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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3-2023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云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

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构成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的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及有关

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复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

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

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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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2 16:31:12

时序数据库 CTSDB 目前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两种模式（按量计费购买前需要实名认证，详见  实名认证指引 ）。包年包月是一种预付费计费模式，详情请参

见 预付费计费说明 。按量计费是一种后付费计费模式，详情请参见 按量计费说明 。  

时序数据库 CTSDB 支持按量计费阶梯价，用得久更便宜。 

按量计费根据使用时长不同，共分为三个阶梯：

具体的价格请参见 价格说明 。

在续费管理页面提供实例的批量续费、设为自动续费、统一到期日等功能，详见 续费管理 。

按量计费阶梯价格

0天 - 4天（4 * 24小时内），适用按量计费第一阶梯价格。

4天 - 15天（4 * 24小时起，至15 * 24小时内），适用按量计费第二阶梯价格。

15天以上（15 * 24小时起），适用按量计费第三阶梯价格。

实例续费管理

注意

为保障您业务正常进行，当硬盘空间即将满时，请及时升级数据库实例规格或者购买硬盘空间。详情请参见 调整数据库实例规格 。

实例存储数据量超过实例购买容量时会被锁住，仅能读取数据不能写入，需扩容或删除部分数据库表解除只读。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2/319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5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2/3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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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价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01 11:13:38

腾讯云时序数据库 CTSDB 支持的售卖地域覆盖全球多个区域，具体请参见 地域和可用区 。CTSDB 支持内存和硬盘单独计价的售卖方式，为用户灵活搭配提

供更多途径。

实例价格

= 内存规格费用 + 存储空间费用  

= (总内存规格 * 单位内存价格) + (总存储空间 * 单位存储价格)  

= (单节点内存数 * 节点数 * 单位内存价格) + (单节点存储空间 * 节点数 * 单位存储价格)

针对按量计费新增阶梯价格，用得久更加优惠。详情请参照价目表：

售卖地域

价格计算

实例价格计算公式

单节点内存价格

CP

U

(核)

内存

(GB

)

适用场景
推荐写入次数

(点/秒)

单位内存价格

包月优惠价

(元/GB/月)

单位内存价格

按量计费价第一阶梯

(0,96小时]

(元/GB/小时)

单位内存价格

按量计费价第二阶梯

(96,360小时]

(元/GB/小时)

单位内存价格

按量计费价第三阶梯

(360小时以上)

(元/GB/小时)

1 2 测试环境 12500 67 0.186 0.1396 0.09305

1 4 生产环境 25000 67 0.186 0.1396 0.09305

2 9 生产环境 50000 67 0.186 0.1396 0.09305

4 20 生产环境 100000 60.30 0.1675 0.1256 0.08375

8 40 生产环境 200000 56.95 0.1582 0.1186 0.0791

16 80 生产环境 400000 53.60 0.1489 0.1117 0.0744

28 128 生产环境 800000 50.25 0.13958 0.1047 0.06979

存储空间价格

数据库类型
单位存储价格

包月优惠价(元/GB/月)

单位存储价格

按量计费价格(元/GB/小时)

CTSDB 实例 0.36 0.00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2/3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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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8 14:11:25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通过控制台购买时序数据库 CTSDB 实例。

已 注册腾讯云账号 ，并 实名认证  成功。

1. 登录 CTSDB 购买页 ，选择数据库各项配置，确认无误后，单击立即购买。

2. 购买完成后，返回实例列表，待实例状态变为运行中，即可进行后续操作。

连接实例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计费模式：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

若业务量有较稳定的长期需求，建议选择包年包月。

若业务量有瞬间大幅波动场景，建议选择按量计费。

地域和可用区：选择您业务需要部署的地域，请参见 地域和可用区 。

版本：支持 CTSDB 1.0、CTSDB 2.0。

CTSDB 1.0  版本，兼容 Elasticsearch 6.8.2。

CTSDB 2.0  版本（推荐使用 ），兼容 Elasticsearch 7.10.1，支持类 SQL 查询语句，数据压缩算法、写入性能等多方面优化。

配置模式：支持快速配置和自定义配置。

存储容量：快速配置模式中，存储容量即单副本存储容量 = 集群硬盘总容量 / 副本数。

网络类型：云数据库所属网络，建议您选择与云服务器同一个地域下的同一私有网络，否则无法通过内网连接云服务器和数据库。私有网络说明请参见 网络环

境 。

端口：自定义端口号需在1024到65535之间。

指定项目：数据库实例所属的项目，缺省设置为默认项目。

标签：给实例设定标签。您可以根据标签归类管理实例。单击添加，可以选择标签键与标签值。

实例名：可选择创建后命名或立即命名。 

密码：root 帐号的密码，8 - 64个字符，需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 ~!@#$%^&*()_+-=|{}[]:;<>,.?/ 字符中的三种。

