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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绍对象存储 COS（Cloud Object Storage）的计费方式、计费项、计费周期、产品定价等信息，便于您快速了解 COS 的计费体

系。

计费方式

COS 支持按量计费（后付费）和资源包（预付费）两种计费方式。详情如下：

计费方式 说明

按量计费

（后付

费）

COS 默认的计费方式，先使用，后付费。按照各计费项的实际用量，以天为单位，每日进行计量、结算、扣费和出账，并且支

持 所有地域。了解更多，请参见 按量计费（后付费）。

资源包

（预付

费）

COS 针对不同计费项推出的优惠资源包，先购买，后使用。在结算时，系统将优先抵扣资源包的用量，超出资源包的部分按量

计费。资源包仅适用于公有云地域，不适用于金融云地域。了解更多，请参见 资源包（预付费）。

计费项

COS 的计费项由 存储容量费用、请求费用、数据取回费用、流量费用 和 管理功能费用 组成。详情如下图所示：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30 10:01:17

注意：

数据处理费用 由数据万象（Cloud Infinite，CI）收取。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65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65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4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8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8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8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8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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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周期

COS 各项计费项的计费周期和计费顺序说明如下：

计费项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计费顺序

存储容量费用 日
每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

算，输出账单

免费额度 > 资源包 > 按量计费；若无对应免费额度

和资源包，则按量计费

请求费用

读写请求费用

日
每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

算，输出账单

资源包 > 按量计费

深度归档取回

请求费用
按量计费

智能分层对象

监控费用
按量计费

数据取回费用

低频数据取回

费用

日
每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

算，输出账单
按量计费

归档数据取回

费用

深度归档数据

取回费用

流量费用 日
每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

算，输出账单
资源包 > 按量计费

管理功能费用 清单功能费用 日 每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

算，输出账单

按量计费

检索功能费用

批量处理费用

对象标签费用

说明：

关于 COS 资源包的使用期限和抵扣说明，请参见 资源包（预付费）；关于数据处理相关资源包介绍，请参见 CI 资源包（预付费）。

下表中的 数据处理费用 由 CI 收取。

自2022年9月1日起，COS 存储容量、请求及数据取回计费项已按日结算。了解详情，请参见 关于 COS 存储容量、请求及数据取回

按日结算发布通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65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90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89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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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费用

（由数据万象

收取）

图片处理费用 月

每月1日进行账号扣费，同时会

出上月账单

免费额度 > 资源包 > 按量计费；若无对应免费额度

和资源包，则按量计费

内容审核费用

机器审

核按月

人工审

核按日

内容识别费用 月

媒体处理费用 月

文档处理费用 月

智能语音费用 月

文件处理费用 月

流量费用 月

产品定价

您可在 产品定价 查询 COS 计费项的价格。详情如下：

按量计费定价：公有云定价适用于公有云地域、金融云定价适用于金融云地域，详情请参见 产品定价。

资源包定价：公有云资源包价格适用于中国大陆通用地域、中国香港和海外通用地域，详情请参见 产品定价 或 资源包购买。

价格计算器

您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预估计费项的用量，通过 价格计算器 进行计算，并导出预算清单。

相关链接

1. 关于 COS 的费用：详细计算及不同场景下的计费详情，请参见 计费示例。

2. 关于 COS 的欠费停服策略：数据的保留和销毁时间、以及相关计费说明，请参见 COS 欠费说明。

3. 关于资源包使用：您在了解资源包购买须知的前提下，可前往资源包购买页进行选购。请参见 COS 资源包购买须知 和 CI 资源包购买须知。

4. 关于计费周期：请参见 计费模式与账单统计周期。

5. 关于 COS 计费更多疑问：请参见计费 常见问题 或通过技术支持 联系我们。

说明：

数据处理费用由数据万象收取，具体定价请参见 数据万象计费项定价。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os?packageType=std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calculat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00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6523#.E8.B4.AD.E4.B9.B0.E9.A1.BB.E7.9F.A5.3Ca-id.3D.22purchasenotes.22.3E.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9023#.E8.B4.AD.E4.B9.B0.E9.A1.BB.E7.9F.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30250#.E8.AE.A1.E8.B4.B9.E6.A8.A1.E5.BC.8F.E4.B8.8E.E8.B4.A6.E5.8D.95.E7.BB.9F.E8.AE.A1.E5.91.A8.E6.9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65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7708#.E6.8A.80.E6.9C.AF.E6.94.AF.E6.8C.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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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计费（后付费）是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默认的计费方式，先使用，后付费。按照各计费项的实际用量，以天为单

位，每日进行计量、结算、扣费和出账，并且支持 所有地域。

若您对用量有详细的预估，推荐您使用 资源包（预付费），可享受更多的优惠。您可以在 资源包购买页 选购所需的资源包。

产品定价

关于 COS 按量计费的定价，请参见 产品定价。

计费项

COS 各项计费项和计费项计算公式说明如下：

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计费公式

存储容量费用
根据存储容量的大小进行计算，不同存储类型的单

价不同

日存储容量费用 = 存储容量月单价 / 30 * 日存储容量

日存储容量 = 当日“每5分钟存储容量”之和 / 288（采样点数）

请求费用
根据请求次数进行计算，不同存储类型的请求单价

不同
请求费用 = 每 万次请求 单价 * 日累计请求次数 / 10000

数据取回费用

根据数据取回量进行计算，低频和归档存储类型下

载时会计算该项费用，不同存储类型的取回单价不

同

数据取回费用 = 每 GB 单价 * 日数据取回量

流量费用
包括外网下行流量、CDN 回源流量、跨地域复制

流量和全球加速流量，不同流量类型的费用不同
流量费用 = 每 GB 单价 * 日累计流量

管理功能费用

用户开启并使用了管理功能（如清单、检索、批量

处理、对象标签等功能）后所产生的费用。目前管

理功能费用有清单功能费用、检索功能费用、批量

处理费用和对象标签费用

清单功能费用 = 每 列出百万对象 单价 * 列出对象个数/百万

检索功能费用 = 每 GB 单价 * 日累计数据检索量

批量处理费用包括任务费用和对象处理费用。

任务费用 = 每 个任务 单价 * 创建的任务个数

对象处理费用 = 每 处理万个对象 单价 * 对象个数/10000

对象标签费用 = 每 万个标签数 单价 * 标签数/10000

计费周期

COS 计费项均按日计费，具体如下表所示：

计费项 计费周期 说明

存储容量费用 按日计费 每日结算昨日00:00 - 23:59:59产生的费用

计费方式

按量计费（后付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6 09:01:31

说明：

有关计费项的详细说明和计费限制，请参见 计费项 文档。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6523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o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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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 计费周期 说明

请求费用 按日计费 每日结算昨日00:00 - 23:59:59产生的费用

数据取回费用 按日计费 每日结算昨日00:00 - 23:59:59产生的费用

流量费用 按日计费 每日结算昨日00:00 - 23:59:59产生的费用

管理功能费用 按日计费 每日结算昨日00:00 - 23:59:59产生的费用

示例说明

客户小云在2019年3月1日，开始使用 COS。在当天，给北京的存储桶上传了100GB 的标准存储类型的文件。在3月15日，通过外网下载了

10GB 的数据。在3月共产生1万次标准存储读写请求，其余时间无其他操作。

因此，在3月会产生以下费用：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该月100GB 数据的存储容量费用。

流量费用：该月10GB 数据的外网下行流量费用。

请求费用：该月1万次标准存储读写请求费用。其中，上传数据会产生标准存储写请求，下载数据会产生标准存储读请求。

说明：

账单系统可能存在一定的延迟，每日账单将在当天08:00左右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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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预付费）是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针对不同的计费项推出的优惠套餐，您可以通过购买不同的资源包抵扣存储容

量、请求、流量等计量项的用量。相较于按量计费方式，资源包具有较高的折扣优惠，该方式仅适用于公有云地域（不适用于金融云地域），您可

自行选择购买。

本文主要介绍资源包（预付费）方式。资源包是由单个或多个计量项组合的固定套餐。与按量计费相比，资源包享有更多的折扣优惠。目前资源包

种类涵盖了 COS 大部分的计费项，您可根据业务需求进行选购。

资源包种类

按照地域分类，资源包有中国大陆通用、中国香港和境外通用两种。

中国大陆通用：适用于中国大陆公有云地域，不含金融云地域。

中国香港和境外通用：适用于中国香港及境外地域。

按类型划分，请见下表：

资源包类型 资源包描述 资源包抵扣规则

存储容量包

存储容量包有以下几种：

标准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标准存储容量费

用，不可抵扣标准存储（多 AZ）的存储容量费

用

低频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低频存储容量费

用，不可抵扣低频存储（多 AZ）的存储容量费

用

智能分层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智能分层存储

容量费用，不可抵扣智能分层存储（多 AZ）的

存储容量费用

归档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归档存储容量费

用，适用于通过 COS 生命周期沉降到 COS 归

档类型的数据，同时也适用于直传归档类型的数

据

深度归档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深度归档存储

容量费用

每日进行抵扣，抵扣当天的平均存储量，每日会重置抵扣量。

示例：小云当月1号购买了20GB标准存储容量包，他的存储桶在1号有

10GB标准存储量，2号增加到20GB，3号增加到30GB，则20GB容

量包在1号可以抵扣10GB，2号和3号均可以抵扣20GB，其中3号有

10GB超额容量，需按量计费。

请求包

请求包按照存储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标准存储请求包：用于抵扣标准存储读请求、

写请求产生的费用

低频存储请求包：用于抵扣低频存储读请求、

写请求产生的费用

每日进行抵扣，抵扣当天的总请求次数，每月会重置抵扣量。

示例：小云当月1号购买了100万次标准请求包，他的存储桶在1到3号每

天都产生10万次请求，则100万次请求包在1到3号，每天会抵扣10万次

请求，4号时还剩余70万次请求量可使用。

资源包（预付费）

资源包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9 10:24:40

说明：

表格中费用项的更多介绍，请参见 计费项 文档。

目前智能分层存储容量包仅支持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东京、新加坡地域，深度归档存储容量包仅支持北京、南京、

上海、广州、成都、重庆、东京、新加坡地域。

当资源包用尽或到期后，您的计费方式将自动转为按量计费，为避免您产生额外的费用，建议您及时对资源包进行升级或续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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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类型 资源包描述 资源包抵扣规则

外网下行流

量包
用于抵扣外网下行流量费用

每日进行抵扣，抵扣当天的总流量，每月会重置抵扣量。

示例：小云当月1号购买了100GB外网下行流量包，他的存储桶在1到3

号每天都产生10GB的外网下行流量，则100GB流量包在1到3号，每天

会抵扣10GB流量，在4号还剩余70GB流量可使用。

CDN 回源

流量包
用于抵扣 CDN/EdgeOne 回源流量费用

每日进行抵扣，抵扣当天的总流量，每月会重置抵扣量。

示例：小云购买了100GB CDN 回源流量包，他的存储桶在1到3号每天

都产生10GB的 CDN 回源流量，则100GB流量包在1到3号，每天会抵

扣10GB流量，4号时还剩余70GB流量可使用。

跨地域复制

流量包
用于抵扣跨地域复制流量费用

每日进行抵扣，抵扣当天的总流量，每月会重置抵扣量。

示例：小云购买了100GB、中国大陆通用的跨地域复制流量包，对其广

州存储桶配置了跨地域复制规则，将新增数据复制到中国香港存储桶，在

1到3号每天都产生10GB的跨地域复制流量，则100GB流量包在1到3

号，每天会抵扣10GB流量，4号时还剩余70GB流量可使用。

全球加速流

量包

用于抵扣全球加速流量费用。根据数据传输加速

方向，分为仅中国大陆、包含中国香港和境外：

仅中国大陆：可抵扣传输方向为「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全球加速流量（上行、下行）费

用，不包含金融云地域

包含中国香港和境外：可抵扣传输方向为「中

国大陆 - 中国香港及境外」、「中国香港及境外

- 中国香港及境外」、「中国香港及境外 - 中国

大陆」的全球加速流量（上行、下行）费用

每日进行抵扣，抵扣当天的总流量，每月会重置抵扣量。

示例：小云购买了100GB全球加速流量包，他的存储桶在1到3号每天都

产生10GB的全球加速流量，则100GB流量包在1到3号，每天会抵扣

10GB流量，4号时还剩余70GB流量可抵扣。

资源包定价

资源包的具体定价，请参见 COS 资源包定价。

购买须知

1. 资源包仅适用于中国站购买和使用，并且仅支持公有云地域，不支持金融云地域，关于地域说明请参见 地域和访问域名。

2. 资源包仅支持抵扣同一通用地域（例如中国大陆公有云地域，不含金融云地域）的存储桶所产生的资源费用。因此您在选购资源包时，请注意选

择与存储桶 所属地域 相对应的通用的资源包。

3. 资源包为预付费，支持立即生效和指定时间生效。您可根据实际使用场景设置资源包的生效时间。若您选择立即生效，则购买后当日立即生效，

您无须做任何操作。若您选择指定时间生效，则资源包将在您指定的时间生效，在资源包生效前将按量计费。

4. 在2021年12月1日前新购、续费的资源包，有效期一个月按30天计算。在2021年12月1日后新购、续费的资源包，有效期一个月按照生效当日

开始计算，次月同日到期。对于特殊情况说明如下：

如果资源包是当月最后一天生效，则到期日为目标月最后一天。

如果资源包生效当日天数大于目标月总天数，则到期日为目标月最后一天。例如1月30号生效，2月28号或29号到期。

5. 资源包支持购买多个周期。若您购买多个周期的资源包，则有资源包重置日。详情请参见以下 资源包有效期。

6. 资源包每个周期额度未使用完，不累计到下一个周期。

7. 资源包支持自助退费。若您误买了不符合需求的资源包，在满足退费条件的情况下，您可进行 自助退费。

8. 资源包支持叠加。若您一次性购买多个资源包，则资源包的规格叠加，有效时长不叠加。关于生效时间请参见以下 资源包有效期。

9. 资源包到期或用完后，存储桶的数据无须迁移，系统将按量计费。

0. 资源包生效期内，账单结算时，系统将按照免费额度 > 资源包 > 按量计费的顺序进行结算，超出免费额度和资源包部分将采用按量计费方式结

算。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tab0-list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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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用户账户发生欠费（账户余额小于0）时，无论是否处于资源包生效期，COS 都将在欠费24小时后停止服务。

2. 目前资源包仅针对部分计量项（例如存储容量、请求次数）而推出的套餐，您在使用 COS 时可能还会产生其他费用（例如数据取回费用、管理

功能费用等），这些费用按照实际使用量进行计费。

资源包有效期

重要通知

定义

1. 有效期：指资源包的开始生效时间与到期时间之间的一段时间。

2. 重置日：指重置资源包规格的时间，重置后，可重新获得与资源包规格一致的用量。

存储容量包：在有效期内，每日重置资源包用量。重置日和购买日期无关，与有效期有关。

读写请求包、流量包：在有效期内，每个周期重置资源包的用量。重置日和购买日期无关，与有效期有关。若您购买3个月时长的资源包，默

认一个月是一个周期，则该资源包有2个重置日。

3. 周期：指资源包在有效期内划分为几个周期，默认一个月为一个周期。若您购买3个月时长的资源包，则该资源包有3个周期。

查看资源包周期划分：您可在 COS 控制台 > 资源包管理 > 自购资源包 > 操作中，单击使用明细，查看资源包的周期划分，以及当前周期和

历史周期资源包的用量明细。

查看资源包重置日：您可在 COS 控制台 > 资源包管理 > 自购资源包 > 用量说明查看资源包的重置日。

举例：

1. 您在2021.12.01购买了1个时长为1个月的10GB的标准存储容量包，则该资源包：

有效期：从 2021.12.01 00:00:0 到 2022.01.01 23:59:59 。

重置日：在资源包有效期内，每日重置。每天重置10GB用量，即每天可抵扣10GB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周期：仅有一个周期，是 2021.12.01 - 2022.01.01。

