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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7 11:17:36

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文件系统当前仅支持按存储量计费。文件系统创建时，会默认占用32MB的存储空间，该存储量将不会被计入实际使

用的存储空间。

CFS 的计费方式分为按量计费和资源包付费两种，说明如下：

计费项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支持产品类型及地区

存储量
按量付费

（后付费）
小时

通用系列按每小时实际使用存储空间的最大值计费。

Turbo 系列按照购买容量计费，与实际使用量无关。

提供服务的所有地域，具体请参见 可用地

域 。

存储量
资源包（预

付费）
包年包月

在资源包有效期内，每小时进行后付费扣费时，资源包

可以抵扣对应的文件系统存储用量。

仅支持通用标准型/性能型，提供服务的所有地

域，具体请参见 可用地域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473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436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473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4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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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35:52

通用系列按量付费（后付费）价格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存储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存储量按单位小时内实际使用存储空间的最大值计算（峰值）

价格详情

存储类型 地区 存储空间的最大值（峰值）区间 单价

通用标准型存储

中国大陆

0 - 10TiB
0.35元/GiB/月 （0.00048611 元/GiB/

时）

10TiB以上
0.33 元/GiB/月（0.00045833 元/GiB/

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160TiB
0.56元/GiB/月 （0.00077778 元/GiB/

时）

中国香港

1TiB 以内
0.63元/GiB/月 （0.00087500 元/GiB/

时）

1TiB ≤ x ＜ 10TiB
0.58元/GiB/月 （0.00080556 元/GiB/

时）

10TiB ≤ x ＜ 50TiB
0.52元/GiB/月 （0.00072222 元/GiB/

时）

50TiB以上
0.46元/GiB/月 （0.00063889 元/GiB/

时）

美国 0-160TiB
0.52元/GiB/月（0.00072222 元/GiB/

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地区 0-160TiB
0.58元/GiB/月（0.00080556 元/GiB/

时）

通用性能型存储

中国大陆 0-32TiB
1.6元/GiB/月 （0.00222222 元/GiB/

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32TiB
2.56元/GiB/月（0.00355556 元/GiB/

时）

美国 0-32TiB
2.38元/GiB/月（0.00330556 元/GiB/

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0-32TiB
2.64元/GiB/月（0.00366667 元/GiB/

时）

Turbo 系列按量付费（后付费）价格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存储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存储量按单位小时内配置/购买存储空间的最大值计算（峰值）

价格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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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类型 地区 存储空间的最大值（峰值）区间 单价

Turbo 标准型存储

中国大陆

40TiB以上 

0.6元/GiB/月 （0.00083333 元/GiB/时）

中国金融专区 0.96元/GiB/月 （0.00133333 元/GiB/时）

美国 0.89元/GiB/月 （0.0012375 元/GiB/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0.99元/GiB/月 （0.001375 元/GiB/时）

Turbo 性能型存储

中国大陆

20TiB以上 

1.4元/GiB/月 （0.00194444 元/GiB/时）

中国金融专区 2.24元/GiB/月 （0.00311111 元/GiB/时）

美国 2.08元/GiB/月 （0.0028875 元/GiB/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2.31元/GiB/月 （0.00320833 元/GiB/时）

吞吐型按量付费（后付费）价格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存储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存储量按单位小时内实际使用存储空间的最大值计算（峰值）

带宽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带宽按照实际部署量计费

价格详情

计费项 地区 最大值（峰值）区间 单价

存储量

中国大陆 0 - 1PiB 1元/GiB/月 （0.00138889 元/GiB/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 - 1PiB 1.6元/GiB/月 （0.00222222 元/GiB/时）

美国 0 - 1PiB 1.485元/GiB/月（0.0020625 元/GiB/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地区 0 - 1PiB 1.65元/GiB/月（0.00229167 元/GiB/时）

带宽

中国大陆 0-200GiB/s
3000元/GiB/s/月 （4.16666667 元/GiB/s/

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200GiB/s
4800元/GiB/s/月（6.66666667 元/GiB/s/

