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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黑石 LB

概述

黑石负载均衡是对多台物理服务器进行流量分发的服务。通过流量分发扩展应用系统对外的服务能力，消除单

点故障以提升应用系统的可用性。

黑石负载均衡通过虚拟服务地址（VIP），将位于同一可用区的多台物理服务器资源虚拟成一个高性能、高可用

的应用服务池；根据应用指定的方式，将来自客户端的网络请求分发到物理服务器池中；同时会检查应用服务

池中物理服务器健康状态，自动隔离异常状态物理服务器，从而解决单台物理服务器的单点问题，同时提高了

应用的整体服务能力。

关键特性

采用 Vxlan 实现多租户隔离

通过 FULLNAT 模式实现 IP 收敛

通过集群容灾和 session 同步实现高可靠

通过宙斯盾 +synproxy 实现抗 DDOS 攻击

使用场景

横向扩展应用系统服务能力，适用于各种 web server 和 app server

消除应用系统单点故障，当其中一部分物理服务器宕机后，应用系统仍能正常工作

协议支持

黑石负载均衡由其监听器提供，监听器负责监听负实例请求，执行策略分发流量至后端服务器；监听器分为四

层监听器和七层监听器，其中四层为传输层协议，通过 VIP+

端口接受请求并分配流量到后端服务器；七层为应用层协议，通过 URL、HTTP

头部等应用层信息进行流量分发。

1. 四层监听器

支持 TCP 和 UDP 协议，如果使用 TCP/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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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转发，负载均衡实例会直接将请求转发到后端实例，而不修改任何数据包。

2. 七层监听器

支持 HTTP 和 HTTPS 协议，七层监听器先代理后端服务器和客户端建立连接（三次握手），再接收客户端发

送的真正应用层内容报文，然后根据该报文中特定字段，加上设置的服务器选择方式，决定后端转发服务器。

均衡方式

均衡方式是指黑石负载均衡向后端服务器分配流量的算法。

1. 四层协议

支持按权重轮询，以轮询方式依次将请求调度到不同服务器，用权值表示服务器的处理性能，按权值的高低和

轮询方式分配请求，权值高的服务器先收到连接，权值高的服务器比权值低的服务器处理更多的连接，相同权

值的服务器处理相同数目的连接数。

2. 七层协议

支持按权重轮询和 IP HASH，IP HASH 方式根据请求的源IP地址，作为散列键（Hash Key）从静态分配的散

列表找出对应的服务器，若该服务器是可用的且未超载，将请求发送到该服务器，否则返回空。

健康检查

黑石负载均衡实例定期向后端服务器发送 ping、尝试连接或发送请求来测试后端服务器运行的状况。

当后端服务器实例被判定为不健康时，负载均衡实例将不会把请求转发到该实例上，但健康检查会对所有后端

服务器（不管是判定为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进行，当不健康实例恢复正常状态时，负载均衡实例将恢复把新

的请求转发给它。

1. 四层协议

由负载均衡向配置中指定的服务器端口发起访问请求，如果端口访问正常则视为后端服务器运行正常，否则视

为后端服务器运行异常；对于 TCP 业务，使用 SYN 包进行探测；对于 UDP 业务，使用 ping 进行检查。

响应超时时间： 2-60 秒

检查间隔：5-300 秒

不健康阀值：2-10 次（健康后端服务器出现此指定次数响应超时后，视为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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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阀值：2-10 次（不健康后端服务器出现此指定次数响应不超时后，视为健康）

2. 七层协议

由负载均衡向后端服务器发送 HTTP 请求来检测后端服务，负载均衡器会通过 HTTP 返回值是否为用户设定的

http_xxx 来判断服务是否正常；用户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设定 http_1xx 及 http_2xx 为服务正常状态，而

http_3xx 至 http_5xx 返回值为异常状态。

响应超时时间暂不能设置，默认响应超时时间为 3 秒

检查间隔 5-300 秒，默认为 6 秒

不健康阀值：2-10 次，默认为 3 次 （健康后端服务器出现此指定次数响应超时后，视为不健康）

健康阀值：2-10 次，默认为 3 次（不健康后端服务器出现此指定次数响应不超时后，视为健康）

会话保持

可使得来自同一 IP 的请求被转发到同一台后端服务器上。

1. 四层协议

四层转发支持基于源地址的会话保持，会话保持时间可设为 30-3600s

中的任意整数值，超过该时间阀值，会话保持失效。

2. 七层协议

七层转发支持基于 cookie 插入会话保持能力（由负载均衡向客户端植入

cookie），会话保持可选时间为30-3600s。

Client IP 获取

1. 四层协议

公网普通型/内网 LB：客户端 IP 地址获取，对于 TCP 协议并且后端服务器为 Linux

时，通过在后端服务器安装 TOA 模块获取，黑石 LB 侧默认关闭。

公网增强型 LB：对于 TCP/UDP 协议并且后端服务器为 Linux/Windows 时，客户端 IP

地址都可以获取。

2. 七层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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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IP 地址获取，通过 X-Forwarded-For 方式获取，黑石 LB 侧默认开启。

使用约束

关于黑石 LB 使用，有如下约束：

LB 类型 四层监听器 七层监听器 通用限制

内网 LB   一个 LB 下最多 50

个监听器；

一个监听器下最多 200

个主机；

一个监听器下最多绑定同一

主机的 200 个端口。

  一个 LB 下最多 50

个监听器；

一个监听器下最多 100

个转发域名；

一个转发域名下最多 100

个转发 URL 路径；

一个转发 URL 路径下最多

255 个主机；

一个 URL

下最多绑定同一主机的 255

个端口。

每种类型在每个 zone

累计可购买 100 个。

公网普通型 LB

公网增强型 LB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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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模式

