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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账号信息相关

基本信息方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1:48:05

账号 ID 是您在腾讯云的唯一标识，如需查看，请您登录腾讯云 控制台 ，进入 账号信息  页面，查看您的账号 ID。

一个手机号码可以绑定成5个腾讯云账号的安全手机号码。

协作者是一种访问管理（Cloud Access Management，CAM）用户，由主账号创建，具有部分主账号权限，详

细信息请参见 协作者权限设置 。

每个账号可以一共建1000个子用户和协作者账号。

访问管理（Cloud Access Management，CAM）支持创建子用户、协作者、消息接收人，详细信息请参见 用户

类型 。

腾讯云中国站和腾讯云国际站两个站点之间的账号和数据不互通。

在腾讯云控制台 安全设置  页面，您可以绑定安全手机，绑定安全邮箱，开启登录保护或者操作保护等对您的账号进行

安全设置。

您可以前往 查找账号 ，通过服务器IP、域名或备案信息的方式，找回云服务器、域名或备案信息所在账号。

可以前往 查找账号 ，通过安全手机的找回账号方式进行查询。

什么是腾讯云账号 ID？

一个手机号码可以绑定几个腾讯云账号？

什么是协作者？

每个账号可以一共建多少个子用户和协作者账号？

主账号下面能否开通子账号？

中国站和国际站账号互通吗？

如何保证腾讯云账号的安全？

怎么确认云服务器、域名或备案信息在哪个账号上？

如何查询手机号是否注册过或者注册过几个账号？

什么情况下用户的账号会被冻结？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66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366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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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腾讯云业务被冻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 将账号里的 安全手机 、 安全邮箱 、 登录方式  和 账号密码  修改成您要交接的人。

2. 将账号的 实名认证修改  成您要交接的人。

1. 将账号里的 安全手机 、 安全邮箱 、 登录方式  和 账号密码  修改成下一个账号管理员。

2. 如果账号的实名为您个人，请将账号的 实名认证修改成  您的企业实名认证。

如您遇到以下问题，可将您的备案信息迁移到其他账号：

您可以单击 迁移备案账号 ，查看注意事项和操作步骤。

暂不支持账号下的某台云服务器转给其他账号操作。

实名变更申请通过后，实名立即变更成功，但是昵称不会更新。

昵称是您在腾讯云额外设置用来展示的用户昵称，不会随实名信息变更，为保护您的实名信息安全，建议您请勿将昵称

设置成实名认证名称。

违规冻结（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腾讯安全要求等）。

用户未通过实名认证（包括实名认证不通过和实名认证失败）。

云服务进入保留期，没有进行续费，腾讯云业务会因欠费冻结。

腾讯云业务销户前冻结。用户申请腾讯云业务注销时，先冻结腾讯云业务，避免客户购买新的资源。

账号要交接给其他人或者账号管理员变更，该如何交接账号？

个人用户：

企业用户：

账号下备案信息是否可以转移？

之前的备案信息在员工的个人账号内，需要将备案信息转移至公司的账号。

原账号因故需要停用或注销，需要将备案信息转移至新账号。

账号下的某台云服务器能否转给其他账号？

已完成实名变更，账号信息的昵称为何显示旧主体的名称？

如何通过手机端修改密码和手机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2#.E4.BF.AE.E6.94.B9.E5.AE.89.E5.85.A8.E6.89.8B.E6.9C.B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55645#.E4.BF.AE.E6.94.B9.E5.AE.89.E5.85.A8.E9.82.AE.E7.AE.B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40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2#.E4.BF.AE.E6.94.B9.E5.AE.89.E5.85.A8.E6.89.8B.E6.9C.B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55645#.E4.BF.AE.E6.94.B9.E5.AE.89.E5.85.A8.E9.82.AE.E7.AE.B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4075#.E5.8F.98.E6.9B.B4.E4.B8.BA.E4.BC.81.E4.B8.9A.E5.AE.9E.E5.90.8D.E8.AE.A4.E8.AF.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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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微信搜索“腾讯云助手”小程序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在手机端使用腾讯云助手修改账号密码和手机号。

您可以使用 GetUserAppId 接口获取账号的 UIN、APPID 等信息，具体请参见 获取用户 AppId 。

您可以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我的资源模块显示您已开通且已接入该模块的云产品，如下图： 

腾讯云账号下的云资源除备案和域名外，其他资源都不支持迁移。

您可以通过关联其他登录方式（QQ、微信、邮箱、微信公众号等）来管理云资源，请参见 绑定登录方式 。

如何使用 API 接口查询账号相关信息？

如何查看腾讯云账号内已开通的产品？

腾讯云账号下的云资源是否可以迁移？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98/7041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8


账号相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 共44页

邮箱或手机号码方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8 16:20:46

您可以前往 查找账号 ，通过安全手机的找回账号方式进行查询。

您可以先单击官网右上方的用户头像，进入账号中心；再单击基本信息里联系手机后的 ，来修改联系手机。详情请参

考 修改手机号码  。 

设置登录邮箱后就可以使用邮箱登录腾讯云账号 ，设置方式登录账号中心  >  账号信息  页面，完善账号邮箱。

您可以单击官网右上方的用户名，选择账号中心 > 安全设置  > 修改邮箱，输入新绑定邮箱，输入原邮箱收到的验证码

就可以对邮箱进行修改。

如何核实手机号是否绑定腾讯云账号？

如何修改绑定的安全手机？

方式一：单击 腾讯云官网  右上方的用户头像进入账号中心 > 安全设置 ，再单击基本信息里安全手机后的 修改绑

定手机，发送验证码，验证之后就可以对手机号进行修改。

方式二：通过人工申诉提供相关资料进行修改，要素如下：

个人实名认证：请提供手持身份证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企业实名认证：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彩色扫描件（无需手持）。

如何修改联系手机？

邮箱登录的安全性要求有哪些？

同一账号在一天内，有3次尝试输错密码登录的机会。

如果输入密码错误超过3次之后，需要输入验证码才可请求登录。

如果输入密码错误超过10次之后，锁定1小时，锁定开始时间为当天第一次输错密码的时间。

如何设置登录邮箱？

登录邮箱、安全邮箱和联系邮箱区别是什么？

登录邮箱是登录腾讯云的一种方式。邮箱可注册账号，如通过 QQ 号、微信、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注册腾讯云，可以

