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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介绍

COS 简介

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简称：COS）是腾讯云提供的一种存储海量文件的分布式存储服务，用户

可通过网络随时存储和查看数据。腾讯云 COS

使所有用户都能使用具备高扩展性、低成本、可靠和安全的数据存储服务。

COS 通过控制台、 API、SDK 等多样化方式简单、快速地接入，实现了海量数据存储和管理。通过 COS

可以进行多格式文件的上传、下载和管理。腾讯云提供了直观的 Web 管理界面，同时遍布全国范围的 CDN

节点可以对文件下载进行加速。

存储类别

根据访问频度的高低，COS 提供两种存储级别：标准存储、低频存储。

标准存储

标准存储为用户提供了高可靠性，高可用性和高性能的对象存储服务。

标准存储拥有低访问时延和较高的吞吐量，因而适用于有大量热点文件，需要频繁访问数据的业务场景。

适用场景：热点视频、社交图片、移动应用、游戏程序、动态网站

低频存储

低频存储为用户提供了高可靠性，较低存储成本和较低访问时延的对象存储服务。

低频存储在降低存储价格的基础上，保持首字节访问时间在毫秒级，保证了用户在取回数据的场景下无需等待

，高速读取。低频存储适用于较低访问频率的业务场景。

适用场景：网盘数据、大数据分析、政企业务数据、低频档案、监控数据

您可以参阅以下内容，获得关于腾讯云 COS 的更多信息：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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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桶管理

对象管理

COS 的存储类别

COS 的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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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地域
COS 支持多地域存储，不同地区默认访问域名不同。建议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选择就近的地域存储，可以提高

对象上传、下载速度。

可用地域及访问域名

注意： 

默认域名在创建好存储桶后，可通过 对象存储控制台 的存储桶【域名管理】查看。

bucketname 是在创建存储桶时为存储桶命名的名称，可通过 对象存储控制台

的存储桶【基础配置】查看。

APPID 是在成功申请腾讯云账户后，系统分配的账户标识之一，可通过 腾讯云控制台

【账号信息】查看。

历史版本的可用地域说明，请参阅 历史版本地域列表。

地域 地域简称 默认域名（上传/下载/管理 ）

北京一区（华北） ap-beijing-1 <bucketname-APPID>.cos.ap-

beijing-1.myqcloud.com

北京 ap-beijing <bucketname-APPID>.cos.ap-

beijing.myqcloud.com

上海（华东） ap-shanghai <bucketname-APPID>.cos.ap-

shanghai.myqcloud.com

广州（华南） ap-guangzhou <bucketname-APPID>.cos.ap-

guangzhou.myqcloud.com

成都（西南） ap-chengdu <bucketname-APPID>.cos.ap-

chengdu.myqcloud.com

重庆 ap-chongqing <bucketname-APPID>.cos.ap-

chongqing.myqcloud.com

新加坡 ap-singapore <bucketname-APPID>.cos.ap-

singapore.myqcloud.com

香港 ap-hongkong <bucketname-APPID>.cos.ap-

hongkong.myq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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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地域简称 默认域名（上传/下载/管理 ）

多伦多 na-toronto <bucketname-APPID>.cos.na-

toronto.myqcloud.com

法兰克福 eu-frankfurt <bucketname-APPID>.cos.eu-

frankfurt.myqcloud.com

孟买 ap-mumbai <bucketname-APPID>.cos.ap-

mumbai.myqcloud.com

首尔 ap-seoul <bucketname-APPID>.cos.ap-

seoul.myqcloud.com

硅谷 na-siliconvalley <bucketname-APPID>.cos.na-

siliconvalley.myqcloud.com

弗吉尼亚 na-ashburn <bucketname-APPID>.cos.na-

ashburn.myqcloud.com

示例：

用户在所属地域广州创建了一个存储桶，存储桶名中用户自定义字符串部分为

example，系统自动为用户生成的数字串 APPID 为 1234567890，则其默认访问域名为：

example-1234567890.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跨地域内网访问

相同地域内腾讯云产品访问，将会自动使用内网连接，不产生流量费用。因此选购腾讯云不同产品时，建议尽

量选择相同地域，减少您的费用。

以腾讯 CVM 访问 COS 为例，判断是否使用内网访问 COS 的方法：

在 CVM 上 ping COS 域名，若返回内网 IP，则表明 CVM 和 COS

之间是内网访问，否则为外网访问。

内网 IP 地址一般形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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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等。

不同地域内腾讯云产品之间无法直接通过内网访问。如需通过内网访问，可通过 VPC

部署专属网络通道互联。具体信息，请参考 VPC 产品介绍。

示例：

所在地域为广州的 CVM 访问新加坡的 COS 上的数据，可通过建立 VPC 通道可实现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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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概览
COS 的基本功能

