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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价格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5 10:01:02

GPU 云服务器支持的计费模式有：包年包月、按量计费和竞价实例，详情可参考 CVM 计费模式 ；同时也支持 时长折扣 ，时长折扣的比率和 CVM 云服务器可能不

同，以购买页显示为准。

GPU 实例包括网络、存储（系统盘、数据盘）、计算（CPU 、内存 、GPU）三大部分。下表所展示的价格只包含了实例的计算部分（CPU、内存、GPU）。了解

相关网络价格可参考 网络价格总览 ， 了解相关磁盘价格可参考 磁盘价格总览  。 

GPU 云服务器提供如下实例类型：计算型 GT4、GN6、GN6S、GN7、GN8、GN10X、GN10Xp、推理型 GI3X 和渲染型 GN7vw， 用户可通过综合了解实例

配置与价格来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 GPU 实例。了解如何选型可参考 NVIDIA 系列实例 。

包年包月类型 GPU 实例无法主动销毁，到期后7天，系统将自动销毁。

建议到期前为实例进行续费，以防止其到期时关机导致服务中断。有关续费的更多操作请参考 如何续费 。

GPU 实例回收，与云服务器 CVM 回收机制一致，具体可参考云服务器 CVM 实例回收 。

GPU 实例欠费，与云服务器 CVM 欠费处理方式一致，具体参考云服务器 CVM 欠费说明 。

GPU 实例退费，与云服务器 CVM 退费规则一致，具体参考云服务器 CVM 退还包年包月实例退费说明 。

计费说明

注意

GPU 渲染型 GN7vw 现处于限量购买阶段，如需使用请前往 GN7vw 购买申请 。如通过审核，我们将开放提交申请账户的本机型购买权限。

本页参考价格主要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主，实例实际价格请以购买页实际价格为准。

实例价格

展开全部

计算型 PNV4

渲染型 GNV4

计算型 GT4

计算型 GN10X/GN10Xp

计算型 GN8

推理型 GI3X

计算型 GN7

计算型 GN6/GN6S

续费说明

实例在到期当日关机并自动进入回收站并保留7个自然日，期间可选择续费。7个自然日后仍未续费则该实例将被销毁。

支持在购买时设置自动续费。

回收说明

欠费说明

退费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5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2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197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80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13/4931#.E5.AE.9E.E4.BE.8B.E5.9B.9E.E6.94.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9711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l133eutcw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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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以上价格为标准刊例价，由降价活动或其他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化以购买页价格为准。

GPU 云服务器支持按量计费实例关机不收费策略，具体可参考 按量计费关机不收费说明 。

购买 NVIDIA GPU 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7 18:37: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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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实例类型 GN10X 为例，指导您按照以下步骤快速购买一台 GPU 云服务器：

进入购买页后，选择计费模式、地域及机型。如下图所示：

1. 选择 GPU 云服务器的镜像。 

GPU 云服务器支持四种镜像类型：公共镜像、自定义镜像、共享镜像、镜像市场。详情请参见 镜像概述 。 

购买须知

在购买腾讯云 GPU 云服务器前，请确保已了解 腾讯云 GPU 云服务器 ，且已了解 配置与价格 ，并根据实际需求购买。

确保了解所选 GPU 实例所在可用区，可用区信息请参考 NVIDIA GPU 实例类型介绍 。

您可参考 自定义配置 Linux 云服务器 ，了解更多购买时配置信息。

购买步骤

步骤1：登录购买页面

步骤2：选择计费模式、网络、地域与机型

计费模式：包年包月或按量计费。

地域及可用区：可选择可用区以实际购买页为准，详情请参见 NVIDIA 系列实例 。

实例：本文以选择 GPU计算型GN10X为例，请您按需选择。

步骤3：选择镜像及存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80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80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197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5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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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使用腾讯云的用户，可选择公共镜像，并根据需要挑选版本。如下图所示：

2. 选择 GPU 云服务器的存储，系统盘和数据盘类型和大小均可灵活选择。如下图所示： 

主要参数信息如下：

3. 设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设置网络和主机。

1. 选择 GPU 云服务器的网络与带宽。如下图所示： 

注意

GPU 云服务器必须具备相应的 GPU 驱动才能正常运行。 您可通过以下4种方式，安装相应驱动：

若选择公共镜像，则勾选后台自动安装GPU驱动即可预装相应版本驱动，建议您选择该方式。该方式仅支持部分 Linux 公共镜像，详情请参见 各实例

支持的 GPU 驱动版本及安装方式 。

若选择公有镜像，则在 GPU 实例创建成功后，可参照 安装 NVIDIA 驱动指引  手动安装相应驱动。

若选择镜像市场，则可选择预装了 GPU 驱动的镜像，详情请参见 使用预装 GPU 驱动的镜像 。

若您购买的是 vGPU 实例，则可选择已预装了 GRID 驱动的公共镜像，无需单独安装驱动。

系统盘：普通云盘、SSD 云硬盘（仅限 GN2/GN8 实例）。

数据盘：普通云盘、高性能云硬盘、SSD 云硬盘（仅限 GN2/GN8 实例）。

步骤4：设置网络、安全组与主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76423#supportLi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80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3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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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或选择已有安全组，控制端口的开放范围。如下图所示：