2. 您在2021.12.01购买了1个时长为3个月的10GB的外网下行流量包，则资源包：

有效期：从 2021.12.01 00:00:0 到 2022.03.01 23:59:59

重置日：有两个重置日，分别是 2022.01.01 24:00:00（即2022.01.02 00:00:00）、2022.02.01 24:00:00（即2022.02.02

00:00:00）。您可在重置日获得新的10GB外网下行流量，用于抵扣当前周期内的外网下行流量费用。

周期：有三个周期，分别是 2021.12.01- 2022.01.01、2022.01.02-2022.02.01、2022.02.02- 2022.03.01。

计算逻辑

新购资源包有效时长及重置日

说明：A月B日购买时长为N个月的流量或读写请求资源包，则A+N月B日资源包到期，每月B日24点重置，有N-1个重置日、N个周期。

逻辑：

1. 如果资源包是当月最后一天生效，则到期日为目标月最后一天。

注意：

2021年12月1日起，COS 资源包有效期时长策略调整如下：

在2021年12月1日前新购、续费的资源包，有效期一个月按30天计算。为保证您能享受到最优惠的策略，历史资源包支持续费，且

续费时长按照新有效期时长策略计算。

在2021年12月1日后新购、续费的资源包，有效期一个月按照生效当日开始计算，次月同日到期。对于特殊情况说明如下：

如果资源包是当月最后一天生效，则到期日为目标月最后一天。

如果资源包生效当日天数大于目标月总天数，则到期日为目标月最后一天。例如1月30号生效，2月28号或29号到期。详情见下

文有效期时长计算逻辑。

2022年3月7日起，COS 资源包的延期操作更名为续费操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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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资源包生效当日天数大于目标月总天数，则到期日为目标月最后一天。例如1月30号生效，2月28号或29号到期。详情见下文有效期时长

计算逻辑。

案例：

资源包类型 操作 购买时长 购买日期 生效时间 到期时间 重置时间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1个月 2021.12.01

2021.12.01

00:00:00

2022.01.01

23:59:59
——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2个月 2021.12.01

2021.12.01

00:00:00

2022.02.01

23:59:59
2022.01.01 24:00:00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3个月 2021.12.01

2021.12.01

00:00:00

2022.03.01

23:59:59

2022.01.01 24:00:00、

2022.02.01 24:00:00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1个月 2021.12.15

2021.12.15

00:00:00

2022.01.15

23:59:59
——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2个月 2021.12.15

2021.12.15

00:00:00

2022.02.15

23:59:59
2022.01.15 24:00:00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3个月 2021.12.15

2021.12.15

00:00:00

2022.03.15

23:59:59

2022.01.15 24:00:00、

2022.02.15 24:00:00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1个月 2021.12.29

2021.12.29

00:00:00

2022.01.29

23:59:59
——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2个月 2021.12.29

2021.12.29

00:00:00

2022.02.28

23:59:59
2022.01.29 24:00:00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3个月 2021.12.29

2021.12.29

00:00:00

2022.03.29

23:59:59

2022.01.29 24:00:00、

2022.02.28 24:00:00

续费资源包有效时长：同新购资源包

说明：A月B日购买时长为N个月的流量或读写请求资源包，且续费M个月，则A+N+M月B日资源包到期，每月B日24点重置，有N+M-1个重置

日、N+M个周期。

逻辑：

1. 如果资源包是当月最后一天生效，则到期日为目标月最后一天。

2. 如果资源包生效当日天数大于目标月总天数，则到期日为目标月最后一天。例如1月30号生效，2月28号或29号到期。详情见下文有效期时长

计算逻辑。

案例：

资源包类型 操作 购买时长 购买日期 生效时间 续费前到期时间 续费时长 续费后到期时间 重置时间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到

期前

续费

1个月 2021.12.01
2021.12.01

00:00:00

2022.01.01

23:59:59
1个月

2022.02.01

23:59:59

2022.01.01

24:00:00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到

期前

续费

1个月 2021.12.01
2021.12.01

00:00:00

2022.01.01

23:59:59
2个月

2022.03.01

23:59:59

2022.01.01

24:00:00、

2022.02.01

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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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包类型 操作 购买时长 购买日期 生效时间 续费前到期时间 续费时长 续费后到期时间 重置时间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到

期前

续费

1个月 2021.12.15
2021.12.15

00:00:00

2022.01.15

23:59:59
1个月

2022.02.15

23:59:59

2022.01.15

24:00:00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到

期前

续费

1个月 2021.12.15
2021.12.15

00:00:00

2022.01.15

23:59:59
2个月

2022.03.15

23:59:59

2022.01.15

24:00:00、

2022.02.15

24:00:00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到

期前

续费

1个月 2021.12.29
2021.12.29

00:00:00

2022.01.29

23:59:59
1个月

2022.02.28

23:59:59

2022.01.29

24:00:00

外网下行流

量包

新购

+到

期前

续费

1个月 2021.12.29
2021.12.29

00:00:00

2022.01.29

23:59:59
2个月

2022.03.29

23:59:59

2022.01.29

24:00:00、

2022.02.28

24:00:00

资源包抵扣说明

抵扣额度示例

假设您在2019年01月15日购买2个规格为“中国大陆通用、200GB、3个月有效时长”的标准存储容量包和2个规格为“中国大陆通用地域、

200GB、3个月有效时长”的外网下行流量包，则：

资源包类型 抵扣说明 有效期

2个标准存储容

量包

有效期内每天可抵扣中国大陆公有云地域（不含金融云地域）的存储桶的标准存储

容量400GB

2019年01月15日 - 2019年04

月14日

2个外网下行流

量包

每个月（30天）可抵扣中国大陆公有云地域（不含金融云地域）的存储桶的外网下

行流量400GB

2019年01月15日 - 2019年04

月14日

抵扣顺序示例

假设您购买了一个中国大陆通用的500GB标准存储容量包，该资源包在有效期内。下面对不同场景列举说明资源包的抵扣顺序：

不同单价的使用场景

当天上传了700GB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至广州存储桶，还上传了300GB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至成都存储桶，那么将按照单价高优先抵扣规则

进行抵扣，500GB标准存储容量包将优先抵扣广州存储桶的标准存储容量。

相同单价的使用场景

当天上传了700GB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至广州存储桶，还上传了300GB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至北京存储桶，那么500GB标准存储容量包将

按照上海 > 广州 > 北京一 > 新加坡 > 成都 > 中国香港 > 多伦多 > 法兰克福 > 北京 > 首尔 > 孟买 > 弗吉尼亚 > 硅谷 > 曼谷 > 东京 > 南京 >

雅加达 > 圣保罗 > 重庆的顺序进行抵扣。

资源包生效范围

示例说明

假设您在2019年01月15日购买了1个规格为“中国大陆通用、200GB、3个月有效时长”的标准存储容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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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1月15日 - 01月31日内，在广州地域的存储桶使用了100GB标准存储，50GB低频存储，100万次读写请求，同时通过外网下载了10GB数

据，另外您的新加坡地域的存储桶使用了50GB标准存储，则：

产生的计费项 资源包是否生效

广州地域100GB标准存储费用 是，所购资源包将在有效期内每天抵扣100GB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广州地域50GB低频存储容量费用 否，所购资源包不适用于抵扣低频存储容量费用，将通过按量付费方式结算

广州地域100万次读写请求费用 否，所购资源包不适用于抵扣读写请求费用，将通过按量付费方式结算

广州地域10GB外网下行流量费用 否，所购资源包不适用于抵扣外网下行流量费用，将通过按量付费方式结算

新加坡地域50GB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否，所购资源包不适用于抵扣新加坡地域的相关费用，将通过按量付费方式结算

如何购买、续费、升级和退费

您可参见以下文档进行资源包购买、续费、升级和退费：

资源包购买

资源包续费

资源包升级

资源包退费

自助退费

COS 支持资源包自助退费功能，您可在对象存储控制台自助操作资源包退费，系统将自动发起退款并销毁资源包。关于资源包退费的详细介绍，

请参见 资源包退费。

常见问题

如您对资源包有相关疑问，请参见 资源包常见问题。

说明：

如需了解 COS 的费用详细计算及不同场景下的计费详情，请参见 计费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50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50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50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50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50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0747#.E8.B5.84.E6.BA.90.E5.8C.85.E7.9B.B8.E5.85.B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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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 提供多种资源包可供用户选购，包括存储容量包、请求包、外网下行流量包、CDN 回源流量包和

全球加速流量包。您可以根据您的业务需求选择搭配不同的资源包。

资源包购买步骤如下：

1. 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资源包管理 > 自购资源包，进入资源包管理页面。

3. 单击购买资源包，进入资源包购买页面，并按照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资源包。

4. 根据实际需求，设置资源包的生效时间。您可以选择立即生效或指定时间生效。

5. 单击立即购买。

6. 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支付。

待完成付费后，您即可在资源包生效时间内享受资源包抵扣优惠。关于资源包使用情况，您可在 资源包管理页面 中查询。

资源包购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1:11:13

说明：

关于 COS 资源包的类型介绍、购买须知、有效期以及生效范围，请参见 资源包介绍。

说明：

若您的业务有数据处理、CDN 加速需求，可按需选购数据处理资源包和 CDN 流量包，完成信息配置后，单击立即购买。关于数据处

理资源包和 CDN 流量包的介绍，请参见 CI 资源包介绍 和 CDN 流量包介绍。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pack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65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90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28/6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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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 提供资源包的续费功能。若您此前已购买的资源包有效期将要结束，您可按需对已购买的资源包

进行手动续费或自动续费，以便将资源包的有效期进行延长。

重要通知

操作指南

1. 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资源包管理-自购资源包，进入自购资源包页面。

3. 勾选单个或多个已购买的资源包，单击批量手动续费或者批量自动续费。

若您选择批量手动续费，请在弹窗中选择续费时长，单击续费，并按照提示完成支付。

若您选择批量自动续费，则系统将在资源包到期当日为您自动续费。

续费提醒

COS 支持资源包续费提醒功能。当资源包即将到期，系统将为您发送续费提醒，您在收到续费提醒后，可及时对资源包进行续费。

未设置自动续费的资源包：一般在到期前7天或到期当天，系统将为您发送到期提醒。

已设置自动续费的资源包，则：

到期日前7天，系统将每天监测您的账户可用余额，如余额不足未能为自动续费的资源包进行续费，将会发送账户余额不足提醒并建议您进行

充值。

资源包续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7 16:33:06

说明：

若资源包价格发生变动（如降价），此前购买的资源包将不能继续续费，您需要重新进行选购。

注意：

2021年12月1日起，COS 资源包的有效时长、重置日及续费策略调整如下：

在2021年12月1日前新购、续费的资源包，有效期一个月按30天计算。为保证您能享受到最优惠的策略，历史资源包支持续费，且

续费时长按照新有效期时长策略计算。

在2021年12月1日后新购、续费的资源包，有效期一个月按照几号购买几号到期计算。详情见 资源包介绍-资源包有效期。

2022年3月7日起，COS 资源包的延期操作更名为续费操作。

说明：

假设您已购买了一个3个月有效时长、50GB的外网下行流量包，并且对其手动续费3个月，则该流量包有效期将顺延3个月，且在有

效期内您将每月获得50GB的流量。

说明：

若您的账户中有可用的代金券，在自动续费时，系统将优先使用代金券。

已到期的资源包不会执行自动续费，将会展示在已过期页面中。

已设置自动续费的资源包也可以对其取消自动续费，自动续费取消后，我们将恢复对其正常到期检查与提醒。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6523#.E8.B5.84.E6.BA.90.E5.8C.85.E6.9C.89.E6.95.88.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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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当天，如账户可用余额充足，系统将会为您标记自动续费的资源包进行续费操作，并发送自动续费成功通知。如余额不足，则将优先为

最早到期的资源包续费，未续费的资源包则进行过期处理，并通知您由于账户可用余额不足，自动续费失败，资源包已到期。



对象存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9 共78页

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提供资源包的升级功能。若您此前购买的资源包规格不再满足实际业务需求，可单击升级，将资源

包的规格进行扩容。

升级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资源包管理，进入资源包管理页面。

3. 选择一个已购买的资源包，单击升级。

4.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升级后的规格，单击升级，并按照提示完成支付即可。

资源包升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6 18:49:31

说明：

存储容量包支持升级操作，流量包和请求包不支持升级操作。如您需要升级（更高规格的）流量包或请求包，请您 重新选购 资源包，

流量包和请求包可叠加使用。

若资源包价格发生变动（如降价），则此前购买的资源包将不能进行升级操作。请您 重新选购 资源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os?packageType=std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os?packageType=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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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 支持资源包自助退费功能，您在退费前，请先阅读 退费规则。

退费须知

退费规则

1. 购买资源包时所使用的代金券不支持退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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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详情请前往 订

单管理页 查看。

2. 支持自助退费的 COS 资源包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订单类型：“新购”或“续费”。

用量：资源包没有产生用量、未使用。

有效期：新购资源包在有效期内，续费资源包未生效。

常见问题

1. 如何查看资源包的订单类型？

您可在费用 > 费用中心 > 订单管理 > 预付费订单中查看订单类型，在产品类别中选择“COS 对象存储”即可。点此前往查看。 

2. 如何查看资源包的用量及有效期？

您可在COS 控制台 > 资源包管理 > 自购资源包中查看资源包的用量及有效期。点此前往查看 

资源包退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0:10:58

注意：

如需退还参与活动购买的资源包，且退款规则与活动规则有冲突，则以活动规则为准。

如出现疑似异常或恶意退费，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费申请。

对于设置了指定生效时间的资源包，是否可以退费以控制台上的操作判断为准。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dea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dea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package/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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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入口

对于新购资源包

在符合自助退费条件的情况下，可在 COS 控制台 > 资源包管理中退费，操作指引请参见 对新购资源包进行退费。

对于续费资源包

在符合自助退费条件的情况下，可在费用中心 > 续费管理中退费，操作指引请参见 对已续费的资源包进行退费。

退费金额计算方法

退款金额 = 支付金额 -（已使用时长/总时长）× 订单原价 × 适用折扣

自助退费计费示例

假设您在 COS 资源包购买页购买了一个规格为“中国大陆通用、50GB、6个月有效时长”的标准存储容量包，无可用代金券，现金支付金额

24.07元。购买当天，资源未使用，并且满足自助退费条件，您进行了自助退费，则按照退费计算方法分析如下：

订单原价为 50GB × 6个月 × 0.118元/GB/月 = 35.4元。

已使用时长不足1天，按1天计算。

则退款金额 = 24.07 -（1/180）× 35.4 = 23.87元。

自助退费操作步骤

对新购资源包进行退费

1. 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

2. 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资源包管理，进入资源包管理自购资源包页面。

3. 找到您想要退费的资源包，单击资源包右侧的退费。

4. 在退款信息页面，请仔细核对退款信息（包括资源包信息、退款形式、退款金额等）。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认退款提交申请。