时）

美国 0-200GiB/s 4455元/GiB/s/月（6.1875 元/GiB/s/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0-200GiB/s 4950元/GiB/s/月（6.875 元/GiB/s/时）

低频存储按量付费（后付费）价格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存储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存储量按单位小时内实际使用存储空间的最大值计算（峰值）

带宽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带宽按照实际部署量计费

价格详情

计费项 地区 最大值（峰值）区间 单价

存储量 中国大陆 0 - 100PiB 0.12元/GiB/月 （0.00016667 元/G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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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 - 100PiB
0.198元/GiB/月 （0.000275 元/GiB/

时）

美国 0 - 100PiB
0.178元/GiB/月（0.00024722 元/GiB/

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地区 0 - 100PiB
0.192元/GiB/月（0.00026667 元/GiB/

时）

访问量

中国大陆 0 - 100PiB 0.06元/GiB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 - 100PiB 0.099元/GiB

美国 0 - 100PiB 0.089元/GiB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0 - 100PiB 0.096元/GiB

快照按量付费（后付费）价格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快照容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容量按单位小时内快照容量的最大值计算（峰值）

价格详情

产品类型 地区 单价

快照(适用于通用标准型/通用性能型）

中国大陆 0.12元/GiB/月 （0.00016667元/GiB/小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192元/GiB/月（0.00026667元/GiB/小时）

美国 0.178元/GiB/月（0.0002475元/GiB/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0.198元/GiB/月（0.000275元/GiB/时）

资源单位包价格

计费说明

资源单位包每U的标准价格为1元/月， 相较于按量计费方式，资源包规格越大、购买时长越久，价格优惠力度越大。对于每月相对固定消费的场景、建议使用

资源单位包来获取更多优惠。

资源包区分国内和境外地域，请根据实际需要购买不同地域的资源单位包。

资源单位包仅适用于中国站。

资源包到期或者额度用尽后，将自动转变为按量付费。

价格详情

5U-50000U价格表

规格/时长 1个月（9折） 3个月（9折） 6个月（8.5折） 12个月（8折）

5U 4.5元 13.5元 25.5元 48元

10U 9元 27元 51元 96元

20U 18元 54元 102元 192元

50U 45元 135元 255元 480元

100U 90元 270元 510元 9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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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U 180元 540元 1020元 1920元

500U 450元 1350元 2550元 4800元

1000U 900元 2700元 5100元 9600元

2000U 1800元 5400元 10200元 19200元

5000U 4500元 13500元 25500元 48000元

10000U 9000元 27000元 51000元 96000元

20000U 18000元 54000元 102000元 192000元

50000U 45000元 135000元 255000元 480000元

100000U-500000U价格表

规格/时长 1个月（85折） 3个月（85折） 6个月（8折） 12个月（7.5折）

100000U 85000元 255000元 480000元 900000元

200000U 170000元 510000元 960000元 1800000元

500000U 425000元 1275000元 2400000元 4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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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系列计费方式

按量付费（后付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8 17:59:18

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通用系列计费方式分为按量计费（后付费）和资源包（预付费）两种，本文主要介绍按量计费的计费详情。按量计费

方式适用于文件存储提供服务的所有地域。CFS 当前根据用户的存储容量计量项用量进行计费，对用户账户按小时进行扣费结算。

若您对用量具有详细的评估或者有额外的吞吐需求，我们推荐您使用 资源包（预付费）  的方式，这样能享受更多的优惠，您可以到 资源包购买页  购买所需的

资源包。详情请参见 资源购买  文档。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存储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存储量按单位小时内实际使用存储空间的最大值计算（峰值）

后付费价格详情

说明

推荐使用 CFS 价格计算器  进行相关费用的估算。

NFS 文件系统及 CIFS/SMB 文件系统统一价格。

存储类型 地区 存储空间的最大值（峰值）区间 单价

通用标准型存储

中国大陆

0 - 10TiB
0.35元/GiB/月 （0.00048611 元/GiB/

时）

10TiB以上
0.33 元/GiB/月（0.00045833 元/GiB/

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160TiB
0.56元/GiB/月 （0.00077778 元/GiB/

