式，若选择包年包月则需设置购买时长。

4. 确认订单之后，您可通过余额支付、网银支付、微信支付、QQ 钱包支付等方式进行支付。

5. 订单支付后立即创建云硬盘，完成挂载以及初始化后，即可使用云硬盘。

如果您希望在新磁盘中默认存有某个数据盘快照的数据，您可以在 快照列表  页面，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也可以在 通过控制台单独购买  时，通过配置参数快照来

指定目标快照创建云硬盘。

1. 登录 快照列表  页面。

2. 在目标快照所在行，选择更多 > 新建云硬盘。

3. 设置云硬盘类型和容量。

4. 选择计费模式，若选择包年包月则需设置购买时长。

5. 确认订单之后，您可通过余额支付、网银支付、微信支付、QQ 钱包支付等方式进行支付。

6. 订单支付后立即创建云硬盘，完成挂载以及初始化后，即可使用云硬盘。

您可以使用 CreateDisks 接口创建云硬盘，具体操作请参考 创建云硬盘 。

本地盘目前只能通过购买高 IO 型、大数据型云服务器时附加购买，不支持单独购买。具体操作请参考 创建实例 。

云硬盘的购买渠道

通过控制台直接购买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选择对应地域后单击新建。

通过控制台使用快照购买

说明

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时，容量大小不能低于快照大小。当您未指定云硬盘的容量时，容量默认和快照大小保持一致。

通过购买云服务器附带购买

您可以通过购买云服务器时设置系统盘为云硬盘，从而附带购买非弹性云硬盘。具体内容请参考 创建实例 。

您可以通过购买云服务器时设置参数数据盘附带购买弹性云硬盘。具体内容请参考 创建实例 。

通过 API 购买

本地盘的购买渠道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63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85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13/48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13/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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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42:18

云硬盘可根据其生命周期分别作为云服务器的系统盘及数据盘进行使用，及时对云硬盘续费可以有效避免因到期引起的数据丢失，建议您对重要的数据设置定期提

醒。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

2. 单击目标云硬盘所在行的续费。

3. 在云硬盘续费页面中，选择需要续费的时间，单击确定，并完成相关支付流程。

1. 登录腾讯云控制台，选择页面右上角的费用 > 续费 。

2. 在续费管理页面，产品类别选择“云硬盘CBS”，其余配置请按需选择。

3. 在“手动续费项”中，勾选云硬盘后，单击批量续费。如下图所示：

4. 在弹出的“批量续费”窗口中选择续费时长后，单击确定续费即可。

非弹性云硬盘（即系统盘）跟随云服务器实例的生命周期，如果您需要对其进行续费，具体操作请参考 续费实例 。

续费弹性云硬盘

仅计费模式为包年包月的云硬盘数据盘可执行续费操作。

在弹性云硬盘到期前，您可对其进行续费，以防止到期后硬盘卸载、无法读写。

在弹性云硬盘到期后（14天内）销毁前，您可对其进行恢复，以防止云硬盘因未及时续费而被销毁，引起数据丢失。

使用控制台续费 使用 API 续费 使用控制台恢复

单个弹性云硬盘续费

批量弹性云硬盘续费

说明

您也可将弹性云硬盘设置为自动续费。设置后，将在到期后且账户余额足够时，按月自动续费。

续费非弹性云硬盘

使用控制台续费 使用 API 续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newa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13/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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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云硬盘类型费用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6:32:58

腾讯云云硬盘支持业务运行状态时对存储硬件类型的调整。通过调整云硬盘类型，您可以灵活地应业务不同时期对存储性能的需求。调整云硬盘类型的前提条件、注

意事项以及具体操作请参见 调整云硬盘类型 。 

目前，调整云硬盘类型仅支持升级弹性的云硬盘数据盘，不支持降级。

2018年12月31日，购买100GB普通云硬盘1年，包年包月单价300元/月。2019年5月1日，将该云硬盘调整为高性能云硬盘，新配置包年包月单价350元/月。