黑石 LB 共收取两项费用：LB 实例费用和访问 Internet 产生的带宽流量费用。

LB 实例费用

公网 LB 实例费用为 1.00 元/天，内网 LB 实例费用免费。

带宽流量费用

按公网流量计费：按所有监听器产生的公网流量总和计费，0.80 元/GB。

按固定带宽计费：按所有监听器设置的带宽峰值总和计费，固定带宽使用阶梯价方式，具体如下：

阶梯 价格

≤5M 部分 按 0.0625 元/M/小时收费

>5M 部分 按0.25元/M/每小时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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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如果需要使用黑石 LB，需要创建 LB。

创建 LB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产品” > “黑石负载均衡”。

2. 在黑石负载均衡页面，单击左上角【新建】按钮。

3. 在弹出的界面中确定以下参数，完成后单击【立即购买】按钮，即可完成 LB 的创建。

地域

实例类型

LB 所属 VPC

网络计费模式

购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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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监听器

LB 创建后，可以创建监听器，监听器分为四层/七层监听器。

四层监听器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产品” > “黑石负载均衡”。

2. 选择 LB 的实例类型，选项包括：公网普通型、公网增强型、内网。然后，在 LB 列表页中单击 LB 的

ID 进入 LB 详情页。

3. 在 LB 详情页，选择“四层监听器”后，单击【新建】按钮，按如下 a-b-c

顺序进行设置后单击【完成】按钮，即可完成四层监听器的创建。

a. 在“基本设置”中输入监听器名称、协议、端口、带宽峰值（当实例的计费模式为“按固定带宽计

费”时需设置带宽峰值）。

b. 在“健康检查”中选择响应超时、检测间隔、不健康阈值、健康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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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会话保持”中选择保持时间。

七层监听器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产品” > “黑石负载均衡”。

2. 选择 LB 的实例类型，选项包括：公网普通型、公网增强型、内网。然后，在 LB 列表页中单击 LB 的

ID 进入 LB 详情页。

3. 在 LB 详情页，选择“七层监听器”后，单击【新建】按钮，输入监听器名称、协议、端口、带宽峰值

（当实例的计费模式为“按固定带宽计费”时需设置带宽峰值）后，单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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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随后的页面，点击“添加转发域名和URL路径”，按如下 a-b-c

顺序进行设置后，点击【完成】即可完成七层监听器的创建。

a. 在“基本设置”中输入转发域名和 URL 路径、均衡方式。

b. 在“健康检查”中输入域名、检查目录、检查间隔、不健康阈值、健康阈值、HTTP 状态码检测。

c. 在“会话保持”中选择保持时间。

注意：

公网增强型 LB 不支持七层监听器。

绑定物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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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器创建后，可以绑定物理服务器。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产品” > “黑石负载均衡”。

2. 选择 LB 的实例类型，选项包括：公网普通型、公网增强型、内网。然后，在 LB 列表页中单击 LB 的

ID 进入 LB 详情页。

3. 在 LB 详情页中，单击“四层监控器/七层监听器”标签进入绑定页，单击【绑定】按钮。

4. 在弹出的绑定窗口，选择要绑定物理服务器，设置后端端口、权重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物

理服务器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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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LB 监听器监控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产品” > “黑石负载均衡”。

2. 选择 LB 的实例类型，选项包括：公网普通型、公网增强型、内网。然后，在 LB 列表页中单击 LB 的

ID 进入 LB 详情页。

3. 在 LB 详情页，选择“监控”标签进入监控页，选择监听器、时间后，即可查看监控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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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LB

用户可以在不需要 LB 时将其删除。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产品” > “黑石负载均衡”。

2. 选择 LB 的实例类型，选项包括：公网普通型、公网增强型、内网。单击要删除的 LB

所在行的“删除”按钮，【确认】后即可完成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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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概览

可以使用 API 操作来设置和管理 LB：

1.负载均衡实例

接口功能描述 Action ID

创建负载均衡 CreateBmLoadBalancer

获取负载均衡实例列表 DescribeBmLoadBalancers

修改负载均衡属性信息 ModifyBmLoadBalancerAttributes

删除负载均衡 DeleteBmLoadBalancers

查询负载均衡价格 InquiryBmLBPrice

2.四层监听器

接口功能描述 Action ID

创建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 CreateBmListeners

获取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 DescribeBmListeners

获取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详细信息 DescribeBmListenerInfo

修改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 ModifyBmListener

绑定物理服务器到四层监听器 BindBmL4ListenerRs

绑定虚机IP到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 BindBmL4ListenerVmIp

获取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绑定的主机列表 DescribeBmL4ListenerBackends

修改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后端实例权重 ModifyBmL4ListenerBackendWeight

修改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后端实例端口 ModifyBmL4ListenerBackendPort

解绑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物理服务器 UnbindBmL4ListenerRs

解绑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虚机IP UnbindBmL4ListenerVmIp

删除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 DeleteBmListeners

修改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后端探测端口 ModifyBmL4ListenerBackendProbePort

3.七层监听器

接口功能描述 Action ID

创建负载均衡七层监听器 CreateBmForwardListeners

获取负载均衡七层监听器 DescribeBmForwardListe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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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负载均衡七层监听器详细信息 DescribeBmForwardListenerInfo