时）

中国香港

1TiB 以内
0.63元/GiB/月 （0.00087500 元/GiB/

时）

1TiB ≤ x ＜ 10TiB
0.58元/GiB/月 （0.00080556 元/GiB/

时）

10TiB ≤ x ＜ 50TiB
0.52元/GiB/月 （0.00072222 元/GiB/

时）

50TiB以上
0.46元/GiB/月 （0.00063889 元/GiB/

时）

美国 0-160TiB
0.52元/GiB/月（0.00072222 元/GiB/

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地区 0-160TiB
0.58元/GiB/月（0.00080556 元/GiB/

时）

通用性能型存储
中国大陆 0-32TiB

1.6元/GiB/月 （0.00222222 元/GiB/

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32TiB
2.56元/GiB/月（0.00355556 元/GiB/

时）

美国 0-32TiB
2.38元/GiB/月（0.00330556 元/GiB/

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0-32TiB 2.64元/GiB/月（0.00366667 元/Gi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47379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fs_package?rid=1&zoneId=100003&StorageType=HP&FileSystemId=cfs-3bd20bee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47382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fs/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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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资源包（预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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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6 14:44:06

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的计费方式分为按量计费（后付费）和资源包（预付费）两种，本文主要介绍资源包付费详情。资源包是由存储量与

时长的固定套餐。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存储量 资源包（预付费） 包年包月 在资源包有效期年内，每小时进行后付费扣费时、资源包可以抵扣对应的文件系统存储用量

购买须知

CFS 资源包目前支持标准型及性能型存储类型，仅适用于人民币账户，地域说明请参见 可用地域 。

资源包仅支持抵扣单个文件系统所产生的资源费用，一旦绑定文件系统后便开始生效并且在有效期内不支持解绑；另外，资源包为可用区级别资源暂不支持跨

可用区使用。因此您在选购资源包时，请务必确认需要抵扣的文件系统以及存储包所在的可用区。

资源包购买并绑定文件系统后将立即生效，有效期按自然月计算，不支持退款；若因需要，删除了绑定资源包的文件系统、存储包将会变为 “未使用” 状态

（剩余有效时长暂停），重新绑定文件系统后会继续生效（剩余有效期开始倒计时）。

CFS 资源包支持购买多个。但每个文件系统同一时间内只支持绑定一个同类型的资源包。若有更多资源需求，可以对资源包进行升级或者续费操作。

预购存储资源包后，文件系统将获得资源包存储量所对应的吞吐性能。对于数据量较少、吞吐需求较高的用户，可以通过购买存储资源包的方式提升文件系统

吞吐上限。查看 吞吐与存储对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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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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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 都将在欠费24小时后停止服务。

资源包价格详情

存储类型 地区 规格
购买1个月 购买6个月 购买12个月

售价（元） 售价（元） 售价（元）

通用标准型存储

中国大陆

50GB 17元 90元 160元

200GB 62元 328元 571元

500GB 149元 745.5元 1346.1元

2TB 612元 3053.57元 5513.63元

5TB 1530元 7633.92元 13784.06元

20TB 5699元 28815.36元 51609.6元

50TB 14246元 71393.28元 129024元

100TB 27597元 137625.6元 248586.24元

中国大陆金融

50GB 27元 144元 255.96元

200GB 99元 524.82元 913.56元

500GB 238元 1192.8元 2153.76元

2TB 979元 4885.74元 8821.8元

5TB 2448元 12214.26元 22054.44元

20TB 9118元 46104.6元 82575.36元

50TB 22794元 114229.26元 206438.4元

100TB 44155元 220200.96元 397737.96元

资源包使用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436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3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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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您在2020年07月15日 14:30分购买2个规格为“广州三区、200GB、3个月有效时长”的通用标准型存储资源包，并绑定对应的文件系统 A 和文件系统 

B，则：

假设您在2020年07月15日14:30购买了1个规格为“广州三区、200GB、3个月有效时长”的通用标准型存储资源包。在07月15日 14点 - 07月15日 15点的