提交自助退款申请后，系统将经过3 - 5分钟完成退款并销毁云资源。

您可在 订单管理 查看退款订单。当订单状态更新为“已退款”后，可在费用中心页面查看款项。

对已续费的资源包进行退费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2. 在控制台页面的右上方单击费用 > 费用中心 > 续费管理，在产品类别中选择“COS 对象存储”。在续费类型中选择“手动续费项”或者“自

动续费项”进行筛选，找到您想要退费的资源包。在续费列表的操作列中单击更多 > 退订续费，如下图所示： 

说明：

已使用时长指订单从购买到退款之间的时长。已使用时长不足1天，按1天计算。

订单原价按照规格、购买时长、按量计费单价进行计算。

适用折扣根据资源已使用时长、客户折扣等因素决定。

注意：

用量统计数据非实时数据（有24小时延迟），如果您当天购买资源包，需要在次日才能看到当天的用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dea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对象存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2 共78页

若您的资源包符合退费规则，即可自助退费。

若不符合要求，则无法退费。

3. 在退款信息页面，请仔细核对退款信息（包括资源包信息、退款形式、退款金额等）。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认退款提交申请。

提交自助退款申请后，系统将经过3 - 5分钟完成退款并销毁云资源。

您可在 订单管理 查看退款订单。当订单状态更新为“已退款”后，可在费用中心页面查看款项。

注意：

用量统计数据非实时数据（有24小时延迟），如果您当天购买资源包，需要在次日才能看到当天的用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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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是用户在使用和访问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时，产生的数据流量的累计值，流量分为外网上行流量、外网下行流量、

内网上行流量、内网下行流量、CDN/EdgeOne 回源流量等。COS 会根据用户实际消耗的流量累计值进行收费。

计费项 适用的存储类型 计费项说明 适用的计费方式

外网下

行流量

标准存储（多 AZ） 

低频存储（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

标准存储

低频存储

归档存储

深度归档存储

数据通过普通网络（公共互联网）从 COS 下载到用户本地或客户端所产生

的流量

按量计费：外网下

行流量（GB）x

每 GB 单价

资源包：外网下行

流量包

外网上

行流量

数据通过普通网络（公共互联网）从用户本地或客户端上传到 COS 产生的

流量
免费

内网上

行流量

数据通过腾讯云内网从客户端传输到 COS 产生的流量。 

说明：相同地域内，腾讯云产品之间会自动使用内网访问，不产生流量费

用。关于如何判断是否为腾讯云内网访问，请参见 内网访问

免费

内网下

行流量

数据通过腾讯云内网从 COS 传输到客户端产生的流量。 

说明：相同地域内，腾讯云产品之间会自动使用内网访问，不产生流量费

用。关于如何判断是否为腾讯云内网访问，请参见 内网访问

免费

CDN

回源流

量

当用户将 COS 作为 CDN/EdgeOne 源站进行使用时，数据从 COS 传

输到腾讯云 CDN/EdgeOne 边缘节点产生的回源流量

按量计费：CDN

回源流量（GB）

x 每 GB 单价

资源包：CDN 回

源流量包

跨地域

复制流

量

数据从一个地域的存储桶传输到另一个地域的存储桶产生的流量

说明：在同地域的存储桶之间相互复制产生的流量免费。跨地域复制流量费

用按照源存储桶所属地域的单价进行计算。

按量计费：跨地域

复制流量（GB）

x 每 GB 单价

资源包：跨地域复

制流量包

全球加

速流量

当用户开启了全球加速功能后，使用全球加速域名进行数据传输产生的流

量。传输加速流量分为上行加速流量和下行加速流量：

上行加速流量指用户通过全球加速域名将本地数据上传到 COS 产生的

流量；如果用户使用全球加速域名上传文件，并且数据走了内网加速链

路，会收取上行加速流量费用

下行加速流量指用户通过全球加速域名查看或下载数据到本地所产生的流

量；如果用户使用全球加速域名下载文件，并且数据走了内网加速链路，

会收取下载加速流量费用

按量计费：全球加

速流量（GB）x

每 GB 单价

资源包：全球加速

流量包

计费项

流量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9 15:39:51

说明：

关于存储类型的更多介绍，请参见 存储类型概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1315#networ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1315#networ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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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限制

1. 对于归档类型的数据，数据不可读取和下载，如需读取和下载该类数据，您需先将数据恢复（或解冻）到标准存储类型，再进行读取，因此流量

统计到标准存储中。

2. 如果使用第三方 CDN 回源到腾讯云 COS，将产生外网下行流量。

3. 用户直接通过对象链接下载对象或通过静态网站源站浏览对象产生的流量属于外网下行流量。

4. 通过接口拷贝或跨地域复制功能从一个地域的存储桶传输数据到另一个不同地域的存储桶产生的流量为跨地域复制流量。跨地域复制流量费用按

照源存储桶所属地域的单价进行计算。

5. 智能分层存储类型的数据产生的流量费用与转换后的存储类型一致。

COS 作为 CDN 源站时产生的流量

用户开启 CDN 加速域名后，使用 CDN 加速域名进行数据的下载访问，将会产生一系列的费用：

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CDN 回

源流量

当用户将 COS 作为 CDN/EdgeOne 源站进行使用时，数据从 COS 传输到腾讯云 CDN/EdgeOne 边缘节点产生的回源流

量

CDN 流

量

当用户将 COS 作为 CDN/EdgeOne 源站进行使用时，数据从 CDN/EdgeOne 边缘节点下载到用户本地或客户端时产生的

CDN/EdgeOne 流出流量

COS 请

求费用

当用户将 COS 作为 CDN/EdgeOne 源站进行使用时，数据从 COS 传输到腾讯云 CDN/EdgeOne 边缘节点时，会产生

COS 请求次数，请求费用按照发送到 COS 的请求指令次数进行计算

流量费用的计费方式和计算方法

说明：

如果使用全球加速域名下载数据，会同时产生全球加速下行流量费用和外网下行流量费用；如果使用全球加速域名作为 CDN/EdgeOne

回源的源站域名，会同时产生全球加速下行流量费用和 CDN 回源流量费用。

说明：

CDN 流量费用由腾讯云 CDN 收取，详情请参见 CDN 定价。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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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方式 适用的计费项 计算方法计费方式 适用的计费项 计算方法

按量计费

外网下行

流量费用

CDN 回

源流量费

用

跨地域复

制流量

全球加速

流量费用

按日结算

流量费用 = 每 GB 单价 x 日累计流量

流量包

外网下行

流量费用

CDN 回

源流量费

用

跨地域复

制流量费

用

全球加速

流量费用

按照流量类型划分有以下几种流量包：

外网下行流量包：用于抵扣外网下行流量。

CDN 回源流量包：用于抵扣 CDN/EdgeOne 回源流量。

跨地域复制流量包：用于抵扣跨地域复制流量。

全球加速流量包：用于抵扣全球加速流量。根据数据传输加速方向，分为以下几种：

仅中国大陆：可抵扣传输方向为「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全球加速流量（上行、下行）费用，不包含金

融云地域。

包含中国香港和境外：可抵扣传输方向为「中国大陆 - 中国香港及境外」、「中国香港及境外 - 中国香

港及境外」、「中国香港及境外 - 中国大陆」的全球加速流量（上行、下行）费用。

在流量包有效期内，每30天（含购买当天）产生的流量可使用资源包规格进行抵扣，抵扣不足的部分将采用按

量计费。

流量定价

以下表格为流量的按量计费定价，如需查询流量包定价，请参见 产品定价 - 资源包定价。

地域

流量费用（元/GB）

外网下行流量
CDN

回源流量
跨地域复制流量 全球加速流量

成都、重庆、北京一、北京、南京、上海、广

州
0.5 0.15 0.5

从中国大陆传输到中国大陆：

上行流量单价：0.5

下行流量单价：0.5

从中国大陆传输到中国香港及境

外：

上行流量单价：1.25

下行流量单价：1.25

北京金融、上海金融、深圳金融 0.8 0.8 0.8 不支持

中国香港、孟买、雅加达、东京、法兰克福、

圣保罗
0.75 0.75 0.75

从中国香港及境外传输到中国大

陆：

上行流量单价：1.25

下行流量单价：1.25

从中国香港及境外传输到中国香港

及境外：

上行流量单价：1.25

下行流量单价：1.25

新加坡、硅谷、弗吉尼亚 0.5 0.5 0.5

首尔、曼谷 0.9 0.9 0.9

多伦多 0.45 0.45 0.75

计费案例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tab0-li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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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 + 外网下行流量费用

假设用户 A 于2020年11月1日上传了一个10GB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至广州地域的 COS 存储桶，产生了100次请求，并且当天花费了3.6元购买

了一个有效时长为1个月、中国大陆通用的10GB外网下行流量包，第2天和第3天使用公网且不开启 CDN/EdgeOne 的情况下将该10GB数据下

载到本地，该下载操作每天产生了100次请求，其余时间无其他操作。按照存储容量费用、请求费用、流量费用按日结算。那么：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开始每天结算。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3日和4日结算。

流量费用：在2020年11月3日和4日结算。

按照两种计费方式分析如下：

按量计费：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 0.118元/GB/月 /30 x 10GB x 30天= 1.18元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 = 0.01元/万次 x 100次 / 10000 x 3 = 0.0003元

外网下行流量费用 = 0.5元/GB x 10GB x 2 = 10元

流量包：在2020年11月1日到2020年11月30日，11月3日抵扣10GB流量，11月4日因流量包已用完，10GB按量计费，计算为0.5元/GB x

10GB = 5元。

综合上面分析得出，整个11月用户 A 总花费1.18 + 0.0003 + 3.6 + 5 = 9.7803元。

说明：

以下案例中出现的费用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参见 COS 产品定价。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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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容量指用户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存储容量费用按照存储容量和存储时长进行计算。根据不同的存储类型划分为以下几种存储容量费用。不

同类型的存储费用所对应的存储容量单价、单个文件大小、存储时长等有所差异，具体介绍如下。对应的存储容量费用是否产生取决于用户的实际

使用场景、数据所属存储类型等。

存储容量费用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地域 适用的计费方式

标准存储容量指用户的标准存储类型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其费用根据实际的标准存储

容量和实际的存储时间计算。
全部地域

按量计费

标准存储容量包

标准存储（多 AZ）容量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地域 适用的计费方式

标准存储（多 AZ）容量指用户的标准存储（多 AZ）类型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其费

用根据实际的标准存储（多 AZ）容量和实际的存储时间计算。
北京、上海、广州 按量计费

低频存储容量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地域 适用的计费方式

低频存储容量指用户的低频存储类型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其费用需要按照具体情况计

算：

对于低频存储类型的数据，存储时间不足30天，按30天计算；单个存储文件不足

64KB，按64KB 计算，大于或等于64KB，按实际大小计算。

如果您在未开启版本控制功能的情况下，上传一份同名的低频存储类型的对象，COS

将会在您上传成功后删除原来的同名对象，此时同样会收取因提前删除对象而产生的存

储费用。

全部地域
按量计费

低频存储容量包

低频存储（多 AZ）容量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地域 适用的计费方式

低频存储（多 AZ）容量指用户的低频存储（多 AZ）类型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其费

用需要按照具体情况计算：

对于低频存储（多 AZ）类型的数据，存储时间不足30天，按30天计算；单个存储文

件不足64KB，按64KB 计算，大于或等于64KB，按实际大小计算。

如果您在未开启版本控制功能的情况下，上传一份同名的低频存储（多 AZ）类型的对

象，COS 将会在您上传成功后删除原来的同名对象，此时同样会收取因提前删除对象

而产生的存储费用。

北京、上海、广州 按量计费

智能分层存储容量费用

存储容量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0 12:11:59

说明：

关于存储类型的更多介绍，请参见 存储类型概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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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说明 适用地域 适用的计费方式计费项说明 适用地域 适用的计费方式

智能分层存储容量指用户的智能分层存储类型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其费用需要按照具

体情况计算：

智能分层存储类型产生的存储容量费用随数据层级的转换而改变，当处于高频访问层时

存储容量费用可参考标准存储，当处于低频访问层时存储容量费用可参考低频存储。

小于64KB 的对象会持续存储在高频访问层。 

对于智能分层存储类型的数据，单个存储文件不论大小，均按实际数据大小计算。

北京、南京、上

海、广州、成都、

重庆、东京、新加

坡

按量计费

智能分层存储容量包

智能分层存储（多 AZ）容量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地域 适用的计费方式

智能分层存储（多 AZ）容量指用户的智能分层存储（多 AZ）类型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

间。其费用需要按照具体情况计算：

智能分层存储（多 AZ）类型产生的存储容量费用随数据层级的转换而改变，当处于高

频访问层时存储容量费用可参考标准存储（多 AZ），当处于低频访问层时存储容量费

用可参考低频存储（多 AZ）。

小于64KB 的对象会持续存储在高频访问层。

对于智能分层存储（多 AZ）类型的数据，单个存储文件不论大小，均按实际数据大小

计算。

北京、上海、广州 按量计费

归档存储容量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地域 适用的计费方式

归档存储容量指用户的归档存储类型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其费用需要按照具体情况计

算：

对于归档存储类型的数据，存储时间不足90天，按90天计算；单个存储文件不足

64KB，按64KB 计算，大于或等于64KB，按实际大小计算。

如果您在未开启版本控制功能的情况下，上传一份同名的归档存储类型的对象，COS

将会在您上传成功后删除原来的同名对象，此时同样会收取因提前删除对象而产生的存

储费用。

公有云地域（雅加

达除外）、深圳金

融地域

按量计费

归档存储容量包

深度归档存储容量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地域 适用的计费方式

深度归档存储容量指用户的深度归档存储类型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其费用需要按照具

体情况计算：

对于深度归档存储类型的数据，存储时间不足180天，按180天计算；单个存储文件不

足64KB，按64KB 计算，大于或等于64KB，按实际大小计算。

如果您在未开启版本控制功能的情况下，上传一份同名的深度归档存储类型的对象，

COS 将会在您上传成功后删除原来的同名对象，此时同样会收取因提前删除对象而产

生的存储费用。

北京、南京、上

海、广州、成都、

重庆、东京、新加

坡

按量计费

深度归档存储容量包

关于提前删除的说明

说明 涉及的存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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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涉及的存储类型

提前删除指 COS 低频存储/低频存储（多 AZ）、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的对象，从上传到删除不满足相应存

储类型的最短存储时长，从而产生提前删除的行为。

说明：有最短存储时长限制的存储类型（低频存储/低频存储（多 AZ）、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会产生提前

删除费用。  

计费规则：

若对象未满足最短存储时长而提前删除，对象产生的存储容量费用将按照最短存储时长进行计算。详情如下：

若提前删除低频存储/低频存储（多 AZ）类型的数据，存储时间不足30天，按30天计算。

若提前删除归档存储类型的数据，存储时间不足90天，按90天计算。

若提前删除深度归档存储类型的数据，存储时间不足180天，按180天计算。  

以下操作可能产生提前删除：  

1. 用户在对象不满足最短存储时长的时间，提前删除了对象。  

2. 用户在对象不满足最短存储时长的时间，修改对象的属性。例如修改自定义头部、修改存储类型等。COS 将

在您修改成功后删除原来的对象，此时会收取因提前删除对象而产生的存储费用。  

3. 用户在对象不满足最短存储时长的时间，通过生命周期功能对数据进行沉降，数据沉降后删除原来的同名对

象，此时会收取因提前删除对象而产生的存储费用。  

4. 用户在对象不满足最短存储时长的时间，且在未开启版本控制时，上传了一份同名对象。COS 将在您上传成

功后删除原来的同名对象，此时会收取因提前删除对象而产生的存储费用。

低频存储

低频存储（多 AZ） 

归档存储

深度归档存储

存储容量费用的计费方式和计算方法

计费方式 计算方法

按量计费

按日结算

日存储容量费用 = 月存储容量单价 / 30 * 日存储容量

日存储容量 = 当日“每5分钟存储容量”之和 / 288（采样点数）

存储容量

包

存储容量包有以下几种：

标准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标准存储容量，不可抵扣标准存储（多 AZ）的存储容量