设置常用的邮箱作为登录账号。

安全邮箱主要用于接收账号安全相关的消息。

联系邮箱主要用于接收在使用腾讯云产品过程产生的消息通知，如产品告警通知、产品到期通知等。

如何修改安全邮箱？

如何修改联系邮箱？

https://cloud.tencent.com/services/forgotAccou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2#.E4.BF.AE.E6.94.B9.E8.81.94.E7.B3.BB.E6.89.8B.E6.9C.BA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loud.tencent.com/login?s_url=https%3A%2F%2Fconsole.cloud.tencent.com%2Fdeveloper%2Fsecurity
https://cloud.tencent.co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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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先单击官网右上方的用户名，进入账号中心；再单击基本信息中联系邮箱的  ，来修改联系邮箱。详情请参考 

修改邮箱  。

详情请参见 手机收不到验证信息  和 邮箱收不到验证信息 。

1. 登录 账号中心 。

2. 在“ 安全设置 ”，单击安全手机后的 修改手机和邮箱。

可能包含以下几种情况，可以根据以下几种情况，选择对应的解决方案。

平台有安全手机和消息接收手机，如下为查看和确认方式，需要您确认是否有进行修改：

接收不到验证码怎么办？

使用邮箱注册账号收不到邮件怎么办？

登录您的邮箱后，可以在垃圾邮箱里查找。

联系您的邮箱管理，检测是否有屏蔽腾讯云的邮件；腾讯云相关邮件的统一发件人邮箱是：

cloud_noreply@tencent.com。

修改账号密码时，如何修改验证的手机号？

手机上收到了不是自己账号的消息通知？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您当前的手机号是属于二次放号，您手机号

的上一任使用者注册了腾讯云账号
您可以参考 手机二次放号解绑处理流程 。

您之前有注册过腾讯云账号但是您已经忘记 通过 账号查找  找回账号。

您之前有成为其它腾讯云主账号的子账号或

者协作者

您可以联系主账号删除跟您的协作关系。若已无法已联系到主账

号，您可以参考 手机二次放号解绑处理流程 。

腾讯云账号更新了手机号，旧手机号还可以收到验证码吗？

类型 用途 查看路径

安全手机
接受安全设置类，如登录异常、登

录保护等
账号中心 > 安全设置  > 安全手机

消息接收

手机
接收平台发送计费、业务告警等

访问管理 > 用户 > 用户列表 ，单击关联信息列的  

进入详情页

二次放号手机和腾讯云账号如何解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55645#.E4.BF.AE.E6.94.B9.E8.81.94.E7.B3.BB.E9.82.AE.E7.AE.B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565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5683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63/46213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63/4621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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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新购的手机号码之前绑定了腾讯云账号，影响您正常注册账号或变更账号信息，您可以参考 手机二次放号解绑

处理流程 ，申请解绑手机和账号的绑定关系。

可以。实名认证时，主要是与您的安全手机关联，联系手机是用来接收相应的云上的通知信息。

腾讯云账号的联系手机和安全手机不一样可以实名认证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63/4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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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方式方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21:57

新用户需在腾讯云官网进行 注册 ，注册详情请参考 注册腾讯云  文档。

腾讯云注册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腾讯云账号注册成功后，账号立即生效。

腾讯云不支持手机号直接登录账号，您可以通过查找账号，找回账号信息后，登录账号。

被解绑的注册方式可以作为账号的登录方式。

登录腾讯云控制台，在 账号信息  > 基本信息中，即可查询账号的注册时间。

港澳台个人用户可以注册中国站的腾讯云账号，实名仅支持个人实名认证。

如何注册腾讯云账号？

注册方式 描述

微信扫码快速注册 使用您的微信扫码快速注册腾讯云，后续您可以使用微信扫码登录腾讯云。

邮箱注册 使用邮箱注册腾讯云，方便企业客户维护账号。

QQ 注册 使用您已有的 QQ 帐号注册腾讯云，直接用 QQ 帐号快捷登录腾讯云。

微信公众号注册 使用您已有的公众号注册腾讯云。

企业微信注册 使用您已有的企业微信注册腾讯云。

注意

企业用户建议使用企业邮箱、企业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注册 。

QQ 和微信属个人账号，一旦员工离职，涉及账号变更，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每个手机号码最多关联5个腾讯云账号，详细流程请参考 注册腾讯云 。

账号注册后立马生效吗？

同一个手机号注册多个腾讯云账号，该如何登录？

注册方式被解绑后，还能绑定成登录方式吗？

如何查询账号的注册时间？

港澳台用户可以注册中国站的腾讯云账号吗？

港澳台个人用户可使用本人微信扫码进行预留身份信息授权，完成实名认证。该微信需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UseWeChatRegi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UseEmailRegi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UseQQRegi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UseWeChatPublicRegi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E4.BD.BF.E7.94.A8.E4.BC.81.E4.B8.9A.E5.BE.AE.E4.BF.A1.E6.B3.A8.E5.86.8C.3Ca-id.3D.22useenterprisewechatregister.22.3E.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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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完成实名，并绑定大陆银行卡。

港澳台企业用户和境外用户请前往 国际站  进行认证。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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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认证相关

公共方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1 15:23:15

腾讯云账号进行实名认证后无法解除认证状态，您可以修改实名认证信息（一个月最多修改一次）。

可以修改账号绑定的证件或手机号码，修改完成后即可释放已绑定的账号，再去绑定其他的账号。

1个个人身份信息仅支持实名认证3个腾讯云账号，已验满3个账号后不能继续操作实名认证。 

1个企业身份信息（企业名称/营业执照）默认支持实名认证10个账号，如果认证账号数量满足不了业务诉求，请联系您

的客户经理进行处理。

如果您想查找该3个账号，可以前往 查找账号  页面通过实名信息找回账号。

如何解除账号的实名认证？

变更个人实名信息

实名认证的证件或手机号码超限，想要认证或绑定新的账号怎么办？

实名认证提交审核处理时长？

个人认证处理时长

微信扫码：即时完成（推荐）

人脸识别：即时完成

QQ 扫码：即时完成

企业认证处理时长

微信公众平台：即时完成（推荐）

企业法人微信扫码：即时完成（推荐）

企业法人人脸识别：即时完成（推荐）

腾讯云充值：1个工作日 

企业对公打款：1 - 5个工作日

审核超时处理

如果超过最大审核时间，请联系 在线客服  处理。

港澳台及境外用户如何进行实名认证？

港澳台个人用户可使用本人微信扫码进行预留身份信息授权，完成实名认证。该微信需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完成实名，并绑定大陆银行卡。