计费周期内，文件存储总共使用了800GB通用性能型存储、3000GB通用标准型存储，其中有一个3000GB的通用标准型文件系统绑定了该存储包，则：

资源包生效周期及文件系统性能

您的2个通用标准型存储容量包可用于抵扣文件系统 A 和文件系统 B 的存储容量分别200GB，生效时间为2020年07月15日 14:30 - 2020年10月15日

14:29分。

同时，若当前文件系统 A 已使用存储量为500GB， 文件系统 B 为100GB， 则文件系统 A 的吞吐上限为500 × 0.1 + 100 = 150MB/s， 文件系统 B 的

吞吐上限为200 × 0.1 + 100 = 120MB/s。

资源包生效范围

您的 CFS 文件存储产生的200GB通用标准型存储容量费用将从您购买的资源包中抵扣，不计任何费用。

您剩余的800GB通用性能型存储容量、2800GB通用标准型存储容量将通过后付费的方式来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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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案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9 17:38:07

某企业拥有20台云服务器，分别访问2个中国大陆地区的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 A 用于做冷数据存储，通用标准型存储量为11TB，且无增长。文件系统 B 为通

用性能型存储、用于企业云盘， 当前该小时中文件系统 B 的峰值存储量为105.6GB，且该文件系统绑定了一个50GB的资源包。  

该小时 CFS 总费用 =10 × 1024 × 0.00048611 +（1 × 1024）× 0.00045833 +（105.6 - 50）× 0.00222222 = 5.57元。

案例

说明：

通用标准型存储：文件系统 A 共使用11TB，已超出10TB，将通过累进阶梯方式进行计算，10TB以内部分单价0.00048611元/GB/时，超出

10TB部分单价0.00045833元/GB/时。计算过程如下：

其中10TB部分费用 =10 × 1024 × 0.00048611 = 4.9777664元

剩下的存储部分费用 = 1 × 1024 × 0.00045833 = 0.46932992元

通用性能型存储：文件系统 B 共使用105.6GB，并且绑定一个50GB的存储资源包，则该文件系统计费时需要先减去资源包对应的50GB存储量。

计算过程如下：通用性能型存储费用 =（105.6-50）× 0.00222222 = 0.123555432元

总费用 = 4.9777664 + 0.46932992 + 0.123555432 = 5.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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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o 系列计费方式

按量付费（后付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2 15:53:16

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Turbo 系列的计费方式支持按量计费（后付费），本文主要介绍按量计费的计费详情。按量计费方式适用于文件存

储 Turbo 系列提供服务的所有地域。当前根据用户实际配置/购买的存储容量进行计费，对用户账户按小时进行扣费结算。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存储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存储量按单位小时内配置/购买存储空间的最大值计算（峰值）

后付费价格详情

说明

 推荐使用 CFS 价格计算器  进行相关费用的估算。

存储类型 地区 存储空间的最大值（峰值）区间 单价

Turbo 标准型存储

中国大陆

40TiB以上 

0.6元/GiB/月 （0.00083333 元/GiB/

时）

中国金融专区
0.96元/GiB/月 （0.00133333 元/GiB/

时）

美国
0.89元/GiB/月 （0.0012375 元/GiB/

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0.99元/GiB/月 （0.001375 元/GiB/时）

Turbo 性能型存储

中国大陆

20TiB以上 

1.4元/GiB/月 （0.00194444 元/GiB/

时）

中国金融专区
2.24元/GiB/月 （0.00311111 元/GiB/

时）

美国
2.08元/GiB/月 （0.0028875 元/GiB/

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2.31元/GiB/月 （0.00320833 元/GiB/

时）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fs/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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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案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9 17:38:18

某企业拥有100台云服务器，购买了 A、B 两个 Turbo 标准型实例。其中，A 的配置/购买容量为40TiB，B 的配置/购买容量为80TiB。 A 已使用30TiB，B 