低频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低频存储容量，不可抵扣低频存储（多 AZ）的存储容量

智能分层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智能分层存储容量

归档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归档存储容量，适用于通过 COS 生命周期沉降到 COS 归档类型的数据，同时也适用于直传归

档类型的数据

深度归档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深度归档存储容量

在存储容量包有效期内，每天（含购买当天）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可使用存储容量包规格进行抵扣，抵扣不足的部分将采用按量计

费。

存储容量定价

以下表格为存储容量的按量计费定价，如需查询存储容量包定价，请参见 产品定价 - 资源包定价。

地域 存储类型 存储容量费用（元/GB/月）

成都、重庆

标准存储 0.099

低频存储 0.08

归档存储 0.03

北京、上海、广州
标准存储（多 AZ） 0.15

低频存储（多 AZ） 0.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tab0-li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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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北京、南京、上海、广州 标准存储 0.118

低频存储 0.08

归档存储 0.033

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东京、新加坡 智能分层存储 与转换后的存储类型一致

北京、上海、广州 智能分层存储（多 AZ） 与转换后的存储类型一致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重庆 深度归档存储 0.01

东京、新加坡 深度归档存储 0.013

北京金融、上海金融、深圳金融
标准存储 0.3

低频存储 0.2

深圳金融 归档存储 0.1

中国香港、孟买、首尔、曼谷、圣保罗

标准存储 0.156

低频存储 0.12

归档存储 0.034

新加坡

标准存储 0.168

低频存储 0.13

归档存储 0.034

雅加达
标准存储 0.156

低频存储 0.12

东京

标准存储 0.148

低频存储 0.1

归档存储 0.034

深度归档存储 0.013

硅谷

标准存储 0.13

低频存储 0.1

归档存储 0.03

弗吉尼亚

标准存储 0.125

低频存储 0.09

归档存储 0.03

多伦多、法兰克福

标准存储 0.148

低频存储 0.1

归档存储 0.031

计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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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案例

案例1：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

假设用户 A 于2020年11月1日上传了10GB 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至广州地域的 COS 存储桶，产生了100次请求，并且当天花费了0.85元购买了

一个有效时长为1个月、中国大陆通用的10GB 标准存储容量包，其余时间无其他操作，按照每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那么：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开始每天结算。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结算。

按照两种计费方式分析如下：

按量计费：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 0.118元/GB/月 /30 x 10GB x 30天= 1.18元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 = 0.01元/万次 x 100次 / 10000 = 0.0001元

标准存储容量包：在2020年11月1日到2020年11月30日，总共30天，每天抵扣10GB 标准存储容量。

综合上面分析得出，整个11月用户 A 总花费为0.85 + 0.0001 = 0.8501元。

案例2：低频存储容量费用 + 低频存储请求费用

假设用户 B 于2020年11月1日将10GB 低频存储类型的数据上传至广州地域的 COS 存储桶，产生了100次请求，该10GB 低频存储类型的数据

中包括有10000个大小为34KB 的文件，其他文件均大于等于64KB，用户 B 在当天花费了0.58元购买了一个有效时长为1个月、中国大陆通用

的10GB 低频存储容量包，其余时间无其他操作，按照每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那么：

低频存储容量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开始每天结算。

低频存储请求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结算。

按照两种计费方式分析如下：

按量计费：

低频存储容量 = 10GB + 10000 x（64-34）KB，约为10.286GB

低频存储容量费用计算为0.08元/GB/月 /30 x 10.286GB x 30天，约为0.82元

低频存储请求费用 = 0.05元/万次 x 100次 / 10000 = 0.0005元

低频存储容量包：在2020年11月1日到2020年11月30日，总共30天，每天抵扣10GB 低频存储类型数据产生的存储容量。

综合上面分析得出，整个11月用户 B 总花费为0.58 + 0.0005 = 0.5805元。

说明：

以下案例中出现的费用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参见 COS 产品定价。

存储量以二进制计算，例如1TB = 1024GB。

资源包有效期1个月按30天进行计算。

说明：

由于单个低频存储类型的文件不足64KB，按64KB 计算，因此将多收取10000 x（64-34）KB 的存储容量费用。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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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次数包括用户请求次数和用户配置功能后产生的后端请求次数。请求费用按照发送到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的请求指

令次数进行计算。

用户请求次数：指用户使用 API、SDK 或控制台等方式进行数据上传、下载、查询、删除等操作，这些操作实际上是通过对腾讯云对象存储发

送请求指令来实现的。

后端请求次数：指生命周期沉降、归档回热到期后对标准存储副本的删除请求，跨地域复制的读取和写入请求、清单报告投递等请求次数。

根据不同存储类型和使用场景，划分为读写请求费用、智能分层对象监控费用、深度归档取回请求费用。关于存储类型和使用场景的更多介绍，请

参见 存储类型概述。

读写请求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的存储类型 适用的计费方式

读写请求次数指发送请求指令的次数。其费用按照每日总请求次数进行计算。

请求数无论请求成功或失败，均计费。

请求费用以万次为最小计数单位。

若当日请求次数不足1万次，按实际请求次数计算。

若当日请求次数的费用未达到最小扣费值，则请求费用账单为0元。详情请查看 常见

问题 文档。

对于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类型的数据：

上传归档存储或深度归档存储的数据，会产生上传请求。该请求按照归档存储/深度归

档存储的读写请求计费，详情请查看 产品定价。

若您直接访问未恢复（或解冻）的归档存储或深度归档存储的数据，会产生错误请

求。该请求按照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的读写请求计费，详情请查看 产品定价。

若您把归档存储类型的数据恢复（或解冻），会产生标准存储类型的副本，该副本将

按照标准存储计费。若您访问该副本，则会产生读写请求，将按照标准存储读写请求

计费。

若您把深度归档存储类型的数据恢复（或解冻），会产生标准存储类型的副本，该副

本将按照标准存储计费。若您访问该副本，则会产生读写请求，将按照深度归档存储

读写请求计费。

全部存储类型

按量计费

标准存储请求包

低频存储请求包

注意：请求包不适用于

智能分层存储

智能分层对象监控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的存储类型 适用的计费方式

当存储桶开通了智能分层存储配置，并上传了智能分层存储类型的数据至该存储桶，则会

产生该费用，该费用按照大于或等于64KB的对象个数进行计算。

智能分层存储（多

AZ）、智能分层

存储

按量计费

深度归档取回请求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的存储类型 适用的计费方式

请求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0 09:0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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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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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说明 适用的存储类型 适用的计费方式

对深度归档存储类型的数据进行恢复（解冻）时，COS 将按照发送的恢复请求次数收取深

度归档取回请求费用。

根据用户可选的两种恢复模式（即标准取回模式和批量取回模式）划分为以下费用：

深度归档标准取回请求费用

深度归档批量取回请求费用

深度归档存储 按量计费

请求费用的计费方式和计算方法

计费方式 适用的计费项 计算方法

按量计费

读写请求费用  

智能分层对象监控费用 

深度归档存储取回请求费用  

按日结算

请求费用 = 每万次请求次数（或监控个数）单价 x 日累计请求次数（或监控个数） / 10000

请求包 读写请求费用

请求包按照标准存储、低频存储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标准存储请求包：用于抵扣标准存储读请求、写请求产生的费用

低频存储请求包：用于抵扣低频存储读请求、写请求产生的费用

注意：请求包不适用于智能分层存储

请求次数定价

以下表格为请求次数的按量计费定价，如需查询请求包定价，请参见 产品定价 - 资源包定价。

地域 存储类型 请求费用（元/万次）

北京、上海、广州、新加坡
标准存储（多 AZ） 0.01

低频存储（多 AZ） 0.05

成都、重庆

标准存储 0.01

低频存储 0.05

归档存储 按照标准存储请求计费

北京一、北京、南京、上海、广州

标准存储 0.01

低频存储 0.05

归档存储 按照标准存储请求计费

北京、上海、广州、新加坡 智能分层存储（多 AZ）

读写请求：0.01

智能分层对象监控（元/万

个）：0.175

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东京、新加坡 智能分层存储 读写请求：0.01

智能分层对象监控（元/万

个）：0.175

注意：

2021年09月30日起，深度归档存储读写请求进行刊例价降价调整。

公有云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及境外地域降至0.5元/万次。

此价格将在2021年10月01日的账单生效（即2021年09月账单）。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tab0-li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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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东京、新加坡 深度归档存储

读写请求：0.5

标准取回请求：7

批量取回请求：2

北京金融、上海金融、深圳金融
标准存储 0.01

低频存储 0.1

深圳金融 归档存储 按照标准存储请求计费

中国香港、新加坡、孟买、首尔、曼谷、东京、硅谷、弗吉尼

亚、多伦多、法兰克福、圣保罗

标准存储 0.01

低频存储 0.05

归档存储 按照标准存储请求计费

雅加达
标准存储 0.01

低频存储 0.05

计费案例

案例：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

假设用户 A 于2020年11月1日上传了10GB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至广州地域的 COS 存储桶，并且当天花费了0.07元购买了一个有效时长为1个

月、中国大陆通用的10万次标准存储请求包，并且当天调用 GET Bucket API 反复查询对象列表，共计10万次。其余时间无其他操作，按照每

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那么：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开始每天结算。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结算。

按照两种计费方式分析如下：

按量计费：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 0.118元/GB/月 /30 x 10GB x 30天= 1.18元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 = 0.01元/万次 x 10万次 = 0.1元

标准存储请求包：在2020年11月1日到2020年11月30日，用户 A 总共产生了10万次请求量，用户 A 所购买的请求包总抵扣10万次的请求

量。

综合上面分析得出，整个11月用户 A 总花费为1.18 + 0.07 = 1.25元。

说明：

以下案例中出现的费用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参见 COS 产品定价。

请求数无论请求成功或失败均计算。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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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取低频存储（多 AZ）、低频存储、归档存储和深度归档存储类型的数据时，会产生数据取回费用，数据取回量根据用户实际读取的上述类型

数据大小计算。

低频存储（多 AZ）/低频存储数据取回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的存储类型 适用的计费方式

对于低频存储（多 AZ）、低频存储类型的数据，当您读取或下载此类数据时，后台需要先取回数据

后才可以读取或下载。 此类数据的取回费用按照用户实际读取的数据大小计算。

低频存储（多

AZ） 

低频存储

按量计费

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数据取回费用

计费项说明 适用的存储类型 适用的计费方式

对于归档存储、深度归档存储类型的数据，未恢复（解冻）前不可读取和下载，如需读取和下载该类

数据，需先恢复为标准存储类型的副本。此时数据取回也可以被称为数据解冻（即把归档数据恢复至

标准数据这一过程）。  

按照不同的归档类型和恢复模式，划分为以下几种费用：

归档快速取回费用

归档标准取回费用

归档批量取回费用

深度归档标准取回费用

深度归档批量取回费用

归档存储

深度归档存储
按量计费

数据取回费用的计费方式和计算方法

计费方式 适用的计费项 计算方法

按量计费

低频存储（多 AZ）数据取回费用

低频存储数据取回费用

归档存储数据取回费用

深度归档取回费用

按日结算

数据取回费用 = 每 GB 单价 x 日数据取回量

数据取回定价

以下表格为数据取回的按量计费定价，无资源包定价。

地域 存储类型 数据取回费用（元/GB）

广州、上海、北京
标准存储（多 AZ） 0

低频存储（多 AZ） 0.02

数据取回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7 15:16:06

说明：

关于存储类型的更多介绍，请参见 存储类型概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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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重庆、北京一、北京、南京、上海、广州 标准存储 0

低频存储 0.02

归档存储

快速取回：0.2

标准取回：0.06

批量取回：0.016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东京 智能分层存储（多 AZ）/智能分层存储 0

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东京、新加坡 深度归档存储
标准取回：0.14

批量取回：0.018

北京金融、上海金融、深圳金融
标准存储 0

低频存储 0.04

深圳金融 归档存储

快速取回：0.4

标准取回：0.1

批量取回：0.027

中国香港、孟买、首尔、圣保罗

标准存储 0

低频存储 0.024

归档存储

快速取回：0.245

标准取回：0.082

批量取回：0.02

新加坡

标准存储 0

低频存储 0.03

归档存储

快速取回：0.245

标准取回：0.082

批量取回：0.02

曼谷、东京

标准存储 0

低频存储 0.02

归档存储

快速取回：0.245

标准取回：0.082

批量取回：0.02

雅加达
标准存储 0

低频存储 0.024

硅谷、弗吉尼亚、多伦多、法兰克福

标准存储 0

低频存储 0.02

归档存储

快速取回：0.2

标准取回：0.06

批量取回：0.016

计费案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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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低频存储容量费用 + 低频存储数据取回费用 + 低频存储请求费用 + 外网下行流量费用

假设用户 B 于2020年11月1日上传了一个5GB低频存储类型的数据至广州地域的 COS 存储桶，产生了100次请求，第2天使用公网且不开启

CDN 的情况下读取该数据，产生了100次请求，其余时间无其他操作，按照每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那么：

低频存储容量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开始每天结算。

低频存储数据取回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结算。

低频存储请求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3日结算。

外网下行流量费用：在2020年11月3日结算。

由于数据取回费用无适用的资源包，则按照按量计费方式分析如下：

按量计费：

低频存储容量费用 = 0.08元/GB/月 /30 x 5GB x 30天 = 0.4元

低频存储数据取回费用 = 0.02元/GB x 5GB = 0.1元

低频存储请求费用 = 0.05元/万次 x 100次 / 10000 x 2 = 0.001元

外网下行流量费用 = 0.5元/GB x 5GB = 2.5元

综合上面分析得出，整个11月用户 B 总花费0.4 + 0.1 + 0.001 + 2.5 = 3.001元。

以下案例中出现的费用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参见 COS 产品定价。

存储量以二进制计算，例如1TB = 1024G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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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功能费用指用户开启并使用了管理功能（如清单或检索功能）后所产生的费用。

计费项 适用的存储类型 计费项说明 计费方式

清单功能费用 与存储类型不相关 当用户开启了清单功能后，列出存储桶对象列表时产生的费用 按量计费

检索功能费用
标准存储

低频存储
当用户使用检索功能对指定对象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检索时，按照实际检索量进行收费 按量计费

