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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价格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1 15:29:03

您需要注意：

SSL 证书服务

单域名：即只支持绑定1个域名，可以是二级域名 tencent.com ，也可以是三级域名 example.tencent.com ，均可以支持，但不支持二级域名下的所

有子域名。域名级数最多可以支持100级。

多域名：即单个证书可以绑定多个域名，最多可以支持域名数量以官网售卖为准。

泛域名：即支持绑定一个且只有一个泛域名，泛域名只允许添加一个通配符，例如 *.tencent.com ， *.example.tencent.com  , 最多支持100级；

*.*.tencent.com  多个通配符的泛域名是不支持的。

通配符多域名：即支持绑定多个泛域名，泛域名只允许添加一个通配符，例如 *.tencent.com， *.example.tencent.com ，最多支持100级；

*.*.tencent.com  多个通配符的泛域名是不支持的。

说明

SSL 证书目前暂不支持绑定到后缀为 .ru 的域名。

域名类型的多域名 SSL 证书仅支持1次申请使用，不支持留存。如您购买2个多域名证书，申请时，请填写2个域名。

以下价格均为购买一年证书单价，具体价格请您参考 购买页 。

证书品牌 支持域名 证书型号
单价（均指首年价格，其他年限价格

优惠以官网售卖为准）
备注

DNSPod

单个域名 域名型（DV）SSL 证书 560元/年 -

多个域名 域名型（DV）SSL 证书 多域名 960元/年
默认支持3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200元。

泛域名 域名型（DV）通配符 SSL证书 2260元/年 -

单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3600元/年 -

多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多域名 9600元/年
默认支持3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1600元。

单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2600元/年 -

多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多域名 5560元/年
默认支持3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1000元。

泛域名 企业型（OV）通配符 SSL 证书 5960元/年 -

SecureSite 单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5600元/年 -

单个域名
企业型专业版（OV Pro）SSL 证

书
8992元/年 -

单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8992元/年 -

单个域名
增强型专业版（EV Pro）SSL 证

书
16800元/年 -

多个域名 企业型（OV） SSL 证书 多域名 11200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5600元。

多个域名
企业型专业版（OV Pro） SSL 

证书 多域名
17984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8992元。

多个域名 增强型（EV） SSL 证书 多域名 17984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sl?fromSource=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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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个8992元。

多个域名
增强型专业版（EV Pro） SSL 

证书 多域名
33600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16800元。

泛域名 企业型（OV）通配符 SSL 证书 40000元/年 -

GeoTrust

单个域名 企业型（OV） SSL 证书 2778元/年 -

单个域名 增强型（EV） SSL 证书 6000元/年 -

泛域名 企业型（OV）通配符 SSL 证书 7278元/年 -

多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多域名 18000元/年
默认支持5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3000元。

TrustAsia

单个域名 域名型免费版（DV）SSL 证书 免费 -

单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4500元/年 -

单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9500/年 -

多个域名 域名型（DV）SSL 证书 多域名 4900/年
默认支持5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950元。

多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多域名 6500/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2000元。

多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多域名 13000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3500元。

泛域名 域名型（DV）通配符 SSL证书 1999元/年 -

泛域名 企业型（OV）通配符 SSL 证书 13500元/年 -

通配符多

域名

域名型（DV）通配符 SSL 证书 

多域名
7996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1999元。

通配符多

域名

企业型（OV）通配符 SSL 证书 

多域名
27000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13500元。

GlobalSign

单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3728元/年 -

单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9880元/年 -

多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多域名 5708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1980元。

多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多域名 12860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2980元。

泛域名 企业型（OV）通配符 SSL 证书 13048元/年 -

通配符多

域名

企业型（OV）通配符 SSL 证书 

多域名
26096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13048元。

WoTrus 单个域名 域名型（DV） SSL 证书 488元/年 -

单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1888元/年 -

单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4888元/年 -

多个域名 域名型（DV） SSL 证书 多域名 688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200元。

多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多域名 2888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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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 CA 服务按照包年包月模式计费。您需要通过预付费购买私有 CA 实例，然后在 CA 实例有效期内，使用 CA 实例签发私有证书。每个私有 CA 实例费用

为：5000.00元/个/月。具体价格请参见 私有 CA 服务购买页 。

未启用状态的私有 CA 实例支持申请退款。

多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多域名 6888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2000元。