已使用80TiB。

该小时 CFS 总费用 = 40 × 1024 × 0.00083333 + 80 × 1024 × 0.00083333 = 102.4元。

案例

说明：

Turbo 系列为独占集群，性能从底层隔离，资源在创建时已全量划拨给用户，故计费时仅与配置/购买容量相关，与实际使用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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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型计费方式

按量付费（后付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2 15:53:31

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吞吐型计费方式分为容量和吞吐两部分，均仅支持按量付费的模式，按量计费方式适用于吞吐型文件存储提供服务的

所有地域。CFS吞吐型当前根据用户的存储容量计量项用量进行计费，对用户账户按小时进行扣费结算。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存储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存储量按单位小时内实际使用存储空间的最大值计算（峰值）

带宽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带宽按照实际部署量计费

后付费价格详情

说明

推荐使用 CFS 价格计算器  进行相关费用的估算。

NFS 文件系统及 CIFS/SMB 文件系统统一价格。

计费项 地区 最大值（峰值）区间 单价

存储量

中国大陆 0 - 1PiB 1元/GiB/月 （0.00138889 元/GiB/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 - 1PiB 1.6元/GiB/月 （0.00222222 元/GiB/时）

美国 0 - 1PiB 1.485元/GiB/月（0.0020625 元/GiB/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地区 0 - 1PiB 1.65元/GiB/月（0.00229167 元/GiB/时）

带宽

中国大陆 0-200GiB/s 3000元/GiB/s/月 （4.16666667 元/GiB/s/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200GiB/s 4800元/GiB/s/月（6.66666667 元/GiB/s/时）

美国 0-200GiB/s 4455元/GiB/s/月（6.1875 元/GiB/s/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0-200GiB/s 4950元/GiB/s/月（6.875 元/GiB/s/时）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fs/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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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案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2 15:53:37

某企业拥有300台云服务器，访问中国大陆地区的吞吐型文件系统，当前已使用容量5TiB，带宽部署容量为10GiB/s,已使用带宽为9GiB/s。

该小时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总费用 = 5 × 1024 × 0.00138889 + 10 × 4.16666667 = 48.78元。

案例

说明：

吞吐型的存储量计算是按照用户实际使用存储量每小时的峰值进行统计，并按照小时进行扣费。

吞吐型的带宽计算是按照用户实际部署的带宽进行计费，与实际使用的带宽额度无关，并按照小时进行扣费。若需要对部署的带宽量进行扩缩，可 

提交工单  与我们联系。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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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计费方式

按量付费（后付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14:42:18

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快照的计费方式支持按量计费（后付费），本文主要介绍按量计费的计费详情。按量计费方式适用于文件存储快照提

供服务的所有地域。当前根据用户实际生成快照的容量进行计费，对用户账户按小时进行扣费结算。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快照容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容量按单位小时内快照容量的最大值计算（峰值）

后付费价格详情

说明

 推荐使用 CFS 价格计算器  进行相关费用的估算。

产品类型 地区 单价

快照（适用于通用标准型/性能型）

中国大陆 0.12元/GiB/月 （0.00016667元/GiB/小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192元/GiB/月（0.00026667元/GiB/小时）

美国 0.178元/GiB/月（0.0002475元/GiB/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0.198元/GiB/月（0.000275元/GiB/时）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fs/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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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案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7 19:28:57

某企业在北京地域拥有2个 CFS 云文件存储实例，文件系统 A 为通用标准型 CFS，用于做冷数据存储，存储量为11TB。文件系统 B 为通用性能型 CFS，用

于企业 devops 平台，存储容量15TB。用户对文件系统 A 执行了一次手动快照，快照容量11TB。对文件系统 B 执行了每天一次的自动快照策略，截止目前

总共执行了5次自动快照，快照大小分别为15TB、0.5TB、0.5TB、1TB、2TB，总计快照容量19TB。

每小时 CFS 快照总费用 =（11 + 15 + 0.5 + 0.5 + 1 + 2）× 1024 × 0.00016667 = 5.12元。

案例

说明：

文件存储多次快照仅会对数据变化的部分执行快照，具体数值依赖于本次快照和上次快照在数据块层面的变化量，若在一个快照链中删除了最初始的全

量快照，系统会自动对快照的数据向后进行合并，并进行容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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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计费方式

