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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6:00:02

云数据库 PostgreSQL 提供如下两种计费模式：

总费用 = 内存规格费用 + 硬盘费用 + 备份与日志空间费用（目前免费） + 流量费用（目前免费）

计费方式

计费模式 付费模式 适用场景

包年包月 预付费模式 ，即在新建实例时支付费用。
适合业务量较稳定的长期需求，费用较按量计费模式更为低

廉，且购买时长越长，折扣越多。

按量计费
后付费模式 ，即先按需申请资源使用，在结算时会按您的

实际资源使用量收取费用。

适合业务量有瞬间大幅波动的业务场景，用完可立即释放实

例，节省成本。

计费公式

计费项

计费项 说明

内存规格费用

在购买页选择的实例规格的费用，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阶梯价，价格请参见 产品定价 。按量计费实行三阶梯

价，用的越久，优惠越大：

第一阶梯 T1，0小时 ＜ T1 ≤ 96小时；第二阶梯 T2，96小时 ＜ T2 ≤ 360小时；第三阶梯 T3，T3 ＞ 360

小时。

硬盘费用 在购买页选择的硬盘大小的费用，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价，价格请参见 产品定价 。

备份与日志空间费用 免费赠送实例容量的50%，超过免费容量部分，目前免费。

流量费用 实例往客户端发送的公网流量费用，目前免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9/49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9/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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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6:00:02

主实例价格

包年包月价格

实例价格

实例规格

广州、上海、北

京

南京、天津、深

圳

（元/月）

成都

（元/月）

北京金融、

上海金融

（元/月）

中国香港

（元/月）

硅谷、弗吉尼

亚、法兰克福

（元/月）

东京、莫斯

科

（元/月）

首尔、新加

坡、曼谷

（元/月）

1core2GiB 204 142 344 342 356 264 350

2core4GiB 408 284 688 684 712 528 700

2core6GiB 612 426 1032 1026 1068 792 1050

4core8GiB 816 568 1376 1368 1424 1056 1400

4core16GiB 1620 1136 2752 2736 2848 2112 2800

6core24GiB 2330 1704 4128 4104 4272 3168 4200

8core32GiB 2970 2272 5504 5472 5696 4224 5600

8core48Gi

B
4420 3408 8256 8208 8544 6336 8400

12core64Gi

B
5850 4544 11008 10944 11392 8448 11200

16core96Gi

B
8730 6816 16512 16416 17088 12672 16800

20core128

GiB
11520 9088 22016 21888 22784 16896 22400

28core240

GiB
21600 17040 41280 41040 42720 31680 42000

48core480

GiB
43200 34080 82560 82080 85440 63360 84000

硬盘价格

地域 单价（元/GB/月）

广州、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深圳 0.72

成都 0.50

上海金融、北京金融、中国香港 1.20

硅谷、弗吉尼亚、法兰克福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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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东京 1.50

曼谷 1.40

首尔、新加坡 1.20

按量计费价格

内存规格价格

地域 第一阶梯（元/GiB/小时） 第二阶梯（元/GiB/小时） 第三阶梯（元/GiB/小时）

广州、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深圳 0.28 0.21 0.14

成都 0.20 0.15 0.10

上海金融、北京金融、中国香港 0.48 0.36 0.24

硅谷、弗吉尼亚、法兰克福 0.494444 0.370833 0.247222

东京、莫斯科 0.366667 0.275000 0.183333

首尔、新加坡、曼谷 0.486111 0.364583 0.243056

说明

实例配置变更后，将重新从第一阶梯开始计费。

硬盘价格

地域 单价（元/GB/小时）

广州、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深圳 0.001000

成都 0.000694

北京金融、上海金融、中国香港 0.001667

硅谷、弗吉尼亚、法兰克福 0.001111

东京、莫斯科 0.002083

曼谷 0.001944

首尔、新加坡 0.001667

只读实例价格

包年包月价格

实例价格

实例规格

北京、上海、广

州、南京、天

津、深圳

（元/月）

成都

（元/

月）

北京金融、

深圳金融、

上海金融

（元/月）

首尔、新

加坡、曼

谷

（元/月）

法兰克福、

弗吉尼亚、

硅谷

（元/月）

多伦多

（元/

月）

香港

（元/

月）

东京、

莫斯科

（元/

月）

1core2GiB 102 71 172 175 178 183 171 132

2core4Gi 204 142 344 350 356 366 342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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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core6Gi

