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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列出 IPSec VPN 和 SSL VPN 计费项说明和定价。

计费项说明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5 11:09:12

说明：

本文表格中罗列的价格信息仅供参考，如果购买页面显示的价格信息与文档表格中的价格信息不一致，请

以购买页面为准。

VPN 网关带宽目前仅支持部分带宽范围内调整，请提前规划好您的业务需求。

包年包月：支持在各自带宽范围内（即[5,100]Mbps、[200,1000]）可进行提升配额，暂不支持降

配和跨范围升降配。

按量计费：支持在各自带宽范围内（即[5,100]Mbps、[200,1000]）升降配，暂不支持跨范围升降

配。

SSL VPN 网关1000Mbps和 IPSec VPN 网关3000Mbps规格暂不支持降配，请提前规划您的带

宽。

IPSec VPN 计费模式按量计费暂时不支持切换为包年包月；包年包月支持切换为按量计费，详情请参

见 包年包月转为按量计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4/5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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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计费项 计费模式

IPSec

VPN
VPN 网关

按量计费和包年包月两种计费模式，详情请参见 IPSec VPN 定

价。

SSL VPN
VPN 网关、SSL 连

接
按量计费模式，详情请参见 SSL VPN 定价。

公网流量费 流量费用请参见 公网网络-按流量计费。

IPSec VPN 定价

IPSec VPN 支持按流量计费和包年包月两种计费模式。

按流量计费

按流量计费为后付费模式，包含两部分费用：访问公网产生的流量费用和网关费用（按小时计算，不满1小时按1小

时计算）。

流量费用请参见 公网网络-按流量计费。

网关费用请参见下表：

网关规格

北京、上海、广

州、成都、重庆、

南京、北京金融、

上海金融、深圳金

融

硅谷、法兰克福、

首尔、孟买、弗吉

尼亚、东京、中国

台北、中国香港、

圣保罗、雅加达

多伦多、新加坡、

曼谷

5Mbps/10Mbps/20Mbps/ 

50Mbps/100Mbps
0.48元/小时 0.58元/小时 0.75元/小时

200Mbps/500Mbps/1000Mbps 2.88元/小时 3.88元/小时 4.88元/小时

说明

IPSec VPN 的对端网关和 VPN 通道功能免费使用，SSL VPN 中 SSL 服务端和 SSL 客户端免费使

用。

说明：

VPN 网关是您在腾讯云上的网关对象，经过 VPN 网关的流量收取相应的费用。 

本处流量指出 VPN 网关的流量，即从 VPN 网关实例流出前往对端网关的加密流量，也叫下行流量。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idc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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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规格

北京、上海、广

州、成都、重庆、

南京、北京金融、

上海金融、深圳金

融

硅谷、法兰克福、

首尔、孟买、弗吉

尼亚、东京、中国

台北、中国香港、

圣保罗、雅加达

多伦多、新加坡、

曼谷

3000Mbps 3.88元/小时 5.88元/小时 5.88元/小时

计费示例

假如某用户在北京地域购买了规格为50Mbps的 VPN 网关，计费方式为按流量计费。在07:00:00 - 07:29:59

时间段，假设该用户使用流量共计5GB，则该用户在下一个小时（08:00:00-08:59:59）进行结算的费用如下：

流量费用：北京地域流量单价为0.8元/GB，流量费用 = 流量单价 × 使用流量 = 0.8元/GB × 5GB = 4元

网关费用：北京地域50Mbps规格的 VPN 网关费用单价为0.48元/小时，网关费用 = 网关费用单价 × 时长 =

0.48元/小时 × 1小时（按小时计算，不满1小时按1小时计算） = 0.48元

总价 = 流量费用 + 网关费用 = 4元 + 0.48元 = 4.48元

包年包月

包年包月为按月预付费模式，价格已包含 VPN 网关所需的带宽费用，具体费用如下表所示：

网关规格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南京、

北京金融、上海金融、深圳金融、新加

坡、法兰克福、首尔、东京、孟买

中国香港、弗吉尼

亚、硅谷、雅加达

多伦多、曼谷、中国台

北、圣保罗

5Mbps 380元 380元 480元

10Mbps 880元 880元 1330元

20Mbps 1880元 1880元 2330元

50Mbps 4880元 4880元 5330元

100Mbps 9880元 9880元 10330元

200Mbps 16880元 21880元 21880元

500Mbps 41880元 52880元 52880元

1000Mbps 81880元 108880元 108880元

更多私有网络产品价格信息，请参见 价格总览。

计费示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15/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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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某用户在上海地域预购买规格为50Mbps的 VPN 网关，业务使用时长2个月，则该用户需支付费用如下： 