费用：详情请参见 价格说明 。

相关文档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tsd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2/135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2/319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2/136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2/709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2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2/3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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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24 15:34:38

时序数据库 CTSDB 支持控制台续费和续费管理中心续费两种方式。

1. 登录 CTSDB 控制台 ，在实例列表，选择一个或多个需要续费的实例，单击上方的续费。 

2. 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续费时长，单击确认。

3. 支付成功后，返回实例列表，待实例状态变为运行中，即可正常使用。

在实例列表，选择一个或多个需要续费的实例，单击上方的自动续费。

 在  续费管理页面  提供实例的批量续费、设为自动续费、统一到期日等功能 ，详见 续费管理 。

控制台续费

批量续费

自动续费

续费管理中心续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t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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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2 15:46:02

包年包月的资源会在到期前七天开始，隔天向您推送到期预警，预警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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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协作者。

包年包月的资源到期当天及每隔天向您推送欠费隔离预警，预警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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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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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消息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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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

从余额扣为负值时刻起：

自动关机之后：

云数据库回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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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协作者。

包年包月云数据库到期提醒

到期预警

欠费预警

回收机制

云服务资源到期前七天，系统会开始给您发送续费提醒通知。

到期后七天内云服务还可以继续使用，实例状态为已过期，需要尽快续费，系统将发送云服务到期提醒。

到期后第八天开始，此云数据库不可再使用，实例状态为已隔离。您可在控制台实例列表页面进行续费操作。

云数据库在到期十四天后若仍未进行续费操作，则资源将被系统回收，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

即到期后，云数据库仍有七天可用时间和七天不可用时间，您可在这十四天内对设备进行续费。余额充足的情况下，设置了自动续费的设备，自动续费也会照

常执行。

按量计费云数据库到期提醒

余额预警

欠费预警

欠费处理

24小时内，云数据库可继续使用且继续扣费。

24小时后，云数据库实例将自动关机且停止扣费。

关机后的3天内，若您的账户余额未充值到大于0，不可对其开机；若充值到余额大于0，计费将继续，可对其开机。

账户余额小于0达到3天，按量计费云数据库将回收，所有数据将会被清理，且不可找回。

注意

按量计费资源不再使用时请及时销毁，以免继续扣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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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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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01 11:17:22

为了更加方便您使用云数据库，如果您在购买包年包月云数据库后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支持以下退货退款。

时序数据库 CTSDB 产品遵守腾讯云 云服务退货说明 ，如果您在购买时序数据库 CTSDB 后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支持五天内无理由自助退还，具体规则如下：

符合五天无理由退还场景的订单，退款金额为购买时花费的全部消耗金额，包括现金账户金额、收益转入账户金额以及赠送账户金额。具体退款规则请参见 五天

内无理由全额退款 。

如果您已经享用5天无理由退还，我们还支持您的199台包年包月云数据库实例可在任意时间内提交工单退还。 

普通退还将扣除您已使用的费用，退款金额将按购买支付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支付比例退还至您的腾讯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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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主体下，您可享受1台云数据库实例5天无理由退还，您支付的有效金额将返还到您的腾讯云账户。

除此之外，您还可享受普通退还，扣除您已使用的费用，退款金额将按购买支付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支付比例退还至您的腾讯云账户。

以上均需要通过 在线支持  申请。

退还说明

包年包月实例退还后，实例的状态一旦变为隔离中或已隔离时，就不再产生与该实例相关的费用。

包年包月实例彻底销毁后 IP 资源同时释放，实例无法访问。

包年包月实例退还后，实例状态标记为已销毁，此时实例无法访问。如您想恢复已经退还的包年包月实例，可以进行续费恢复。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某些活动资源不支持自助退还，具体以官网展示为准。

五天无理由自助退还

每个主体下，包年包月预付费时序数据库 CTSDB 自新购之日起五天之内（含五天），默认享受1台云数据库实例五天无理由退还。

计费模式由按量计费切换至包年包月的云数据库实例，不支持五天内无理由退还。

如出现疑似异常/恶意退货，腾讯云有权拒绝您的退货申请。

五天无理由自助退还规则

注意

抵扣的代金券不予以退还。

退还金额将全部退还到腾讯云账号余额。

普通退还

普通退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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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已使用价值按照如下策略计算：

已使用部分，发起退费当天已满整月按整月扣除，不满整月则按量计费扣除。

已使用部分精确到秒。

退款金额 ≤ 0，按0计算并清退资源。

注意

抵扣或代金券不予以退还。

退还金额将按购买使用的现金和赠送金支付比例返还到您的腾讯云账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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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service?from=connec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