港澳台企业用户和境外用户请前往 国际站  进行认证。

在实名认证过程中，提示认证信息已验满实名认证3个账号怎么办？

使用人脸识别认证方式进行实名认证时，总是识别失败怎么办？

https://cloud.tencent.com/services/forgotAccou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4075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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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脸部遮挡。

2. 本人与照片差距过大。

3. 姓名或身份证填写错误。

4. 验证过程中人脸没有完全出现在屏幕中。

实名认证方式包括个人实名认证和企业实名认证，其中：

请检查您输入的认证信息是否正确。

如果认证信息填写无误，请保存错误提示信息的截图，联系 在线客服  处理。

如果您的账号不进行个人实名认证或企业实名认证，会产生如下影响：

如果人脸识别验证失败，可能是以下原因导致，您可以参考失败原因再次尝试：

主账号认证后，子账号需要实名认证吗？

如果主账号关联已有子账号，则要求子账号通过实名认证，才支持与主账号关联。

如果主账号创建子账号，则子账号继承主账号实名认证信息，不需实名认证。

如何选择实名认证方式？

个人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扫码、QQ 扫码和人脸识别三种操作进行实名认证。推荐个人实名认证使用微信扫码方式

认证。

企业用户，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腾讯云充值、企业对公打款、企业法人微信扫码和企业法人人脸识别进行认

证。 推荐企业实名认证使用微信公众平台、企业法人微信扫码和企业法人人脸识别方式认证，最快30分钟完成认

证。腾讯云充值和企业对公打款认证方式，一般1 - 3个工作日内完成认证。

实名认证提交认证信息时，系统提示错误，怎么办？

实名认证审核不通过怎么办？

如果实名认证审核不通过，请前往 实名认证  页面查看具体失败原因，并针对失败原因，确认正确的实名认证信

息，重新提交实名认证。

如果仍然无法解决，请联系 在线客服  处理。

如果急需购买云服务资源，但未进行实名认证，选择哪种认证方式最快捷？

个人用户进行个人实名认证后，如果信息完全正确，提交审核后即可实时完成认证。

企业用户推荐使用微信公众平台、企业法人微信扫码和企业法人人脸识别进行认证，如果信息完全正确，提交审核

后即可实时完成认证。

如果不进行实名认证，会对账号产生什么影响？

无法购买腾讯云的产品和服务。

无法使用已有的云服务资源。

无法申请开具发票。

无法申请线上合同。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uth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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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暂时无法提供认证证件材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实名认证：

1. 请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企业信息，请勿从任何除了腾讯云官方平台和腾讯云认证授权的代理商之外的平台或者渠道购

买、注册账号，否则可能会造成信息泄漏。

2. 如果希望找回所有账号，可以通过找回工具自助找回，若无法登录可以申诉申请增加登录方式。具体请参考 登录异

常指导 。

3. 如果需要注销某个账号，可以在找回账号并登录之后自行发起账号注销。

腾讯云不定期对账号实名的企业主体进行检测，检测企业主体是否处于存续经营状态、企业信息是否正确和完整等，若

检测到实名的企业主体已注销，企业实名信息不完整、企业名称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匹配等情况，将取消以该主体作

为实名主体的账号的实名状态，将账号的实名状态由已完成企业实名转变为未实名状态。

根据《腾讯云服务协议》，账号完成实名，是腾讯云向用户提供云服务的重要依据，若您的账号实名状态发生变更，后

付费产品会根据协议到期时间停服，可能会影响账号资源新购、自动续费等操作。

1. 在变更账号实名状态前，腾讯云会下发消息提醒您，请前往 账号中心  更新账号的实名信息，确保账号实名的企业

主体为存续经营。

2. 在账号实名状态被变更后，您可确认账号是否还需要使用，若不需要，可将账号内数据进行备份、转移等处理，妥

善处理后可根据自身场景选择是否注销账号。

3. 若仍希望继续使用该账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是否需要重新实名。

4. 若需要重新实名，请前往 账号中心  更新账号实名信息。

实名认证的修改次数没有限制。

无法申请公测。

暂时无法提供完整证件信息，是否可以先通过认证，后期再提供证件信息？

个人实名认证请使用人脸识别方式进行认证。

企业实名认证请使用微信公众平台或企业法人人脸识别方式进行认证。

个人身份信息或企业信息被人盗用，实名认证了腾讯云账号怎么办？

账号实名状态发生变更的原因

账号实名状态变更后的影响

账号实名状态变更后自助处理流程

腾讯云账号实名认证最多可以修改几次？

修改时间说明

个人实名认证变更企业实名认证无时间限制，其他实名变更场景需在上次实名认证30天后才允许变更。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3139#.E4.B8.AA.E4.BA.BA.E8.BA.AB.E4.BB.BD.E4.BF.A1.E6.81.AF.E6.88.96.E4.BC.81.E4.B8.9A.E4.BF.A1.E6.81.AF.E8.A2.AB.E4.BA.BA.E7.9B.97.E7.94.A8.EF.BC.8C.E5.AE.9E.E5.90.8D.E8.AE.A4.E8.AF.81.E4.BA.86.E8.85.BE.E8.AE.AF.E4.BA.91.E8.B4.A6.E5.8F.B7.E6.80.8E.E4.B9.88.E5.8A.9E.EF.BC.9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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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证方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1 16:41:30

1个个人身份信息仅支持实名认证3个腾讯云账号。

前往账号中心 > 账号信息 ，查看认证信息是否显示为：已认证。

当前个人实名认证适用于年满18周岁的用户。

1个身份证可认证几个腾讯云账号？

为什么账号已实名还会提示实名认证？

若刚刚完成的认证，建议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换个浏览器试试。

若仍存在问题，您可以致电官方客服：4009100100。

实名认证时提示未满18周岁要怎么办？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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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认证方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5:36:05