按量计费云硬盘类型调整成功后，将会开始按新配置的价格计价。

包年包月云硬盘调整类型

费用规则

包年包月云硬盘类型升级遵循按天补差价规则，费用 = 前后配置按月差价（小于0时按0计算） * 生命周期剩余天数 / (365/12) * 适用折扣。

前后配置按月差价：新老配置原价按月的单价差异

生命周期剩余天数 = 资源到期时间 - 当前时间 

时间精确到秒，不足1天按1天计算。

适用折扣：根据生命周期剩余天数向下匹配适用的现网已生效的折扣

云硬盘类型调整操作不影响资源到期时间。

云硬盘类型调整可以使用代金券和平台赠送余额（赠送金）抵扣费用。

计费示例

说明

以下价格均做示例用，示例单价仅供参考，具体单价可能因地域、活动或策略等调整变化，请以 云硬盘定价  为准。

前后配置按月差价 = 350 - 300 = 50 元/月

生命周期剩余天数 = 31 * 4 + 30 * 3 + 30 = 244 天

4表示4个月，即7月、8月、10月和12月。

3表示3个月，即6月、9月和11月。

最后的30表示5月的31天减去1天。

适用折扣：按照包年包月计费规则，购买6 - 11个月时长可享受88折。

费用 =（350 - 300）* 244 /（365/12）* 0.88 = 3858.4 元

按量计费云硬盘调整类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540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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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23:17

为了更方便您使用腾讯云云硬盘，如果您在购买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即数据盘）后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支持五天内自助退还和普通自助退还。

已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进入云硬盘列表页面。

云硬盘产品遵守腾讯云 云服务退货说明 ，若您在购买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后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支持五天内无理由自助退还，退款策略如下：

每个主体下，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新购之日起五天之内（含第五天），仅支持1块云硬盘五天无理由退还。

符合五天无理由退还规则的订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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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不满足五天无理由自助退还规则的退货订单，退款策略如下：

如果您已经享用五天无理由自助退还，我们额外支持每年单账户下199块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普通自助退还。

普通自助退还将扣除您已使用的费用，按购买支付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比例原路退回至支付方腾讯云账户。

退款金额 = 当前有效订单金额 + 未开始订单有效金额 - 资源已使用价值

每个主体默认可享有1块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五天无理由退还，支付的有效金额将退还至支付方腾讯云账户。

每个账户每年默认可享有199块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普通自助退还，扣除您已使用的费用后将按购买支付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比例退还至支付方腾讯云账户。

退还步骤

待挂载数据盘：查看要退款的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选择更多 > 销毁/退还。

已挂载数据盘：  

查看要退款的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选择更多 > 卸载。

卸载后，选择更多 > 销毁/退还。

退还对象

仅支持退还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

某些活动资源暂不支持退还，具体以官网展示为准。

五天无理由自助退还

退还限制

退还规则

注意

抵扣或代金券不予以退还。

退还金额将全部原路退回至支付方腾讯云账户。

退还策略补充

普通自助退还

退还限制

注意

抵扣或代金券不予以退还。

退还金额将按购买支付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比例原路退回至支付方腾讯云账户。

退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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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生效的订单的付款金额，不包含代金券。

资源已使用价值按照以下策略计算：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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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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价格均做示例用，示例单价仅供参考，具体单价可能因地域、活动或策略等调整变化，请以 云硬盘定价  为准。

用户购买一块广州三区1000GB的高性能云硬盘，350元/月，使用100元代金券，购买1年，包年享83折。

折扣金额：350 × 12 × 0.83 ＝ 3486（元） 

支付金额： 3486 - 100 = 3386（元）

购买5天内，且为该主体首次退还。 

退还金额（现金+赠送金）：3386（元）

购买5天内，且不是该账户本年度首次退还，已使用时长48小时。 

退还金额（现金+赠送金）：3386 - 48 × 0.9 = 3342.8 (元)

购买5天内，且不是该账户本年度首次退还，已使用时长48小时。期间又续费1年，包年官网83折，续费实际支付金额3486元。 

退还金额（现金+赠送金）：3386 - 48 × 0.9 + 3486 = 6828.8 (元)