按量付费（后付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7 14:36:02

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低频存储的计费方式支持按量计费（后付费），本文主要介绍按量计费的计费详情。按量计费方式适用于文件存储低

频存储提供服务的所有地域。根据用户使用低频存储的容量和访问量进行计费，对用户账户按小时进行扣费结算。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方式 计费周期 计费周期说明

存储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存储量按单位小时内使用的存储空间的最大值计算（峰值）

访问量 按量计费（后付费） 小时
每小时进行扣费，基于数据访问量计费。  含从Turbo 到低频存储和从低频存储到 Turbo 

的流量，双向计费。

后付费价格详情

说明

推荐使用 CFS 价格计算器  进行相关费用的估算。

计费项 地区 最大值（峰值）区间 单价

低频存储 - 存储量

中国大陆 0 - 100PiB 0.12元/GiB/月 （0.00016667 元/GiB/时）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 - 100PiB 0.198元/GiB/月 （0.000275 元/GiB/时）

美国 0 - 100PiB
0.178元/GiB/月（0.00024722 元/GiB/

时）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地区 0 - 100PiB
0.192元/GiB/月（0.00026667 元/GiB/

时）

低频存储 - 访问量

中国大陆 0 - 100PiB 0.06元/GiB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0 - 100PiB 0.099元/GiB

美国 0 - 100PiB 0.089元/GiB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0 - 100PiB 0.096元/GiB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cfs/calculator


文件存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 共28页

计费案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7 14:36:15

某企业在中国大陆拥有20台云服务器，在中国大陆使用 40TiB Turbo 标准型文件系统和低频存储的方案，对 AI 训练样本/模型数据进行存储。在7月1日 上午

10点，Turbo 标准型中有25TiB数据，低频存储中有250TiB数据。在该小时内，从低频存储中拉取了50GiB数据，向低频存储中沉降了20GiB数据。 

则该小时 CFS 的费用情况如下：

案例

Turbo 标准型的费用为：40 × 1024 × 0.00083333 = 34.13元

低频存储容量的费用为：250 × 1024 × 0.00016667 = 42.67元

低频存储访问量的费用为:（50+20）× 0.06 = 4.2元

总费用为：Turbo 标准型的费用 + 低频存储容量费用 + 低频存储访问量费用 = 34.13 + 42.67 + 4.2 = 81元

说明：

Turbo 标准型的计费按照部署容量计费，与使用容量无关。

低频型的访问量费用，上行和下行均会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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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单位包

资源单位包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5 09:52:56

存储资源单位包（Storage Resource Unit, SRU）针对云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不同子产品类型及计费项推出的包年包月预付费优惠

套餐，您只需要购买资源单位包，即可抵扣云文件存储所有子产品（通用标准型、通用性能型、Turbo 标准型、Turbo 性能型、吞吐型、云文件存储快照）的

所有计费项。

相比于单一产品/计费项的传统资源包，资源单位包具有更广的使用范围，能帮助用户在使用多种 CFS 子产品、计费项的情况下，更简洁的购买和管理资源单位

包。

资源单位包的使用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叠加，能极大提升资源单位包使用的灵活程度。

支持抵扣账号内所有文件系统实例，实现一个资源单位包抵扣所有实例，降低多资源单位包管理的复杂度。

云文件存储的所有计费项均按每小时峰值使用量推送，资源单位包会根据购买的资源单位包大小，对每小时的各类计费项用量进行抵扣，超出抵扣量部分将自动

按照按量计费价格进行结算。每个计费项抵扣消耗资源单位包额度的比例，与该计费项的按量付费的单价完全一致。

例如：中国大陆的通用性能型的按量付费价格为1.6元/GB/月（0.00222222元/GB/小时），则10GB的通用性能型实例，需购买16U的资源单位包，就可以

完全覆盖该实例的用量，具体购买的期限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在购买了资源单位包后，每小时都有所购买资源单位包数额的抵扣额度，具体抵扣比例与该类型产品按量付费一个月的价格一致。

