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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中国大陆地域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6:47:32

当前 Web 应用防火墙提供两种产品形态，SaaS 型 WAF 和负载均衡型 WAF，并提供多个不同的套餐类型，详情请参见 基础套餐价格说明 ，您可以根据自身

的业务需求选择购买不同形态和不同套餐类型的 Web 应用防火墙产品。

SaaS 型 WAF 和负载均衡型 WAF 支持地域说明请参见 支持地域 。

Web 应用防火墙支持包年包月（预付费）单一计费方式，包年包月（预付费）+ 弹性（后付费）组合计费方式。

Web 应用防火墙采取基础套餐 + 套餐扩展或套餐增值能力组合的方式进行计费：

计费模式

基础套餐（必选）：您可以按包年包月 预付费模式  进行购买，套餐和扩展包详情请参见 购买页  价格。

套餐扩展（可选）：用户选购基础套餐后，可根据需要购买 域名拓展包 、 业务扩展包（QPS 扩展包）  和 业务弹性包  用以扩展实例规格。

说明

业务弹性包：开启弹性计费开关的用户，WAF 按照实际超量的 QPS 收取超量部分的弹性防护费用，账单次日生成。若业务请求峰值未触发弹性防

护，则不收取相关费用。

套餐增值能力（可选）：用户在购买基础套餐后，可以选择购买 BOT 流量管理 、 BOT 业务拓展包 、 API 安全 、 安全日志服务包  、 业务安全 、 专家服

务 、以及开启 日志投递服务  增值能力。

说明

Web 应用防火墙预付费到期处理说明，请参见腾讯云计费相关中 预付费计费说明 。

基础套餐价格说明

产品类型 版本详情 费用（元/月） 注意

SaaS 型 WAF

高级版 3880

漏洞高级防护功能（AI 引擎）默认不开启，如您购买的套餐包含该功能且您需要

使用， 请 联系我们  开启。

购买 WAF 基础套餐后，可以在 实例管理  中升级套餐，暂不支持套餐降级。

企业版 9880

旗舰版 28880

独享版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负载均衡型 WAF

高级版 3880

如需使用支持 IPv6 的负载均衡型 WAF，请在负载均衡侧创建 IPv6 类型的负载

均衡实例，负载均衡接入和支持地区说明，请参见 IPv6 负载均衡快速入门 。

企业版 9880

旗舰版 28880

独享版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套餐扩展价格说明

域名扩展包

域名扩展包详情 费用 

每个域名包最多可防护10个域名，包含1个主域名，以及该主域名下的子域名共10个 2000元/月

业务扩展包（QPS 扩展包）

业务扩展包（QPS 扩展包）详情 费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7/475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8
https://buy.cloud.tencent.com/buy/wa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8
https://cloud.tencent.com/about/connec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instance-n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961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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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购买 WAF 旗舰版+10个 QPS 扩展包，且开启弹性防护，此时套餐规格为：20000QPS。某日用户 QPS 为 24000QPS，超量 QPS 为：