修改负载均衡七层监听器 ModifyBmForwardListener

创建负载均衡七层转发规则 CreateBmForwardRules

获取负载均衡七层转发规则 DescribeBmForwardRules

修改负载均衡七层转发路径 ModifyBmForwardLocation

绑定物理服务器到七层转发路径 BindBmLocationInstances

绑定虚机IP到负载均衡七层转发路径 BindBmL7LocationVmIp

获取负载均衡七层转发路径绑定的主机列表 DescribeBmLocationBackends

修改负载均衡七层转发路径后端实例权重 ModifyBmLocationBackendWeight

修改负载均衡七层转发路径后端实例端口 ModifyBmLocationBackendPort

解绑物理服务器到七层转发路径 UnbindBmLocationInstances

解绑负载均衡七层转发路径虚机IP UnbindBmL7LocationVmIp

删除负载均衡七层转发规则 DeleteBmForwardRules

删除负载均衡七层转发域名 DeleteBmForwardDomains

4.HTTPS 证书

接口功能描述 Action ID

创建负载均衡证书 UploadBmCert

获取负载均衡证书详情 GetBmCertDetail

更新负载均衡证书 ReplaceBmCert

5.通用接口

接口功能描述 Action ID

查询负载均衡异步任务状态 DescribeBmLoadBalancersTaskResult

获取主机的负载均衡的绑定详情 DescribeBmBindInfo

获取负载均衡端口信息 DescribeBmVpor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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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 NAT 网关

概述

黑石 NAT 网关是一种将 VPC 中内网 IP 和公网 IP 进行转换的高性能网关，是 VPC

内的一个公网流量的出入口，其典型应用场景如下：

安全公网访问：NAT 网关提供 IP 安全转换，将用户 VPC 内黑石主机内网IP转化为公网 IP，通过公网

IP 与外网进行通信；

大带宽、高可用公网访问，针对用户需要超大带宽、高可用性、部署服务较多的公网访问应用场景；

网络拓扑关系

黑石 NAT 网关在 VPC 中网络拓扑关系，如下图所示：

配置类型

黑石 NAT 网关支持绑定 4 个 EIP，单个 EIP 最大提供 3Gbps，同时提供了三种配置类型，最大满足 12Gbps

突增流量和 1000w 并发连接数：

小型（最大 100w 连接数）

中型（最大 300w 连接数）

大型（最大 1000w 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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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方式

黑石 NAT 网关默认转发方式为 IP 方式，为支持 Docker/KVM 中大量虚拟化实例通过 NAT

网关访问外网，同时提供网段方式转发，以下为两种转发方式区别：

IP 方式 网段方式

可支持已使用的 1024 个物理服务器或者虚拟机 IP

绑定到 NAT 网关

可支持 1024 条掩码为 24 的网段绑定到 NAT

网关，如子网 CIDR中 掩码小于 24（注 1），将按 24

进行拆分（注 2）；最大可支持 260000 个 IP

对加入 NAT 网关子网 CIDR 中掩码无限制 对加入 NAT 网关子网 CIDR 中掩码 不能大于

24，其子网 CIDR 中掩码范围须为 16-24

子网中可全部/部分 IP 加入 NAT 网关 子网中必须全部 IP 加入 NAT 网关

注 1：

CIDR(Classless Inter-Domain Routing)：是用户指定的独立网络空间地址块，通过 IP

和掩码结合，实现对网络的整体划分。以 10.1.0.0/16 为例，斜杠左边为网络块的

IP，斜杠右边为网络块的掩码，通过设定掩码的大小就可以调整网络块的大小。网络块包括 IP 数 =

2^(32- 掩码)，因而 10.1.0.0/16 网络块最多包含 65536 个 IP 地址；

注 2：

网段拆分方式：加入网段方式 NAT 网关，子网 CIDR 中掩码范围须为 16-24，如果子网 CIDR

中掩码为 23，将拆分成 2 条掩码为 24 的网段；如果子网 CIDR 中掩码为 22，将拆分为 4 条 24

的网段；网段拆分条数 = 2^(24- 掩码)；同时单个网段方式 NAT 网关，最多支持 1024 条 24

的网段；

关键特性

黑石 NAT 网关主要有以下关键特性：

SNAT：源网络地址转换，支持单个 VPC 下不同物理主机通过同一公网 IP 主动访问 Internet；

高性能：可以支撑单实例 12Gbps 级别的转发能力；

第19页　共69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网络产品文档

高可用：使用集群模式，单机出故障自动切换，业务无感知；

监控展示：展示 NAT 网关关键指标，该监控明细数据可保存 7 天；

使用约束

关于黑石 NAT 网关使用，有如下约束：

当 VPC 下物理主机所在子网已经加入 NAT 网关，这时物理主机绑定 EIP，绑定 EIP

成功，此物理主机通过 EIP 和外网进行通信；如果后续此物理主机解绑 EIP，此主机自动加入 NAT

网关；

当物理主机已绑定 EIP，再使用子网中部分 IP 方式，将此物理主机加入 NAT 网关，加入失败；

同一个子网只能加入一个 NAT 网关；

删除 NAT 网关会解绑其 EIP，但不会从用户帐号释放该 EIP；

可以选择当前所有子网通过 NAT 网关访问外网，但后续新建子网需要通过

NAT网关访问外网时，需要再进行关联；

无法通过 VPC 对等连接将流量路由到 NAT 网关，例如，VPC 1 的发往 Internet 的流量都可以通过

NAT 网关实现，现在 VPC 1 和 VPC 2 建立了对等连接，VPC 2 里所有资源可以访问 VPC 1

中的所有资源，但 VPC 2 中的所有资源不可以经过 NAT 网关访问 Internet。

NAT 网关资源限制如下：

资源 限制

每个 VPC 支持 NAT 网关数 10个

每个 NAT 网关支持 EIP 数 4个

每个 NAT 网关最多支持转发能力 12Gbps

每个 NAT 网关（IP 方式）最多支持 IP 数 1024 个

每个 NAT 网关（网段方式）最多支持 IP 数 260000 个(1024*256)