3. 设置 GPU 云服务器登录密码。

4. 单击下一步：确认配置信息。

1. 请在“确认配置信息”步骤中核对以下内容。如下图所示：

网络：选择现有私有网络或创建新私有网络。

公网 IP：若您的实例需外网访问能力，则需勾选，创建后即为实例分配公网 IP。

带宽计费模式：公网带宽，按固定带宽计费或按使用流量计费。

按带宽计费：选择固定带宽，超过本带宽时将丢包。适合网络波动较小的场景。

按使用流量计费：按实际使用流量收费。可限制峰值带宽，当瞬时带宽超过限制值时将丢包（适合网络波动较大的场景）。

带宽值：实例公网带宽上限，请按需设置。

IPv6 地址：开通实例的 IPv6 地址。

步骤5：确认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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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并勾选“同意《腾讯云服务协议》、《退款规则》和《腾讯云禁止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声明》”，并单击立即购买。

请核对订单信息，选择付款方式付款。

支付成功后，进入 控制台 ，待实例创建启动完毕，即可进行登录操作。

确认实例规格、镜像选择、存储和带宽选择以及安全组等配置项是否符合预期。

可选择或核对购买数量和购买时长。

步骤6：核对订单及付款

附录

GPU 驱动预装说明

GPU 云服务器支持部分 Linux 公共镜像通过后台自动安装 GPU 驱动。实例初次启动时，会根据所选版本自动安装 GPU 驱动、CUDA 及 cuDNN 库，耗时约15 - 

20分钟。详情请参见 各实例支持的 GPU 驱动版本及安装方式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index?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60/76423#suppor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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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续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6 10:33:12

实例的续费分为包年包月类型实例续费和按量计费类型实例续费两种。

本文档介绍包年包月类型实例的续费，指导您对包年包月类型实例进行手动续费或设置自动续费。

1. 登录云服务器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回收站 > 实例回收站 。

2. 在云服务器回收站管理页面，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的操作步骤。

a. 选择需要续费的实例行，并在该实例行中单击恢复。如下图所示： 

b. 在弹出的恢复实例窗口中，选择续费时长，单击确定，并完成续费支付。

a. 勾选所有需要续费的实例，单击顶部的批量恢复。如下图所示： 

b. 在弹出的恢复实例窗口中，选择续费时长，单击确定，并完成续费支付。

您可以使用 RenewInstances 接口续费实例，具体内容可以参考 续费实例 。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

操作场景

如果您需要对包年包月类型实例进行续费，您可以直接在 云服务器控制台  进行操作，也可以在 控制台续费管理  页面，进行自动续费设置、续费至统一时间等操

作。

如果您需要对按量计费类型实例进行续费，只需保持账户余额充足即可自动开启续费。关于如何充值，请参见 在线充值  与 对公汇款 。同时，您也可参考 余额预警

指引  设置预警，以防实例被销毁。

手动续费的操作步骤

说明

以下操作步骤以在云服务器控制台续费为例，为包年包月类型的实例进行续费。

通过控制台续费

续费已回收实例 续费运行中实例

续费单个实例：

批量续费实例：

通过 API 续费

设置自动续费的操作步骤

说明

 以下操作步骤以在控制台续费管理页面续费为例，为包年包月类型的实例设置自动续费，避免每次面临实例到期时都需要进行续费的操作。

通过控制台设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recycle/cv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1574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newa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9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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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鼠标移动到右上角的费用，并在费用的下拉菜单中单击 续费 。

3. 在续费管理页面，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的操作步骤。

1. 选择需要设置自动续费的包年包月类型实例行，并在该实例行中单击设为自动续费。如下图所示：

2. 在弹出的设为自动续费项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用户可以使用 ModifyInstancesRenewFlag 接口设置自动续费实例，具体内容可以参考 修改实例续费标识 。

说明

在您账户余额充足的情况下，若您已设置了自动续费，该实例在到期当日会自动扣除下一计费周期的费用，自动进入下一个周期。

设置单个实例自动续费 设置多个实例自动续费

通过 API 设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newa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15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