B
306 213 516 525 534 549 513 396

4core8Gi

B
408 284 688 700 712 732 684 528

4core16Gi

B
816 568 1376 1400 1424 1464 1368 1056

6core24Gi

B
1224 852 2064 2100 2136 2196 2052 1584

8core32Gi

B
1632 1136 2752 2800 2848 2928 2736 2112

8core48Gi

B
2448 1704 4128 4200 4272 4392 4104 3168

12core64

GiB
3264 2272 5504 5600 5696 5856 5472 4224

16core96

GiB
4896 3408 8256 8400 8544 8784 8208 6336

20core128

GiB
6528 4544 11008 11200 11392 11712 10944 8448

28core24

0GiB
12240 8520 20640 21000 21360 21960 20520 15840

48core48

0GiB
24480 17040 41280 42000 42720 43920 41040 31680

硬盘价格

地域 单价（元/GB/月）

广州、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深圳 0.36

成都 0.50

北京金融、上海金融、中国香港 0.6

硅谷、弗吉尼亚、法兰克福 0.40

莫斯科、东京 0.75

曼谷 0.7

首尔、新加坡 0.6

按量计费价格

内存规格价格

地域 第一阶梯（元/GiB/小时） 第二阶梯（元/GiB/小时） 第三阶梯（元/GiB/小时）

广州、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深圳 0.140 0.105 0.070



云数据库 PostgreSQ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 共20页

示例：用户的一个实例为按量计费模式，使用了30天，则前4天即96小时按第一阶梯价格计费，4天以上到15天即264小时按第二阶梯价格计费，

15天以上到30天即360小时按第三阶梯价格计费。

【包年包月示例】：例如您在广州地域下，购买1个主实例内存为32GB、硬盘为500GB的包年包月云数据库 PostgreSQL，购买时长为1个

月。

则所需支付的费用计算如下：

支付费用 = 内存规格费用 + 硬盘费用 = (2970元/月 + 500GB × 0.72元/GB/月) × 1个月 = 3330元

【按量计费示例】：例如您在广州地域下，购买1个主实例内存为32GB、硬盘为500GB的按量计费云数据库 PostgreSQL，使用时长为400个

小时。

则所需支付的费用计算如下：

第一阶段费用：(32GB × 0.28元/GB/小时 + 500GB × 0.0010元/GB/小时) × 96小时 = 908.16元 

第二阶段费用：(32GB × 0.21元/GB/小时 + 500GB × 0.0010元/GB/小时) × 264小时 = 1906.08元 

第三阶段费用：(32GB × 0.14元/GB/小时 + 500GB × 0.0010元/GB/小时) × 40小时 = 199.2元 

实例费用 = 第一阶段费用 + 第二阶段费用 + 第三阶段费用 = 3013.44元

成都 0.100 0.075 0.050

上海金融、北京金融、中国香港 0.240 0.180 0.120

硅谷、弗吉尼亚、法兰克福 0.245 0.185 0.125

莫斯科 0.150 0.090 0.140

首尔、新加坡、曼谷 0.245 0.180 0.120

说明

实例配置变更后，将重新从第一阶梯开始计费。

硬盘价格

地域 单价（元/GB/小时）

广州、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深圳 0.00050

成都 0.00035

上海金融、北京金融、中国香港 0.00085

硅谷、弗吉尼亚、法兰克福 0.00055

莫斯科 、东京 0.00105

曼谷 0.00095

首尔、新加坡 0.00085

按量计费阶梯范围表

阶梯 时间范围

第一阶梯 ≤ 4天

第二阶梯 ＞4天，≤15天

第三阶梯 ＞15天

计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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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类型与规格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6:00:02