黑石 NAT 网关与黑石 EIP 使用区别

NAT 网关和 EIP 是物理主机访问 Internet 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或两种：

 方案 1：只使用 NAT 网关 

物理主机不绑定 EIP，所有访问 Internet 流量通过 NAT 网关转发。此方案中，物理主机访问 Internet

流量会通过内网转发至 NAT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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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2：只使用 EIP 

物理主机只绑定 EIP，不使用 NAT 网关。此方案中，物理主机所有访问 Internet 流量通过EIP 出；

 方案 3：同时使用 NAT 网关和 EIP 

物理主机绑定了 EIP，同时所在子网访问 Internet 流量指向了 NAT 网关，此方案中，物理主机通过 EIP

与外网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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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如果需要通过黑石 NAT 网关使 VPC 内物理主机访问 Internet，只需要创建 NAT 网关；

创建 NAT 网关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黑石私有网络】选项卡，选择【NAT 网关】

单击左上角【新建】按钮，在弹出框中依次输入或确定以下参数：

网关名称

类型

转发方式

NAT 网关所属 VPC

为 NAT 网关分配 EIP，可以选择已有 EIP，或者重新购买并分配 EIP

关联子网，选择子网中全部/部分 IP

选择结束后点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 NAT 网关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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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NAT 网关

NAT 网关创建后，可以对其属性进行修改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黑石私有网络】选项卡，选择【NAT 网关】

在 NAT 网关列表页中单击需要修改的 NAT 网关 ID 进入详情页，在详情页可以完成以下属性修改：

修改 NAT 网关名称

更改 NAT 网关类型，更改后实时生效

绑定 EIP 修改

关联子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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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NAT 网关监控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黑石私有网络】选项卡，选择【NAT 网关】

在 NAT 网关列表页，单击需要查看的 NAT 网关条目中的监控按钮，即可查看该 NAT 网关的监控信息

（或）在 NAT 网关列表页，单击需要查看的 NAT 网关 ID 进入详情页，单击监控选项卡查看该 NAT

网关的监控信息

删除 NAT 网关

用户可以在不需要 NAT 网关时将其删除，删除后 Internet 转发请求将立即中断，请提前做好网络中断准备。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黑石私有网络】选项卡，选择【NAT 网关】

选中需要删除的 NAT 网关，单击【删除】按钮并确认即可完成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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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模式

黑石 NAT 网关共收取两项费用：网关租用费（按小时计费）和访问 Internet

产生的流量费用。流量费用可以参考 EIP 按流量计费，NAT 网关租用费如下表：

类型 国内

小型 0.5 元/h

中型 1.5 元/h

大型 5 元/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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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概览

可以使用 API 操作来设置和管理 NAT 网关：

接口功能 Action ID

创建 NAT 网关 CreateBmNatGateway

查询 NAT网关操作状态 QueryBmNatGatewayProductionStatus

删除 NAT 网关 DeleteBmNatGateway

查询 NAT 网关 DescribeBmNatGateway

NAT 网关绑定 EIP EipBindBmNatGateway

NAT 网关解绑 EIP EipUnBindBmNatGateway

升级 NAT 网关规格 UpgradeBmNatGateway

NAT 网关绑定子网 SubnetBindBmNatGateway

NAT 网关解绑子网 SubnetUnBindBmNatGateway

NAT 网关绑定子网部分 IP BindIpsToBmNatGateway

NAT 网关解绑子网部分 IP UnbindIpsToBmNat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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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 VPC 对等连接

概述

VPC 对等连接是一种跨 VPC 互访的网络互联服务，使得两个 VPC 私有网络可以通过私网 IP

直接访问对方，就像它们属于同一网络一样。黑石 VPC

对等连接，可以支持以下互联场景，以便您构建灵活、弹性的云网络环境：

1、同账号/跨账号 VPC 私有网络互联；

2、同地域/跨地域 VPC 私有网络互联；

3、黑石 to 黑石 VPC 私有网络互联；

4、黑石 to 公有云 VPC 私有网络互联。

第27页　共69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网络产品文档

操作指南

黑石 VPC 与黑石 VPC 对等连接使用指引

黑石 VPC 与黑石 VPC 对等连接，在黑石 VPC 控制台发起。控制台进入路径为：

【云产品】【所有产品】【物理计算与网络】【黑石私有网络】 → 【对等连接】

对等连接控制台如下图所示：

进入黑石对等连接控制台后，单击新建按钮即可新建 VPC 对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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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说明如下：