购买5天内，且不是该账户本年度首次退还，已使用时长12小时后进行扩容操作，扩容实际支付金额100元，总使用时长84小时（原配置12小时累计升配未使用72

小时）。

退还金额（现金+赠送金）：3386 - 12 × 0.9 + 100 / 365 ×（365 - 3）= 3474.38（元）

发起退费当天已使用满整月按整月扣除云硬盘已使用价值，不满整月则按量计费扣除。

已使用时间精确到秒。

退款金额 ≤ 0时，按0计算并清退资源。

退还策略补充

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自助退还后，实例的状态一旦变为销毁中或已销毁时，就不再产生与该实例相关的费用。

包年包月弹性云硬盘自助退还后将被移入云硬盘回收站保留7天，在此期间您可以在云硬盘回收站进行续费恢复。若您的云硬盘进入回收站后7 × 24小时之内仍

未进行续费恢复，系统将开始释放资源，该云硬盘中的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找回。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退还计费规则示例

案例背景

说明

同样配置按量计费的云硬盘单价为0.9（元/小时）。

五天无理由自助退还

案例

普通自助退还

案例一

说明

本案例中，已使用时长不满整月需按量计费扣除，48 × 0.9（元）为资源已使用价值。

案例二

说明

本案例中，已使用时长不满整月需按量计费扣除。

48 × 0.9（元）为资源已使用价值。

3486（元）为未开始订单金额。

案例三

说明

本案例中，已使用时长不满整月需按量计费扣除。

12 × 0.9（元/小时）为原配置资源已使用价值。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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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365 ×（365 - 3）（元）为升配未使用费用。

100 / 365（元/天）为升配的按天计算单价。

365 - 3（天）为升配未使用天数。

欠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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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4:00

以下说明仅适用于支持卸载的弹性云硬盘，不支持卸载的非弹性云硬盘与云服务器有完全一致的生命周期，可参考 云服务器欠费说明 。

云硬盘欠费说明

包年包月云硬盘 按量计费云硬盘

预警说明

预警类型 说明

到期预警

包年包月的资源会在到期前7天开始每隔一天（即到期前第7、5、3、1天）向您推送到期预警消息。到期预警消息将通过邮件、短信及站

内信等方式通知创建者；该账号下的协作者可通过控制台 > 消息中心 > 消息订阅  自助订阅接收方式，来增加消息接收人。配置方式可参

考 账户欠费预警指引。

欠费预警
包年包月的资源到期当天（即到期第1天）及每隔一天（即到期第3、5、7天），将向您以已设置的推送方式，推送欠费隔离预警消息。您

可以通过控制台 > 消息中心 > 消息订阅  自助订阅接收方式，同时为了防止忽略告警消息也支持您增加消息接收人。

回收机制

资源到期前7天开始，系统会陆续给您发送到期预警以及续费提醒通知。

账户余额充足的情况下，若您已设置自动续费，云硬盘在到期当天会自动续费。

若您的云硬盘在到期前（包括到期当天）未进行续费，云硬盘从到期时间点开始仍可继续使用7天。若您的云硬盘在到期后7 * 24小时之内仍未进行续费，

系统将对云硬盘作停服处理（云硬盘的性能急剧下降至不可用，仅保留数据），并强制解除与云服务器的关联关系（如有），云硬盘进入回收站。您仍可以

在回收站对云硬盘进行续费找回，但被续费找回的云硬盘续费周期的起始时间为上一个周期的到期日。

若您的云硬盘进入回收站后7 * 24小时之内仍未进行续费找回，系统将开始释放资源，到期云硬盘中的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找回。

快照欠费说明

冻结策略

一旦您的腾讯云账户进入欠费状态，快照会进入“已隔离”状态。快照相关操作立即被禁止，例如创建、回滚、跨地域复制以及定期快照策略等。

处于“已隔离”状态的快照将会被保留30天，如果在此期间未进行充值至余额大于等于0，到期后该账户下所有快照（除镜像快照外）将被删除。

注意事项

账户欠费后，快照占用超出免费额度的容量将会持续计费，直到快照被删除。

快照被销毁后，数据不可恢复。

充值至余额大于等于0后，快照相关操作自动解除冻结。

除删除操作外，镜像快照将永久保留。

已创建的快照若确定不再使用后，请及时删除以免产生计费。详情请参见 删除快照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subscriptio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subscriptio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