批量处理费用 与存储类型不相关 当用户开启了批量处理功能后，COS 会按创建的任务数和对象处理量进行收费 按量计费

对象标签费用 与存储类型不相关 当用户开启了对象标签功能后，COS 会按对象标签数量进行收费 按量计费

管理功能费用的计费方式和计算方法

计费方式 计费项 计费方法

按量计费

清单功能费用
按日结算

清单功能费用 = 列出的对象数/百万 x 单价

检索功能费用
按日结算

检索功能费用 = 每 GB 单价 x 日累计数据检索量

批量处理费用

批量处理费用包括任务费用和对象处理费用。

按日结算

任务费用 = 创建的任务数 x 单价

对象处理费用 = 每处理万个对象 x 单价

对象标签费用
按日结算

对象标签费用 = 每万个标签数 x 单价

管理功能定价

以下表格为管理功能的按量计费定价，无资源包定价。

地域 管理功能费用

清单功能（元/

每列出百万对象）

检索功能（元/GB） 批量处理功能 对象标签费用（元/

每万个标签）
标准存储 低频存储 任务费用 对象处理费用（元/

管理功能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7 15:16:10

说明：

关于存储类型的更多介绍，请参见 存储类型概述。

注意：

2021年09月30日起，对象标签进行刊例价降价调整。

1. 公有云中国大陆地域降至0.00166667元/万个标签/日，中国香港和境外地域降至0.002元/万个标签/日。

2. 此价格将在2021年10月01日的账单生效（即2021年09月30日账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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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个） 每处理万个对象）

成都、重庆、北

京一、北京、南

京、上海、广州

0.019 0.012 0.013 1.5 0.06 0.00166667

硅谷 0.019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1.5 0.06 0.002

中国香港、新加

坡、孟买、首

尔、曼谷、雅加

达、东京、法兰

克福、圣保罗

0.019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

0.002

弗吉尼亚、多伦

多
0.017 0.002

计费案例

案例1：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 对象标签费用 + 请求费用

假设用户 A 于2020年11月1日上传了10GB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至广州地域的 COS 存储桶，当天给10万个对象批量添加标签，并且产生了10万

次请求次数，其余时间无其他操作，按照每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那么：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开始每天结算。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结算。

对象标签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结算。

按照按量计费方式分析如下：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 0.118元/GB/月 /30 x 10GB x 30天= 1.18元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 = 0.01元/万次 x 10万次 = 0.1元

对象标签费用 = 0.00166667元/每万个标签/日 x 30 x 10万个对象 = 0.500001元

综合上面分析得出，整个11月用户 A 总花费为1.18 + 0.1 + 0.500001 = 1.780001元。

案例2：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 检索功能费用 + 请求费用

假设用户 A 于2020年11月1日上传了一个10GB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至广州地域的 COS 存储桶，当天对该数据进行检索，产生了5GB的检索

量，并且产生了10万次请求次数，其余时间无其他操作，按照每日对上一日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那么：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开始每天结算。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结算。

检索功能费用：在2020年11月2日结算。

按照按量计费方式分析如下：

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 0.118元/GB/月 /30 x 10GB x 30天= 1.18元

标准存储请求费用 = 0.01元/万次 x 10万次 = 0.1元

检索功能费用 = 0.012元/GB x 5GB = 0.06元

说明：

以下案例中出现的费用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参见 COS 产品定价。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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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面分析得出，整个11月用户 A 总花费为1.18 + 0.1 + 0.06 = 1.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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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基于数据万象（Cloud Infinite，CI）为用户提供灵活且强大的 图片处理功能，例如图片旋转、

裁剪、转码、缩放等，并且提供 Guetzli 压缩、TPG 转码、HEIF 转码等图片瘦身解决方案，图片或文字水印、独有盲水印等版权保护解决方

案，满足多种业务场景下的图片需求。

图片处理费用分为基础图片处理费用、图片高级压缩费用、Guetzli 图片压缩费用、盲水印费用、异常图片检测费用以及智能海报生成费用，具体

介绍如下：

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计费周期 适用的计费方式

基础图片

处理费用

指用户在下载或做持久化操作时，对图片进行裁剪、缩放、水印、获取信息等基础处理时

所产生的费用。基础图片处理功能按照图片原文件大小进行数据处理量计算。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基础图

片处理资源包

图片高级

压缩费用

指将图片转换为 TPG 、AVIF、 HEIF 等高压缩比格式而产生的费用。图片高级压缩按照

使用次数进行计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图片压

缩资源包

Guetzli

图片压缩

费用

对 JPG 图片进行 Guetzli 画质无损压缩而产生的费用，根据压缩次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图片压

缩资源包，按照

1:10进行抵扣

盲水印费

用

指对图片进行盲水印操作产生的费用。盲水印操作包括添加和提取两种形式，按照处理次

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盲水印

资源包

异常图片

检测费用
指对图片进行异常图片检测产生的费用，按照处理次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智能海报

生成费用
指使用模板批量生成多类型成品海报产生的费用，按照处理次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图片处理定价

计费项 价格

基础图片处理
≤ 10TB：免费

> 10TB：0.025元/GB

图片高级压缩

TPG：0.1元/千次

HEIF：0.1元/千次

AVIF：0.3元/千次

Guetzli 图片压缩 1元/千次

盲水印 添加盲水印：1元/千次 提取盲水印：1元/千次

异常图片检测 0.1元/千次

智能海报生成 0.2元/次

计费 例

数据处理费用

图片处理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2 15:14: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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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示例

假设用户 A 上传了一批图片至存储桶中，在上传图片时，使用了数据万象的图片剪裁功能和 Guetzli 压缩功能对图片进行了实时处理，并添加了

盲水印。

根据用量统计可了解到，本次图片处理共产生基础图片处理用量5TB，Guetzli 压缩次数1万次，盲水印使用次数1万次。且用户 A 在上个月购买

了1个有效时长为12月，中国大陆通用的10万次图片压缩资源包。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

费用组成 免费额度 单价 资源包 计费量 费用（单价*计费量）

基础图片处理费用 10TB 0.025元/GB/月 无 0GB 0元

Guetzli压缩费用 无 1元/千次 10万次图片压缩资源包 0次 0元

盲水印费用 无 1元/千次 无 10000次 10元

月费用 - - - - 10元

说明：

数据万象不对入流量收取费用，上传图片进行实时处理不产生流量费用。

数据万象计费项顺序为：资源包＞按量计费，Guetzli 压缩可通过图片压缩资源包进行抵扣，故不产生按量计费费用。

存储费用由 对象存储 COS 进行收取。

您在了解图片处理费用组成和计费项说明后，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评估所需处理的资源量，然后使用 CI价格计算器 进行计算，并导

出预算清单。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i/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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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基于数据万象（Cloud Infinite，CI）提供内容识别功能，集成腾讯云 AI 的多种强大功能，对腾

讯云 COS 的数据提供二维码识别、图片标签、图片质量评估、人脸识别等增值服务，广泛应用于电商网站、社交软件、相册应用、视频网站等多

种场景，方便用户对图片进行内容管理。

内容识别费用

内容识别费用分为二维码识别费用、图片标签费用、图片质量评估费用、以图搜图费用等费用，具体介绍如下：

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计费周期 适用的计费方式

二维码识别

费用
指对图片进行二维码识别而产生的费用，根据识别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资源包：内容识

别资源包

图片标签费

用
指使用图片标签服务而产生的费用（账单展示为内容识别费用），按照鉴别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资源包：内容识

别资源包

图片质量评

估费用
指对图片进行质量评估而产生的费用，根据评估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人脸识别费

用

指对图片中出现的人脸进行识别而产生的费用，包含人脸检测、人脸特效（人脸美颜、人

脸性别变换、人脸年龄变化、人像分割等），根据识别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资源包：人脸特

效资源包（仅抵

扣人脸特效服

务）

人脸核身费

用
指对图片进行人脸核身而产生的费用，根据接口成功调用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汽车识别费

用

指对图片进行汽车相关识别出来而产生的费用，包含：车牌检测、车辆检测，根据识别次

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图片文字识

别

（OCR）

费用

指对图片进行 OCR 识别而产生的费用，包含：通用文字识别（印刷体识别、印刷体高精

度版、印刷体精简版、印刷体高速版、手写体识别）、身份证识别，根据识别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以图搜图费

用

是指对图像进行搜索而产生的费用，包括图像索引、图像搜索，按照处理图片次数进行计

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图像修复费

用
是指对图像进行修复而产生的费用，按照使用次数进行计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商品抠图费

用
是指对图像进行抠图而产生的费用，按照使用次数进行计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LOGO 识

别费用
是指对图像中的 LOGO 进行识别而产生的费用，按照识别次数进行计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词性分析费

用
是指对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提供包括分词、词性标注等功能，根据使用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内容识别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2 15: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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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计费周期 适用的计费方式

人体识别费

用
是指对图片中的人体进行识别而产生的费用，根据识别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文本翻译费

用
是指对文档和文字进行翻译而产生的费用，根据翻译字符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图片翻译费

用
是指对图片进行翻译而产生的费用，根据翻译图片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图像超分费

用
是指将图片由低分辨率图像重建出高分辨率图像而产生的费用，根据图片处理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视频人像分

割费用

是指对输入视频进行解析，识别人像区域分割并产生结果视频而产生的费用，根据输出视

频时长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图像增强费

用
是指对图片进行综合增强而产生的费用，根据图片处理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图片上色费

用
是指对黑白图片进行一键上色而产生的费用，根据图片处理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图像智能剪

裁费用

是指智能分析图像主体内容，对图像进行裁剪以适配不同尺寸要求而产生的费用，根据图

片处理次数进行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听歌识曲费

用
是指对音频进行分析，识别音频对应的歌曲而产生的费用，根据识别次数收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内容识别定价

图片标签费用

月鉴图张数（N） 价格

N ≤ 300万 1.50元/千张

300万 < N ≤ 1500万 1.35元/千张

1500万 < N ≤ 3000万 1.30元/千张

N > 3000万 1.10元/千张

图片质量评估费用

月评估量 价格

注意：

内容识别部分计费项采用累进式阶梯价，不同用量价格不同。

如：A 用户本月身份证识别量为30,000次，实际收费为：10,000 * 0.15 +（30,000 - 10,000） * 0.1 = 3,500元

注意：

图片标签为打分制，对于每一张图片均有一个0 - 100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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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评估量 价格

0 < 评估量 ≤ 100万 3元/千次

100万 < 评估量 ≤ 300万 2.5元/千次

300万 < 评估量 ≤ 1500万 2元/千次

评估量 > 1500万 1.5元/千次

人脸识别费用

人脸检测

月检测量 价格

0 < 检测量 ≤ 300万 0.5元/千次

300万 < 检测量 ≤ 1500万 0.4元/千次

检测量 > 1500万 0.3元/千次

人脸特效

月调用量 价格

0 < 调用量 ≤ 1万 10元/千次

1万次 < 调用量 ≤ 10万 9元/千次

10万 < 调用量 ≤ 100万 8元/千次

调用量 > 100万 7元/千次

人脸核身费用

月调用量 价格

0 < 调用量 ≤ 1000 1元/次

1000 < 调用量 ≤ 1万 0.85元/次

1万 < 调用量 ≤ 10万 0.75元/次

调用量 > 10万 0.68元/次

汽车识别费用

月识别量 价格

0 < 识别量 ≤ 100万 3元/千次

100万 < 识别量 ≤ 300万 2.5元/千次

300万 < 识别量 ≤ 1500万 2元/千次

识别量 > 1500万 1.5元/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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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文字识别（OCR）费用

通用文字识别定价参见下表，其中不同识别类型价格不同：

识别类型 0 < 调用量 ≤ 1万 1万 < 调用量 ≤ 10万 10万以上

印刷体识别 0.15元/次 0.10元/次 0.06元/次

印刷体高精度版 0.50元/次 0.35元/次 0.20元/次

印刷体精简版 0.08元/次 0.05元/次 0.03元/次

印刷体高速版 0.50元/次 0.35元/次 0.20元/次

手写体识别 0.15元/次 0.10元/次 0.06元/次

身份证识别

月识别量 价格

0 < 识别量 ≤ 1万 0.15元/次

1万 < 识别量 ≤ 10万 0.1元/次

识别量 > 10万 0.06元/次

以图搜图费用

图像索引

月检测量 价格

0 < 检测量 ≤ 999999 0.013元/张

999999 < 检测量 ≤ 2999999 0.01元/张

2999999 < 检测量 ≤ 14999999 0.008元/张

检测量 > 14999999 0.0075 元/张

图像搜索

月检测量 价格

0 < 检测量 ≤ 999999 0.015元/次

999999 < 检测量 ≤ 2999999 0.0135元/次

2999999 < 检测量 ≤ 14999999 0.012元/次

检测量 > 14999999 0.01元/次

其他费用

计费项 价格

二维码识别 1元/千次

图像修复 0.035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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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 价格

商品抠图 0.14元/次

LOGO 识别 3元/千次

词性分析 0.002元/次

人体识别 2元/千次

文本翻译 30元/百万字符

图片翻译 0.03元/次

图像超分 0.006元/次

视频人像分割 1.2元/分钟

图片上色 6元/千次

图像增强 8元/千次

图像智能剪裁 2元/千次

听歌识曲 0.5元/次

计费示例

假设用户 A 上传了一批图片至存储桶中，使用数据万象 内容识别服务，并开启了 CDN 加速服务。

根据用量统计可了解到，本月内容识别处理二维码识别3万次，人脸特效5万次，身份证识别5万次，并产生 CDN 回源流量100GB。且用户 A 本

月购买了1个有效期为12月，中国大陆通用的10万次人脸特效资源包。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

费用组成 免费额度 单价 资源包 计费量 费用（单价*计费量）

二维码识别费用 无 1元/千次 无 30000次 30元

人脸特效费用 无 9元/千次 10万次人脸特效资源包 0次 0元

身份证识别费用 无 0.1元/次 无 50000次 5000元

CDN 回源流量费用 10GB 0.15/GB 无 100GB 15元

月费用 - - - - 5045元

说明：

数据万象计费项顺序为：资源包＞按量计费，人脸特效可通过人脸资源包进行抵扣，故不产生按量计费费用。

您在了解内容识别费用组成和计费项说明后，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评估所需处理的资源量，然后使用 CI价格计算器 进行计算，并导

出预算清单。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i/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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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基于数据万象（Cloud Infinite，CI）提供 内容审核功能。为用户提供图片、视频、语音、文本

等文件的内容安全智能审核服务，帮助用户有效识别涉黄、违法违规和广告审核，规避运营风险。

内容审核费用

内容审核费用按照审核类型方式分为图片审核费用、文本审核费用、视频审核费用、音频审核费用、直播审核费用、文档审核费用和网页审核费

用，具体介绍如下：

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计费周期 适用的计费方式

图片审核费

用
指使用图片审核功能而产生的费用，按照图片审核次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内容审核资

源包

文本审核费

用
指使用文本审核功能而产生的费用，按照每月审核条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内容审核资

源包

视频审核费

用

指使用视频审核功能而产生的费用，包括：视频画面审核、视频截帧、视频声音审

核。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内容审核资

源包

音频审核费

用
指使用音频审核功能而产生的费用，按照每月审核音频时长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内容审核资

源包

直播审核费

用

指使用直播审核功能而产生的费用，包括：直播审核-图片费用、直播审核-音频费

用。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内容审核资

源包

文档审核费

用
指使用文档审核功能而产生的费用，文档审核分为文档页面审核和文档处理。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内容审核资