泛域名 企业型（OV） SSL 证书 5658元/年 -

泛域名 域名型（DV） SSL 证书 1458元/年 -

DNSPod（国密标

准（SM2））

单个域名 域名型（DV） SSL 证书 1500元/年 -

单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4500元/年 -

单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9990元/年 -

多个域名 域名型（DV） SSL 证书 多域名 3400元/年 
默认支持3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950元。

多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多域名 8500元/年  
默认支持3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2000元。

多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多域名 18990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9000元。

泛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13500元/年 -

泛域名 域名型（DV）SSL 证书 3500元/年 -

Wotrus（国密标准

（SM2））

单个域名 域名型（DV） SSL 证书 880元/年

单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8990元/年

单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9990元/年

多个域名 域名型（DV） SSL 证书 多域名 1680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800元。

多个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多域名 16990元/年
默认支持3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8000元。

多个域名 增强型（EV）SSL 证书 多域名 18990元/年
默认支持2个域名，附加域

名单个9000元。

泛域名 域名型（DV）SSL 证书 2640元/年

泛域名 企业型（OV）SSL 证书 26968元/年

私有 CA 服务

计费说明

说明

CA 实例默认包含一定数量的中间证书和私有证书：

1个私有 CA 服务实例默认包含1个中间证书，若需购买更多中间证书， 启用私有 CA 实例  后即可购买。每个中间 CA 费用为：6000.00元/个/

月。

1个中间证书默认包含10个私有证书额度，若需购买更多私有证书， 启用中间 CA 实例  后即可购买。私有证书额度以10为单位进阶梯计费，每10

个私有证书额度费用为：100.00元/10个。

退费说明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sl?lang=zh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723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7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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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证书购买流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4 11:05:43

证书购买前，建议您先了解各证书种类以及域名类型的区别，进而根据您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证书。以下将为您介绍购买证书的流程：

1. 登录 SSL 证书购买页 。

2. 详细参考官网售卖提供的参数对比。如下图所示：

1. 请根据您的行业以及实际需求选择相应的证书种类。具体请参考 各证书类型案例 。

2. 关于证书品牌的介绍请参考 证书品牌介绍 。

步骤1：登录 SSL 证书购买页

说明

如您对证书种类以及品牌不熟悉，可单击快速配置，选择系统为您推荐的证书，更快速购买证书。

单击高级设置，您可以通过设置所属项目和标签，方便您管理腾讯云已有的资源分类。如需添加标签，请参考 管理标签 。

腾讯云权益点包是腾讯云最新推出的优惠活动类产品，如您需要使用权益点购买证书，您可以查看 数字证书权益点包  并进行购买。

步骤2：选择证书种类及证书品牌

步骤3：选择域名类型及支持的域名数目

域名类型 描述 注意事项

单域名

只支持绑定1个域名，可以支持绑定二级域名 

tencent.com、或是三级域名 

example.tencent.com。

不支持绑定二级域名下的所有子域名。

域名级数最多可以支持100级。

绑定 www.tencent.com 域名（子域名是 www）的 SSL 证书，会同时

支持 tencent.com 二级域名。

多域名 单个证书可以绑定多个域名，最多可以支持数量以控

制台展示为准。

SecureSite 多域名证书的价格即按域名数目进行叠加。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sl?fromSource=ss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75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70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1/364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5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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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苹果和谷歌根存储政策的变化，自2020年9月1日起，政策禁止使用有效期超过13个月（397天）新颁发的 SSL/TLS 证书。因此，自2020年9月1日

