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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不同带宽类型的共享带宽包的计费价格。

带宽类型

共享带宽包按照带宽类型，可分为如下类型的带宽包：

带宽类型 线路说明 计费模式 创建说明

常规 BGP 带宽包
普通 BGP IP 线路类型的

带宽包

预付费模式、后付费模式

（按带宽计费、月 TOP5

计费、月95计费、增强型

95计费） 可在控制台手动创建

精品 BGP 带宽包
使用专属线路的精品 BGP

IP 线路类型的带宽包

预付费模式、后付费模式

（月 TOP5计费、月95计

费、增强型95计费）

Anycast 加速

BGP 带宽包

采用 Anycast 加速 BGP

IP 线路类型的带宽包
后付费模式（月95计费）

自动创建，不支持手

动创建

移动/联通/电信带宽

包

通过单个网络运营商访问公

网，静态单线 IP 线路类型

的带宽包

后付费模式（月95计费）

后付费模式（按日结算、增

强型95计费）
可在控制台手动创建

常规 BGP 带宽包

预付费带宽包

地域 单价（元/Mbps/月）

购买指南

计费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4:56:56

说明：

目前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预付费带宽包，传统账户类型需升级后才能使用，升级详情请参见 账户类型升级

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868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518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868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892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518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868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892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868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868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752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892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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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单价（元/Mbps/月）

中国大陆（含金融专区） 80

东京、新加坡、曼谷、雅加达、孟买、法兰克福 80

硅谷、弗吉尼亚 90

中国香港、中国台北、首尔、圣保罗、多伦多 100

后付费带宽包

按带宽计费

地域 单价（元/Mbps/天）

除圣保罗以外的其他地域（含金融专区） 3.6

圣保罗 4.6

按月结算

地域 单价（元/Mbps/月）

除圣保罗以外的其他地域（含金融专区） 108

圣保罗 138

精品 BGP 带宽包

预付费带宽包

说明：

如需使用常规 BGP 后付费 - 月 TOP5计费共享带宽包，请联系您的商务经理申请开通。

说明：

目前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需升级后才能使用，升级详情请参见 账户类型升级说明。

仅香港地域支持精品 BGP IP，价格详情请参见 精品 BGP 包月带宽、精品 BGP 带宽包。

如需使用精品 BGP 后付费 - 月TOP5计费共享带宽包，请联系您的商务经理申请开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51693#.3Ca-id.3D.22monthly.22.3E.E5.8C.85.E6.9C.88.E5.B8.A6.E5.AE.BD.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3Ca-id.3D.22cn2.22.3E.E7.B2.BE.E5.93.81-bgp-.E5.B8.A6.E5.AE.BD.E5.8C.85.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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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单价（元/Mbps/月）地域 单价（元/Mbps/月）

中国香港 380

后付费带宽包

地域 单价（元/Mbps/月）

中国香港 580

Anycast 加速 BGP 带宽包

Anycast EIP 所属地域
加速地域（单价：元/Mbps/月）

亚太 欧洲 北美 南美

亚太（中国香港、新加坡、曼谷、孟买、首尔、东京） 108 108 108 288

欧洲（法兰克福） 108 108 108 168

北美（硅谷） 108 108 108 168

南美（圣保罗） 288 168 168 138

移动/联通/电信带宽包

按日结算

地域

移动带宽包价格

（单位：元/Mbps/

天）

联通带宽包价格

（单位：元/Mbps/

天）

电信带宽包价格

（单位：元/Mbps/

天）

说明：

计费详情请参见 Anycast 公网加速购买指南。

说明：

目前仅广州、上海、南京、济南、杭州、福州、北京、石家庄、武汉、长沙、成都、重庆地域支持静态单

线 IP 线路类型。

如需使用移动/电信/联通共享带宽包，请联系您的商务经理申请开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4/1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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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上海、北京 1.8 2.2 2.2

成都 1.6 1.8 1.8

重庆 1.6 1.2 1.2

南京、济南 0.9 1.2 1.2

杭州 0.9 1.2 2.2

福州、石家庄、武汉、长

沙
0.9 1.2 1.2

按月结算

地域
移动带宽包价格

（单位：元/Mbps/月）

联通带宽包价格

（单位：元/Mbps/月）

电信带宽包价格

（单位：元/Mbps/月）

广州、上海 47 47 47

北京 44 44 44

成都 45 45 45

重庆 26 26 26

南京 22 25 23

济南 19 17 18

杭州 20 29 40

福州 10 19 21

石家庄 15 25 25

武汉 14 19 21

长沙 15 25 25

相关文档

计费模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5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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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共享带宽包的预付费计费模式，目前常规 BGP 带宽包与精品 BGP 带宽包支持预付费模式。