4000QPS，则当日弹性防护费用为：4000 * 0.2 = 800元，且将在次日产生账单。

购买 API 安全后，用户可以对相关 API 资产进行安全分析，并根据流量分析发现的风险进行策略配置。不同实例版本开启 API 安全价格如下：

一个 QPS 扩展包包含1000QPS

每个 QPS 扩展包支持扩展增加1000QPS，同时防护业务带宽扩展增加（腾讯云内/腾讯云外）25Mbps/10Mbps

 1000元/月

业务弹性包（后付费）

当业务 QPS 峰值超过基础套餐或基础套餐 + QPS 扩展包规格后，WAF 将对超量 QPS 提供弹性防护，最高可提供100万 QPS 的弹性防护能力。

注意

若同一账号下，同时购买 SAAS 型 WAF 和负载均衡型 WAF，各实例类型相关联的弹性防护消耗独立计算，费用独立结算。

若用户未购买 QPS 扩展包或未启用弹性防护，对超出基础套餐或基础套餐 + QPS 扩展包的 QPS，WAF 将无法提供防护。

业务弹性包详情 费用 

对超过基础套餐或基础套餐+QPS 扩展包的 QPS，进行安全防护。 0.2元/QPS/天

计费示例

套餐增值能力价格说明

BOT 流量管理

 BOT 流量管理详情 费用 

购买后，用户可以通过 BOT 流量管理  对友好及恶意机器人程序进行甄别分类，并采取针对性的流量管理策略。例如，放

通搜索引擎类机器人流量，对恶意爬取商品信息流量采取不响应、减缓响应或差异化响应策略，还能够应对恶意机器人程序

爬取带来的资源消耗、信息泄露及无效营销问题，同时也保障友好机器人程序（如搜索引擎，广告程序）的正常运行。

 8000元/实例/月

说明

开通 BOT 流量管理后，BOT 流量管理默认仅支持 2500 QPS。如有更大的 QPS 检出需求，请购买 BOT 业务扩展包 。

BOT 业务扩展包（QPS 扩展包）

 BOT 业务扩展包（QPS 扩展包）详情 费用 

每个 QPS 扩展包支持扩展增加1000QPS。 3000元/月

API 安全

产品类型 版本详情 API 安全 费用（元/月） 注意

SaaS 型 WAF

高级版
开通 8880

漏洞高级防护功能（AI 引擎）默认不开启，如您购买的套餐包

含该功能且您需要使用， 请 联系我们  开启。

购买 WAF 基础套餐后，可以在 实例管理  中升级套餐，暂不

支持套餐降级。

不开通 3880

企业版
开通 19880

不开通 9880

旗舰版
开通 48880

不开通 28880

独享版
开通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不开通

负载均衡型 WAF 高级版 开通 8880 如需使用支持 IPv6 的负载均衡型 WAF，请在负载均衡侧创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7/65688
https://cloud.tencent.com/about/connec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instance-n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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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类型的负载均衡实例，负载均衡接入和支持地区说明，请参

见  IPv6 负载均衡快速入门 。
不开通 3880

企业版
开通 19880

不开通 9880

旗舰版
开通 48880

不开通 28880

独享版
开通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不开通

说明：

开通 API 安全后，业务扩展包单价将有对应上涨，从1元/QPS/月上涨至3元/QPS/月。

安全日志服务包

安全日志服务包详情 费用 

一个安全日志服务包包含：

1TB 日志服务存储容量：提供防护域名在用户自定义的日志保存天数内（1～30天）的访问日志查询和下载功能，但如

用户设置的日志保存天数对应的日志量超出1TB 的存储容量，则仅在1TB 的存储容量内提供防护域名的访问日志查询和

下载功能。

180天的访问日志存储功能：提供防护域名180天的访问日志存储功能，但日志存储在 COS 存储服务中，用户无法在安

全日志服务包的控制台查询或下载日志，仅可向腾讯云  提交工单  下载数据。

 500元/月

说明

安全日志服务包2个起售，一次最多可购买500个。

Web 应用防火墙支持添加三级、四级域名，但添加的三级或四级域名将会占用一个子域名额度。

如需关闭 QPS 扩展包，可以在 续费管理  中，找到相应计费项目，取消续费。

如需要单独关闭域名包自动续费，请 联系我们  处理。

安全日志服务包日志容量，建议按照业务 QPS 用量进行购买，建议每月每800QPS 购买1TB 的日志容量。

业务安全

业务安全详情 费用 

业务安全防护  对特定 URL 进行防护，通过账号信息提取、风险评估、对注册保护、登录保护及活动防刷等场景进行精准

防护。通过和 WAF 基于 session 的 CC 防御功能、BOT 流量管理功能，共同构建 WAF 防爬、防刷及防御体系，为客

户的业务安全保驾护航。

 1000元/5000次/月

专家服务

Web 应用防火墙专家服务，通过建立微信群的方式和用户进行对接沟通，为用户提供安全咨询、评估、培训、通知等服务。通过向用户提供专业指导和修复建议

的方式，协助其尽快修复云上业务，降低用户损失，同时为有高级安全需求的用户提供重点保护服务。

专家服务详情 费用 

在有效期内（购买后一个月内）向用户提供一次服务，服务内容包括：

服务时间：5天*8小时 内任意时间支持企业微信或微信群、电话在线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

应急响应：客户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及处理

电话会议：安全专家远程电话会议进行安全咨询与问题解答

安全监控与巡检：日常系统安全巡检和主动监控，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上线处理

2000元/次

日志投递服务

日志投递服务旨在将 WAF 生成的日志（暂时仅支持访问日志的头部字段）记录并投递到用户的腾讯云 CLS 服务或者 Ckafka 服务中。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961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newal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7/6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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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志存储和投递过程中，WAF 将按实际日志量计费，计量单位：GB；计费周期为天，即当日所产生用量的费用会在次日00:00点时出账结算。目前支持根据