起，全球 CA 认证机构不再签发有效期超过13个月（397天）的 SSL 证书。 

目前腾讯云支持购买部分为多年期的 SSL 证书（其他仅可申请有效期为13个月的 SSL 证书）。多年期证书的前一张证书有效期到期前30天以内，腾讯云证

书系统将为您自动申请第二张证书，CA 机构审核通过后将自动颁发。

完成品牌、型号、支持域名、和证书年限的选择后，则可以提交订单，继续完成支付流程。

1. 购买证书完成后，请登录 证书管理控制台  ，选择并进入待提交管理页面，提交资料并上传确认函以及完成域名所有权验证。

2. 提交申请后，需人工审核，人工审核通过后将签发证书。详情请查看 DNSPod 品牌证书 OV 与 EV 型 SSL 证书材料提交流程 。

1. 购买证书完成后，请登录 证书管理控制台  ，选择并进入待提交管理页面，提交资料进行证书预申请，预申请审核通过后需进行域名所有权验证。

2. 域名验证通过后需进行人工审核，人工审核通过后将签发证书。详情请查看 Wotrus 品牌证书 OV 与 EV 型 SSL 证书提交流程 。

1. 购买证书完成后，请登录 证书管理控制台  ，选择并进入待提交管理页面，提交资料并上传确认函进行证书申请。

2. 提交申请后，需人工审核，人工审核通过后将签发证书。详情请查看 其他品牌 OV 与 EV 型证书材料提交流程 。

购买证书完成后，请登录 证书管理控制台  ，选择并进入待提交管理页面，提交资料并完成域名所有权认证后，CA 机构将签发证书。详情请查看 域名型

（DV）SSL 证书提交流程 。

GeoTrust、TrustAsia、GlobalSign、Wotrus、DNSPod 多域名证

书除默认支持域名数量外，附加域名再另叠加计价。

泛域名
支持绑定一个且只有一个泛域名，泛域名只允许添加

一个通配符。

例如，\*.tencent.com，\*.example.tencent.com，最多支持100级。

例如，\*.\*.tencent.com 多个通配符的泛域名是不支持的。

绑定 \*.tencent.com 域名（必须是二级泛域名）的 SSL 证书，会同时支

持 tencent.com 二级域名。

通配符多域

名
支持绑定多个泛域名。

例如，\*.tencent.com、\*.ssl.tencent.com、\*.another.com，共

计3个泛域名，包含同一级的全部子域名，最多可以支持数量以控制台展示为

准。

步骤4：选择证书年限

说明

支持多年期的 SSL 证书品牌与类型以购买页展示为准。

如原证书主要用来安装至服务器网站上，则第二张证书颁发后，您需要将新证书替换现有证书。具体操作请参考 如何选择 SSL 证书安装部署类

型？

步骤5：订单支付

说明

如果您需要开具发票，您可以参考文档 发票申请流程 。

步骤6：提交证书申请

DNSPod 品牌国密标准（SM2） OV 与 EV 型 SSL 证书

Wotrus 品牌 OV 与 EV 型 SSL 证书

其他品牌 OV 与 EV 型 SSL 证书

说明

您在提交资料过程中，如勾选使用 我的资料  中已通过审核的公司信息以及管理人信息，则无需上传确认函。

GlobalSign 证书在提交资料过程中仍需上传确认函。

域名型（DV）SSL 证书

域名型（DV）免费 SSL 证书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ert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728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ert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728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ert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1025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ert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72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1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3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l/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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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申请完成后，需进行域名所有权验证，CA 机构将签发证书。详情请查看  域名型（DV）免费证书申请流程 。

SSL 证书续期流程

正式证书续期流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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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0 17:19:04