如下是每 GB 不同类型的文件存储，完全抵扣所需要的资源单位包数量：

优势

支持抵扣所有 CFS 产品计费项，管理更方便

支持叠加使用，购买更灵活

无需绑定文件系统，自动抵扣多实例，使用更自由

购买须知

资源单位包目前支持对 CFS 文件存储提供服务的公有云所有地域的所有计费项进行抵扣，仅适用于中国站，国际站暂不支持。 

资源单位包为预付费，购买后立即生效。

资源单位包每个周期额度未使用完，不累计到下一月。

资源单位包支持叠加。若您一次性购买多个资源单位包，则资源单位包的规格叠加，有效时长不叠加。

资源单位包到期或用完后，您在 CFS 上产生的用量、系统将自动按量计费。

资源单位包生效期内，账单结算时，系统将按照资源单位包 > 按量计费的顺序进行结算，超出资源单位包部分将采用按量计费方式结算。

当用户账户发生欠费（账户余额小于0）时，无论是否处于资源单位包生效期，CFS 都将立即停止服务。

资源单位包和通用标准型不冲突，可叠加使用。从使用建议上，推荐您使用资源单位包，通用标准型资源包将逐步下线。

抵扣说明

抵扣规则

抵扣细则

产品类型/地域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金融专区 美国 欧洲、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通用标准型 0.35U 0.56U 0.52U 0.578U

通用性能型 1.6U 2.56U 2.376U 2.64U

Turbo标准型 0.6U 0.96U 0.891U 0.99U

Turbo性能型 1.4U 2.24U 2.079U 2.31U

快照 0.12U 0.192U 0.178U 0.19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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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如下是用户在不同时刻，在购买16U资源单位包的情况下，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通用性能型的抵扣细则情况：

产品类型的抵扣优先级参考如下：

通用标准型>>通用性能型>>Turbo 标准型>> Turbo 性能型>>吞吐型>>快照

CFS 资源单位包支持叠加使用，如下是在叠加购买时的有效期情况： 

假设您在2022年8月15日购买1个规格为“300U、3个月有效时长、立即生效”和1个规格为“100U、6个月有效时长、立即生效”的预付费资源单位包，

则：

计费时间 通用性能型使用容量(GB） 资源单位包有效额度（U） 按量付费容量 按量付费结算费用(小时）

2022年12月10日 

14:00
5 16

MAX[0,5 - 16 / 1.6] 

= 0
0元

2022年12月10日 

15:00
10 16 10-16 / 1.6 = 0 0元

2022年12月10日 

16:00
15 16 15-16 / 1.6 = 5

5 × 1.6 / 24 / 30 = 0.011

元

抵扣优先级

说明

优先级目前仅基于子产品类型，计费项和地域无额外的优先级。

叠加说明

时间范围 抵扣说明 可用资源单位包额度

2022年8月15日-2022年11月

15日
有效期内，每月可在资源单位包额度内按抵扣中国站 CFS 所有按量计费项所产生的费用 300U+100U

2022年11月15日-2023年2月

15日
有效期内，每月可在资源单位包额度内按抵扣中国站 CFS 所有按量计费项所产生的费用 100U

说明

关于资源单位包的价格请参见 资源单位包价格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83567#.E8.B5.84.E6.BA.90.E5.8D.95.E4.BD.8D.E5.8C.85.E4.BB.B7.E6.A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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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单位包购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5 18:47:37

云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 提供多种规格预付费资源单位包。您可以根据您的业务需求选择搭配不同的资源单位包。

1. 登录 云文件存储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资源包 > 资源单位包管理，进入资源单位包管理页面。

3. 单击 购买资源单位包 ，进入资源单位包购买页面。

4. 按照业务需求选择资源单位包的规格、数量与购买时长（规格越大、时长越长，优惠越大）。

5. 单击立即购买。

6. 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支付。待完成付费后，您即可在当月享受资源单位包抵扣优惠。