数据库实例是在腾讯云中独立运行的数据库环境。一个数据库实例可以包含多个由用户创建的数据库，并且可以使用与独立数据库实例相同的工具

和应用程序进行访问。

云数据库 PostgreSQL 有如下两种数据库实例：

实例类型

实例类

型
定义 架构

实例列

表是否

可见

功能

主实例
可读可写的实

例
高可用版 是 主实例可挂载只读实例，实现读写分离的功能。

只读实

例

仅提供读功能

的实例

单节点只

读
是

只读实例无法单独存在，必须隶属于某个主实例，唯一数据来源是从主实例同

步数据，只能与主实例同地域，默认允许单主实例创建7个只读实例，如需创

建超过此数量的只读实例，请通过 在线支持  申请。

相关信息

只读实例的创建操作和注意事项，请参见 创建只读实例 。

只读实例 RO 组的创建和配置，请参见 管理只读实例 RO 组 。

注意

当实例实际使用容量超出已购买容量时，实例将被自动锁定，锁定后实例只能进行读操作，无法写入数据。请注意设置容量告警。

实例支持规格

支持系列 版本 规格族 CPU 和内存 支持磁盘容量
最大连接

数

双机高可用（一主一从）

只读实例

10、11、

12、13、14

通用型 - 本地高性能 

SSD 盘

1core 2GiB 10GB - 2000GB 2048

2core 4GiB 10GB - 2000GB 2048

2core 6GiB 10GB - 2000GB 2048

4core 8GiB 10GB - 2000GB 2048

4core 16GiB 10GB - 2500GB 2048

6core 24GiB 10GB - 3000GB 2048

8core 32GiB 10GB - 3500GB 2048

8core 48GiB 10GB - 4000GB 2500

12core 64GiB 1000GB - 4500GB 3000

16core 96GiB 1000GB - 5000GB 5000

20core 

128GiB
1000GB - 5500GB 10000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connect-u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9/495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9/4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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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core 

240GiB

1000GB - 6000GB 13000

48core 

480GiB
1000GB - 6000GB 22000

注意

上海五区和广州四区支持更大存储规格：

20core 128GiB支持磁盘容量最大为7000GB

28core 240GiB支持磁盘容量最大为8000GB

48core 480GiB支持磁盘容量最大为160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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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6:00:02

已 注册腾讯云账号 ，并 完成实名认证 。

1. 登录 PostgreSQL 购买页 ，根据需求指定数据库实例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立即购买。

2. 购买完成后，返回 实例列表 ，待实例状态变为运行中，即可进行连接操作。

通过 API 购买云数据库的用户，可参考 创建实例（新） ，创建完成后，即可进行连接操作。

前提条件

控制台购买

计费模式：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

地域：实例实际部署的地域；建议与需要对接的云服务器保持一致，以便延迟最低。

可用区：在同一地域内电力和网络互相独立的物理数据中心；建议与需要对接的云服务器保持一致，以便延迟最低。

网络类型：实例所处的网络，建议与需要对接的云服务器保持一致，以便延迟最低。支持多可用区部署（主节点和备节点位于不同可用区）和

单可用区部署（主节点和备节点位于同一可用区），具体主备可用区选择以实际购买页为准。

说明

私有网络：是用户在腾讯云上建立的一块逻辑隔离的网络空间，在私有网络内，用户可以自由定义网段划分、IP 地址和路由策略。

架构：云数据库 PostgreSQL 默认支持双机高可用（一主一从）的架构。

数据库版本：PostgreSQL 的不同数据库内核版本之间存在功能差异，详见： 10 、 11 、 12 、 13 、 14  、 15 的官网介绍。

数据库内核版本：详细介绍请参见 内核版本概述 。

实例规格：实例规格代表不同的性能水平和价格基数。

硬盘：默认采用 SSD 盘（本地盘）。

备份空间：免费赠送购买实例容量的50%，超过免费容量部分，目前免费。

实例名：可选择创建后命名或者立即命名，仅支持长度小于60的中文、英文、数字、 _ 、 - 。

字符集：云数据库 PostgreSQL 支持字符集 UTF8 和 LATIN1。

用户名：帐号名需要1个 - 16个字符，只能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组成；不能为 postgres；不能由数字和 pg_ 开头；所有规则均不区分大小

写。

密码：密码长度8位 - 32位，推荐使用12位以上的密码，不能以 / 开头，必须包含以下所有项目：

小写字母 a - z

大写字母 A - Z

数字 0 - 9

特殊字符 ()~!@#$%^&*-+=_|{}[]:;'<>,.?/

指定项目：如果您期望不同团队管理不同数据库，请指定到不同团队所处的项目中。

安全组：一种有状态的包含过滤功能的虚拟防火墙，用于设置单台或多台云数据库的网络访问控制，是腾讯云提供的重要的网络安全隔离手

段。

标签：便于分类管理实例资源。

购买数量：指一次性可购买的实例个数，为避免误操作，我们设置了一次购买上限10个，如果您期望购买更多个数，请多次购买。

购买时长：由于采用包年包月的模式，您需要预估数据库期望使用时长。

服务条款：阅读并勾选，详细请参见 云数据库服务条款 。

API 购买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gsq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postgre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9/56107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10/static/index.html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11/index.html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12/release-12-4.html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13/index.html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14/index.html
https://www.postgresql.org/docs/current/index.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9/670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9/3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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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标准的 SQL 客户端，通过内网地址或外网地址连接到云数据库 PostgreSQL，请参见 连接 PostgreSQL 实例 。