1个企业身份信息（企业名称/营业执照）默认支持实名认证10个账号，如果认证账号数量满足不了业务诉求，请联系您

的客户经理进行处理。

1个账号只能认证1个企业，1个企业可以认证多个账号。

1. 前往 认证信息 页面，单击机构代码不完整或不正确？点此修改。

在弹出的页面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 前往 修改实名认证 页面，单击点击此处。

一个企业信息可认证几个腾讯云账号？

一个账号是否可以认证多家企业（企业为母公司和多家子公司）？

若账号的实名信息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完整或不正确，如何修改？

注意：

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完整或不正确，将影响到开具企业专票、变更企业主体信息等行为。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uth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uth/mod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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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页面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参考 企业信息找回账号  文档，找回企业主体所属的账号以及登录方式。

怎么查看企业下有哪些账号？

企业实名认证多久才能通过？

通过企业微信公众平台的认证是立即通过。

通过对公转账认证方式需要等待1 - 5工作日打款，输入打款金额后认证立即通过。

通过腾讯云账号充值认证方式需要等待1个工作日。

通过企业法人微信扫码的认证是立即通过。

通过企业法人人脸识别的认证是立即通过。

微信扫码授权后，跳转页面空白怎么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6#Find_RealNameInfo-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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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微信公众平台认证方式进行企业实名认证时，微信扫码授权后，跳转页面空白，建议您排查一下网络相关问题，

刷新页面或更换浏览器多尝试几次。如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请联系 在线客服  处理。

由于工商数据库同步可能存在时延，新办理的企业需要在7个工作日之后再提交实名认证，如果超过7个工作日仍提示

未收录，请联系 在线客服 。

请于7日内通过企业银行账户充值一笔系统随机生成的指定金额且充值总金额少于1元的小额验证金（将充入余额），腾

讯云收到充值后，即可完成认证。

建议您先自查填写信息是否有误，若确认无误，请提供银行账户或开户行许可证截图，联系 在线客服  处理。

腾讯云将向提交的银行对公账户转入0.01 - 0.99元之间的随机金额，在收到打款金额后，在认证界面输入收到的对应

金额数即可认证成功。

在收到打款金额后，需要在7天内完成验证。

有2次输入金额数的机会，如果2次都输入错误，则需要重新提交银行对公账户信息进行认证。

银行卡号填写错误会导致收不到验证码，可以进行重新验证，重新认证的时候填写正确的银行卡号完成验证即可。

腾讯云企业实名认证将提交的银行对公账户转入0.01 - 0.99元之间的随机金额，在收到打款金额后，在认证界面输入

收到的对应金额数即可认证成功。

提供账号 ID（账号信息页面查看）、“银行收款截图”，联系 在线客服  处理。

新办理的营业执照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进行企业实名认证？

企业法人微信扫码授权或者法人人脸识别通过后，提示认证失败怎么办？

请检查您在控制台填写的企业名称或者企业组织机构代码是否正确。

新注册的企业不会立即收录，您可以在3 - 7天后重新使用企业法人微信扫码认证或者企业法人人脸识别认证。

充值认证有时间限制吗？

企业认证超过3个工作日未收到打款怎么办？

如何使用打款金额认证？

打款金额验证有时间限制吗？

打款金额输入错误怎么办？

企业银行卡验证收不到验证码？

对公打款的企业认证验证码在哪里找？

银行卡认证填写发送的金额提示错误？

事业单位如何做企业认证？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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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两种方式进行企业实名认证：

使用腾讯云充值方式进行企业实名认证，您通过企业对公账户汇款到腾讯云收款账户的金额，会充到您企业的腾讯云账

户里作为余额，您可以参考 账户提现  文档将余额提现。

无需退回。如需退回，按照您的收款信息，联系收款银行将此笔款项原路退回即可。

通过给腾讯云账号充值方式进行企业实名认证时，您需使用企业银行账户给您的腾讯云账户充值一笔系统随机生成的指

定金额且总金额少于1元的小额验证金。支持的转账途径有：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汇、支票、异地柜台转账以及北

京同城柜台现金存款。

如果是腾讯云认证相关的标识可以通过实名认证，其他不可以。

腾讯云仅核验您在腾讯云填写的实名认证信息和公众号实名认证信息是否匹配，匹配一致，则腾讯云账号实名认证成

功。认证成功后，您可以在您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取消授权。

企业法人是外国人，可以进行企业认证；您可以使用对公打款、充值认证、或者微信公众号认证。外国法人暂不支持使

用企业法人授权或法人人脸识别进行企业认证。

若您的账号实名认证为企业，公司主体已注销，不影响您继续使用账号下的云资源。企业注销后请尽快变更账号实名认

证或者在备份或使用完云资源后注销腾讯云账号。

认证失败后重新认证是需要按照页面提示重新打款，详细可参考 企业实名操作指引 。

法人微信扫码认证后，账号不会绑定法人的微信作为登录方式。

如果注册了微信公众号且完成微信公众认证；可以选择企业认证 > 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提交实名认证。

如果单位有对公账号，可以选择企业认证 > 企业公对公转账的方式提交实名认证。

使用腾讯云充值认证方式时给腾讯云账户充值的金额是否会退回？

使用企业对公打款认证方式时，腾讯云给企业对公账户打款的金额是否需要退回腾讯云？

通过腾讯云充值方式进行实名认证时，支持的转账途径有哪些？

营业执照、身份证等信息存在用途限制（例如填写只能用于**认证使用），是否可以通过实

名认证？

使用微信公众号认证后显示已授权给腾讯云运营该公众号，这会影响到公众号的运营吗？

企业是国内的，法人是外国人是否可以认证腾讯云账号？

注册了企业账号，企业注销了账号会有影响吗？

注销账号请参考 账号注销 。

变更实名认证请参考 变更企业主体 。

腾讯云账号企业认证失败后重新认证还需要打款吗？

腾讯云账号法人微信扫码认证后会绑定微信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04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02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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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修改。

腾讯云账号企业实名认证经办人后续可以修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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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置相关