源包

网页审核费

用

指使用网页审核功能而产生的费用。网页审核分为网页内图片审核、网页内文本审

核。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内容审核资

源包

人工审核
由天御专业团队提供，对机器审核判定为敏感的内容进行人工二次复检，按照审核次

数收费。
按日结算 按量计费

内容审核定价

不同的审核类型、审核方式，对应的内容审核价格不同，审核方式如下：

自动审核指用户预先配置内容审核功能，当用户将数据上传至存储桶后，我们会自动对数据进行审核。

历史数据审核指针对用户已存在的历史数据进行审核，用户创建历史数据审核任务后，后台会对用户指定的数据进行批量审核。历史数据审核会

自动调度后台的审核情况，后台审核资源会优先保证自动审核服务，历史数据审核主要利用后台闲时资源，所以价格上相对自动审核会更低。

人工审核区别于机器审核，由天御专业团队提供，对机器审核判定为敏感的内容进行人工二次复检。

图片审核定价

内容审核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1 10:42: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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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动数据审核方式、调用 API 进行审核，均会产生图片增量审核费用。

通过历史数据审核方式进行审核，会产生图片存量审核费用。

增量审核定价

月审核次数（N） 确定部分 不确定部分

N ≤ 300万 1.50元/千次 0.38元/千次

300万 ＜ N ≤ 1500万 1.35元/千次 0.34元/千次

1500万 ＜ N ≤ 3000万 1.30元/千次 0.33元/千次

N ＞ 3000万 1.10元/千次 0.28元/千次

存量审核定价

月审核次数（N） 价格

N ≤ 300万 0.45元/千次

300万 ＜ N ≤ 1500万 0.405元/千次

1500万 ＜ N ≤ 3000万 0.39元/千次

N ＞ 3000万 0.33元/千次

文本审核定价

文本审核（增量）定价

月审核条数（N） 价格

N ≤ 500千条 2.2元/千条

500千条 ＜ N ≤ 3000千条 1.9元/千条

3000千条 ＜ N ≤ 15000千条 1.75元/千条

15000千条 ＜ N ≤ 30000千条 1.25元/千条

N ＞ 30000千条 1元/千条

文本审核（存量）定价

月审核条数（N） 价格

N ≤ 500千条 0.66元/千条

注意：

图片审核为打分制，对于每一张图片均有一个0 - 100的分值。

确定部分指确定是审核出的违规图片和确定正常的图片，分值在60分以下及90分以上，无需人工干预。

不确定部分指疑似违规的图片，系统无法区分是否违规，分值在60 - 90分，建议用户通过人工审核的方式确定。

图片审核可审核多种场景，每种场景单独计费。如您勾选了鉴黄、广告两种场景，则审核1张图片，会计算为审核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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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审核条数（N） 价格

500千条 ＜ N ≤ 3000千条 0.57元/千条

3000千条 ＜ N ≤ 15000千条 0.525元/千条

15000千条 ＜ N ≤ 30000千条 0.375元/千条

N ＞ 30000千条 0.3元/千条

视频审核定价

视频审核分为视频画面审核、视频截帧、视频声音审核，其中：

视频画面审核：基于视频截帧能力，通过视频截帧将视频截取为多张图片进行审核，审核费用与图片审核一致。

视频截帧：会产生相应的 视频截帧费用。

视频声音审核：将视频声音分离出来进行音频审核，审核费用与音频审核一致。

音频审核定价

音频审核（增量）定价

月审核时长（N） 价格

N ≤ 1500小时 0.9元/小时

1500小时 ＜ N ≤ 5000小时 0.8元/小时

5000小时 ＜ N ≤ 20000小时 0.7元/小时

20000小时 ＜ N ≤ 100000小时 0.6元/小时

N ＞ 100000小时 0.5元/小时

音频审核（存量）定价

月审核时长（N） 价格

N ≤ 1500小时 0.27元/小时

1500小时 ＜ N ≤ 5000小时 0.24元/小时

注意：

文本审核按条数计费，每10000个 utf8 编码字符计算为一条，不足1条按1条计算。

使用自动数据审核方式、调用 API 进行审核，均会产生增量审核费用。

通过历史数据审核方式进行审核，会产生存量审核费用。

文本审核可审核多种场景，每种场景单独计费。如您勾选了鉴黄、广告两种场景，则会计算为审核2次。

注意：

使用自动数据审核方式、调用 API 进行审核，均会产生增量审核费用。

通过历史数据审核方式进行审核，会产生存量审核费用。

视频审核可审核多种场景，每种场景单独计费。如您勾选了鉴黄、广告两种场景，则会计算为审核2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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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审核时长（N） 价格

5000小时 ＜ N ≤ 20000小时 0.21元/小时

20000小时 ＜ N ≤ 100000小时 0.18元/小时

N ＞ 100000 小时 0.15元/小时

直播审核定价

直播审核分为直播画面审核、直播声音审核，其中：

直播画面审核：将直播流截取为多张图片进行审核，无额外的截帧费用，审核费用见下表。

直播声音审核：将直播流中的音频分离出来并切成多个音频片段进行音频审核，无额外的分离切片费用，审核费用见下表。

直播审核不区分增量、存量。

审核类型 价格

直播画面审核 3元/千张

直播声音审核 2元/小时

文档审核定价

文档的审核分为文档页面审核和文档处理，其中：

文档页面审核：基于文档处理能力，将文档按页进行预处理，转换为多张图片进行审核，审核费用与图片审核一致。

文档处理：会产生相应的 文档转图片费用。

网页审核定价

网页的审核分为网页内图片审核、网页内文本审核，其中：

网页内图片审核：审核网页内的图片，审核费用与图片审核一致。

网页内文本审核：审核网页内的文本，审核费用与文本审核一致。

说明：

使用自动数据审核方式、调用 API 进行审核，均会产生增量审核费用。

通过历史数据审核方式进行审核，会产生存量审核费用。

音频审核可审核多种场景，每种场景单独计费。如您勾选了鉴黄、广告两种场景，则会计算为审核2次。

注意：

直播审核可审核多种场景，选择不同的场景计费方式不变。如您勾选了鉴黄、广告两种场景，审核1张直播截图，仅计算为审核1次。

说明：

使用自动数据审核方式、调用 API 进行审核，均会产生增量审核费用。

通过历史数据审核方式进行审核，会产生存量审核费用。

文档审核可审核多种场景，每种场景单独计费。如您勾选了鉴黄、广告两种场景，则会计算为审核2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5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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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审核费用

人工审核服务由天御专业团队提供，确保审核结果的可靠性。定价请参见下表：

功能 价格

人工审核 70元/千次

计费示例

用户 A 使用历史数据审核功能对存储桶中的10万张图片进行了色情、广告场景的审核，后续又通过自动审核功能在色情、广告场景下审核了1万张

图片。其中自动审核的1万张图片审核结果中，有9000张为正常图片，500张为确认色情的图片，500张为疑似广告的图片。

图片审核费用 = 图片审核单价 × 审核场景数 × 图片张数

则用户 A 产生的图片审核总费用为：存量图片审核单价 × 审核场景 × 图片张数 + 增量图片审核“确定部分”单价 × 审核场景 × 图片张数 +

增量图片审核“不确定部分”单价 × 审核场景 × 图片张数= 0.45 × 2 × 10 + 1.5 × 2 × 9.5 + 0.38 × 2 × 0.5 = 37.88元

说明：

使用自动数据审核方式、调用 API 进行审核，均会产生增量审核费用。

通过历史数据审核方式进行审核，会产生存量审核费用。

网页审核可审核多种场景，每种场景单独计费。如您勾选了鉴黄、广告两种场景，则会计算为审核2次。

注意：

文本人工审核，每10000个 utf8 编码字符计算为一条，不足1条按1条计算。

注意：

您在了解内容审核费用组成和计费项说明后，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评估所需处理的资源量，然后使用 CI 价格计算器进行计算，并导出

预算清单。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i/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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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基于数据万象（Cloud Infinite，CI）提供 媒体处理服务。为用户提供视频截帧、视频转动图、

文件转码、视频元信息提取、音视频拼接等基础视频处理服务。此外，还结合腾讯云先进的 AI 技术，通过对视频内容的理解，智能计算选出最优

的关键帧作为视频封面，可以有效提升视频点击率及用户视觉体验。

媒体处理费用

媒体处理费用指使用视频截帧、视频元信息获取、视频转动图、音视频转码等 媒体处理功能 而产生的费用，具体如下：

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计费周期 适用的计费方式

音视频转码

费用

指使用音视频转码服务产生的费用，包含：普通转码、倍速转码、视频转动图、音视频拼

接，根据输出视频时长收费，不同分辨率费用不同。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处

理资源包

极速高清转

码费用
指使用极速高清转码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输出视频时长收费，不同分辨率费用不同。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处

理资源包

精彩集锦费

用
指使用精彩集锦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原视频时长收费，不同分辨率费用不同。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智

能处理资源包

视频增强费

用
指使用视频增强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输入视频时长收费，不同分辨率费用不同。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智

能处理资源包

超分辨率费

用

指使用超分辨率服务产生的费用，包括基础版、增强版，根据输出视频时长收费，不同分辨

率费用不同。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智

能处理资源包

SDR to

HDR 费用
指使用 SDR to HDR 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动态范围变换按输出视频时长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智

能处理资源包

视频标签费

用
指使用视频标签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输入视频时长收费，识别失败不进行计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智

能处理资源包

视频元信息

获取费用
指使用视频元信息获取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使用次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处

理资源包

视频截帧费

用
指使用视频截帧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使用次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处

理资源包

智能封面费

用
指使用智能封面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输入视频时长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智

能处理资源包

数字水印费

用
指使用数字水印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输出视频时长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处

理资源包

媒体处理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2 15:13: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89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4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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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计费周期 适用的计费方式

视频质量评

分费用
指使用视频质量评分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输入视频时长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视频插帧费

用
指将低帧率视频转换为高帧率视频而产生的费用，根据输出视频时长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媒体处理定价

音视频转码定价

不同地域，不同编码方式，音视频转码（包含普通转码、视频转动图、音视频拼接）定价如下：

编码方式 分辨率
中国境内 （元/

分钟）

硅谷（元/

分钟）

孟买、首尔、曼谷、莫斯科、中国香港、东京、多伦多、

法兰克福、新加坡 （元/分钟）

转封装 - 0.007 0.014 0.0198

纯音频 - 0.0056 0.01 0.0134

H.264

标清 SD（640 x

480）
0.016 0.016 0.0474

高清 HD（1280 x

720）
0.0325 0.0333 0.0672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0.063 0.064 0.1472

2K（2560 x1440） 0.136 0.1382 0.2272

4K（3840 x 2160） 0.278 0.2822 0.3072

VP8

标清 SD（640 x

480）
0.018 0.0185 0.049

高清 HD（1280 x

720）
0.034 0.0345 0.07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0.065 0.066 0.15

2K（2560 x1440） 0.136 0.14 0.24

4K（3840 x 2160） 0.29 0.31 0.34

VP9

标清 SD（640 x

480）
0.022 0.024 0.024

高清 HD（1280 x

720）
0.04 0.04 0.04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0.07 0.073 0.073

2K（2560 x1440） 0.18 0.185 0.185

4K（3840 x 2160） 0.33 0.34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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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方式 分辨率
中国境内 （元/

分钟）

硅谷（元/

分钟）

孟买、首尔、曼谷、莫斯科、中国香港、东京、多伦多、

法兰克福、新加坡 （元/分钟）

H.265

标清 SD（640 x

480）
0.08 0.0813 0.2874

高清 HD（1280 x

720）
0.156 0.1587 0.3872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0.3112 0.3162 0.7872

2K（2560 x1440） 0.6703 0.681 1.1872

4K（3840 x 2160） 1.3406 1.3619 1.5872

AV1

标清 SD（640 x

480）
0.16 0.16 0.16

高清 HD（1280 x

720）
0.312 0.312 0.312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0.6224 0.6224 0.6224

2K（2560 x1440） 1.3406 1.3406 1.3406

4K（3840 x 2160） 2.6812 2.6812 2.6812

极速高清转码定价

编码方式 分辨率
中国境内 （元/

分钟）

硅谷（元/

分钟）

孟买、首尔、曼谷、莫斯科、中国香港、东京、多伦多、

法兰克福、新加坡 （元/分钟）

H.264

标清 SD（640 x

480）
0.066 0.1567 0.1818

高清 HD（1280 x

720）
0.099 0.2106 0.2436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0.195 0.4181 0.4856

2K（2560 x1440） 0.42 0.6267 0.7182

4K（3840 x 2160） 0.84 0.8533 0.9388

H.265 标清 SD（640 x

480）
0.327 0.8222 0.9127

说明：

倍速转码消耗计算资源为普通转码2倍，即使用10分钟倍速转码会产生20分钟普通转码用量。 

计费按输出视频分辨率的长边和短边属于输出规格划定的范围进行判定，方式如下：

以输出 SD (1280 x 720) 规格为例，输出视频的分辨率长边（宽）不大于1280且短边（高）不大于720则属于 SD 输出规格。

如输出视频的长边大于1280或输出视频的短边大于720，该输出视频属于更高分辨率输出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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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方式 分辨率
中国境内 （元/

分钟）

硅谷（元/

分钟）

孟买、首尔、曼谷、莫斯科、中国香港、东京、多伦多、

法兰克福、新加坡 （元/分钟）

高清 HD（1280 x

720）
0.489 1.0639 1.1468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0.978 2.2108 2.4305

2K（2560 x 1440） 2.1 3.2233 3.6821

4K（3840 x 2160） 4.2 4.3444 4.8440

精彩集锦定价

分辨率 价格（元/分钟）

标清 SD（640 x 480） 0.25

高清 HD（1280 x 720） 0.3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0.35

2K（2560 x 1440） 0.5

4K（3840 x 2160） 0.6

视频增强定价

分辨率 价格（元/分钟）

色彩增强 0.4

细节增强 0.4

超分辨率定价

基础版

分辨率（R） 帧率（F） 价格（元/分钟）

R ≤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F ＜ 30 2.4

R ≤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F ≥ 30 4.8

R ＞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F ＜ 30 3.2

R ＞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F ≥ 30 9.6

增强版（老片修复）

分辨率（R） 帧率（F） 价格（元/分钟）

2K（2560 x 1440） ＜ R ≤ 4K（3840 x 2160） F ≤ 30 15

2K（2560 x 1440） ＜ R ≤ 4K（3840 x 2160） F ＞ 30 24

高清 HD（1280 x 720） ＜ R ≤ 2K（2560 x 1440） F ≤ 3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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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R） 帧率（F） 价格（元/分钟）

高清 HD（1280 x 720） ＜ R ≤ 2K（2560 x 1440） F ＞ 30 12

R ≤ 高清 HD（1280 x 720） F ≤ 30 4

R ≤ 高清 HD（1280 x 720） F ＞ 30 7.5

数字水印定价

分辨率 价格（元/分钟）

标清 SD（640 x 480） 0.38

高清 HD（1280 x 720） 0.4

全高清 FHD（1920 x 1080） 0.43

2K（2560 x 1440） 0.46

4K（3840 x 2160） 0.5

水印提取 0.85

视频插帧定价

分辨率（R） 帧率（F） 价格（元/分钟）

R ≤ 高清 HD（1280 x 720） F ≤ 30 3

R ≤ 高清 HD（1280 x 720） F ＞ 30 6

高清 HD（1280 x 720） ＜ R ≤ 2K（2560 x 1440） F ≤ 30 6

高清 HD（1280 x 720） ＜ R ≤ 2K（2560 x 1440） F ＞ 30 12

2K（2560 x 1440） ＜ R ≤ 4K（3840 x 2160） F ≤ 30 18

2K（2560 x 1440） ＜ R ≤ 4K（3840 x 2160） F ＞ 30 36

其他定价

功能 价格

SDR to HDR 0.4元/分钟

视频标签 0.05元/分钟

视频元信息获取 0.1元/千次

视频截帧 0.1元/千次

智能封面 0.15元/分钟

注意：

对需要开启数字水印功能的视频，通过转码进行添加数字水印，因此会产生数字水印添加 、转码费用。当视频发生侵权问题后，通过数据

万象对侵权视频提取水印，因此会产生提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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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价格