在使用 COS 之前，建议先阅读 COS 基本概念，了解使用 COS

需要的一些基本概念：存储桶、对象、地域以及访问域名的定义等。

COS 主要提供以下功能：

功能 描述

创建存储桶 在上传对象到 COS 之前，需要先创建存储桶。

删除存储桶 如删除存储桶，需先删除存储桶中所有对象和目录。

设置存储桶访问权限 COS 提供权限控制 ACL（Access Control

List），可在创建存储桶的时候设置相应的 ACL

权限控制，也可在创建之后修改访问权限。

防盗链设置 COS 是按使用量收费的服务，为了减少您存储在 COS

的数据被其他人盗链而产生额外费用，COS

支持通过防盗链设置来进行安全防护。

回源设置 设置回源地址对获取数据的请求以多种方式进行回源读

取，满足数据热迁移、特定请求的重定向等需求。

托管静态网站 将存储桶配置成静态网站托管模式，并通过存储桶域名

访问该静态网站。

设置跨域访问 COS 提供 HTML5 标准中的跨域访问设置，帮助实现

跨域访问。针对跨域访问，COS 支持响应 OPTIONS 

请求，并根据开发者设定的规则向浏览器返回具体设置

的规则。

域名管理 通过域名管理，可将自定义域名绑定到 COS 访问域名

上，实现自定义域名访问存储桶下的对象，也可同时一

键配置腾讯云 CDN 实现加速功能。

上传对象 可上传对象（如文本文件、图片、视频、应用等多格式

文件）到存储桶中。

下载对象 可通过多种方式下载对象。

搜索对象 可在存储桶或文件夹中搜索具有相同的名称前缀的对象

。

设置对象的访问权限 对象访问权限提供了基于对象维度的访问权限控制，且

该配置优先级高于存储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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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自定义 Headers 设置单个对象的 HTTP 头部。

删除对象 单个或批量删除对象。

创建文件夹 文件夹便于用户管理存储于 COS 的数据。

删除文件夹 删除单个文件夹。

API 文档 提供 COS 支持的 API 操作和相关示例。

SDK 文档 提供主流语言 SDK 的开发操作和相关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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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与限制
分类 规格与限制 详细描述

QPS 限制 默认 800，如需更高

QPS，参见 

请求速率与性能优化

存储类型 标准存储限制 无

低频存储限制 计费限制：

存储时间不足 30

天，按 30 天计算

存储单元不足 64

KB，按 64 KB 计算

低频存储计费详情，

参见 费用说明

归档存储限制 计费限制：

存储时间不足 90

天，按 90 天计算

存储单元不足 48

KB，按 48 KB 计算

归档存储计费详情，

参见 费用说明

存储桶 限制 1. 存储桶一旦创建成

功，名称和所处地域

不能修改

2. 同一用户账号下所

有存储桶名称唯一且

不支持重命名

3. 名称只支持小写字

母、数字、中划线及

其组合，最长 40

字符

 存储桶数量 每个账户最大 200

个（默认）

 对象数量  每个存储桶中，对象

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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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限制 对象键注 长度最大

850 B

上传 1. 控制台上传最大

512 GB

2. API/SDK 上传最大

48.82 TB (50,000 GB

)

3. 上传接口规格：

  a) 简单上传：最大 5

GB，详情参见 

简单上传

  b)

分块上传：块大小 1

MB ~ 5 GB，最后一

个块可小于 1

MB，分块数 1 ~

10000，详情参见 

分块上传

复制 1. 支持同区域/跨区域

对象复制

2. 同区域对象复制免

费，跨区域对象复制

会产生流量费用，详

情参见 费用说明

中流量费用信息

3. 复制接口规格：

  a) 简单复制：最大 5

GB，详情参见 

简单复制

  b) 大于 5 GB 必须用

分块复制，详情参见 

分块复制

批量删除 一次最大删除 1000

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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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策略 规则数量 ACL + Policy 最大

1000 条

生命周期 规则数量 最大 1000 条

存储类型转化 标准转低频：最小 1

天

标准/低频转归档：最

小 1 天

过期删除 标准/低频/归档过期

删除：最小 1 天

SDK 语言 9 种：

Andriod/C/C++/Jav

a/PHP/iOS/Python/J

avaScript/Node.js

  

注：

对象键是存储桶中描述对象的唯一标识符，如访问域名中

bucket1-1250000000.cossh.myqcloud.com/doc1/pic1.jpg

中，键为

doc1/pic1.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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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级协议