关联账号方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3 17:07:38

关联的邮箱可以解绑，如果当前邮箱注册方式是唯一登录方式，需解绑或者更换请先绑定QQ、微信或者微信公众号登

录方式，绑定登录方式详细操作请参考 绑定登录方式 ；注册方式解绑详细操作请参考 解绑注册方式 。

企业 QQ 到期后，您将无法正常登录腾讯云账号，您可以参考 绑定登录方式  绑定新的登录方式。待新的登录方式绑定

成功后，您可以参考  解绑登录方式  解绑 QQ 登录方式。

可以，仅限主账号可以相互关联。由主账号创建的子账号，只能有一个主账号，不能关联到其他主账号。详情请前往查

看 用户类型 。

您可以前往查看 使用限制 ，了解各个第三方绑定关联限制。

邮箱账号是否可以更换？

账号绑定的企业 QQ 要到期了，怎么办？

腾讯云账号之前可以互相关联吗？

微信、邮箱、企业微信和 QQ 等绑定关联账号有什么限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539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9#.E8.A7.A3.E7.BB.91-qq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36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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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账号方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21:58

您可以前往账号中心 > 安全设置  申请账号注销，详情请参见 账号注销 。

更多账号注销的要求，请查看《 腾讯云账号注销协议 》。

如果您的腾讯云账号无法注销，可能存在如下原因：

更多账号注销的要求，请查看《 腾讯云账号注销协议 》。

可以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查看该账号下正在使用的资源。

如果账号实名认证的企业已经注销，请提供工商局盖章的注销声明函。

如何注销腾讯云账号？

账号注销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账号内无未完成的订单、服务，不存在任何拖欠或者未缴纳的任何款项。

账号中无现金余额、代金券、正在使用的资源。

账号下所有的协作者、子用户、消息接收人等已经全部删除。

账号无任何未完成的投诉举报或被投诉举报。

为什么无法立即注销腾讯云账号？

您的账号出现欠费，请充值补齐欠费后再提交注销申请。

您的账号存有现金余额、代金券或正在使用的资源。

您的账号未完全删除所有的协作者、子用户、消息接收人等。

您的账号存有未完成的投诉举报或被投诉举报。

注销账号前，如何快速查询该账号下有哪些资源？

账号有资源但不使用了，可以申请注销账号吗？

如您账号出现欠费，不支持账号注销，请充值补齐欠费后再提交注销申请。

如您账号下仍有如下产品：代金券、临近到期三月内的 SSL 证书、CDN 流量包、云市场小程序、压测大师、短信

套餐资源、云点播日结资源包、直播套餐包、建站主机、云点播文件存储资源，请先确认已无使用需求，及时备份

相关数据。

说明

 如账号下还有其他产品资源，需要自行登录到对应产品控制台进行删除后才可提交注销，否则会导致注销

不成功。

如果实名认证关联的企业已经注销，无法提供营业执照，如何申请注销腾讯云账号呢？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02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1/302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1/3025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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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登录账号中心 > 安全设置 ，单击注销，提交注销申请。

注销账号属于高危敏感操作，需要登录到官网自行提交注销。如果您无法登录该账号，您可 自助申请登录腾讯云账

号 ，绑定新的邮箱进行登录。如果后续不再使用，可直接登录账号中心 > 安全设置 ，单击注销，提交注销申请。

前往官网 找回账号 ，待账号找回后，再登录账号中心 > 安全设置 ，单击注销，提交注销申请。

账号之间是独立的，注销其中一个账号，对另一个账号没有影响。

账号注销后，您将无法以该账号登录腾讯云网站、访问控制台以及进行依赖账号权限的操作。

不会。账号注销仅影响腾讯云的相关服务，不会影响微信、QQ 和微信公众号的正常使用。

账号注销后，您仍然可以用原方式注册新的腾讯云账号。

账号一旦注销，您账号名下的所有数据，包括账号信息、业务数据、交易记录等都将无法找回。

账号注销结果将发送给账号设置的安全手机和安全邮箱。如果需要修改，可登录账号中心 > 安全设置 ，并参考 修改手

机和邮箱  文档进行设置。

可以。如果您的申请被驳回，请根据驳回原因提示的信息进行处理。处理完成后，登录账号中心 > 安全设置 ，重新申

请。

因安全手机号已注销或遗失，导致在注销账号的操作中无法接收验证码，可以登录账号中心 > 安全设置 ，并参考 修改

手机和邮箱  文档将手机号码修改为可接收验证码的手机号，再进行账号注销操作。

账号未实名认证，如何进行注销账号？

如果账号无法登录，如何注销该账号？

我需要注销账号，但不记得对应的账号，怎么办？

我的手机号绑定了两个腾讯云账号，如果注销其中一个账号，另外一个账号是否会有影响？

账号注销后还能登录腾讯云吗？

如果使用第三方（微信、QQ 和微信公众号）作为注册方式，腾讯云账号注销后会影响第三

方的使用吗？

账号注销后，是否还能继续注册新账号？

账号注销后，账号是否还能找回，业务数据是否还能恢复？

账号注销申请结果的消息推送方式？

账号注销申请被驳回，还能再次申请吗？

在注销账号的操作中无法接收验证码怎么办？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https://cloud.tencent.com/services/apply-logi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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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A 设备方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21:58

MFA，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即多因子认证，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安全认证方法。它能够在用户名和密码

之外，再增加一层保护。MFA 设备，又叫动态口令卡或 Token 卡，是提供这种安全认证方法的设备。目前腾讯云提

供两种 MFA 设备： 硬件 MFA 设备和虚拟 MFA 设备 。

登录保护指在您进行登录操作的时候，腾讯云会给您增加一层保护。通常情况下，该保护的措施是在正确输入账号和密

码的前提下，还需要额外输入一种能证明身份的凭证。更多详情请参见  登录保护  文档。

绑定 MFA 设备操作，请参考 MFA 设备  文档。

解绑  MFA 设备操作，请参考 MFA 设备  文档。

什么是 MFA 设备？

什么是登录保护？

如何绑定 MFA 设备？

如何解绑 MFA 设备?