计费说明

预付费带宽包是一种需要先付费才能使用资源的计费方式。

在创建时付费。

计费周期为一个月。

预付费带宽包调整带宽不支持调低带宽上限值。

计费公式

预付费带宽费 = 带宽单价(元/Mbps/月) × 购买带宽 × 购买时长。

计费示例

例如您在6月10日在香港购买精品 BGP 预付费带宽包，单价为380元/Mbps/月。购买带宽为200Mbps，购买时

长为1个月，则费用为： 

精品 BGP 预付费带宽费 = 380 × 200 X 1 = 76000元。

相关文档

计费概述

预付费模式

计费模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8 17:37:42

说明：

共享带宽包的计费价格请参见 计费概述。

传统账户类型暂不支持使用预付费带宽包。如需确认您的账户类型，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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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 BGP 预付费带宽包

1. 账号欠费时，预付费带宽包未到期将不影响预付费带宽包的使用。

2. 预付费带宽包到期后将进入7天隔离期（隔离期内的 IP 不可用），在隔离期可以通过续费解除隔离。若在隔离期

内未进行续费，则隔离期满时将销毁预付费带宽包，包内 IP 将一起销毁。

3. 处于隔离期的精品 BGP 预付费带宽包不支持添加、移除、迁移资源至后付费带宽包。

常规 BGP 预付费带宽包

1. 账号欠费时，预付费带宽包未到期将不影响预付费带宽包的使用。

2. 预付费带宽包到期后将进入7天隔离期（隔离期内的 IP 不可用），在隔离期可以通过续费解除隔离。若在隔离期

内未进行续费，则隔离期满时将销毁预付费带宽包，包内 IP 将一起销毁。

3. 处于隔离期的常规 BGP 预付费带宽包不支持添加、迁移资源至后付费带宽包。

欠费处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2 17: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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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后付费 - 按带宽计费的计费模式。

计费说明

出账时间

出账日为每月1 - 2日，具体出账时间请以费用中心提示为准，详情见 账单介绍。

结算时间

按日结算费用，费用生成后会自动从账户余额中扣除。

结算范围

带宽包有地域属性，一个带宽包仅能归属一个地域。

带宽峰值

单实例带宽峰值：客户创建带宽包时所选定的带宽上限。

单地域带宽总值：不同线路类型带宽限制请参见 共享带宽包使用限制。

计费公式

共享带宽包费用 = 当日所选的最大带宽值（Mbps） × 计费时长（天） × 产品单价（元/Mbps/天）。 

当日所选的最大带宽值：带宽包在结算周期内所设置过的最大带宽上限。

计费时长：按带宽计费的结算周期为天，如带宽包存在时长不足1天则按有效小时计费（不足1小时计为1个有效小

时）。详见下述计费示例。

计费示例

后付费模式

后付费日结

后付费 - 按带宽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4:57:33

说明：

共享带宽包的计费价格请参见 计费概述。

仅常规 BGP 带宽包支持后付费-按带宽计费。

开通带宽包时将根据您所选带宽值、带宽单价冻结1个结算周期的带宽包费用，余额小于冻结费用则无法

开通，详情见 账户冻结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302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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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您6月1日在南京使用后付费 - 按带宽计费的常规 BGP 带宽包，单价为3.6元/Mbps/天，当日设置的最大带宽

值为80Mbps。带宽包创建时间：10:45:00，带宽包删除时间：12:30:00，则此带宽包有效计费时长为2小时。 

共享带宽包费用 = 80 × （2/24） × 3.6 = 24 元

相关文档

计费概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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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共享带宽包后付费-按日结算的计费模式。