1、名称：设置黑石对等连接的名称，方便用户识别此对等连接。创建后可以更改。

2、本端地域：选择要发起 VPC 对等连接的起始 VPC 所在的地域。

3、本端网络：选择要发起 VPC 对等连接的起始 VPC 私有网络。

4、对端账户类型：同账号 VPC 互通时，选择“我的账户”；跨账号 VPC 互通时，选择“其它账户”。

5、对等网络类型：选择对端 VPC 网络类型。黑石 2 黑石场景选择“黑石私有网络”。

6、对等地域：选择需要建立对等连接的对端 VPC 所在地域。

7、对端网络：选择需要建立对等连接的对端 VPC 私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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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带宽上限：系统自动显示即将要建立的对等连接的最大带宽上限。

9、计费方式：系统自动识别需要建立的对等连接是否需要付费。如果免费，显示“免费”；否则会提示用户选

择具体的计费方式。

完成参数设置后，点击“创建”按钮，控制台将自动跳转到 VPC 对等连接控制台，并且在 VPC

对等连接列表中可以看到刚刚创建的这条 VPC 对等连接。

黑石 VPC 与公有云 VPC 对等连接使用指引

黑石 VPC 与公有云 VPC 对等连接，既可以由黑石 VPC 控制台发起，也可以由公有云 VPC

控制台发起。黑石侧控制台进入路径为：

【云产品】【所有产品】【物理计算与网络】【黑石私有网络】 → 【对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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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连接控制台如下图所示：

进入黑石对等连接控制台后，单击新建按钮即可新建 VPC 对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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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说明如下：

1、名称：设置黑石对等连接的名称，方便用户识别此对等连接。创建后可以更改。

2、本端地域：选择要发起 VPC 对等连接的起始 VPC 所在的地域。

3、本端网络：选择要发起 VPC 对等连接的起始 VPC 私有网络。

4、对端账户类型：同账号 VPC 互通时，选择“我的账户”；跨账号 VPC 互通时，选择“其它账户”。

5、对等网络类型：选择对端 VPC 网络类型。黑石 2 公有云场景选择“公有云私有网络”

6、对等地域：选择需要建立对等连接的对端 VPC 所在地域。

7、对端网络：选择需要建立对等连接的对端 VPC 私有网络。

8、带宽上限：系统自动显示即将要建立的对等连接的最大带宽上限。

9、计费方式：系统自动识别需要建立的对等连接是否需要付费。如果免费，显示“免费”；否则会提示用户选

择具体的计费方式。

完成参数设置后，单击“创建”按钮，控制台将自动跳转到 VPC 对等连接控制台，并且在 VPC

对等连接列表中可以看到刚刚创建的这条 VPC 对等连接。

与黑石 2 黑石对等连接场景不同的是，黑石 2 公有云 VPC

对等连接场景，在对等连接创建成功后，需要登录公有云私有网络控制台，完成公有云 VPC

的路由设置后，两边的网络才能互访。公有云 VPC 路由表设置步骤如下：

1、登录腾讯云控制台，通过【云产品】【所有产品】【云计算与网络】【私有网络】 →

【路由表】进入公有云 VPC 路由管理控制台；

2、单击对等连接公有云侧 VPC 路由表，进入路由表详情页；

3、单击新增路由策略，目的端中填入对端 CIDR（即刚刚建立对等连接的黑石 VPC 的

CIDR），下一跳类型选择对等连接，下一跳选择刚刚建立的对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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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存路由表；

黑石 VPC 对等连接带宽规格说明

黑石 VPC 对等连接带宽规格上限如下表所示。

同地域同可用区 同地域跨可用区 跨地域 备注

黑石 2 黑石 无阈值限制 1G（*1）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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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模式

黑石 VPC 对等连接资费说明

计费方式说明

1、同地域对等连接：免费。

2、跨地域对等连接：

按天后付费日结，由对等连接发起方支付。

计算当日带宽峰值，乘以所在阶梯的单价。

当日带宽峰值计算方式：每 5 分钟采集一次，取当日出入带宽的最大值作为每日带宽峰值。

详情请参照下表：

功能 计费模式 配置 价格

北京

成都

上海

上海金融

广州

深圳金融

香港 新加坡

硅谷

韩国

法兰克福

多伦多

同地域对

等连接

免费

跨地域对

等连接

当日带宽峰值

按天计费（元 / Mbps /

天）

峰值带宽按每 5min

平均带宽计

(0 , 20] Mbps20---

(20 ,100]

Mbps

12 - - -

(100 ,

500]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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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 VPC 网络监控视图

概述

在使用黑石网络中，提供 VPC 网络拓扑状态、网络流量监控视图，具体包括：

用户 VPC 下 EIP （弹性公网 IP）、外网 LB/内网 LB（负载均衡）、NAT 网关信息；

用户 VPC 下子网、物理服务器及上联交换机、上联交换机端口及端口状态信息；

用户 VPC 下，整体外网流量监控，包括外网 LB、EIP、NAT 网关；

用户 VPC 下，内网 LB 内网流量监控；

黑石网络拓扑

在黑石网络拓扑中，展示如下信息：

用户 VPC 下使用 EIP、外网 LB/内网 LB、NAT 网关信息；

用户 VPC 下子网、物理服务器、上联交换机、上联交换机端口及端口状态信息；

黑石网络流量监控

在云监控中，提供黑石网络流量监控，实现：

对用户 VPC 下整体外网流量监控，包括外网 LB、EIP、NAT 网关外网流量；

对用户 VPC 下内网 LB 内网流量监控；

外网流量监控包括对外网 LB、NAT 网关、EIP

外网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升序/降序、及总量展示；

在进行升序/降序展示时：

点击外网 LB 实例 ID，跳转到此 ID 外网 LB 监控，展示此 ID 外网 LB

监控详细数据，包括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点击 NAT 网关实例 ID，跳转到此 ID NAT 网关监控，展示此 ID NAT