账号绑定了 MFA，但手机丢了，如何登录账号？

方法1：有其他腾讯云账号 

请您登录其他账号联系 在线客服  申请解绑：账号中心 > 账号安全设置（MFA）问题。 

工单申请模板：

a. 个人 MFA 解绑： 

  登录账号：（QQ、邮箱、微信、微信公众号）  

  实名姓名 + 身份证号：  

  申请人手持身份证正反面照片或者彩色扫描件： 

  请提供正在使用手机号：

注意

 申请人须与实名认证信息一致。

b. 企业 MFA 解绑： 

  登录账号：（QQ、邮箱、微信、微信公众号）  

  实名公司名称 + 公司证件号：  

  申请人姓名 + 证件号码： 

  公司营业执照证件照片或者彩色扫描件 + 申请人手持身份证正反面照片或者彩色扫描件： 

  提供正在使用手机号：

方法2：没有其他腾讯云账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83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73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7310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Online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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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手机未更换，且 App 未删除，但获取的验证码总提示失效，其原因可能为：

解绑登录使用的微信不会解绑 MFA 的微信，解绑微信登录方式后，MFA 仍可以正常使用。

一个腾讯云账号仅支持一个手机设备验证。

MFA 目前暂不支持第三方，登录保护主要是为了账号安全性考虑，所以目前设计都是一个账号对应一个验证设备。

您可以致电官方客服 4009100100 咨询解绑。

MFA 验证时，提示“验证码不成功”，怎么办？

您输入的验证码已过期，App 中每隔30秒会出现一组6位数动态安全码，请在动态安全码的有效时间内输入。

手机上时间与电脑时间不一致，请同步手机与电脑上的时间。

已经解绑了微信，为什么还有提示 MFA 验证？

一个腾讯云账号支持多个手机设备的验证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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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异常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21:58

为了保障您的腾讯云账号登录不受 QQ 、微信等安全策略影响，加强腾讯云账号安全，建议您为腾讯云账号绑定邮箱

登录方式，具体操作指引请参考 关联账号邮箱 、 绑定登录方式 。

本文目录：

您可以根据找回的账号信息，提交 申请登录腾讯云账号 。若原账号开启了登录 MFA（二次校验）请在申请过程中需

要填写的授权书中勾选填写 MFA 的修改待申请通过后，即可登录。

1. 核实登录账号是否正确。

2. 前往 查找账号 ，并通过域名的找回账号方式自助查看腾讯云账号。

如果您的 QQ 帐号在登录时提示帐号已进入保护模式或帐号暂时无法登录，那么您的 QQ 帐号可能被进行了冻结处

理，详细说明请查看 冻结解冻相关文档 。您可以前往 QQ 安全中心进行 自助解封 。 

如果您对 QQ 帐号冻结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 QQ 安全中心  或 腾讯客服 。

2. 使用该账号的其他登录方式登录账号。

3. 提交 申请登录腾讯云账号 ，新增/修改一个邮箱登录方式来登录账号，待申请通过后，即可通过新增的这个邮箱来

账号登录问题

密码登录问题

手机登录问题

扫码/扫脸登录问题

企业员工离职登录问题

其他登录问题

账号登录问题

不记得账号，如何找回？

您可以通过 查找账号  工具，根据安全手机、账号ID、域名和实名信息等方式找回账号。 

找回账号后若因登录方式忘记/不可用或密码忘记无法登录账号，可以通过  自助申请   登录账号。

找回账号后，还是无法登录怎么办？

登录账号核实不到域名、云服务器信息怎么办？

QQ 帐号登录时提示异常且无法登录？

密码登录问题

忘记密码无法成功重置？

1. 重置账号密码请参考 重置登录密码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8
https://cloud.tencent.com/services/apply-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services/forgotAccount
https://kf.qq.com/product/zhzh.html#hid=1397
https://aq.qq.com/cn2/login_limit/login_limit_index
https://aq.qq.com/cn2/index
https://kf.qq.com/product/zhzh.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services/apply-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
https://cloud.tencent.com/services/apply-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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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您可以参考文档 为子用户重置登录密码 ，重置密码后，再登录子账号。

腾讯云账号的登录密码修改后立即生效。

您可以单击登录右下方的使用备选校验方式代替手机验证。

腾讯云账号不支持直接使用安全手机登录，若您在登录时需要验证手机，且手机不可用，您可以单击登录右下方的使用

备选校验方式代替手机验证。

详情请参见 手机收不到验证信息  和 邮箱收不到验证信息 。

您可以使用微信搜索“腾讯云助手”小程序，在手机端使用腾讯云助手登录腾讯云，管理您的腾讯云产品。

忘记子账号密码了，要怎么登录子账号？

腾讯云账号登录密码修改后需要多久生效？

手机登录问题

登录账号时需要验证手机，但手机不可用，怎么办？

安全手机不可用，该如何登录？

接收不到验证码怎么办？

如何在手机端登录腾讯云？

扫码/扫脸登录问题

登录账号时为什么需要微信扫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62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565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5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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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切换热点网络或者更换设备重新扫码进行尝试。

您的账号或相关使用环境存在风险，需要进一步核实身份，保证您资源的安全。

为保证账号安全，请勿将登录二维码提供给其他人或者扫描其他人提供的二维码；如果您需要其他人协助管理您的账

号，您可以通过 用户管理  来创建拥有不同权限的子账号协助您。

使用手机 QQ 扫码登录，扫码后没有反应，建议您单击二维码下方的 帐号密码登录，输入 QQ 帐号密码，单击授权并

登录登录腾讯云。

如果您在登录 QQ 时提示需要 QQ 手机版扫码登录，原因是 QQ 安全中心检测到您的 QQ 帐号被恶意用户尝试撞库

登录。为了保障您的 QQ 帐号安全，您需要通过 QQ 手机版扫码或登录 QQ PC 版授权后即可登录腾讯云。目前暂时

不支持申请解除扫码登录。

如果您对 QQ 的安全策略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 QQ 安全中心 。

如果您想使用微信关联登录 QQ 注册的腾讯云账号，可以参照 绑定登录方式  操作指引进行关联。

您可以参考 员工离职指引  文档，为您提供员工离职时腾讯云账号交接、账号找回、账号登录等问题的操作指引。

腾讯云账号支持微信扫码登录，若您的账号已绑定微信，请直接扫码登录您的账号；若您的账号未绑定微信，请扫码

后，选择关联已有账号，给您的账号绑定微信。绑定成功后，就可以用微信登录腾讯云账号。

微信扫码登录不上怎么办？

登录账号时为什么需要人脸识别？

账号已绑定微信，但是微信扫码后跳转到微信开放平台怎么办？

使用手机 QQ 扫码登录没有反应？

QQ 帐号登录时提示需扫码验证？

用 QQ 注册的腾讯云账号可以使用微信扫码登录吗？

企业员工离职登录问题

企业员工离职，账号管理员无法联系上？

您可以参考 通过企业信息找回账号  文档，通过提供相关企业信息来找回您企业下的所有账号。

企业员工离职时，账号应该怎么处理？

其他登录问题

忘记登录方式该如何处理，该怎么找回登录方式？

若您已忘记账号，可以通过  自助申请 新增/修改一个邮箱登录方式来登录账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aq.qq.com/cn2/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faq/378/790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6#.E9.80.9A.E8.BF.87.E4.BC.81.E4.B8.9A.E4.BF.A1.E6.81.AF.E6.89.BE.E5.9B.9E.3Ca-id.3D.22find_realnameinfo-company.22.3E.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services/apply-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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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账号因人员变更、登录方式（如微信、QQ）被冻结等原因，导致无法登录腾讯云管理资源，您可以单击 申请