计费说明

出账时间

出账日为每月1 - 2日，具体出账时间请以费用中心提示为准，详情见 账单介绍。

结算时间

按日结算费用，费用生成后会自动从账户余额中扣除。

结算范围

带宽包有地域属性，一个带宽包仅能归属一个地域。

带宽峰值

单实例带宽峰值：客户创建带宽包时所选定的带宽上限。

单地域带宽总值：不同线路类型带宽限制请参见 共享带宽包使用限制。

计费公式

共享带宽包费用 = 共享带宽包日峰值（Mbps） × 产品单价（元/Mbps/天）。

计费示例

假设您在6月1日在南京使用移动/联通/电信带宽包的移动带宽包，单价为0.9元/Mbps/天。本日最高的峰值为：

100Mbps，则当日费用为： 

共享带宽包费用 = 100 × 0.9 = 90 元

相关文档

计费概述

后付费 - 按日结算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4:57:44

说明：

共享带宽包的计费价格请参见 计费概述。

仅移动/联通/电信带宽包支持后付费按日结算。

开通带宽包时将根据您所选带宽值、带宽单价冻结1个结算周期的带宽包预估费用，余额小于冻结费用则

无法开通，详情见 账户冻结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302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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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共享带宽包后付费 - 月TOP5计费的计费模式。

计费说明

出账时间

出账日为每月1 - 2日，具体出账时间请以费用中心提示为准，详情见 账单介绍。

结算时间

按月结算费用，费用生成后会自动从账户余额中扣除。

结算范围

带宽包是以地域为维度进行计费的，一个带宽包仅能覆盖一个地域。

用量明细

共享带宽包提供分钟级别用量明细，详情请参见 下载用量明细。

带宽峰值

单实例带宽峰值：按共享带宽包计费的实例的最大带宽峰值为2Gbps。带宽峰值不作为业务承诺指标，仅作

为参考值和带宽上限峰值。当出现资源争抢时，带宽峰值可能会受到限制。

单地域带宽总值：不同线路类型带宽限制请参见 共享带宽包使用限制。

计费公式

共享带宽包费用 = 共享带宽包月峰值 × 产品单价 × 有效天数 / 计费月天数。

日峰值：每5分钟分别统计1个出、入带宽峰值，然后将较大值作为1个有效带宽峰值点，每日288个统计点，降

序排列后取第5大峰值作为当日的带宽日峰值。

月峰值：结算日将所取的日峰值降序排列，取前5个日峰值的带宽均值作为月峰值。

后付费月结

后付费 - 月 TOP5 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3 16:40:07

说明：

共享带宽包的计费价格请参见 计费概述。

说明：

在费用中心获取计费账单中展示的组件用量、用量均是已经乘以有效天占比后的值。即用量 = 共享带宽

包月峰值 × 有效天数 / 计费月天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302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473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47#.E5.B8.A6.E5.AE.BD.E5.B3.B0.E5.80.B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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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天数：带宽大于1kbps的天数。

计费月天数：为带宽包使用月当月的实际天数。

计费示例

假设您在6月（计费月天数为30天）使用常规 BGP 类型的共享带宽包，单价为108元/Mbps/月，其中带宽不为零

的天数有20天。本月最高的前五日峰值依次为：100M、95M、90M、85M、80M，则当月：

月峰值 =（100 + 95 + 90 + 85 + 80） / 5 = 90 M

共享带宽包费用 = 90 × 108 × 20 / 30 = 64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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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说明

出账时间

出账日为每月1 - 2日，具体出账时间请以费用中心提示为准，详情见 账单介绍。

结算时间

按月结算费用，费用生成后会自动从账户余额中扣除。

结算范围

带宽包是以地域为维度进行计费的，一个带宽包仅能覆盖一个地域。

用量明细

共享带宽包提供分钟级别用量明细，详情请参见 下载用量明细。

带宽峰值

单带宽包实例带宽峰值：客户创建带宽包时所选定的带宽上限。

单地域带宽总值：不同线路类型带宽限制请参见 共享带宽包使用限制。

计费公式

共享带宽包费用 = MAX（月峰值 × 有效天数 /计费月天数 ，月保底带宽 × 带宽包存在天数 / 计费月天数）× 产

品单价。

后付费 - 增强型95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4:57:15

说明：

共享带宽包的计费价格请参见 计费概述。

仅移动/联通/电信带宽包、常规 BGP 带宽包及精品 BGP 带宽包支持后付费 - 增强型95计费。

传统账户类型暂不支持使用后付费 - 增强型95计费方式。如需确认您的账户类型，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

型。

开通带宽包时将根据您所选带宽值、带宽单价冻结1个结算周期的带宽包预估费用，余额小于冻结费用则

无法开通，详情见 账户冻结说明。

保底比例默认20%，若您的业务需要提高带宽峰值至5G以上，保底比例可能超过20%。

说明：

在费用中心获取计费账单中展示的组件用量、用量均是已经乘以有效天占比后的值。即用量 = 共享带宽

包月峰值 × 有效天数 / 计费月天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302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473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47#.E5.B8.A6.E5.AE.BD.E5.B3.B0.E5.80.B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84/152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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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峰值：每5分钟分别统计1个出、入带宽均值，然后将较大值作为1个有效带宽峰值点，每日288个统计点，降