用户实际使用量进行阶梯定价（该定价不包括 CLS 或者 Ckafka 的费用）。具体价格如下表所示：

说明

使用日志投递服务需提前购买 CLS 或 Ckafka 实例。

日投递量（GB） 费用（元/GB/日）

0 - 30 GB（不含 30 GB） 0.032

30 - 100 GB（不含 100 GB） 0.024

100 - 500 GB（不含 500 GB） 0.016

500 GB 及以上 0.012

注意

如使用日志投递时出现异常，请 联系我们  进行处理。

日志投递服务功能记录的日志为未压缩格式，WAF 记录值大小与 CLS 平台记录值大小不同。

日志投递服务功能与安全服务日志包功能不冲突，无论是否购买安全服务日志包都可以购买和使用日志投递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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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国大陆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5 16:22:33

当前 Web 应用防火墙提供两种产品形态，SaaS 型 WAF 和负载均衡型 WAF，并提供多个不同的套餐类型，详情请参见 基础套餐价格说明 ，您可以根据自身

的业务需求选择购买不同形态和不同套餐类型的 Web 应用防火墙产品。

SaaS 型 WAF 和负载均衡型 WAF 支持地域说明请参见 支持地域 。

Web 应用防火墙支持包年包月（预付费）单一计费方式，包年包月（预付费）+ 弹性（后付费）组合计费方式。

Web 应用防火墙采取基础套餐 + 套餐扩展或套餐增值能力组合的方式进行计费：

计费模式

基础套餐（必选）：您可以按包年包月 预付费模式  进行购买，套餐和扩展包详情请参见 购买页  价格。

套餐扩展（可选）：用户选购基础套餐后，可根据需要购买 域名扩展包 、 业务扩展包（QPS 扩展包）  用以扩展实例规格。

套餐增值能力（可选）：用户在购买基础套餐后，可以选择购买 BOT 流量管理 、 BOT 业务拓展包 、 API 安全 、 安全日志服务包  增值能力。

说明

Web 应用防火墙预付费到期处理说明，请参见腾讯云计费相关中 预付费计费说明 。

基础套餐价格说明

产品类型 版本详情 费用（元/月） 注意

SaaS 型 WAF

高级版 5800 

漏洞高级防护功能（AI 引擎）默认不开启，如您购买的套餐包含该功

能且您需要使用， 请 联系我们  开启。

购买 WAF 基础套餐后，可以在 实例管理  中升级套餐，暂不支持套

餐降级。

企业版 14700

旗舰版 43200

独享版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负载均衡型 WAF

高级版 5800 

如需使用支持 IPv6 的负载均衡型 WAF，请在负载均衡侧创建 IPv6 类

型的负载均衡实例，负载均衡接入和支持地区说明，请参见 IPv6 负载均

衡快速入门 。

企业版 14700

旗舰版 43200

独享版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套餐扩展价格说明

域名拓展包

域名扩展包详情 费用 

一个域名包最多可以防护10个域名，包含1个主域名和该主域名下的子域名共10个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业务扩展包（QPS 扩展包）

业务扩展包（QPS 扩展包）详情 费用 

一个 QPS 扩展包包含1000QPS

每个 QPS 扩展包支持扩展增加1000QPS，同时防护业务带宽扩展增加（腾讯云内/腾讯云外）

25Mbps/10Mbps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套餐增值能力价格说明

BOT 流量管理

BOT 流量管理详情 费用 

购买后，用户可以通过 BOT 流量管理  对友好及恶意机器人程序进行甄别分类，并采取针对性的流量管理策略。例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7/475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8
https://buy.cloud.tencent.com/buy/wa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8
https://cloud.tencent.com/about/connec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instance-n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961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7/6568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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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API 安全后，用户可以对相关 API 资产进行安全分析，并根据流量分析发现的风险进行策略配置。不同实例版本开启 API 安全价格如下：

如，放通搜索引擎类机器人流量，对恶意爬取商品信息流量采取不响应、减缓响应或差异化响应策略，还能够应对

恶意机器人程序爬取带来的资源消耗、信息泄露及无效营销问题，同时也保障友好机器人程序（如搜索引擎，广告

程序）的正常运行。

说明

开通 BOT 流量管理后，BOT 流量管理默认仅支持 2500 QPS。如有更大的 QPS 检出需求，请购买 BOT 业务扩展包 。

BOT 业务扩展包（QPS 扩展包）

 BOT 业务扩展包（QPS 扩展包）详情 费用 

每个 QPS 扩展包支持扩展增加1000QPS。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API 安全