登录腾讯云 ，填写账号基本信息，在线申请绑定新邮箱作为登录方式，审核通过后将通过该邮箱登录账号。

请保护好您的个人/企业信息，请勿从任何除了腾讯云官方平台和腾讯云认证授权的代理商之外的平台或者渠道购买、

注册账号，否则可能会造成信息泄漏。腾讯云账号以及账号的资源归属账号认证主体，您可以参考以下方式找回您的账

号：

1.1 前往 查找账号 ，填写您的身份信息，人脸识别通过后，即可找回您在腾讯云实名的账号信息，操作指引请参

考 通过个人信息找回 。

1.2 根据找回的账号信息提交 登录腾讯云账号申请 ，申请通过后，即可登录腾讯云账号。

账号找回登录后，您可以选择  修改账号密码  、 修改安全手机 、 安全邮箱  或 注销账号 。

如果您的 QQ 和微信都分别注册了腾讯云，那么这两个账号分别独立，无法合并。 

同理，使用微信公众号注册的腾讯云账号无法和其他 QQ、邮箱或微信注册的账号合并。但您可以将账号都关联微信，

关联成功后，即可使用一个微信管理多个账号，具体操作可参考 绑定登录方式 。

如果您使用该邮箱已经注册腾讯云的账号，则该邮箱不能关联到其他账号上。

1. 登录腾讯云控制台，单击右上方的 ** 云审计 **。

2. 在操作记录页面，查看腾讯云账号的登录记录。

若是已知账号 ID，忘记登录方式，也可以通过 找回账号 ，通过账号 ID 的方式，找回登录方式。

QQ/微信/公众号冻结或者注销导致无法登录账号，怎么办？

个人身份信息或企业信息被人盗用，实名认证了腾讯云账号怎么办？

个人用户

企业用户

前往 查找账号 ，填写您的企业信息，上传企业资料，申诉通过后，即可找回企业在腾讯云实名的账号信息，操作指

引请参考 通过企业信息找回 。

QQ 和微信都分别注册了腾讯云账号，能合并吗？

已注册腾讯云账号的邮箱能关联到其他账号上吗？

如何查看腾讯云账号的历史登录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services/apply-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6#.E9.80.9A.E8.BF.87.E4.B8.AA.E4.BA.BA.E4.BF.A1.E6.81.AF.E6.89.BE.E5.9B.9E
https://cloud.tencent.com/services/apply-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2#.E4.BF.AE.E6.94.B9.E5.AE.89.E5.85.A8.E6.89.8B.E6.9C.B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55645#.E4.BF.AE.E6.94.B9.E5.AE.89.E5.85.A8.E9.82.AE.E7.AE.B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02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loudaudit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2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6#.E9.80.9A.E8.BF.87.E4.BC.81.E4.B8.9A.E4.BF.A1.E6.81.AF.E6.89.BE.E5.9B.9E.3Ca-id.3D.22find_realnameinfo-company.22.3E.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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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回账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9 20:58:06

如果您不慎遗忘了您的腾讯云账号，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找回账号：

1. 前往 查找账号 。

2. 输入您的企业信息，单击开始申诉。

操作场景

通过企业信息找回

通过个人信息找回

通过安全手机找回

通过域名找回

通过备案信息找回

通过服务器 IP 找回

通过账号 ID 找回

操作步骤

通过企业信息找回

如果您的腾讯云账号已经完成企业，您可以通过企业信息找回腾讯云账号。

说明

员工离职、账号管理员变更，不知道账号 ID、账号关联的手机号码、域名、备案信息等信息时，可通过企

业资料自主申诉找回企业认证的账号。

通过该方式您可以找回您企业名下的所有在腾讯云完成企业实名认证的账号，包含账号 ID、登录方式和脱

敏后的实名信息。找回成功后，可以选择修改账号的登录方式和安全校验方式。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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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验证方式，并执行下述对应的操作。

1. 填写企业法人身份信息，单击下一步。

企业法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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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人微信扫码进行人脸识别。

3. 法人人脸识别通过后，填写联系方式，用于接收审核通知。

4. 提交成功，等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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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成功找回的账号。

5.1 前往 查看申诉进度 。

5.2 填写查询编码、手机号和验证码，单击查询。

5.3 查看账号信息，如发现已忘记账号登录方式或者安全校验方式，可以单击 新增登录方式 或 修改安全校验 

，修改登录方式和安全校验方式。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wecom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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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腾讯云账号已完成个人实名认证，您可以通过个人信息找回腾讯云账号。

1. 前往 查找账号 。

2. 输入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单击下一步。

通过个人信息找回

说明

 通过该方式您可以找回您个人名下的所有在腾讯云完成个人实名认证的账号，包含账号 ID、注册方式和脱敏

后的实名信息。成功找回后，可以根据显示的注册方式进行登录，若无法登录，前往进行 自助申诉  。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6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apply-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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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小程序码，进行人脸识别。

识别通过后，页面将自动跳转，显示账号信息。

通过安全手机找回

如果您的腾讯云账号已绑定了安全手机，并且该手机号码仍能正常使用，您可以通过使用手机接收信息找回腾讯云账

号。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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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 查找账号 。