说明

关于资源单位包的购买须知、有效期以及生效范围，请参见 资源单位包介绍 。

购买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fs/fs?rid=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fs?rid=1
https://tcloud.woa.com/document/product/582/8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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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购买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13 16:14:31

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支持两种计费方式，即按量计费的后付费方式（以下简称按量计费方式）和购买资源包的预付费方式（以下简称资源

包方式）。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购买资源包，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CFS 目前提供存储容量资源包，存储容量包用于抵扣存储容量费用、且可以用于提升文件系统吞吐性能上限，资源包规格和价格详情请参见 资源购买 。您可以

根据您业务需求选择资源包的有效时长和容量规格。

资源包购买途径如下：

1. 登录 C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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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购买资源包，进入资源包购买页面。

4. 按照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资源包并绑定指定文件系统；若暂无合适文件系统、也可以回到文件系统列表新创建一个文件系统后再回到资源包购买页面。

5. 单击立即购买，进入订单确认页面。

按量计费方式：当您开始使用 CFS 服务时，CFS 默认使用按量计费方式进行计费，您无须主动购买。

资源包方式：是 CFS 推出的可优惠购买的固定套餐，仅适用于中国大陆公有云地域，您可自行选择购买。

购买资源包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4737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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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认购买，订单将进入支付流程，按照提示即可完成付费。

完成付费后，您即可获得优惠，资源包使用情况可在 资源包管理页面  中查询。

CFS 提供资源包的续费和升级功能。用户可按需对已购买的资源包进行续费和升级。续费和升级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 C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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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已购买的资源包，并单击续费或升级。

续费和升级资源包

续费：若您此前已购买的资源包有效期将要结束，可单击续费，并在弹窗中选择续费时长，可满足延长资源包有效期的需求。

说明

假设您已购买了一个3个月有效时长、50GB的性能型存储资源包，并且对其续费3个月，则该存储包有效期将顺延3个月（资源包规格不变），

该资源包可以在延长后的有效期内抵扣该文件系统50GB的存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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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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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窗中选择升级的规格（资源包有效期不变），最后完成支付即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fs/package?rid=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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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账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5 15:35:53

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服务账单中，由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标准型存储量是合并计费，因此扣费地区会统一显示为 "华南地区（广州）"， 但

账单的扩展字段中会显示被合并计费的地区。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控制台查看文件存储账单。

1. 登录腾讯云控制台，进入 费用中心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 > 资源 ID 账单，进入资源 ID 账单管理页面。

3. 在右上角处，单击 ，并在弹窗中勾选扩展字段1，单击确认保存即可。 

4. 用鼠标拖动表格下方的拖动条，将表格拉至最后，在扩展字段1列中，您可以看到计费时被合并的地区 "北京、广州、上海、成都"的说明。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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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13 16:20:37

按量计费欠费提醒阶段如下图所示：

系统每天会根据您名下按量付费资源过去24小时的消费情况以及账户余额情况，预估余额可支撑的时间。若可支撑时间小于5天，我们将会向您推送余额预警。

预警消息将通过邮件、短信、电话语音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主账号以及所有子账号。

按量计费资源每个整点进行扣费。在您的账户被扣为负值时，我们将通过邮件、短信、站内信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主账号以及所有子账号。

1. 欠费后的24小时内（上图橘色段）文件存储（Cloud File Storage，CFS）还可正常使用，但是在控制台上会有即将停服提醒。

2. 欠费后的24小时 - 168小时（7天）内（上图红色段），若您的账户余额未充值到大于0，CFS 将停止服务且文件系统将无法读写，但仍会计费，控制台仅

提供充值操作；若充值到余额大于0，服务将自动恢复、可进行读写。

3. 若余额小于0达到7天（上图黑色端），按量计费的 CFS 文件系统将回收，所有数据将会被清理，且不可找回。

4. CFS 回收时，我们将通过邮件、短信、站内信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主账号以及所有子账号。

按量计费欠费提醒

余额预警

欠费预警

欠费处理

注意

按量计费资源不再使用时请及时销毁，以免继续扣费。

销毁/回收后，数据将会被清除且不可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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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