SSL 证书续费操作相当于在控制台重新申请了一个新证书，您需重新安装部署到服务器上。新证书不影响现有证书的正常使用。

证书续费与重新购买相比，有以下优势：  

您无需重新填写申请信息，系统自动拉取原有证书申请资料，确认后直接进入付款流程。付款成功后，上传确认函，等待证书审核。

对于续费新证书，除正常续费时长外，原证书剩余时间会增补到新证书中。

1. 付费证书在过期前1个月会开启快速续费通道，您可在 SSL 证书管理控制台  我的证书中，对应证书的状态项中单击快速续费，打开快速续费窗口。

2. 弹出 SSL 证书续费提示后，请确认信息，单击前往续费进入续费页面。

1. 证书续费无需再次填写信息，由于证书续费后会生成一个新证书，因此要为新证书设置 CSR 文件。

2. 请您在确认信息后，选择续费年限，单击快速支付进入证书支付流程。

3. 确认证书信息后，单击确认购买进行付款。

Wotrus 品牌 OV/EV 型证书续费后需人工审核及域名验证均通过后，才可签发证书。

注意

如证书信息需要变更，请重新申请证书。

证书续费后相当于重新颁发证书，您需要将新证书替换现有证书。证书安装请查看 证书安装相关文档 。

免费证书续费操作，无需进行付费，请重新申请证书进行使用，详细操作参见： 域名型（DV）免费 SSL 证书续费流程 。

续费优势

简化续费流程

说明

Wotrus 品牌国际标准证书和 DNSPod 品牌国密标准（SM2）证书续费后无需重新上传确认函进行审核，可直接进入域名身份验证流程。

续费证书时效保障

注意

付费证书在过期前30个自然日以内会开启快速续费通道，续费证书有效期时长不超过398天。

过期提醒信息将会在开启快速续费通道后第2个自然日进行发送，如接收到过期提醒信息，请尽快进行续费操作。

付费证书续费流程

步骤1：进入证书续费入口

步骤2：续费信息确认与支付

您可通过系统自动生成 CSR 文件（推荐，可生成 CSR 和私钥）。

您也可上传 CSR 文件（自行上传，不可生成私钥）。

步骤3：证书审核

注意

OV 型证书颁发预估等待时间为3 - 5个工作日，EV 型证书颁发预估等待时间为5 - 7个工作日。

DV 型证书颁发预估等待时间为10分钟 - 24小时。

Wotrus 品牌 OV/EV 型付费证书续费

说明

提交申请后，需人工审核。人工审核为电话审核，审核过程中将会致电您公司工商登记电话，电话来源地为美国，请您注意接听。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6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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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Pod 品牌国密标准（SM2）OV/EV 型证书续费后需人工审核及域名验证均通过后，才可签发证书。

1. 购买成功后， SSL 证书管理控制台  的证书列表中将生成一个新的证书，状态为待上传确认函，单击上传确认函，进入确认函详情页面。    

2. 单击下载确认函模板，补充必要信息后，打印并加盖公章。如下图所示：

3. 单击上传，即可上传确认函。

4. 上传确认函后，证书状态变为待验证，请您耐心等待审核人员进行电话核实以及发送域名信息确认邮件。

1. 购买成功后， SSL 证书管理控制台  的证书列表中将生成一个新的证书，状态为待验证，单击详情，进入证书详情页面。   

2. 根据证书详情页中的解析验证值，添加 DNS 解析记录。如下图所示： 

3. 记录添加完成后，请您耐心等待 CA 机构扫描验证，验证审核通过后即可签发证书。

证书颁发成功后，您需要重新安装证书，您可以根据您购买的证书加密标准类型和搭建的服务器类型进行证书安装。

DNSPod 品牌国密标准（SM2）OV/EV 型证书续费

说明

首次域名验证通过后，该域名验证将保留13个月。13个月内该域名以相同公司名称申请 DNSPod 国密标准（SM2）OV 与 EV 型 SSL 证书，

将不执行域名验证的操作。

需人工审核及域名认证均通过后，才可颁布证书。

若已申请过该类型证书，且申请成功，再次以相同信息申请，则不需要人工审核。

其他品牌 OV/EV 型付费证书续费

DV 型付费证书续费

证书安装相关文档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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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使用一键 HTTPS 功能，您无需进行繁琐的 SSL 证书部署操作，即可帮助您实现从 HTTP 到 HTTPS 的能力升级。详情请参考 一键 HTTPS 。

国际标准证书：

若您购买使用的服务器是 Linux 系统，建议您使用以下方式：

 宝塔面板 SSL 证书安装部署  

 Apache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Nginx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Tomcat 服务器 SSL 证书安装部署（JKS 格式）  

 Tomcat 服务器 SSL 证书安装部署（PFX 格式）  

 GlassFish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JBoss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Jetty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若您购买使用的服务器是 Windows 系统，建议您使用以下方式：

 IIS 服务器证书安装  

 Weblogic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Apache 服务器 SSL 证书安装部署（Windows）  

 Tomcat 服务器 SSL 证书安装部署（JKS 格式）（Windows）  

国密标准证书：

若您购买使用的服务器是 Linux 系统，建议您使用以下方式：

 Apache 服务器国密证书安装部署  

 Nginx For Linux 国密证书安装部署  

若您购买使用的服务器是 Windows 系统，建议您使用以下方式：

 Nginx For Windows 服务器国密证书安装部署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580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508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352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352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352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657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47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47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47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352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73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614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675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73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73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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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证书续期流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0 17:19:04

由于苹果和谷歌根存储政策的更改，自2020年9月1日起，全球 CA 认证机构不再签发超过2年期的 SSL 证书，因此您对 SSL 证书进行续费操作时，相当于

在控制台重新申请了一个新证书，旧证书并不会增加有效期。申请的新证书颁发后，您需将新证书重新安装部署到服务器上，部署后立即生效。

证书安装请查看 证书安装相关文档 ，若旧证书在有效期中，不影响旧证书的正常使用。

1. 免费证书在过期前1个月会开启快速续费通道，您可在 SSL 证书管理控制台  我的证书中，对应证书的状态项中单击快速续期，即可打开免费证书快速重新

申请页面。如下图所示：

2. 在 “提交资料” 页面，请确认您的申请信息，单击下一步，即可进入 “选择验证方式” 页面。如下图所示： 

1. 在 “选择验证方式” 页面，选择验证方式。如下图所示： 

注意

 免费证书续费操作，无需进行付费。

免费证书续费流程

步骤1：免费证书快速重新申请

步骤2：域名验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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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验证操作提示，完成域名身份验证。