视频质量评分 0.098元/分钟

计费示例

用户甲运营着一个在线视频网站，访问者可上传自己的创作视频至网站，由网站进行媒体处理并下载图片。用户甲将网站内容存储在广州地域的

COS 存储桶中，使用数据万象服务，并开启了 CDN 加速服务。

需求

每月基础视频处理量100GB，产生 CDN 回源流量100GB，H264 1080P转码2000分钟，视频截帧10000次，人声分离500分钟。

月费用计算

费用组成 免费额度 单价 计费量
费用 （单价 *

计费量）

转码费用 0
H264 全高清 FHD（短边 ≤ 1080px） 0.063元/分

钟

2000 *

0.063
126元

截帧费用 0 0.1元/千次 10000次 1元

人声分离费用 0 0.08元/分钟 500 * 0.08 40元

CDN 回源流量费

用
0 0.15元/GB 100GB 15元

月费用 - - - 182元

说明：

以下费用实例以中国大陆地区使用为准。

费用实例中出现的费用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详情请参见 计费与定价。

您在了解媒体处理费用组成和计费项说明后，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评估所需处理的资源量，然后使用CI价格计算器进行计算，并导出

预算清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970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i/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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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基于数据万象（Cloud Infinite，CI）提供 文档处理功能。支持多种类型的文件生成图片预览，

可以解决文档内容的页面展示问题，满足 PC、App 等多端的文档在线浏览需求。同时，还提供文本隐私筛查能力，可以有效识别文本中的身份

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等敏感数据，满足数据可用性和隐私保护的各种要求。

文档处理费用

文档处理费用分为文档转图片费用、文档转 HTML 费用、隐私合规保护费用，具体介绍如下：

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计费周期 适用的计费方式

文档转图片费

用

指使用文档预览服务时，采用文档转图片功能产生的费用，文档转图片按照转换成功的

文档页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文档预

览资源包

文档转

HTML 费用
指使用文档预览服务时，采用文档转 HTML 功能产生的费用，根据转换成功次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文档预

览资源包

隐私合规保护

费用

指对文件中的身份证号、车牌号、手机号等隐私数据进行筛查而产生的费用，根据检测

成功的文件大小进行计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文档处理定价

计费项 价格

文档转图片 0.1元/千页

文档转 HTML 0.01元/次

隐私合规保护 0.5元/GB

计费示例

假设用户 A 上传了一批文档文件至存储桶中，并使用了数据万象的文档转图片和文档转 HTML 服务对文档进行处理。

根据用量统计可了解到，本次文档处理共产生文档转图片转码页数5万页，文档转HTML使用次数1万次。且用户 A 在上个月购买了1个有效时长

为12月，中国大陆通用的10万次文档预览资源包。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

费用组成 免费额度 单价 资源包 计费量 费用（单价*计费量）

文档处理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2 15:14:18

说明：

文档转图片服务可同步对生成的图片文件进行缩放、裁剪、添加水印等基础图片处理，基础图片处理相关操作产生的计费隶属于基础图

片处理费用。

文档转 HTML 转换失败的次数不进行计费，发起一次预览请求计算为一次。

文档转 HTML 后，访问文档不产生外网下行流量。

文档转 PDF 按照 文档转图片费用 进行收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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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组成 免费额度 单价 资源包 计费量 费用（单价*计费量）

文档转图片 3000页 0.1元/千页 10万次文档预览资源包 0页 0元

文档转 HTML 无 0.01元/次 10万次文档预览资源包 47000次 470元

月费用 - - - - 470元

说明：

数据万象文档处理资源包按照1：1和100：1分别抵扣文档图片预览、文档 HTML 预览产生的用量，例如使用文档图片预览成功预览1

万页扣除1万页文档预览资源包用量，文档图片预览成功预览1万次扣除100万页文档预览资源包用量。

数据万象计费项顺序为：资源包＞按量计费，文档转图片可通过图片压缩资源包进行抵扣，故不产生按量计费费用。

存储费用由 对象存储 COS 进行收取。

您在了解文档处理费用组成和计费项说明后，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评估所需处理的资源量，然后使用 CI 价格计算器 进行计算，并导

出预算清单。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i/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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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基于数据万象（Cloud Infinite，CI）提供 文件处理功能。为用户提供哈希值计算等云上文件处理操作，满足用户更多的在线处理场

景。

文件处理费用

文件处理费用分为文件哈希值计算费用、文件解压费用和多文件打包压缩费用，具体介绍如下：

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计费周期 适用的计费方式

文件哈希值计算 指使用文件哈希值计算服务而产生的费用，按照文件大小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文件解压 指使用文件解压服务而产生的费用，按照解压后的文件大小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多文件打包压缩 指使用多文件打包压缩服务而产生的费用，按照打包前的文件大小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文件处理定价

计费项 价格

文件哈希值计算 0.05元/GB

文件解压 0.05元/GB

多文件打包压缩 0.05元/GB

计费示例

假设用户 A 上传了200个文件（共10GB）至存储桶中，并使用了哈希值计算和多文件打包压缩进行处理。

则产生的费用如下：

费用组成 单价 计费量 费用（单价 x 计费量）

文件哈希值计算 0.05元/GB 10GB 0.5元

多文件打包压缩 0.05元/GB 10GB 0.5元

月费用 - - 1元

文件处理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8 09:22:31

说明：

存储费用由对象存储进行收取。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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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基于数据万象（Cloud Infinite，CI）提供数据处理服务，您在使用服务时产生的流量费用由 CI

收取，目前流量费用分为 CDN 回源流量费用和外网出流量费用两部分，CI 不对入流量收取费用，计费周期为月，具体如下：

地域 流量类型 定义 价格

中国大陆地域

入流量 数据上传至数据万象产生的流量 免费

CDN 回源

流量

通过腾讯云 CDN/EdgeOne 访问数据万象，

CDN/EdgeOne 回源产生的流量
0.15元/GB

外网出流量 直接通过数据万象域名链接访问所产生的流量

0.50元/GB （成都、重庆地域） 

0.60元/GB （北京、上海、广州、

南京地域）

中国香港及境

外地域

入流量 数据上传至数据万象产生的流量 免费

CDN 回源

流量
通过腾讯云 CDN 访问数据万象，CDN 回源产生的流量 0.75元/GB

外网出流量 直接通过数据万象域名链接访问所产生的流量 0.75元/GB

流量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7 16:35:59

说明：

关于地域的具体划分，请参见 地域与域名。

通过 CDN/EdgeOne 下发到用户终端产生的流量不在数据万象计费范畴，按 CDN 计费标准收取，详见 CDN 计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310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2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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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万象（Cloud Infinite，CI）为用户提供语音识别、语音合成、人声分离等音频处理服务。

智能语音费用

智能语音费用指使用语音识别、语音合成、音频降噪、等 智能语音功能 而产生的费用，具体如下：

计费项 计费项说明 计费周期 适用的计费方式

人声分离

费用
指使用人声分离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输出文件时长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智能

处理资源包

语音合成

费用
指使用语音合成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输入字符数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音频降噪

费用
指使用音频降噪服务产生的费用，根据音频处理时长收费。 按月结算 按量计费

语音识别

费用

是指对录音文件进行识别并返回识别文本而产生的费用，包含：语音识别、极速语音识

别，按照识别时长进行计费。
按月计费

按量计费

资源包：媒体智能

处理资源包

智能语音定价

语音合成定价

输入字符数 价格（元/万字符）

0 < 字符数 ≤ 19万 3

19万 < 字符数 ≤ 99万 2.8

99万 < 字符数 ≤ 999万 2.6

999万 < 字符数 ≤ 3999万 2.4

字符数 > 3999万 2.2

语音识别费用

语音识别

每月用量（N） 价格

N ≤ 12万小时 1.75元/小时

12万小时 < N ≤ 30万小时 1.4元/小时

智能语音费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43:15

说明：

语音合成采用累进式阶梯价，不同用量价格不同。

如：A用户本月语音合成用量为89万字符，实际收费为：19万 * 3+（89 - 19）万 * 2.8 = 253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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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用量（N） 价格

N > 30万小时 0.95元/小时

极速语音识别

每月用量（N） 价格

N ≤ 1万小时 3.1元/小时

1万小时 < N ≤ 3万小时 2.7元/小时

3万小时 < N ≤ 10万小时 2.3元/小时

10万小时 < N ≤ 30万小时 1.9元/小时

N > 30万小时 1.3元/小时

其他定价

功能 价格

人声分离 0.08元/分钟

音频降噪 0.08元/分钟

计费示例

用户甲运营着一个在线音频处理网站，访问者可上传视频至网站，由网站进行语音识别，并分离音频中的人声。用户甲将网站内容存储在广州地域

的 COS 存储桶中，使用数据万象服务。

需求

每月极速语音识别1.5万小时，并处理人声分离5000分钟。

月费用计算

费用组成 免费额度 单价 计费量
费用 （单价 *

计费量）

极速语音识别费

用
0

识别量≤ 1万小时：3.1元/小时 

1万小时 < 识别量 ≤ 3万小时：2.7元/

小时

10,000 * 3.1+(15,000-

1,000)*2.7
44,500元

人声分离费用 0 0.08元/分钟 5,000 * 0.08 400元

月费用 - - - 44,900元

说明：

以下费用实例以中国大陆地区使用为准。

费用实例中出现的费用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详情请参见 计费与定价。

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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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了解智能语音费用组成和计费项说明后，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评估所需处理的资源量，然后使用CI价格计算器进行计算，并导出预

算清单。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i


对象存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6 共78页

简介

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面向所有新用户（即首次开通 COS 服务的个人和企业用户）提供一定量的免费额度资源包，可用

于抵扣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产生的标准存储容量费用。免费额度资源包明细请参见下表。

面向对象 免费额度资源包 有效期

个人用户 50GB 标准存储容量包 6个月（180天）

企业用户 1TB 标准存储容量包 6个月（180天）

免费范围

按照地域范围，免费额度资源包只适用于 公有云地域，不包含金融云地域，地域划分可前往 地域和访问域名 进行了解。

按照可抵扣的 计费项 范围，COS 提供的免费额度资源包仅可抵扣 标准存储容量，如下表所示。

费用项 计量项 是否可用免费额度资源包

存储容量

费用

标准存储容量

是。

个人用户可免费存储 50GB 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免费存储6个

月（180天）。

企业用户可免费存储 1TB 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免费存储6个月

（180天）。

标准存储（多 AZ）容量 否。

免费额度资源包不可抵扣非标准存储容量计费项。
低频存储容量/低频存储（多 AZ）容量

智能分层存储容量/智能分层存储（多 AZ）容量

归档存储容量

深度归档存储容量

请求费用 请求数

数据取回

费用
数据取回量

免费额度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7 15:21:15

说明：

存储量以二进制计算，例如1TB = 1024GB。

注意：

免费额度资源包不可抵扣 非标准存储容量 计费项，例如低频存储容量、归档存储容量、请求次数、流量等。关于计费项的更多介绍，

请参见 计费项 文档。

如果用户账号因违禁、欠费等情况停服后，将不能继续使用免费额度资源包，只有服务重新开启且在有效期内才可继续使用免费额度资

源包。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02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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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费用 外网下行流量、CDN 回源流量、跨地域复制流量、

全球加速流量

管理功能

费用

清单功能费用、检索功能费用、批量处理费用、对象

标签费用

示例说明

假设个人用户小云在2019年03月10日开通 COS 服务，并于3月16日上传了50GB 标准存储文件至北京地域的存储桶中，产生了100次请求。

在3月20日通过外网下载了10G 数据，产生了100次请求，随后一直到9月底无其他操作，那么分析如下：

时间 说明 计费单价 计费量 费用（元）

2019年03月

10日

个人用户小云将获得有效期为6个月（180天），每月（30天）享有50GB 标

准存储容量。
- - 免费

2019年03月

17日 - 2019

年9月5日

2019年03月17日开始每天结算标准存储容量费用，由于个人用户小云在

2019年03月10日到2019年9月5日（共180天）拥有50GB 标准存储容量免

费额度，因此不额外收取费用。

- - 免费

2019年03月

17日
结算100次标准存储请求费用。

0.01元/

万次
100次

0.01 x 100 /

10000 =

0.0001

2019年03月

21日
结算外网下行流量费用，共计10G的费用。

0.5

元/GB
10G 0.5 x 10 = 5

2019年03月

21日
结算100次标准存储请求费用。

0.01元/

万次
100次

0.01 x 100 /

10000 =

0.0001

2019年9月6

日

2019年9月6日当天开始，个人用户小云不再拥有免费额度，因此在2019年9

月6日到2019年9月30日（共25天）的存储容量费用将按量计费，每天收取

50GB 的标准存储容量费用

0.118

元/GB/

月

50GB

0.118 / 30 x

50 x 25 =

4.91666667

领取与查询

用户通过 注册腾讯云账号 并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 开通 COS 服务后，系统自动发放至用户账户。

关于免费额度资源包的到账情况、生效时间和到期时间，用户可以前往控制台 资源包管理 > 免费额度资源包 页面查看。

有效期计算

免费额度有效期为用户开通 COS 起6个月（180天）。

例如，用户开通 COS 的时间是2019年03月10日 17:13:14，按6个月180天计算，则免费额度资源包覆盖3月10日-9月5日的标准存储容量。

结算顺序

说明：

关于免费额度资源包到期后，后续如何计算费用，请参见 计费示例 文档。

以下示例中出现的计费单价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参见 COS 产品定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package/fre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4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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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已有免费额度资源包的情况下，可能还会产生其他的费用，例如请求费用、流量费用等基本费用。因此在账单结算时，系统将按照不同场景

采取不同的结算顺序。

默认情况下，系统采用按量计费方式进行结算。

用户已有标准存储容量免费额度资源包，没自购资源包的情况下，则结算顺序为：免费额度资源包 > 按量计费，即系统优先抵扣免费额度资源

包，超出免费额度的剩余部分采用按量计费方式结算。

用户已有标准存储容量免费额度资源包，并且自购了资源包，那么在资源包生效期间，结算顺序为：免费额度资源包 > 自购资源包 > 按量计

费，即系统将优先抵扣免费额度资源包和自购资源包，超出免费额度资源包和自购资源包的剩余部分将采用按量计费方式结算。

遇到问题？

如您对免费额度或费用账单存在疑问，可参见 计费计量 文档进行查询或 联系我们。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07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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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额度相关案例

