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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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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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 NAT 网关的费用组成和收费标准。

计费说明

NAT 网关服务费用包含两部分：网关费用（按小时计费）和网络费用。

标准型 NAT 网关：网关费用（实例费 + CU 费）+网络费

传统型 NAT 网关：网关费用（实例费） + 网络费

网关费用

标准型 NAT 网关

标准型 NAT 网关默认规格如下：

规格型号 并发连接数（万） 新建连接数（万） 带宽规格（Gbps）

标准型 NAT 网关 200 10 5

标准型 NAT 网关费用由实例费和 CU（Capacity Unit）费组成。

CU 为性能容量单位，用于衡量标准型 NAT 网关处理流量时涉及的各个指标。相比传统型 NAT 网关，标准型

NAT 网关收取更少的实例费，同时 CU 费按照实际使用的性能指标收费，计费更灵活。

网关费用 说明 单价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7:56:17

说明：

标准型 NAT 网关正在灰度测试中，目前支持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如需使用，请提交 内

测申请。

原小型、中型、大型 NAT 网关已更名为传统型 NAT 网关-小型、传统型 NAT 网关-中型、传统型

NAT 网关-大型，详情请参见 NAT 网关类型更名公告。

标准型 NAT 网关和传统型 NAT 网关对比请参见 实例类型对比。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ojxjirnd5y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2/831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2/1295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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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费用 说明 单价

实例费 按小时收取网关实例费，实例费 = 实例单价（元/小时）* 使用时长（小时）

0.23

元/小

时

CU 费

按网关每小时实际消耗的性能指标换算的CU个数计算得出。

CU 费 = CU 单价（元/个/小时）* CU 个数（个）* 使用时长（小时），其中CU 个数

= max {该小时并发连接数 CU 个数，该小时新建连接数 CU 个数，该小时处理流量

CU 个数}

0.23

元/

个/小

时

标准型 NAT 网关处理流量时的 CU 性能指标如下表：

指标名称
CU

系数
描述

每小时 CU

个数计算公式

并发连接

数
1W

同时容纳的连接数量，在一个计费周期内，系统会统计 NAT 网关

每分钟的并发连接数，然后使用最大的每分钟并发连接数除以 CU

系数，得出小时并发连接数的 CU 个数。

小时并发连接数

CU 个数 = 最

大并发连接数 /

CU 系数

新建连接

数
1K

每秒新建连接的数量，在一个计费周期内，系统会统计 NAT 网关

每秒新建连接数，然后使用最大每秒新建连接数除以 CU 系数，得

出小时新建连接数 CU 个数。

小时新建连接数

CU 个数 = 最

大新建连接数 /

CU 系数

处理流量 1GB

NAT 网关处理的字节数，包含出方向和入方向（以 GB 为单

位），在一个计费周期内，系统会统计 NAT 网关处理的出方向和

入方向的流量之和，然后使用总流量除以 CU系数，得出小时处理

流量 CU 个数。

小时处理流量

CU个数=总处

理流量 / CU 系

数。

传统型 NAT 网关

传统型 NAT 网关（原 NAT 网关）费用收取固定的实例费，不同连接数规格费用不同，如下表：

类型
中国大陆

（不含港澳台地区）

新加坡、雅加达、硅谷、

弗吉尼亚、法兰克福、

中国香港、首尔、东京、圣保罗

孟买
多伦多、

曼谷

小型（最大 100 万

连接数）
0.5元/小时 0.75元/小时

1.0元/

小时

0.8元/小

时

中型（最大 300 万

连接数）
1.5元/小时 2.25元/小时

3.0元/

小时

2.4元/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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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中国大陆

（不含港澳台地区）

新加坡、雅加达、硅谷、

弗吉尼亚、法兰克福、

中国香港、首尔、东京、圣保罗

孟买
多伦多、

曼谷

大型（最大 1000 万

连接数）
5.0元/小时 7.5元/小时

10.0元/

小时

8.0元/小

时

网络费用

网络费用为云服务器通过 NAT 网关绑定的 EIP 访问公网产生的流量费用。其中云服务器到 NAT 网关为内网通

信，不涉及计费。

腾讯云账户分为传统账户类型和标准账户类型，公网带宽费根据不同账号类型计费主体不同，使用前可参见 区分账

户类型 判断账户类型。

传统账户类型

该账号下的 EIP 不具备带宽和流量管理能力，因此访问公网的流量费用是在 NAT 网关上按使用的公网流量计费。

该账号下的NAT网关均为传统型 NAT 网关，且仅支持绑定常规 BGP IP 的 EIP。 

网络费用在 NAT 网关按流量计费，为后付费，每小时结算一次。

计费价格

注意：

NAT 网关具备双机热备的特性，系统每3秒会分别给 NAT 网关的主备服务器发送一个5KB的探测包，因

此每天会产生0.2747GB的流量，对应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北美会分别产生：

0.2197元、0.2747元、0.1373元的费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3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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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价格（单位：元/GB）地域 价格（单位：元/GB）