上海地域50Mbps规格的 VPN 网关预付费费用单价为4880元/月，总价 = 预付费费用单价 × 时长 = 4880元/月

× 2月 = 9760元。

SSL VPN 定价

SSL VPN 按流量计费为后付费模式，包括三部分费用： 访问公网产生的流量费用、网关费用（按小时计算，不满

1小时按1小时计算）和 SSL 连接费用（按小时计算，不满1小时按1小时计算）。

流量费用请参见 公网网络-按流量计费。

网关费用请参见下表：

网关规格
北京、上海、广州、

成都、重庆、南京

北京金融、

上海金融、

深圳金融

硅谷、法兰克福、

首尔、孟买、

弗吉尼亚、多伦多、

曼谷、新加坡、

东京、中国台北、

中国香港

5Mbps/10Mbps/20Mbps/ 

50Mbps/100Mbps
0.48元/小时 0.48元/小时 0.75元/小时

200Mbps/500Mbps/1000Mbps 2.88元/小时 3.88元/小时 3.88元/小时

SSL 连接费用请参见下表： 

SSL 连接费采用累计阶梯计费方式，不同阶梯对应不同的价格，超出阶梯部分的资源按照下个阶梯计算。此项为

固定资源收费项，费用与您购买的 SSL 连接数有关，即购买多少连接数需要支付相应的连接费用。创建前请您

规划好您的 SSL 连接数，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例如，SSL 连接数超过10个，超出部分按照第二阶梯价格计算。例如，您的 SSL 连接数是20个，SSL 连接费

用为10个 * 0.02元/小时 + 10个 * 0.01元/小时 = 0.3元/小时。

连接数（个） 价格 （元/小时/个）

(0,10] 0.02

(10,1000] 0.01

计费示例

说明：

200Mbps、500Mbps最高支持500连接数，1000Mbps最高支持1000连接数。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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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某用户在北京地域购买了规格为50Mbps、5条 SSL 连接的 VPN 网关，计费方式为按流量计费。在

07:00:00 - 07:29:59时间段，假设该用户使用流量共计5GB，则该用户在下一个小时（08:00:00-

08:59:59）进行结算的费用如下：

流量费用：北京地域流量单价为0.8元/GB，流量费用 = 流量单价 × 使用流量 = 0.8元/GB × 5GB = 4元

网关费用：北京地域50Mbps规格的 VPN 网关费用单价为0.48元/小时，网关费用 = 网关费用单价 × 时长 =

0.48元/小时 × 1小时 （按小时计算，不满1小时按1小时计算）= 0.48元

SSL 连接费用：北京地域 SSL 连接的单价为0.02元/个/小时，SSL 连接费用 = SSL 连接单价 × SSL 连接数

× 时长 = 0.02元/个/小时 × 5 个 × 1小时 （按小时计算，不满1小时按1小时计算）= 0.1元

总价 = 流量费用 + 网关费用 + SSL 连接费用= 4元 + 0.48元 +0.1元= 4.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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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您介绍如何购买 VPN。

1. 登录 私有网络控制台。

2. 单击左侧目录中的 VPN 连接 > VPN 网关，进入 VPN 网关管理页面。

3. 在 VPN 网关管理页面，选择地区和私有网络，单击+新建。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如下参数，单击创建即可。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网关名称 填写 VPN 网关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

所属地域 展示您所选的 VPN 资源所在的地域。

可用区 选择您资源所在的可用区。

协议类型 支持 IPSec 和 SSL 两种协议类型。

带宽上限 依据您实际需求选择对应的网关带宽。

网络类型 支持云联网和私有网络两种网络类型。如果您有跨 VPC 访问需求，请选择云联网。

所属网络
网络类型选择“私有网络”后，选择具体 VPC 实例。 云联网实例需要创建网关后在详情页进

行绑定，详情请参见 绑定云联网实例。

SSL 连

接数

“协议类型”选择“ SSL ”需要配置该项，SSL 连接所支持的数量与网关相关，具体请参见

使用限制。

标签 自定义标签，方便您资源分类。目前仅 IPSec VPN 支持标签功能。

购买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3 15:47:50

说明：

VPN 网关带宽目前仅支持部分带宽范围内调整，请提前规划好您的业务需求。

包年包月：支持在各自带宽范围内（即[5,100]Mbps、[200,1000]）可进行提升配额，暂不支持降

配和跨范围升降配。

按量计费：支持在各自带宽范围内（即[5,100]Mbps、[200,1000]）升降配，暂不支持跨范围升降

配。

SSL VPN 网关1000Mbps和 IPSec VPN 网关3000Mbps规格暂不支持降配。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vpc?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4/716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4/1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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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方式 依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计费模式。IPSec VPN 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两种模式，SSL

VPN 仅支持按量计费模式。

按流量计费：适用于带宽波动较大的场景。

包年包月： 适用于带宽较稳定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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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年包月 VPN 网关

到期预警

包年包月的云资源会在到期前7天内，向您推送到期预警消息。预警消息将通过站内信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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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费预警