案例 1：个人用户且享有免费额度

背景

个人用户 A 运营着一个网站，经常发布一些包含有图片、背景音乐、视频的文章，同时还有软件下载区等。用户 A 将网站内容存储在广州地域的

标准存储服务中，并开启了 CDN 加速服务。

需求

每日图片预计占用标准存储容量100GB，产生 CDN 回源流量100GB，总请求100万次。

日费用计算

用户 A 在享受免费额度期间（即用户开通 COS 起的6个月），每日的费用分析如下：

费用组成 免费额度 单价 计费量 费用 （单价 * 计费量）

存储容量费用 50GB 0.118元/GB/月 / 30 (100 - 50)GB 0.19666667元

请求费用 0 0.01元/万次 100万次 1元

CDN 回源流量费用 0 0.15元/GB 100GB 15元

日费用 - - - 16.1966667元

用户 A 享有的免费额度过期后，每日的费用分析如下：

费用组成 免费额度 单价 计费量 费用（单价 * 计费量）

存储容量费用 0 0.118元/GB/月 / 30 100GB 0.39333333元

请求费用 0 0.01元/万次 100万次 1元

CDN 回源流量费用 0 0.15元/GB 100GB 15元

日费用 - - - 16.3933333元

案例 2：企业用户且未享有免费额度

背景

一家医院 H 拥有大量的医疗记录和影像资料，需要进行备份存储。医院 H 将文件存储在重庆地域的归档存储中，未开启 CDN 加速服务。

计费示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8:01:08

注意：

以下是以中国城市地域的使用为例。

费用实例中出现的费用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参见 COS 产品定价。

个人用户每月享受50GB标准存储容量，6个月，详情请参见 免费额度。

企业用户每月享受1TB标准存储容量，6个月，详情请参见 免费额度。

存储量以二进制计算，例如1TB = 1024G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o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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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每日文件预计占用归档存储容量20TB，总请求20万次。

日费用计算

费用组成 免费额度 单价 计费量 费用（单价 * 计费量）

存储容量费用 0 0.03元/GB/月 / 30 20 * 1024GB 20.48元

请求费用 0 0.01元/万次 20万次 0.2元

日费用 - - - 20.68元

若您仍存疑惑，请 联系我们，获得更多技术支持或进行价格商议等。

按量计费与资源包计费案例

用户在不享有免费额度的情况下，采用按量计费或资源包计费方式的案例如下所示：

流量费用计费案例

存储容量费用计费案例

请求费用计费案例

数据取回费用计费案例

管理功能费用计费案例

说明：

存储量以二进制计算，例如1TB = 1024G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77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863#.E8.AE.A1.E8.B4.B9.E6.A1.88.E4.BE.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482#.E8.AE.A1.E8.B4.B9.E6.A1.88.E4.BE.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861#.E8.AE.A1.E8.B4.B9.E6.A1.88.E4.BE.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862#.E8.AE.A1.E8.B4.B9.E6.A1.88.E4.BE.8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864#.E8.AE.A1.E8.B4.B9.E6.A1.88.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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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您可以在腾讯云控制台的 费用中心，查看您的账户使用对象存储服务所产生的费用情况。

查看资源 ID 账单/明细账单

您可在 费用中心 控制台查看费用账单，可在线查看的账单类型有资源 ID 账单和明细账单。

资源 ID 账单：根据资源 ID 维度汇总展示账单金额，和 L2-资源账单文件一致。更多详情请参见 资源账单。

明细账单：不做聚合，每笔费用均为一条明细记录，和 L3-明细账单文件一致。更多详情请参见 明细账单。

1. 资源 ID 账单/明细账单

若您开启了新版资源账单，账单系统将执行新版账单的统计。开启新版账单之后，消费明细可在新版资源账单中查询。支持查看新版账单的时间，

具体要看您的账号开启新版账单的时间。例如，您的账号在2018年5月开启新版账单，则您可查看2018年5月及之后的新版账单，2018年5月之

前的只能查看资源账单1.0。 

如需了解新版账单更多详情，请参见 新版账单 文档。

查询步骤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2. 在右上方导航栏 费用 中，单击 费用中心，进入费用中心总览页面。

3.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即可在线查看当前账号下的资源 ID 账单和明细账单。

4. 单击“资源 ID 账单”选项卡页面，下拉列表中选择 COS 对象存储，可按照地域、计费模式和交易类型等维度查看您的 COS 消费情况。勾选

不显示0元费用，账单中心将自动隐藏0元的消费明细账单。 

查看和下载账单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8 12:35:12

注意：

在 COS 账单结算时，系统将按照 免费额度资源包 > 自购资源包 > 按量计费 的顺序进行结算。

默认情况下系统采用按量计费方式进行结算。对于享受免费额度资源包的账户，先抵扣免费额度资源包，再按量计费。

购买资源包的情况下，在资源包生效期，系统将优先抵扣免费额度资源包和自购资源包，超出免费额度资源包和自购资源包的剩余部分

将采用按量计费方式结算，从您的账户中扣除相应金额。

如需了解免费额度资源包、计费项说明以及注意事项，请分别参见 免费额度 和 计费概述 文档。

说明：

选择 账单概览可查看账单费用趋势和账单汇总。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61403#.E8.B5.84.E6.BA.90.E8.B4.A6.E5.8D.9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61403#.E6.98.8E.E7.BB.86.E8.B4.A6.E5.8D.9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6140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62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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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明细账单”选项卡页面，下拉列表中选择 COS 对象存储，可展示您的每笔消费明细，费用不做聚合。 

相关选项说明如下：

地域：在地域的下拉列表中选中不同地域，可以分地域查询消费明细。

计费模式：在计费模式的下拉列表中选中不同计费模式，可以查询按量计费和包年包月两种计费模式下的消费明细。

交易类型：在交易类型的下拉列表中选中不同交易类型，可以查询按量计费，包年包月新购、续费等不同交易类型的消费记录。

2. 资源账单1.0（已下线）

资源账单1.0已于2018年12月正式下线，若您未在此期间开启新版账单，腾讯云则自动在2018年12月为您的账号开启新版账单，2018年11月及

之前的账单只能通过资源账单1.0查看。

查询步骤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2. 在右上方导航栏 费用中，单击 费用中心，进入费用中心总览页面。

3.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 费用账单。

说明：

如需按照 存储桶 维度查询每个计量项的用量明细、每个存储桶或地域的费用分摊情况，可单击左侧的 用量明细下载，将 COS 用量明

细报表下载至本地进行查询。

目前对象存储 COS 支持存储桶分账功能，该功能通过白名单开放，若您的账号已加白，则在资源 ID 账单和明细账单中可看到以 存储

桶名称 为资源 ID 展示费用情况。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dosag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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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账单管理子菜单中，选择 账单概览，进入账单概览后选择日期（例如查看2018年4月的账单详情），按照提示进入资源账单1.0页面。 

5. 在资源账单1.0页面中，选择计费模式（如有购买资源包，请选择 预付费），可分别按照项目、时间等维度查看对应的消费明细。

6. 在“云服务类别”中，下拉列表选择 COS 对象存储服务，即可查看 COS 对应的消费明细。例如，存储容量、读写请求、CDN 回源流量费用

等。

7. 在账单页面右上方，单击 ，可下载您的月度 COS 消费明细。

下载账单

您可在 账单下载中心 下载您所需的费用账单，目前可下载的账单类型有L0-PDF账单、L1-多维度汇总账单、L2-资源账单、L3-明细账单、用

量明细。其中业务用量明细账单，可前往 用量明细下载。

查看资源包使用量

如需查询资源包的使用情况，例如每日的使用量，您可以在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控制台进行查询。

查询步骤

1. 登录 对象存储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资源包管理 > 自购资源包 / 免费额度资源包，进入资源包管理页面。

3. 找到想要查看用量的资源包，并单击该资源包右侧的 查看明细。

说明：

关于账单介绍、账单字段说明请参见 账单介绍、账单字段说明。

关于账单下载操作指引，请参见 账单下载中心。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downloadCent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dosageDownloa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302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441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6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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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窗中，可选择上一个或下一个周期查看资源包每日的使用量。单击右上方的 导出明细，可导出该资源包所有历史用量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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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账号发生欠费时，系统将为您推送欠费提醒，请在收到欠费通知后，及时前往控制台 充值中心 进行充值，以免影响您的业务。下面将为您

介绍欠费的相关说明。

欠费原因

您可以查看以下常见问题，了解欠费原因：

享受免费额度为何仍会欠费（扣费）？

已购买资源包为何仍会欠费（或扣费）？

欠费后的服务状态

1. 账号欠费起24小时内，COS 服务还可正常使用，但在控制台上会有即将停服提醒。您需要在此期间及时充值使账号余额大于等于0，以免影响

业务运行。

2. 账号欠费24小时后，COS 服务将自动停止运行，COS 数据将无法读写，而您的数据所占用的存储空间会持续计费，欠费金额会累计，直到销

毁数据。鉴于数据的重要性，您的数据可以继续保留120天。此时控制台仅提供充值操作，用户续费使账号余额大于等于0后，服务会自动开

启。

3. 账号持续欠费120天后，将视为您主动放弃 COS 服务，腾讯云不承诺继续保留您的数据，您的数据将会被销毁，且不可恢复。

如何避免和处理欠费？

1. 对于存储在 COS 的数据若您不再使用，您可选择进行删除，以免继续扣费。

2. 您可以在控制台>费用中心设置费用预警功能，当可用余额低于预警阈值时，将向您发送预警通知，详情请参见 余额预警指引。

3. 当产生欠费后，请您及时充值使账号余额大于等于0。此外您可前往费用中心查询 费用账单，并结合实际需求分析，若您的业务场景所需的资源

量较为稳定，可选择购买资源包来抵扣相应的资源费用，可节省您的使用成本，详情请参见 资源包（预付费）。

如何关闭 COS 或停止计费？

COS 暂不支持一键关闭，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关闭 COS 或停止计费。

1. 若您不再使用 COS 服务，您可以将 COS 中的所有数据（包括未完成上传的文件碎片、历史版本对象等）完全删除以避免继续计费，无需注

销账号（如有使用其他腾讯云服务，注销账号会受到影响）。关于删除数据的步骤说明，请参见如下 操作指引。

2. 若您长时间（超过一个月）不使用 COS 服务，可以设置生命周期规则把存储桶中标准存储类型的数据，转换为低频存储、归档存储或深度归档

存储等较冷的存储类型。这样可节省您的存储容量费用，详情请参见 设置生命周期。存储类型转换，会产生原存储类型的读请求和目标存储类

型的写请求。因此通过生命周期转换存储类型，会产生读写请求费用。关于请求计费说明请参见 请求费用。

注意事项

存储桶中的数据被彻底删除后，将无法恢复，请及时进行数据备份。

若存储桶已开启版本控制功能，请暂停版本控制功能后，再执行删除操作。

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9 09:34:24

说明：

若您对欠费有疑问，可在控制台 费用账单 页面查阅和核对您的消费明细，操作方式请参见 查询消费明细 文档。

若您对具体的扣费项有疑问，可以参见 计费项 了解具体的计费项含义及计费规则。

若您想了解各费用的计费和结算周期，请参见 计费周期。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har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0747#.E4.BA.AB.E5.8F.97.E5.85.8D.E8.B4.B9.E9.A2.9D.E5.BA.A6.E4.B8.BA.E4.BD.95.E4.BB.8D.E4.BC.9A.E6.AC.A0.E8.B4.B9.EF.BC.88.E6.89.A3.E8.B4.B9.EF.BC.89.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0747#.E5.B7.B2.E8.B4.AD.E4.B9.B0.E8.B5.84.E6.BA.90.E5.8C.85.E4.B8.BA.E4.BD.95.E4.BB.8D.E4.BC.9A.E6.AC.A0.E8.B4.B9.EF.BC.88.E6.88.96.E6.89.A3.E8.B4.B9.EF.BC.89.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94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65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46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5386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bill/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03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402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6871#.E8.AE.A1.E8.B4.B9.E5.91.A8.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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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留意费用的结算周期，避免账号产生欠费。若您的计费项均是日结，则清理当天的账单将在您清理后的次日产生。数据彻底清理完成后，

系统将不会产生新的费用。详请见 计费周期。

当您账户余额不足发生欠费（账户余额小于0）时，无论是否处于资源包的有效期，COS 都将在欠费24小时后停止服务。

若账号有免费额度资源包，欠费停服后，该资源包将不可使用。

若您存储桶中的数据由于违反了相关规定，并且该数据属于二次封禁，则无法删除。如有疑问，请 联系我们。

操作指引

步骤一：清空存储桶

通过 设置生命周期 清空存储桶：适用于对象数量大于等于10000个存储桶。生命周期策略满足触发条件后，会执行删除任务。任务启动和完成

时间，以控制台设置生命周期策略的说明为准。

通过控制台 清空存储桶：适用于对象数量小于10000个存储桶。清空存储桶任务完成后，立即生效。

步骤二：删除存储桶

通过控制台 删除存储桶。

通过 DELETE Bucket API 删除存储桶。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通过 SDK、工具等方式删除存储桶，详情请参见 删除存储桶。

步骤三：删除确认

完成步骤一和步骤二后，请您再次登录控制台，确认数据已清理并且存储桶已删除。存储桶列表为空，则说明您当前账号下无存储桶。

步骤四：费用确认

由于存储容量费用是日结，当天产生的存储容量费用会体现在次日账单。因此您在清理存储桶数据后，请您连续观察清理数据后最近3日的账单，

以确保无其他费用产生。

说明：

若您存储桶的数据量较大，在控制台清空存储桶可能会因为网络原因删除较慢或网络断开任务失败，建议您通过设置生命周期清空存储

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6871#.E8.AE.A1.E8.B4.B9.E5.91.A8.E6.9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77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46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52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324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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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额度相关

COS 有免费额度吗? 

享受免费额度为何仍会欠费（扣费）？

资源包相关

如何查看资源包使用情况？

COS 资源包支持续费或升级么？ 

COS 资源包是否可以叠加使用？ 

COS 资源包可以退货吗？ 

已购买资源包为何仍会欠费（或扣费）？

COS 资源包是如何抵扣的？

通知相关

COS 的通知有哪些？ 

什么是订阅消息、非订阅消息？

如何设置主账号、子账号是否接收 COS 通知？ 

COS 的资源包及计费通知有哪些？ 

COS 资源包的超量提醒是按照什么策略发送的？

收费模式相关

COS 支持哪种计费方式？ 

COS 的外网下行流量如何产生的？如何收费？ 

COS 的 CDN 回源流量如何收费？ 

COS 与 CVM 之间传输数据，流量和请求数是否收费？ 

上传文件到 COS 存储桶是否会产生流量费用？ 

同地域内腾讯云产品之间相互访问会产生流量费用吗？

账单相关

如何查看账单？

如何下载账单？

什么是按存储桶出账、按标签分账？

如何设置按存储桶出账、按标签分账？

如何判断账单是否按存储桶出账？

COS 按存储桶出账的发布计划是什么？ 

如何查看账单的统计周期？

什么是按扣费周期出账、什么是按计费周期出账？

计费模式与账单统计周期的关系是什么？

COS 由按月结算升级为按日结算后，为什么升级后第一个月的账单（按扣费周期出账）费用比升级前费用“上涨”？ 

COS 由按月结算升级为按日结算后，为什么升级后的L3-明细账单（按扣费周期出账）与用量明细账单中的存储容量“不同”？

扣费相关

COS 开通后就会收费吗？ 

COS 上传是否收费？ 

已有免费额度资源包，为何仍会扣费？

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7 17: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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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关闭 COS 或停止计费？ 

COS 低频存储数据不足30天如何计费？ 

COS 归档存储数据不足90天如何计费？ 

COS 深度归档存储数据不足180天如何计费？ 

COS 中的取回费用是什么？ 

COS 读写请求费用账单为0元，是什么原因？

欠费停服相关

欠费停服后，COS 控制台还能不能访问文件及下载文件？ 

如何停用 COS 服务或停止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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