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息队列 CMQ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 共8页

消息队列 CMQ

购买指南

产品文档



消息队列 CMQ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 共8页

【版权声明】

©20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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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队列 CMQ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 共8页

文档目录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欠费说明



消息队列 CMQ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 共8页

说明：

目前 CMQ 正在全面升级中（预计2020年9月完成），升级后将作为一款新型消息队列产品推出。

新版的消息队列计费模式基本和旧版 CMQ 保持一致，我们会尽量减少原有客户迁移至新队列后在使用成

本上受到的影响。

现阶段，腾讯云消息队列 CMQ 在队列服务和主题模式的请求次数费用与消息堆积费用均为免费。 

2020年4月3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CMQ 减免公网访问产生的流量费用，优惠结束后将按照以下方式收取。

如果您是公网访问 CMQ 服务，公网入流量费用免费，公网出流量将会产生流量费用，具体流量费用请参照 公网

计费模式（按流量计费） 。

如果您是内网访问 CMQ 服务，出流量和入流量均免费（推荐您使用内网访问）。

Queue 价格

费用组成：请求次数费用 + 消息堆积费用 + 出流量费用。 

计费方式：所有费用按地域分别收取，每小时进行一次结算。

注意：

当前 CMQ 的请求次数费用和消息堆积费用暂未正式扣费。正式扣费前将通过邮件、短信通知您，请各位开

发者放心使用。

请求次数

单地域下，用户开通 CMQ 服务后，腾讯云将对每小时内消息队列的 API/SDK 请求次数进行统计。请求次数以百万

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请求次数单价为2.00元/百万次，每小时结算一次。

示例1

2016年5月20日16:00 - 17:00，用户总请求次数为1,323,454次。则计算的请求次数为1.32（百万次），本时间段请

求次数费用为1.32 × 2.00 = 2.64元。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0-08-28 10:51: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578#.E8.AE.A1.E8.B4.B9.E7.B1.BB.E5.9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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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

2016年5月20日18:00 - 19:00，用户总请求次数为181,000次。则计算的请求次数为0.18（百万次），本时间段请求

次数费用为0.18 × 2.00 = 0.36元。

消息堆积（包括消息回溯）

每小时 CMQ 将对单地域下的所有消息收取堆积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堆积消息费用 ＝ 消息总数 × 堆积消息单价

其中堆积消息单价为0.010元/百万条/小时 。消息总数的统计以百万为单位，单小时内消息总数是每分钟消息堆积

总数的平均数（即每小时抽取60个点取平均值）。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消息回溯费用会合并在消息堆积费用

里，一起计算。

示例

2016年5月20日16:00 - 17:00，A 队列的堆积消息总数量为1,323,450条，则本段时间内 A 队列的消息堆积费用为

0.01 × 1.32 = 0.01元。

出流量

腾讯云网络流量计费原则：入流量免费，出流量计费（现阶段，公网流量费正常收取，建议您使用内网 API 地址进

行内测）。

流量类型 定义 用量 单价

入流量 数据传入至 CMQ 所有 免费

内网出流
量（同地
域）

同一个地域内的业务系统，使用消息队列的内网域名从
CMQ 主动获取数据或 CMQ 主动推送数据至此业务系统，
产生的流量（经由腾讯云内网）

所有 免费

外网出流
量

同一个地域内的业务系统，使用消息队列的 Internet 域名
从 CMQ 主动获取数据或 CMQ 主动推送数据至此业务系
统，产生的流量（经由 Internet）

所有

中国大陆（内地）：0.80
元/GB；中国香港：1.00
元/GB；其他地区：0.50
元/GB

Topic 价格

费用组成：API 请求费用 + 消息堆积费用 + 出流量费用 

计费方式：按量计费（按小时计费）、分地域（所有费用按地域，分别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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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前 CMQ 的 API 请求费用和消息堆积费用暂未正式扣费。正式扣费前将通过邮件、短信通知您，请各位开

发者放心使用。

API 请求

当前允许发布的消息最大限制为64KB，每64KB区块的已发布数据以1次请求计费（不足64KB以64KB计费）。配

置某个 Topic 的订阅者，API 也以1次请求计费。例如，有30个订阅者，1次负载为64KB的 API 调用将以30次请

求计费。

消息发布单价： 2元/百万条。 

计费规则进行四舍五入，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如消息发布为1,431,321条（143万条），则收2.86元。

计费场景 

当设定某 Queue 作为 Topic 的订阅方时，Topic 投递消息后，会收取两部分的费用：Queue 接收消息的 API 请

求费用，以及 Topic 的消息投递费用。

消息堆积

如存在消息堆积在 Topic 的情况（未发布、或多次重试后失败的堆积），堆积消息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堆积消息费用 ＝ 消息总数 × 堆积消息单价

堆积消息单价： 0.010元/百万条/每小时 

扣费以该小时内的平均消息堆积数计算，1小时内采样60个点，计算平均值。 

计费规则进行四舍五入，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如消息堆积数为1,431,321条（143万条），则收0.01元。

计费示例

在2016年5月20日16：00 - 17：00，A Topic 的堆积消息总数量为1,323,450条，则该小时，A 队列的消息堆积费用

为0.01元。

出流量

腾讯云流量计费原则：Topic 入流量免费，Topic 发布订阅的出流量收费（内测期，公网流量费正常收取，建议您使

用内网 API 地址进行内测）。 

收费标准：中国大陆（内地）：0.80元/GB；中国香港：1.00元/GB；其他地区：0.50元/GB。 

收费维度：针对某个 Topic，单独收费；有多个 Topic 时，出流量会叠加。

流量类型 定义 用量 单价

入流量 数据传入至 CMQ 所有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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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类型 定义 用量 单价

内网出流
量（同地
域）

同一个地域内，在腾讯云内网，CMQ-Topic
投递数据，产生的流量（使用腾讯内网）

所有 免费

外网出流
量

CMQ 订阅投递消息，产生的流量（使用公
网）

所有
中国大陆（内地）：0.80元/GB；中国
香港：1.00元/GB；其他地区：0.50
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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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预警

当您账户可用余额小于预警阈值时，腾讯云将向您发送提醒消息，提醒您及时充值或备份数据，以保证您云资源的

正常使用（详细余额预警配置可以参考 余额预警指引）。

欠费预警

腾讯云消息队列 CMQ 每个整点进行扣费（详细扣费规则可以参考 计费概述）。 

为了让您预知账户即将欠费，预留一定的时间及时充值或备份数据以保证云资源的正常使用，腾讯云将以微信、短

信、邮件和站内信的形式向您发送账户欠费预警消息（详细账户欠费预警配置可以参考 账户欠费预警指引）。

欠费处理

从余额扣为负值时刻起，24小时内（包括24小时），您可以继续使用 CMQ 服务，且继续扣费。

欠费24小时后，CMQ 的所有功能将停止服务（仅可查询详情），且停止扣费。

CMQ 停止服务后，您不可对 CMQ 进行任何功能操作。当您的账户充值到余额大于0时恢复其正常使用。未处理

的、堆积的消息数据将按队列设置的消息过期时间自动过期释放，被释放的数据不可恢复。若队列中所有消息均

已过期则自动删除该队列。

CMQ 队列被删除时，我们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

注意事项

按量计费资源不再使用时请及时销毁，以免继续扣费。

CMQ 消息被清理后，数据将会被清除且不可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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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列的 msgRetentionSeconds 属性标识消息在本队列中最长的存活时间，从发送到该队列开始经过此参数指定

的时间后，不论消息是否被取出过都将被删除。

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0-03-30 15:49: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9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6/136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35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