1. 业务功能

腾讯云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为用户提供大规模的 Web

接口存储服务。用户可以通过调用 COS 提供的 HTTP REST API

对数据进行上传、下载和管理。对象存储支持自动扩展，并以按量付费和结算的方式提供服务。

2. 业务可用性

2.1 可用性承诺

腾讯云对象存储提供整体 99.95% 的可用性，针对不同存储引擎分别承诺服务可用性：

标准存储：不低于 99.95%

低频存储：不低于 99.9%

2.2 定义

不可用性时间计算以每月为结算周期，当服务出现连续 5

分钟以上时累计不可用时间，并以占该月总时长的比例作为不可用性的定义。

其中不可用时间不包括腾讯云服务协议 服务补偿

条款中列出的其他情况，以及由于第三方或不可抗力导致的不可用时间。

服务不可用性指由腾讯云 COS 返回的服务器内部错误（含 Internal Error 或 Service Unavailable

等）请求数，占该月总请求数的比例，得出该月的服务不可用率。该数字平均低于

0.05%，即整体服务可用性应达到 99.95% 以上。

3. 故障恢复能力

腾讯云对象存储提供 99.999999999% 的数据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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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使用分布式存储的方式，提供高度持久的数据基础设置，并提供 7x24 小时的服务运维。腾讯云提供在线

工单和电话报障等技术支持，并具备监控、告警、恢复等响应机制，可以及时修复硬件、网络等故障。

4. 业务资源调配能力

腾讯云对象存储通过监控用户的存储、请求、带宽等，自动对资源进行动态扩容操作，该过程用户无感知。对

象存储每个存储桶空间无上限，请求和带宽可根据访问量的增长自动扩容，且无需用户干预。

5. 服务和数据可销毁性

腾讯云对象存储提供数据删除功能，当用户主动删除数据或其他指定需要销毁数据时，对象存储会从所有对应

的存储介质中检索并删除指定数据，数据删除后将无法复原。

当硬件设备需进行报废、维修等操作，需离开腾讯云所在机房时，所有存储介质将执行消磁操作，并提供数据

清空的操作记录。

6. 服务私密性

腾讯云对象存储的访问私密性由腾讯云安全平台统一鉴权服务（CAM）来保障。

用户可将对象存储设置为私有或仅授权有关用户访问（设置公有/匿名访问除外），当读、写、管理请求发起时

，相关请求必须经过签名才可授权执行。通过接口层面上对用户执行权限控制，隔离用户操作，并保障用户数

据的私密性。

7. 服务知情权

腾讯云对象存储为地域级服务，用户对于数据和备份数据所在的地域位置具有知情权，用户可自行指定

数据需要存放的地域，或配置跨区域复制使数据的多个副本放置在不同的地域。

腾讯云对象存储会对数据自动进行冗余操作，无需用户指定和选择可用区。

腾讯云遵守数据所在地的相关法律法规，除应当地法律法规、监管审计要求外，用户的所有数据和日志

均不会提供给第三方。

腾讯云中国境内的数据中心数据不会被存在境外数据中心，也不会被境外业务使用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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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可审查性

腾讯云在依据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下，出于配合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或安全取证调查等原因的需要，在符合流程

和手续完备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相关信息，包括关键组件的运行日志、运维人员的操作记录、用户操作记录等

信息。

9. 服务计量准确性

腾讯云对象存储的费用在产品价格页面和文档中均有明确展示，用户可自行选择具体服务类型并按列明的价格

项进行使用。具体价格以腾讯云官网公布的价格为准，腾讯云按照用户选购的云服务规格和使用时长进行按量

收费。

10. 服务补偿

10.1 适用范围

因腾讯云设备故障、设计缺陷或操作不当导致用户的对象存储无法正常使用，腾讯云将对不可用时间进行赔偿

，但不包括主合同中的不可抗力和其他原因所导致的不可用时长。

10.2 不包含情况

腾讯云至少提前 7 天通知用户后进行的系统维护或不可用预警。

不属于腾讯云设施的网络、设备、配置引起的故障。

用户的应用接口或数据受到攻击或其他不当行为引起的故障。

由用户的疏忽授权、错误操作、用户自有设备或第三方软件、设备引起的故障。

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引起的故障。

腾讯云根据协议、条款，或法律、法规暂停或终止服务的情况。

其他非腾讯云原因造成的故障。

10.3 补偿标准

腾讯云对象存储的补偿原则为百倍赔偿，补偿方式为腾讯云现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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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计算方法为：

发生故障的资源在故障前 7 天平均每分钟的费用 * 不可用时间 * 100 倍

。

其中，不可用时间小于 1 分钟的，按照 1 分钟计算，整体可用性不低于 99.95% 时，不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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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公告

对象存储流量日结上线（2017 年 12 月 15 日）

为使用户及时了解流量使用情况及费用情况，对象存储流量计费由月结变更为日结,其他计费项保持月结不变。

成都（西南）园区优惠活动上线（2017 年 10 月 1 日）

成都（西南）园区开展优惠活动，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1

日期间，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在成都园区分别享有以下免费包：

客户类型 标准存储 IDC 流量 CDN 流量

企业用户 10 TB 50 GB 50 GB

个人用户 50 GB 10 GB 1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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