网关监控详细数据，包括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连接数；

点击 EIP 实例 ID，跳转到此 ID EIP 监控，展示此 ID EIP

第35页　共69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网络产品文档

监控详细数据，包括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内网 LB 流量监控包括对内网 LB 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升序/降序、及总量展示；

在进行升序/降序展示时：

点击内网 LB 实例 ID，跳转到此 ID 内网 LB 监控，展示此 ID 内网 LB

监控详细数据，包括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黑石 LB 监控

外网流量监控、内网 LB 流量监控包括对 LB 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升序/降序、及总量展示；

在进行升序/降序展示时，点击此 LB 实例 ID，跳转到此 ID LB 监控；

LB 监控包括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同时可以对此 LB 下监听器、物理服务器进行展开，查看更详细监控数据。

黑石 NAT 监控

外网流量监控会对 NAT 网关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升序/降序、及总量展示；

在进行升序/降序展示时，单击此 NAT 网关实例 ID，跳转到此 ID NAT 网关监控；

NAT 网关监控数据展示包括：

整个 NAT 网关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连接数；

监控明细，某个时刻此 NAT 网关中每个后端 IP

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升序/降序、及总量；

黑石 EIP 监控

外网流量监控会对 EIP

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升序/降序、及总量展示；在进行升序/降序展示时，点击此 EIP 实例

ID，跳转到此 ID EIP 监控；

EIP 监控包括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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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查看黑石网络拓扑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黑石私有网络】选项卡，选择【网络拓扑】

选择以下参数：

地域

可用区

VPC

选择结束后，即展示黑石网络拓扑结构

鼠标移动到物理服务器上，即展示物理服务器、上联交换机、上联交换机端口及端口状态信息

用户 VPC 下使用 EIP、外网 LB/内网 LB、NAT 网关信息展示：

用户 VPC 下子网、物理服务器、上联交换机、上联交换机端口及端口状态信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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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黑石网络流量监控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监控】选项卡，选择【黑石网络监控】

选择以下参数：

地域

VPC

监控类型：外网流量监控/内网负载均衡监控

监控指标：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监控时间点

选择查看负载均衡、NAT 网关、弹性公网 IP 监控数据

单击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箭头，进行排序

外网流量监控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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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使用面积图对负载均衡、NAT 网关、弹性公网 IP

出带宽进行展示：用三块独立的面积表示负载均衡、NAT 网关、弹性公网 IP 的出带宽大小；

内网 LB 流量监控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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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黑石网络流量监控中单个 LB 详细监控信息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监控】选项卡，选择【黑石网络监控】

选择以下参数：

地域

VPC

监控类型：外网流量监控/内网负载均衡监控

监控指标：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监控时间点

选择查看负载均衡

单击需要查看 LB 实例 ID，跳转到此 ID LB 监控

跳转到 LB 监控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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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同时可以对此 LB 下监听器、物理服务器进行展开，查看更详细监控数据：

查看黑石网络流量监控中单个 NAT 网关详细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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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监控】选项卡，选择【黑石网络监控】

选择以下参数：

地域

VPC

监控类型：外网流量监控

监控指标：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监控时间点

选择查看 NAT 网关

单击需要查看 NAT 网关实例 ID，跳转到此 ID NAT 网关监控

跳转到 NAT 网关监控展示如下：

NAT 网关监控数据展示包括：

整个 NAT 网关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连接数；

监控明细，某个时刻此 NAT 网关中每个后端 IP

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升序/降序、及总量；

单击上图 < 按钮，得到 NAT 网关详细列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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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黑石网络流量监控中单个 EIP 详细监控信息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选择【云监控】选项卡，选择【黑石网络监控】

选择以下参数：

地域

VPC

监控类型：外网流量监控

监控指标：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监控时间点

选择查看弹性公网 IP

单击 需要查看 EIP 实例 ID，跳转到此 ID EIP 监控

跳转到 EIP 监控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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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出带宽、入带宽、出包量、入包量；

单击上图 < 按钮，得到 EIP 详细列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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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专线

概述

专线接入提供了一种快速安全连接腾讯云与本地数据中心的方法，用户可以通过一条物理专线一次性打通位于

多地域的腾讯云计算资源，实现灵活可靠的混合云部署。用户专线接入后，可以同时访问到腾讯云上的黑石、

公有云、COS 对象存储三种服务资源。

专线接入由三个部分组成：物理专线、专线通道和专线网关。

物理专线

连接腾讯云与本地数据中心的物理线路连接。物理专线支持双线热备接入，双线接入点供电、网络管道完全隔

离。

专线通道

专线通道是物理专线的网络逻辑链路划分。用户可以创建多个专线通道，分别连接不同的 VPC

专线网关。每条专线通道作为一个独立的计量对象，提供独立的流量监控。

专线网关

私有网络的专线流量入口。所有进出 VPC 的专线流量都必需经过本 VPC 的专线网关。

说明：黑石专线接入时，后台自动创建专线网关，用户不需要单独创建 VPC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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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用户专线接入黑石 VPC，首先要在腾讯云专线控制台申请开通物理专线接入。控制台进入路径为：【云产品】

【所有产品】【云计算与网络】【专线接入】

单击【专线接入】进入专线控制台，如下图示。

在专线控制台单击“新建”，申请开通物理专线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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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后可以在专线控制台看到该物理专线的信息。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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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专线开通后，用户即可创建专线通道，连接要访问的黑石 VPC。