2. 输入已绑定腾讯云账号的手机号码，单击发送。

若系统验证成功，会将账号信息发送至此手机号码上，请注意查收。

1. 前往 查找账号 。

2. 选择域名，输入您的域名，单击下一步。

  通过该方式您可以找回您手机号绑定的腾讯云账号，包含账号ID和注册方式，您可以根据注册方式进行登

录，若无法登录，可以根据短信里的指引，前往进行 自助申诉  。

通过域名找回

如果您曾用该腾讯云账号购买或管理域名并记得该域名信息，您可以通过域名找回腾讯云账号。

说明

 通过该方式您可以找回您在腾讯云购买或转入腾讯云的域名所在账号，包含账号ID和注册方式，您可以根据

注册方式进行登录，若无法登录，可以根据短信里的指引，前往进行 自助申诉  。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1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3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apply-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apply-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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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页面提示，选择认证方式：

1. 前往 查找账号 。

2. 备案域名，输入您的域名，单击下一步。

3. 根据页面提示，选择认证方式：

 - 安全手机：输入账号绑定的安全手机，单击发送，账号信息将发送至该手机上。 

 - 人脸核身：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小程序码，进行人脸识别。识别通过后，页面将自动跳转，显示账号信

息。

安全手机：输入账号绑定的安全手机，单击发送，账号信息将发送至该手机上。

人脸核身：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小程序码，进行人脸识别。识别通过后，页面将自动跳转，显示账号信息。

通过备案信息找回

如果您曾在该腾讯云账号下完成过域名备案，并记得备案域名或备案号，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找回腾讯云账号。

说明

 通过该方式您可以找回您在腾讯云备案或转入腾讯云的备案信息所在账号，包含账号 ID 和注册方式，您可以

根据注册方式进行登录，若无法登录，可以根据短信里的指引，前往进行 自助申诉  。

通过备案域名找回 通过备案号找回

通过服务器 IP 找回

如果您曾用该腾讯云账号购买或管理云服务器（轻量应用服务器）并记得该服务器公网 IP，您可以通过服务器 IP 找回

腾讯云账号。

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4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apply-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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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 查找账号 。

2. 根据购买或管理的服务器类型，选择 IP 类型：

   选择云服务器CVM公网IP，输入云服务器的公网 IP。 

    

3. 单击下一步。

4. 根据页面提示，选择认证方式：

1. 前往 查找账号 。

2. 选择账号ID，输入您腾讯云账号 ID，单击下一步。 

 通过该方式您可以找回您在腾讯云购买或管理的云服务器（轻量应用服务器）所在账号，包含账号ID和注册

方式，您可以根据注册方式进行登录，若无法登录，可以根据短信里的指引，前往进行 自助申诉  。

云服务器 轻量应用服务器

安全手机：输入账号绑定的安全手机，单击发送，账号信息将发送至该手机上。

人脸核身：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小程序码，进行人脸识别。识别通过后，页面将自动跳转，显示账号信息。

通过账号 ID 找回

如果您还记得腾讯云账号 ID，您可以通过账号 ID 找回腾讯云账号。

说明

 通过该方式您可以精准找回账号ID对应的账号，包含账号 ID 和注册方式，您可以根据注册方式进行登录，若

无法登录，可以根据短信里的指引，前往进行 自助申诉  。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5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over?type=2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apply-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apply-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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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页面提示，选择认证方式：

安全手机：输入账号绑定的安全手机，单击发送，账号信息将发送至该手机上。

人脸核身：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小程序码，进行人脸识别。识别通过后，页面将自动跳转，显示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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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1 16:52:03

1. 进入账号中心，单击 项目管理 。

2. 单击新建。

3. 输入项目名称和项目说明。

4. 单击提交，完成创建。

为避免影响您业务的正常使用，项目不支持删除，您可以参考以下步骤停用当前项目。

1. 进入账号中心，单击 项目管理 。

2. 选择需要停用的项目，单击停用。

3. 确认停用该项目。

1. 进入账号中心，单击 项目管理 。

2. 勾选显示已停用的项目。

3. 选择需要重新开启的项目，单击启用。

首先启用该项目，并在对应的产品控制台，将资源迁移至其他项目中后，再停用该项目。

您可以在费用中心查询已停用的项目的消费信息。

如何创建一个项目？

如何停用一个项目？

如何找回已经停用的项目？

停用的项目中还有资源怎么办？

停用的项目的消费信息还能查询到吗？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projec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projec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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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离职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21:58

本文为您提供员工离职时腾讯云账号交接、账号找回、账号登录等问题的操作指引。

操作类型 操作说明

离职前相关操作
主账号账号交接

子账号账号交接

离职后相关操作

员工离职找回账号

员工离职无法登录

登录安全校验问题

离职前相关操作

主账号账号交接

员工离职前，需将个人联系方式与腾讯云账号解绑，具体包括：

解绑个人手机号

解绑个人邮箱

解绑企业微信号

解绑个人微信号

解绑个人 QQ 号

解绑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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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操作均可在 账号信息  > 登录方式处完成。详细说明请参考 解绑登录方式  文档。 

1. 如子账号存在已启用的密钥，请在 API 密钥管理  中禁用或删除密钥（参考 子账号访问密钥管理 ）。

2. 在 用户列表  中，找到需要删除的子账号，单击操作列的更多操作 > 删除，根据提示完成确认和删除。 

子账号账号交接

员工离职前如绑定的是子账号，则需要主账号删除该子账号。

离职后相关操作

员工离职找回账号

员工离职、不知道账号 ID、账号关联的手机号码、域名、备案信息等信息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找回账号 。

通过企业信息找回

通过个人信息找回

通过安全手机找回

通过域名找回

通过备案信息找回

通过服务器 IP 找回

通过账号 ID 找回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460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7140#.E7.A6.81.E7.94.A8.2F.E5.90.AF.E7.94.A8.E5.AD.90.E8.B4.A6.E5.8F.B7-api-.E5.AF.86.E9.92.A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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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的腾讯云账号因员工离职导致无法登录，需要重新绑定或修改账号时，可通过 自助申诉  填写账号基本信息，申请

为账号绑定新邮箱作为登录方式，审核通过后即可通过该邮箱登录您的账号。

员工离职无法登录

https://cloud.tencent.com/account/apply-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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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安全校验问题

若您的腾讯云账号因员工离职在安全校验遇到问题时，请通过 安全设置  > 账号保护查看具体验证方式，然后进行修

改，具体如下：

验证手机号则修改手机号

验证微信号则解绑微信号

验证邮箱则解绑邮箱

验证 QQ 号则解绑 QQ 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