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新加坡、雅加达、首尔、东京 、法兰克福 0.80

中国香港、圣保罗 1.00

曼谷、硅谷、弗吉尼亚、多伦多 0.50

孟买 0.58

计费示例

广州地域的 VPC 网络内的 CVM1、CVM2、CVM3 通过小型 NAT 网关访问公网，在07:00:00 - 07:59:59

内共计使用流量10GB，则08:00:00时刻产生费用如下： 

网络费用：0.8元/GB × 10GB = 8元，即在 NAT 网关上收取网络费用8元。 

网关费用：0.5元（广州地域的小型网关费用为0.5元/h）。 

则总费用 = 8元 + 0.5元 =8.5元

标准账户类型

该账号下的 EIP 具备带宽和流量管理能力，因此访问公网的流量费用统一在 NAT 网关绑定的 EIP 上计费，不会在

NAT 网关重复计费。该账号下的 NAT 网关支持绑定多种类型的 EIP：

标准型 NAT 网关：支持绑定所有计费模式的 EIP。

传统型 NAT 网关：支持绑定按流量计费的常规 IP，以及按带宽包模式计费的 常规 IP、加速 IP 和静态单线

IP。

网络费用在 NAT 网关绑定的 EIP 上结算，详情请参考 弹性公网 IP 公网网络费用。

说明：

当标准账户类型的用户开通了共享带宽包功能，且将 NAT 网关绑定的 EIP 加入到共享带宽包（IP 资源

包）中，则 NAT 网关服务的带宽费将按照带宽包整体结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16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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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为您介绍在官网购买 NAT 网关的具体操作。

操作步骤

标准型 NAT 网关

1. 登录 NAT 网关控制台。

2. 选择地区和私有网络，单击新建。

购买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46:01

说明：

标准型 NAT 网关正在灰度测试中，目前支持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如需使用，请提交 内测申

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nat?fromNav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ojxjirnd5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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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NAT 网关购买页中按需输入或确定相关参数，根据官网指引完成购买。 

参数 说明

网关配置

计费模式：按量计费。

网关类型：选择标准型 NAT 网关，默认规格为200万并发连接数、10万新建连接数、

5Gbps带宽。

网关名称：按需输入 NAT 网关名称，支持60个字符。

地域：选择 NAT 网关所属地域，当前标准型 NAT 网关仅支持北京、上海、广州、成

都、重庆。

私有网络：选择 NAT 网关所属的私有网络。

所属子网：选择子网。

弹性公网

IP 配置

有两种方式来配置 NAT 网关上绑定的弹性公网 IP 资源。

已有弹性公网 IP：选择此方式时，需要该账户下有与 NAT 网关同地域的闲置 EIP 资

源，通过下拉选择已有 EIP，并根据需要配置 EIP 的带宽上限。

新建弹性公网：选择此方式时，系统将自动创建按流量计费的常规 BGP IP，可按需选择

新建 EIP 的数量和 EIP 带宽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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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其他配置 可选配置，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为该实例设置标签信息，如不需要可跳过。

传统型 NAT 网关

1. 登录 NAT 网关控制台。

2. 选择地区和私有网络，单击新建。

3. 在 NAT 网关购买页中按需输入或确定相关参数，根据官网指引完成购买。

参数 说明

网关配置

计费模式：按量计费。

网关类型：

小型（最大100万连接数）

中型（最大300万连接数）

大型（最大1000万连接数）

出带宽上限：NAT 网关的最大出带宽上限，可选值有（单位：Mbps）：10，20，

50，100，200，500，1000， 2000，5000。

网关名称：按需输入 NAT 网关名称，支持60个字符。

地域：选择 NAT 网关所属地域。

私有网络：选择 NAT 网关所属的私有网络。

所属子网：选择子网。

弹性公网

IP 配置

有两种方式来配置 NAT 网关上绑定的弹性公网 IP 资源。

已有弹性公网 IP：选择此方式时，需要该账户下有与 NAT 网关同地域的闲置 EIP 资

源，通过下拉选择已有 EIP，并根据需要配置 EIP 的带宽上限。

新建弹性公网：选择此方式时，系统将自动创建按流量计费的常规 BGP IP，可按需选择

新建 EIP 的数量和 EIP 带宽上限。

其他配置 可选配置，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为该实例设置标签信息，如不需要可跳过。

说明：

原小型、中型、大型 NAT 网关已更名为传统型 NAT 网关-小型、传统型 NAT 网关-中型、传统型 NAT

网关-大型，详情请参见 NAT 网关类型更名公告。

说明

访问公网流量同时受到 NAT 网关和弹性公网 IP 的带宽上限限制，最终以较小上限值为准，请合理配置

二者的出带宽上限。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nat?fromNav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2/8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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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网关到期后，我们为您提供了缓冲期，具体如下：

账户余额不足时，从余额为0的时刻开始，2小时内 NAT 网关可继续使用且继续扣费。

2小时后，若您的账户余额仍未充值到大于0，NAT 网关将自动停止服务并停止扣费。

NAT 网关停止服务后的24小时内，若您的账户余额仍未充值到大于0，则保持为不可用状态；若 充值 到余额大

于0，则网关重新可用，且计费重新开始。

NAT 网关停止服务后，余额小于0的时间达到24小时，NAT 网关将被立即回收。

NAT 网关回收时，我们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的方式通知腾讯云账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

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9 15:34:0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rechar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