产品类型 版本详情 API 安全 费用（元/月） 注意

SaaS 型 WAF

高级版
开通 13320

漏洞高级防护功能（AI 引擎）默认不开启，如您购买的套餐包

含该功能且您需要使用， 请 联系我们  开启。

购买 WAF 基础套餐后，可以在 实例管理  中升级套餐，暂不

支持套餐降级。

不开通 5880

企业版
开通 29700

不开通 14700

旗舰版
开通 73200

不开通 43200

独享版
开通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不开通

负载均衡型 WAF

高级版
开通 13230

如需使用支持 IPv6 的负载均衡型 WAF，请在负载均衡侧创建 

IPv6 类型的负载均衡实例，负载均衡接入和支持地区说明，请参

见  IPv6 负载均衡快速入门 。

不开通 5880

企业版
开通 29700

不开通 14700

旗舰版
开通 73200

不开通 43200

独享版
开通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不开通

说明：

开通 API 安全后，业务扩展包单价将有对应上涨，从1元/QPS/月上涨至3元/QPS/月。

安全日志服务包

安全日志服务包详情 费用 

一个安全日志服务包包含：

1T日志服务存储容量：提供防护域名在用户自定义的日志保存天数内（1～30天）的访问日志查询和下载功能，

但如用户设置的日志保存天数对应的日志量超出1T的存储容量，则仅在1T的存储容量内提供防护域名的访问日志

查询和下载功能。

180天的访问日志存储功能：提供防护域名180天的访问日志存储功能，但日志存储在 COS 存储服务中，用户无

法在安全日志服务包的控制台查询或下载日志，仅可向腾讯云  提交工单  下载数据。

仅支持通过 工单  获取价格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loud.tencent.com/about/connec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instance-n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961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2&source=0&data_title=T-Sec-Web%E5%BA%94%E7%94%A8%E9%98%B2%E7%81%AB%E5%A2%99&level3_id=864&radio_title=%E8%AE%A1%E8%B4%B9/%E4%BB%B7%E6%A0%BC%E5%92%A8%E8%AF%A2&queue=3026&scene_code=30040&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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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安全日志服务包2个起售，一次最多可购买500个。

Web 应用防火墙支持添加三级、四级域名，但添加的三级或四级域名将会占用一个子域名额度。

如需关闭 QPS 扩展包，可以在 续费管理  中，找到相应计费项目，取消续费。

如需要单独关闭域名包自动续费，请 联系我们  处理。

安全日志服务包日志容量，建议按照业务 QPS 用量进行购买，建议每月每800QPS 购买1T的日志容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newal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onnec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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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5 17:03:51

当前 Web 应用防火墙提供两种产品形态，SaaS 型 WAF 和负载均衡型 WAF，并提供多个不同的套餐类型，详情请参见 基础套餐规格说明 ，您可以根据自身

的业务需求选择购买不同形态和不同套餐类型的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

2. 进入 Web 应用防火墙购买页 。

3. 在 Web 应用防火墙购买页，选择需要购买的实例类型、地域套餐、扩展域名包、QPS 扩展包、安全日志服务包、购买时长等内容，详情请参见 计费概述 ，

单击立即支付。

4. 完成支付流程，即可购买成功。

当您购买完成 Web 应用防火墙后，可以参见 快速入门  对 SaaS 型 WAF 和负载均衡型 WAF 进行入门操作。

后续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7/11730#bas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buy.cloud.tencent.com/buy/wa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7/117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7/1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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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9 16:32:53

1. 登录 Web 应用防火墙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中，选择资产中心 > 实例管理。

2.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所需实例，单击升级。

1. 在 实例管理页面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扩展与增值 > 域名扩展包。

2. 在扩展域名包弹窗中，选择购买数量，单击立即购买。

1. 在 实例管理页面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扩展与增值 > 业务扩展包。

WAF 套餐升级方式

域名扩容包升级方式

业务扩容包升级方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instance-n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instanc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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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业务扩展包弹窗中，选择购买数量，单击立即升级。

1. 在 实例管理页面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扩展与增值 > BOT 与业务安全。

2. 在 BOT 与业务安全扩展弹窗中，勾选所需服务，单击立即购买。

BOT 与业务安全升级方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instanc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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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实例管理页面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扩展与增值 > API 安全。

2. 在 API 安全弹窗中，勾选所需服务，和业务扩展包数量，单击立即购买。

API 安全升级方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instanc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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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实例管理页面  的规格概览模块，单击扩容日志包。