单击上图左边导航树中【专线通道】，进入专线通道管理页面。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专线通道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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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本专线通道所在的物理专线 ID，以及要连接的黑石 VPC，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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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VLAN ID 作为本专线通道在本物理专线上的标识（该 VLAN ID 不可以和已有的专线通道 VLAN ID

相同）。设置 BGP 对接的密钥后单击“确定”即可完成专线通道的创建。

使用静态路由对接的场景，则需要在控制台上勾选“静态路由”，并且输入 IDC 侧的私有网络 CIDR

网段信息，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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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确定”后，在专线通道控制台即可看到本专线通道的概要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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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模式

物理专线计费方式

腾讯云物理专线接入，每接入一根取一次性接入费。

专线通道计费方式

专线通道按物理专线接入点与 VPC 所在地的不同组合，分 3 种不同计费方式：

物理专线接入点和 VPC 所在地相同，专线通道免费；

物理专线接入点和 VPC

所在地不同，且两端都在境内时（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专线通道收取境内跨地域互通费用；

物理专线接入点和 VPC

所在地不同，且两端至少有一端在境外（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请通过您的商务经理进行咨询。

计费价格

专线接入黑石 VPC，计费价格与专线接入公有云 VPC 相同。具体价格参见：

腾讯云文档平台 > 专线接入 > 购买指导 > 价格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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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SSL VPN

概述

SSL VPN 是一种点到多点的轻量级 VPN 技术，广泛使用于远程运维管理接入场景。运维人员通过 SSL VPN

client 拨号接入到 SSL VPN server，采用 SSL（Security Socket

Layer）协议完成认证和加密，保证远程接入的端到端的访问安全。

与 IPSec VPN 相比，客户侧不需要部署硬件 IPSec VPN

网关，因此可以非常便捷的将远程安全接入延伸到任意 Internet

接入点，保证远程运维操作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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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网关侧配置指引

黑石 SSL VPN，在黑石 SSL VPN 控制台发起。控制台进入路径为：

【云产品】【所有产品】【物理计算与网络】【黑石私有网络】 → 【SSL VPN】

进入黑石对等连接控制台后，选择黑石服务区域，单击新建按钮即可新建 SSL VPN 网关。

参数设置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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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设置 SSL VPN 网关的名称。创建后可以更改。

2、私有网络：选择 SSL VPN 网关所在的 VPC。选定 VPC 后，该 SSL VPN 网关只能用于接入本 VPC。

3、带宽：选择该 SSL VPN 的带宽上限。SSL VPN 按实际发生的公网流量计费，此处带宽选择为计费保护，

防止在用户未知情况下产生超出阈值的突发计费流量。公测期间不收费。

完成参数设置后，单击“创建”按钮，控制台将自动跳转到 SSL VPN 控制台，并且在 VPN

网关列表中可以看到刚刚创建的这个 SSL VPN。

单击 VPN 网关，即可查看该 SSL VPN 网关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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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ACL安全策略】标签页，查看本 SSL VPN 的安全策略。

新建的 SSL VPN 系统会自动生成两条安全策略：

1、最底下一条为全部拒绝，此规则不可以修改或者删除。

2、其上为全部允许，此规则用于保证 SSL VPN 创建时，所有拨号 client 端都可以访问本 VPC

内网。如果用户需要更严格的安全策略，可以删除此规则，然后添加自定义的规则。

如果需要修改 SSL VPN 的访问策略，单击上图中的“修改”按钮，进入下图所示编辑模式。

安全策略编辑完成后，需要单击上图的“保存”，安全策略才能生效。

安全策略设置完成后，单击【SSL VPN账号】编辑 SSL VPN 客户端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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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上图中“新建”按钮，即可添加新账号。

至此，黑石 VPC 的 SSL VPN 创建和配置完毕。用户从客户端发起拨号即可接入。

客户端配置指引

在 SSL VPN 拨号之前，用户需要先安装 SSL VPN 客户端软件。

在【云产品】【所有产品】【物理计算与网络】【黑石私有网络】 → 【SSL VPN】【SSL VPN

客户端】页面选择对应的 OS 版本，下载安装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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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 SSL VPN 客户端软件，原理是一样的。下面会继续以腾讯云官网推荐的 windows

客户端软件为例，说明 SSL VPN 客户端的配置和拨号流程。在进入 SSL VPN 拨号之前，先回到 SSL VPN

控制台【云产品】【所有产品】【物理计算与网络】【黑石私有网络】 → 【SSL VPN】【SSL VPN

网关】查看并记录好 SSL VPN 的相关配置信息，如下图所示。本示例中，SSL VPN 网关地址为

139.x.x.x，VPN 域为 2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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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在“开始菜单”中找到“欢迎使用腾讯智能客户端”的快捷方式，单击运行 SSL VPN

客户端软件。安装完成后的首次运行界面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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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网关”输入框处输入 SSL VPN 网关的 IP 地址。

回车或者单击输入框右边的刷新按钮，客户端会自动向 server 端发起 VPN 域信息查询。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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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状态正常的情况下，客户端软件会跳转到下面的视图：

此处 20xxx2 的 VPN 域由 server 侧自动返回，用户选择自己 SSL VPN 网关对应的 VPN

域，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单击“连接”按钮，即可发起拨号连接。连接成功后客户端界面显示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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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成功后，客户端软件会自动设置客户端操作系统的网卡 IP 地址和系统路由表信息。如果是第三方客户端软