包年包月的云资源到期当天及以后，将向您推送欠费隔离预警消息。预警消息将通过站内信的方式，通知到腾讯

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

回收机制

VPN 网关资源到期前7天内，系统会给您发送续费提醒通知。

账户余额充足的情况下，若您已设置自动续费，设备在到期当日会执行自动续费。

若您的 VPN 网关在到期前（包括到期当天）未进行续费，系统将在到期时间点对 VPN 网关做隔离处理。

VPN 网关进入隔离状态后，VPN 网关部分操作将受到限制，VPN 通道仍可以继续使用，您需要对隔离态的

VPN 网关尽快续费。

若您的 VPN 网关在到期7天后（包括第7天）未进行续费，系统将在到期后第8天的0点开始对 VPN 网关实

例删除，所有数据（包括与之关联的 VPN 通道数据）都会被清理，数据被清理后不可恢复。

按量计费 VPN 网关

欠费预警

系统在每个整点对按量计费资源进行扣费。当您的账户被扣为负值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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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资源协作者、财务协作者。

欠费处理

从您的账户余额被扣为负值时刻起，VPN 网关在2小时内可继续使用且继续扣费，2小时后 VPN 网关将进入

隔离状态。

进入隔离状态24小时内，若充值至余额大于0，计费将继续，您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VPN 网关。

进入隔离状态24小时后，若您的账户余额未充值到大于0，系统将对 VPN 网关执行删除操作，所有数据（包

括与之关联的 VPN 通道数据）都会被清理，数据被清理后不可恢复。

到期提醒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23 09:18:48

注意：

按量计费资源不再使用时请及时销毁，以免继续扣费。

实例被销毁/回收后，数据将会被清除且不可找回。

由于您的实际资源消耗可能不断变化，余额预警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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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货规则

退款规则 退款条件 退款说明 退款金额

五天无理

由退款

对于每个主体，包年包月预付

费 VPN 网关自新购订单发货

成功之日起，五天内（含五

天）默认享受一次无理由全额

退款机会。具体退款规则请参

见 五天无理由全额退款。

只能全额退还

1个预付费

VPN 网关实

例。

全额退款

非全额退

款

不满足五天无理由全额退款规

则的预付费 VPN 网关退货退

款，采用非全额退款规则。

计费模式已

由包年包月预

付费转为按量

计费后付费的

VPN 网关实

例，无法申请

退款。

单价和折扣

按照系统当前

的优惠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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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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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户发起退费的当

天，已满整月的，按已使用整月的包年包

月价格及对应的官网折扣进行扣除；不满

整月的，按已使用天数（不含退款当天）/

30 × 当月包年包月订单价格及对应的官

网折扣，进行扣除。

例如，客户2月份1日开始使用，2月8日申

请退货，则已使用价值为：7 / 30 × 当月

包年包月订单价格。

退货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9 17:05:08

说明：

包年包月预付费：VPN 网关申请退货退款，每个账号默认享有一次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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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 网关可在控制台直接删除资源，无法申请退款。如有冻结费用则进行解冻，按 账

户冻结说明 返回支付方腾讯云账户。

购买时使用的代金券不支持退还，购买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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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活动购买的产品，如若退款规则与活动规则冲突，以活动规则为准，活动规则中若说明不支持退款，

则无法申请退款。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否决退货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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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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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示例

示例背景

用户在广州购买包年包月 VPN 网关，带宽规格为5Mbps，价格为380元/月，使用100元代金券，购买3个月。 

支付金额为：380 × 3 －100 = 1040元

示例1：五天无理由退还场景

购买五天内发现不满意，用户希望退货退款，核实为该账户首次退还，且满足五天无理由的退款规则。

退还金额 = 真实支付价1040元

示例2：普通退还场景

购买五天内，且不是该账户首次退还，总使用时长3天。 

退还金额为：1040 - 3 / 30 × 380 = 1002 元

示例3：续费后退还场景

购买五天内，且不是该账户首次退还，总使用时长3天，其中又续费1个月，续费实际支付金额380元。 

退还金额为：1040 + 380 - 3 / 30 × 380 = 1382 元

示例4：升配后退还场景

购买五天内，且不是该账户首次退还，已使用时长4天后升级配置，其中升级配置为10Mbps带宽，升配实际支付金

额1000元，总使用时长9天。 

退还金额为：1040 +1000 - 9 / 30 × 380 - 1000 / (30 × 3 - 4) ×（9 - 4）= 1867.86 元

退货方式

前提条件

发起工单退货退款前，请先确定是否满足退货说明的条件，且请确保数据已迁移。

操作步骤

说明：

如下价格仅为示例，具体价格可能因地域、活动或策略等调整变化，请以官网实际价格为准。

说明：

1000 / (30 × 3 - 4)为升配部分每天单价，（9 - 4）为升配后已使用天数，1000 / (30 × 3 - 4) ×（9

- 4）为升配部分已使用价值，9 / 30 × 380为原订单已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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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年包月预付费：

登录 VPN 网关 申请退货退款，每个账号默认享有一次五天内无理由全额退款。其他按照使用时间退款。 

按量计费后付费：

登录 VPN 网关 可在控制台直接删除资源。 

如有冻结费用则进行解冻，按 账户冻结说明 返回支付方腾讯云账户。

说明：

购买时使用的代金券不支持退还，购买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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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活动购买的产品，如若退款规则与活动规则冲突，以活动规则为准，活动规则中若说明不支持退款，

则无法申请退款。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否决退货申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vpnGw?rid=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vpc/vpnGw?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12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