序排列后取第5大峰值作为当日的带宽日峰值。结算日将所取的日峰值降序排列，取前5个日峰值的带宽均值作为

月峰值。

月保底带宽：用每日设置带宽包的最高带宽上限与保底比例（保底比例默认为20%）相乘计算得到日保底带宽。

日保底带宽按带宽包存在天数计算平均值得到月保底带宽。带宽包只要存在就会记录日保底带宽，自删除带宽包

的次日起停止记录保底带宽。

有效天数：带宽大于1Kbps的天数。

带宽包存在天数：带宽包存续期间（从创建到删除）的自然日数量。

计费月天数：为带宽包使用月当月的实际天数。

计费示例

假设您在6月10日（计费月天数为30天）创建常规 BGP 类型的共享带宽包，在6月21日删除此带宽包。在带宽包

存续期间，此带宽包的带宽上限设为500Mbps，保底比例20%。单价为108元/Mbps/月，按增强型95计费。

其中带宽不为零的天数有 6 天，带宽包存在天数为 12 天，月峰值为80Mbps，则当月：

月峰值 = 80 Mbps

日保底带宽 = 500Mbps × 20% = 100 Mbps

月保底带宽 = 100 Mbps

共享带宽包费用 = MAX（80 × 6 / 30，100 × 12 / 30） × 108 = MAX（16，40）× 108 = 43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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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日结算共享带宽包欠费处理机制（包括后付费-按日结算、后付费-按带宽计费）

1. 当您的账户进入欠费状态，共享带宽包立即进入欠费状态保护期（2小时），共享带宽包可继续使用且继续扣费。

2. 2小时后，若您的账户仍未充值到为正值，共享带宽包将进入欠费状态停服期（14天），自动停止服务并停止扣

费。

3. 共享带宽包进入欠费状态停服期（14天），若您的账户余额仍未充值到正值，则保持为不可用状态；若充值到余

额为正值，则共享带宽包可重新使用并重新开始计费。

4. 当您的账户欠费超过欠费状态停服期（14天），计费平台启动欠费资源回收，您的共享带宽包将会自动回收。

5. 停服通知及资源回收提醒通知方式见 按量计费说明-欠费处理机制。

按月结算共享带宽包欠费处理机制（包括后付费-月Top5计费、后付费-月95计费、后付费-增强型

95计费）

常规 BGP 带宽包及静态单线带宽包（2023年03月28日之前）、精品 BGP 带宽包及 Anycast 加速 BGP 带宽

包 ：

1. 当您的账户余额不足时，将从余额为0的时刻开始计时，2小时内共享带宽包可继续使用且继续扣费。

2. 2小时后，若您的账户仍未充值到为正值，共享带宽包将自动停止服务并停止扣费。

3. 腾讯云共享带宽包停止服务后的24小时内，若您的账户余额仍未充值到正值，则保持为不可用状态；若充值到余

额为正值，则共享带宽包可重新使用并重新开始计费。

4. 腾讯云共享带宽包停止服务后，若余额为负的时间达到24小时，共享带宽包将被立即回收。

5. 腾讯云共享带宽包回收时，我们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的方式通知到腾讯云账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

常规 BGP 带宽包及静态单线带宽包 （2023年03月28日之后）：

1. 当您的账户进入欠费状态，共享带宽包立即进入欠费状态保护期（2小时），共享带宽包可继续使用且继续扣费。

2. 2小时后，若您的账户仍未充值到为正值，共享带宽包将进入欠费状态停服期（14天），自动停止服务并停止扣

费。

3. 共享带宽包进入欠费状态停服期（14天），若您的账户余额仍未充值到正值，则保持为不可用状态；若充值到余

额为正值，则共享带宽包可重新使用并重新开始计费。

4. 当您的账户欠费超过欠费状态停服期（14天），计费平台启动欠费资源回收，您的共享带宽包将会自动回收。

5. 停服通知及资源回收提醒通知方式见 按量计费说明-欠费处理机制 。

欠费处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6 14:56: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7#.E6.AC.A0.E8.B4.B9.E5.A4.84.E7.90.86.E6.9C.BA.E5.88.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617#.E6.AC.A0.E8.B4.B9.E5.A4.84.E7.90.86.E6.9C.BA.E5.88.B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