说明

如果您使用 旧云 API 接口创建实例 ，则需要 初始化实例  后，才能进行连接操作。

后续操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9/404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409/167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9/1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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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6:00:03

续费操作指延长云数据库 PostgreSQL 实例的使用时长，支持以下续费方式：

续费费用 = 实例月单价 x 续费时间（月）+（实例月单价 / 30 x 续费时间（天）)

续费操作

登录 PostgreSQL 控制台 ，在上方的更多操作可选择批量续费、设置自动续费。

登录 费用中心 ，在续费管理页选择云数据库 PostgreSQL > 手动续费项，选择相应的实例，单击续费、批量续费或设为自动续费。

说明

自动续费的实例会在到期当日会执行自动续费，需保障账户费用充足。若自动续费不成功，不再自动重试。

续费费用

说明

不足整月的部分，我们将按照月价折算您续费天数的价格。例如，4月5日到期的资源，月价格为60元，需要调整到期日为每月20日，续

费至5月20日，您需要支付的金额为90元（60 + 60 / 30 × 1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pgsq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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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6:00:03

云数据库 PostgreSQL 产品遵守腾讯云 云服务退货说明 ，如果您在购买云数据库 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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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无理由退还，每个账户每年支持199台包年包月云数据库 PostgreSQL 实例退还。 

普通退还将扣除您已使用的费用，退款金额将按购买支付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支付比例退还至您的腾讯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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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年包月预付费：云数据库 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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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量计费后付费：云数据库 PostgreSQL 直接清退资源，无法申请退款。

自助退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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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实例有相关的只读实例，只读实例依然存在。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某些活动资源不支持自助退还，具体以官网展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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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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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退还

普通退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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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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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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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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降配遵循先退款再购买原则，即降配退款金额 = 资源清退退款 - 资源新购费用。购买时使用的代金券不支持退还，使用的非代金券费用按支

付方式（现金/赠送金）及支付比例退还到支付方腾讯云账户。

资源清退退款：按照非全额退款规则计算退款金额。

资源新购费用：按新购的价格及对应折扣进行计算购买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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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6:00:03

1. 从您的账户余额小于0时刻起：

2. 自动隔离后：

包年包月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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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云数据库将被放置于回收站，状态变更为已隔离，期间实例无法被访问，但可以从回收站中恢复。需要尽快续费，系统将发送云数

据库到期提醒。

实例隔离后的第8天开始，此云数据库不可再使用，数据将会被清除，不可恢复。

即到期后，云数据库只有7天可用时间，用户需要在这7天内及时对设备进行续费。

按量计费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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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将自动隔离且停止扣费。

隔离7天内，若充值至余额大于等于0，隔离解除并继续计费；若您的账户余额小于0，则无法解除隔离。

隔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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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6:00:03

云数据库 PostgreSQL 支持计费模式的转换，目前只支持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云数据库 PostgreSQL 通过生成续费订单的方式来实现计费

模式转换，请及时支付续费订单以保证转换成功。

1. 登录 PostgreSQL 控制台 ，在实例列表选择所需实例，在操作列选择更多 > 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

2. 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续费时长，勾选同意规则，单击立即转换。

注意

按量计费转换成包年包月过程中，不会对您的业务访问造成任何影响，请放心使用。

操作步骤

说明：

您也可以勾选自动续费，方便您后续的续费管理。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pg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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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空间收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6:00:03