件，如果未自动设置，则需要用户手工设置。设置完成后，用户即可以使用 ssh 登录软件登录位于黑石 VPC

内的黑石服务器。

规格说明

黑石 SSL VPN 规格上限如下：

1、每个 VPC 最多只能创建一个 SSL VPN 网关；

2、每个 SSL VPN 网关的带宽上限为 100Mbps；

3、每个 SSL VPN 网关的安全策略规则条数上限为 50 条，不包括不可以删除的缺省规则；

4、每个 SSL VPN 网关的账号数量上限为 50 个。

业务约束说明

黑石 SSL VPN 存在以下业务约束，使用时请注意：

1、SSL VPN 网关负责为 SSL VPN client 分配 local IP 地址。Local IP 地址池为 169.254.0.0/16，local IP

地址池不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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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SL VPN 按实际传输的有效载荷统计流量，SSL VPN 头部不计入流量统计。

3、创建 VPN 网关时，需要选择 VPN 带宽上限，此带宽上限的作用为计费保护。即，当 VPN

突发流量超过此带宽阈值时，超出部分会被丢弃，避免产生超出预设阈值的流量费用。标准规格的 SSL VPN

网关的带宽上限最大为 100Mbps。超出此带宽规格的 SSL VPN 网关需求请与商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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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模式

 1、黑石 SSL VPN 按实际发生的流量计费。

SSL VPN 网关提供实时流量监控（只统计 SSL VPN 有效负载部分，SSL VPN

头部不计），基于实际发生的流量计量收费。价格请咨询商务。

创建 SSL VPN

时，可以选择带宽上限，超出部分将被限流，避免产生超出预期的流量费用。带宽阈值不作为计费因子。

 2、带宽小于等于 100Mbps 的 SSL VPN 网关免费。

大于 100Mbps 的 SSL VPN 网关请与商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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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公网IP
弹性 IP 地址是专用于动态云计算的静态 IP 地址。与传统静态 IP

地址不同，弹性IP可以与任一服务器绑定，您可以绑定至A服务器也可以绑定至B服务器。

当服务器发生故障或可用区存在故障时，您可以将 IP

地址重新映射到健康的服务器上，这样您便可以在处理服务器问题的同时提供服务。

黑石弹性公网IP只能绑定黑石服务器和黑石私有网络的NAT网关，与云服务器的弹性公网IP不能共用

使用范围

黑石弹性公网 IP

地址可以和黑石服务器和黑石私有网络的NAT网关绑定，但仅支持同地域和同私有网络内的资源绑定。

计费相关

黑石弹性公网IP的费用包括：【IP闲置费】和【公网出口费】

IP闲置费：黑石弹性公网IP本质是IPv4的外网IP，IP资源宝贵且有限。当它未绑定时，将惩罚性收取您IP闲置费

，请在不使用时尽快释放弹性IP

公网出口费：当黑石弹性公网IP与黑石服务器绑定后，即可提供公网访问。产生的公网流量或者带宽将计入弹

性公网IP的公网出口费。

IP闲置费

当黑石弹性公网IP未绑定黑石服务器时，将收取0.20元/小时的IP闲置费。该费用为后付费，按小时扣费，不足

1小时按1小时计。

公网出口费

公网出口费有两种计费模式，分别为：【按流量计费】以及【按固定带宽计费】

按流量计费：单价:0.8元/GB,没有带宽峰值上限（即不限速）。按实际产生流量计费，该费用为后付费，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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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扣费。

按固定带宽计费：即按购买的带宽峰值计费，公网出口速度无法超过设置的带宽峰值，采用阶梯价计费：

阶梯

价格

≤5M的部份

按0.0625元/M/小时收费

≤大于>5M的部份

按0.25元/M/每小时收费

该费用为后付费，按小时扣费，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

允许更改黑石弹性公网IP的公网出口计费模式。更改后，将在下一自然小时生效。

同一自然小时内，在相同计费模式下修改带宽峰值实时生效，但按最后一次修改的带宽峰值作为当前计费周期

的公出出口费用

账单

黑石弹性公网IP按收费项和计费模式分为三个账单，分别是：

黑石EIP公网出口-按公网流量计费-

x月扣费，记录所选时间区间内所有黑石弹性公网IP产生的公网流量情况和扣费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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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EIP公网出口-按固定带宽计费-

x月扣费，记录所选时间区间内黑石弹性公网IP购买的峰值带宽情况和扣费详情

黑石弹性IP-x月扣费,记录所选时间区间内所有黑石弹性公网IP的闲置情况和扣费详情

绑定

1) 打开黑石服务器控制台，找到弹性公网IP选项。

2) 找到您想用来绑定的IP，单击【绑定】按钮。若已绑定了某台黑石服务器或者NAT网关，则【绑定】按钮将

为不可用点击状态，需与原资源解绑后再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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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框中选择您需要绑定的黑石服务器或者NAT网关，点击【绑定】按钮即可完成绑定，此时开始收取公

网出口费。

按固定带宽计费的黑石弹性公网IP不可用于绑定NAT网关

解绑

1) 打开黑石服务器控制台，找到弹性公网IP选项。

2) 在已绑定资源的黑石弹性公网IP列表项后，单击【解绑】按钮，确认后即可解绑，此时开始收取IP闲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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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弹性公网 IP

1) 打开黑石服务器控制台，找到弹性公网IP选项。

2) 在您想要释放的黑石弹性公网IP，单击【释放】按钮，释放后即不再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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