3. 域名验证通过后，CA 机构将在24小时内完成签发证书操作，请您耐心等待。

选择自动添加 DNS：验证方法可查看 详情 。

说明

若申请的域名已成功托管在 DNS 解析 DNSPod 控制台 ，可支持自动添加 DNS。

选择 DNS 验证：验证方法可查看 详情 。

选择文件验证：验证方法可查看 详情 。

说明

单击查看域名验证状态，即可查看当前域名验证的状态。

验证中：系统正在进行验证检查。

等待验证：等待添加域名验证操作。

验证超时：系统进行验证检查超过30s未成功检查将显示验证超时。

已通过：已通过域名验证所有权认证。

验证失败：验证期内未完成验证域名显示验证失败。

下载和部署

完成域名审核后，登录 SSL 证书管理控制台 ，选择已颁发的证书并单击下载，即可下载至本地进行证书安装。证书安装请查看 证书安装相关文档 。

如您需要直接部署到腾讯云相关云服务上。相关操作请参见 如何选择 SSL 证书安装部署类型？

证书安装相关文档

证书颁发成功后，您需要重新安装证书，您可以根据您搭建的服务器类型进行证书安装。

说明

使用一键 HTTPS 功能，您无需进行繁琐的 SSL 证书部署操作，即可帮助您实现从 HTTP 到 HTTPS 的能力升级。详情请参考 一键 HTTPS 。

国际标准证书：

 若您购买使用的服务器是 Linux 系统，建议您使用以下方式：

 宝塔面板 SSL 证书安装部署  

 Apache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Nginx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Tomcat 服务器 SSL 证书安装部署（JKS 格式）  

 Tomcat 服务器 SSL 证书安装部署（PFX 格式）  

 GlassFish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5449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domain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545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5450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143#.E8.AF.81.E4.B9.A6.E9.83.A8.E7.BD.B2.E8.87.B3.E4.BA.91.E6.9C.8D.E5.8A.A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580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508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352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352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352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657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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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oss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Jetty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若您购买使用的服务器是 Windows 系统，建议您使用以下方式：

 IIS 服务器证书安装  

 Weblogic 服务器证书安装部署  

 Apache 服务器 SSL 证书安装部署（Windows）  

 Tomcat 服务器 SSL 证书安装部署（JKS 格式）（Windows）  

相关问题

免费 SSL 证书名额相关问题

SSL 证书配置的 TXT 解析是否可以删除？

忘记私钥密码怎么办？

免费 SSL 证书一直在待验证怎么办？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47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47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352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73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614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675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68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68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74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4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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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证书退款流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30 17:19:04

已经由 CA 机构成功颁发的 SSL 证书无法申请退款，已完成订单支付但申请失败、审核流程中止、且未成功颁发的证书可申请退款。

1. 登录 证书管理控制台 ，进入 “我的证书” 管理页面。

2. 在 “我的证书” 管理页面中，选择您需要申请退款的证书订单，并单击申请退款。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 “自助退款” 窗口中，勾选退款规则并单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4. 单击确定，即可完成申请退款流程。

退款须知

注意

若购买时享有折扣券或代金券，折扣券和代金券不予退还。

申请退款完成后不能进行取消，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说明

若您的证书列表未显示申请退款，并且操作栏显示 “待提交” 状态，您可以单击该证书 ID 进入证书详情页面中，单击取消申请，即可在证书列表

显示申请退款。

说明

若您使用普通方式购买，证书退款后，退款金额将按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比例退还至您的腾讯云账户。

若您使用权益点购买，证书退款后，权益点将返还至相应的权益包中。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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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 HTTPS 套餐

一键 HTTPS 套餐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7:21:43

一键 HTTPS 是 SSL 证书结合腾讯云 Web 应用防火墙（WAF）服务开发的快速部署 HTTPS 功能，帮助用户网站的 HTTPS 访问升级。使用该功能，您