2. 在升级日志服务包弹窗中，选择购买数量，单击立即购买。

1. 在 实例管理页面 ，选择所需实例，单击实例 ID。

安全服务日志包升级方式

实例详情升级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instance-n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instanc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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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实例详情页面中，可以对对应资源进行升级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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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9 16:32:53

为了可以继续享受正常的安全服务，您可以在 Web 应用防火墙服务到期前为其手动续费，也可以设置到期自动续费。

Web 应用防火墙服务到期前7天，系统会向您推送服务即将到期，请及时续费等相关信息。信息通过站内信、短信及邮件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号创建者以及所

有协作者，提醒设置详情，请参见 账户欠费预警指引。

在购买 Web 应用防火墙时，若已勾选并同意自动续费，在实例到期时，系统会自动扣除您账户余额进行续费。 

WAF 实例套餐及扩展资源包含域名包、QPS 包及 BOT 与业务安全扩展。

1. 登录 Web 应用防火墙控制台，在左侧导航中，选择资产中心 > 实例管理。

2. 在实例管理页面，支持如下两种续费方法：

续费提醒

续费方式

WAF 实例套餐及扩展资源

说明：

如需单独续费 WAF 套餐实例、BOT 与业务安全服务、域名扩展包及 QPS 扩容包请前往 费用中心  续费。

方式1：选择所需实例，单击续费，弹出续费弹窗。

方式2：选择所需实例，单击实例 ID，在实例详情页面中，单击续费，弹出续费弹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3551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xpense/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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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续费页面，选择付费时长，单击确定。

1. 登录 Web 应用防火墙控制台，在左侧导航中，选择资产中心 > 实例管理。

2. 在实例管理页面的规模概览模块，单击续费日志包。

3. 在续费服务日志包弹窗中，选择付费时长，单击立即续费。

仅续费安全服务日志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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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续费管理页面 提供实例的批量资源续费、设置自动续费、设置统一到期日以及取消不续费等功能，详见 续费管理。

说明：

安全服务日志包续费周期与实例到期时间相对应，即只能续费到实例到期前。

续费管理中心续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newa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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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5 17:39:43

Web 应用防火墙为包年包月计费产品，本文档将为您介绍 Web 应用防火墙的相关欠费说明及数据回收机制。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资源在到期前7天至资源释放的期间，向用户推送预警消息。系统将通过邮件、短信、微信及站内信的方式通知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全

局资源协作者、财务协作者（实际接收方式以用户 消息中心  订阅配置为准）。

到期前7天至资源释放期间的消息提醒机制，请参见 预付费计费说明  的计费流程。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资源到期当天及以后，将向用户推送欠费隔离预警消息。预警消息将通过邮件、短信、微信及站内信的方式通知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所

有协作者（实际接收方式以用户 消息中心  订阅配置为准）。

Web 应用防火墙资源到期后7天内，用户可以自行在控制台释放 waf 实例。

1. 登录 Web 应用防火墙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实例管理。

2. 在实例管理页面，选择需要释放的实例，单击释放实例。

3. 释放实例后，后端将清除所对应实例的所有配置。如果继续使用，请不要释放实例，并尽快续费。

到期预警

注意：

若您已设置自动续费，在账户余额充足的情况下，系统会在到期当日自动续费。

如账户余额不足以续费，系统将向您推送“自动续费余额不足，需进行账户充值”的通知，通知以邮件、短信、微信及站内信的方式推送，每隔1天用

户将收到1条通知，在到期前1天还会额外进行语音电话告警（实际接收方式以您在 消息中心  订阅配置为准）。

欠费提醒

回收机制

Web 应用防火墙资源到期前7天，系统会开始给用户发送续费提醒通知。

Web 应用防火墙到期后7天内，Web 应用防火墙还可以继续使用，需要尽快续费，系统将发送 Web 应用防火墙到期提醒。

Web 应用防火墙到期后第8天开始，Web 应用防火墙将停止服务，转发和防护功能将不可使用，且资源将被系统回收，相关配置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

警告：

如您确认不再使用Web 应用防火墙，请于停服前确认域名相关配置已迁移，避免影响业务：

不主动调整域名的 DNS 解析，如果用户已确定不再使用 Web 应用防火墙，请将域名的 DNS 解析回源站，否则会导致网站服务无法访问。

不主动解绑域名和负载均衡监听器的绑定关系，请在资源回收前及时解绑。

释放实例资源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8#.E8.AE.A1.E8.B4.B9.E6.B5.81.E7.A8.8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guanjia/tea-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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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Web 应用防火墙服务不支持提前退订，不适用五天无理由退款。若您已购买了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非产品问题一概不支持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