备份空间用于存储某个地域下所有云数据库 PostgreSQL 实例的备份文件，备份文件由自动数据备份、手动数据备份以及日志备份组成。云数据

库 PostgreSQL 会按照地域赠送一定额度的免费备份空间，在备份计费灰度期间，免费备份空间大小为您在对应地域下所有的主实例的存储空间

之和乘以700%，在备份计费正式运行后，免费备份空间大小为您在对应地域下所有的主实例的存储空间之和乘以100%，计算示例请参见 计算公

式 。

超出免费额度的备份空间，中国大陆地域按照0.0008元/GB/小时的价格收费，其余地域按照0.0009元/GB/小时的价格收费。

收费空间不足1GB不产生实际扣费，不足1小时按照1小时计费。云数据 PostgreSQL 赠送策略灵活（即备份灰度期间赠送购买空间700%），

大多数实例无需为备份空间付费。

免费备份空间（单个地域） = 该地域下购买 PostgreSQL 主实例的存储空间之和*700%

收费部分（单个地域） = 数据备份量（该地域） + 日志备份量（该地域） - 免费备份空间（该地域）

免费备份空间（单个地域） = 该地域下购买 PostgreSQL 主实例的存储空间之和 * 100%

收费部分（单个地域） = 数据备份量（该地域） + 日志备份量（该地域） - 免费备份空间（该地域）

备份正式计费期间计算方式举例如下：

您在广州地域购买了三个实例，分别为A、B、C，他们的配置分别为：

1主1备，每节点4核8GB内存200GB存储

备份占用空间：5000GB

概述

说明：

购买只读实例不会获得备份赠送空间，只有购买主实例才能获得赠送。

备份空间大小可在 PostgreSQL 控制台的数据库备份页查看。

备份计费灰度到正式上线的免费额度对比

计费时段 免费额度

备份计费灰度期间 存储空间700%

备份正式计费 存储空间100%

备份价格

备份收费时间

2023年7月1日0时起，所有地域正式进行备份计费灰度。

2023年8月1日0时起，所有地域正式进行备份计费。

计算公式

备份计费灰度期间：

备份正式计费：

计费示例

A（运行中）：

B（运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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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1备，每节点4核8GB内存300GB存储

备份占用空间：200GB

1主1备，每节点4核8GB内存200GB存储

备份占用空间：100GB

则备份免费空间、占用计费空间、占用免费空间计算公式如下：

备份计费灰度期间计算方式举例如下：

您在广州地域购买了三个实例，分别为A、B、C，他们的配置分别为：

1主1备，每节点4核8GB内存200GB存储

备份占用空间：5000GB

1主1备，每节点4核8GB内存300GB存储

备份占用空间：200GB

1主1备，每节点4核8GB内存200GB存储

备份占用空间：100GB

则备份免费空间、占用计费空间、占用免费空间计算公式如下：

实例未到期但账号欠费后，备份相关服务会降级，禁止手工备份和备份下载，期间自动备份会继续，超出赠送空间的备份仍然会计费。若需要进行

手工备份等服务，需要将账号余额充值为正。

C（已隔离）：

免费备份空间 = （A 的购买空间 + B 的购买空间 + C 的购买空间） * 100% = （200+300+200）* 100% = 700GB。

占用计费空间 = A 占用的计费空间 + B 占用的计费空间 + C 占用的计费空间 = 4800 + 0 + 0 = 4800GB。

占用的免费空间 = A 占用的免费空间 + B 占用的免费空间 + C 占用的免费空间 = 200 + 200 + 100 = 500GB。

说明：

一个实例占用的免费空间为该实例购买存储和占用存储的最小值。

一个实例占用的计费空间为该实例超过购买存储空间部分，如果占用空间没有超过购买空间，则该实例的计费空间为0。

A（运行中）：

B（运行中）：

C（已隔离）：

购买免费空间 = （A 的购买空间 + B 的购买空间 + C 的购买空间） * 700% = （200+300+200）* 700% = 4900GB。

占用计费空间 = A 占用的计费空间 + B 占用的计费空间 + C 占用的计费空间 = 3600 + 0 + 0 = 3600GB。

占用的免费空间 = A 占用的免费空间 + B 占用的免费空间 + C 占用的免费空间 = 1400 + 200 + 100 = 1700GB。

备份生命周期

备份不会随着实例生命周期而变化。

实例进入回收站，此时自动备份继续，禁止回档、手工备份，但仍然允许进行备份下载，该实例超出免费赠送空间部分依然计费。

实例销毁后，备份数据不会销毁，系统会继续赠送7天的免费额度。如果您不再需要此实例的备份数据可自行进行删除，删除后将无法恢复。

说明：

包年包月实例和按量计费实例在销毁时，为避免误操作导致系统不可恢复的情况发生，系统额外赠送一次类型为“最终”的全量物理备份

（“最终”备份容量信息不计入备份空间统计，不参与计费），用户可在数据库备份的数据备份列表中进行下载使用。实例销毁7天

后，“最终”类型的物理备份将自动删除。

账号欠费说明

包年包月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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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欠费后，备份相关服务会降级，禁止手工备份和备份下载，期间自动备份会继续，超出赠送空间的备份仍然会计费。备份不会随着实例生命周

期而变化，具体请参照 备份生命周期 。

按量计费实例

减少备份开销建议

删除不必要的手动备份数据。

降低非核心业务数据备份频率，可在控制台调整备份周期，一周至少备份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