无需进行繁琐的 SSL 证书部署操作，仅需配置一个 CNAME 解析，即可实现从 HTTP 到 HTTPS 的能力升级。 

使用一键 HTTPS 功能时，需购买一键 HTTS 套餐才可正常使用。

一键 HTTS 套餐为预付费包年包月结算方式计费，登录腾讯云 SSL 证书 一键 HTTPS 管理控制台 ，即可购买一键 HTTPS 套餐。如下图所示： 

一键 HTTPS 套餐不支持提前退订，不适用五天无理由退款。若您已购买一键 HTTPS 套餐，一概不支持退款。

一键 HTTPS 套餐当前为全预付费服务，暂无欠费场景。

概述

说明

 一键 HTTPS 功能操作步骤请参考 一键 HTTPS 。

计费方式

说明

一键 HTTPS 套餐目前仅支持包年包月预付费模式，不支持按照使用时长、流量结算。

一键 HTTPS 解析套餐一旦购买后，不支持套餐版本降级操作，仅支持升级套餐版本。

定价详情

功能 超轻版 敏捷版

QPS 峰值 10 30

实时带宽峰值（源站在腾讯云内） 1Mbps 1Mbps

实时带宽峰值（源站在腾讯云外）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一级域名个数 1 1

支持二级域名个数 2 9

泛域名 不支持 支持

价格 99元/月 199元/月

退费说明

欠费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http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0/5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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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 HTTPS 升级流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1 14:29:35

本文将指导您如何为已有的一键 HTTPS 实例升级为更高版本套餐。

1. 登录 SSL 证书 一键 HTTPS 管理控制台 。

2. 选择您需进行升级的实例，单击升级。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一键 HTTPS 套餐升级” 窗口中，确认升级的套餐类型以及套餐详情。如下图所示：

4. 单击确定，完成支付后即可升级成功。

操作步骤

说明

若账号下仅存在一个实例，则无需筛选。

说明

一键 HTTPS 目前仅支持超轻版升级敏捷版。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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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 HTTPS 续费流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1 14:29:35

本文将指导您如何为已有的一键 HTTPS 实例进行续费。

1. 登录 SSL 证书 一键 HTTPS 管理控制台 。

2. 选择您需进行续费的实例，单击续费。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 “一键 HTTPS 套餐续费” 窗口中，勾选您需续费的时长。如下图所示： 

4. 单击确定，完成支付后即可续费成功。

操作步骤

说明

若账号下仅存在一个实例，则无需筛选。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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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证书权益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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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权益点包是腾讯云最新推出的优惠活动类产品，权益点包适用于购买腾讯云数字证书相关产品。

权益点包适用购买 SSL 证书、邮件证书等数字证书产品，以优惠价方式出售。如您有长期、批量购买数字证书相关产品的需求，可提前购买腾讯云数字证书权

益点包，并在后续购买数字证书时，选择使用权益点购买证书进行抵扣即可。

登录腾讯云 权益点包购买页 ，即可购买腾讯云权益点包。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一经使用或购买超过5个自然日，则不支持退款、退货。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仅限于转让至其他腾讯云主账户下。

概述

注意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包括且不限于代金券、账号折扣、大客户折扣以及促销活动等。

计费说明

腾讯云权益点包购买成功后，即可前往 费用中心  开具相应等额发票。

发票将按照购买腾讯云权益点时的实付金额开具等额发票，之后使用腾讯云权益点包抵扣的数字证书订单不再开具发票。

腾讯云权益点包有效期为1年，购买后当日起立即生效，到期后失效作废。

腾讯云权益点包不支持兑现。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一经使用或购买超过5个自然日，则不支持退款、退货。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包括且不限于代金券、账号折扣、大客户折扣以及促销活动等。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不支持与其他支付方式混合使用，使用证书权益的同笔订单不支持在线支付、余额支付。

使用规则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仅适用于腾讯云中国站。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仅适用于腾讯云数字证书相关产品（SSL 证书、邮件证书、代码签名证书）。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扣除订单对应证书数量后，没有使用完的权益将保留，有效期内仍可在下次订单再次使用。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必须在证书权益有效期内使用完相关权益点，过期即作废。

兑换说明

腾讯云 SSL 证书权益支持兑换腾讯云已有的所有 SSL 证书类型。

兑换比例为 刊例价/100 并向上取整。例如，兑换的 SSL 证书刊例价为1999，则计算为 1999 / 100 =19.99取20，则兑换该证书需要20点权益点。

退款说明

转让说明

说明

 腾讯云证书权益点包转让成功后，不可撤回，请谨慎操作。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ertpacka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invo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