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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导

价格总览
云解析套餐为 预付费包年结算 方式计费，解析套餐只可绑定单个一级域名（例如qcloud.com、qq.com），

同时提供了套餐更换域名的功能。

免费套餐

价格 产品参数 参数值

  免费   运营商线路   电信、移动、联通、教育网

  运营商线路分省   不支持

  SEO优化   

百度、谷歌、搜搜、有道、必应、搜

狗、奇虎

  DNS节点分布   国内10个

  攻击防护流量   1G

  攻击防护QPS   < 5,000 Q/S

  最低TTL   600s

  A记录负载均衡   2

  子域名级别   3

  泛解析级别   2

  自定义线路   不支持

  线路分组   不支持

个人专业版套餐

价格 产品参数 参数值

  360元/年   SLA   99%

  更新域名次数   2次

  运营商线路   电信、移动、联通、教育网

  运营商线路分省   不支持

  SEO优化   

百度、谷歌、搜搜、有道、必应、搜

狗、奇虎

  DNS节点分布   国内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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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产品参数 参数值

  攻击防护流量   3G

  攻击防护QPS   < 1W Q/S

  最低TTL   120s

  A记录负载均衡   10

  子域名级别   5

  泛解析级别   4

  自定义线路   2

  线路分组   2

企业基础版套餐

价格 产品参数 参数值

  1288元/年   SLA   99.9%

  更新域名次数   3次

  运营商线路   

电信、移动、联通、教育网、铁通、

电信通

  运营商线路分省   不支持

  SEO优化   

百度、谷歌、搜搜、有道、必应、搜

狗、奇虎

  DNS节点分布   国内13个、香港1个

  攻击防护流量   6G，最高50G

  攻击防护QPS   < 5W Q/S

  最低TTL   60s

  A记录负载均衡   15

  子域名级别   8

  泛解析级别   6

  自定义线路   5

  线路分组   10

企业标准版套餐

价格 产品参数 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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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产品参数 参数值

  5988元/年   SLA   99.99%

  更新域名次数   4次

  运营商线路   

电信、移动、联通、教育网、铁通、

电信通、长宽

  运营商线路分省   电信、联通

  SEO优化   

百度、谷歌、搜搜、有道、必应、搜

狗、奇虎

  DNS节点分布   国内13个、香港北美均1个

  攻击防护流量   10G，最高100G

  攻击防护QPS   < 10W Q/S

  最低TTL   1s

  A记录负载均衡   30

  子域名级别   10

  泛解析级别   8

  自定义线路   10

  线路分组   30

企业旗舰版套餐

价格 产品参数 参数值

  29800元/年   SLA   100%

  更新域名次数   5次

  运营商线路   

电信、移动、联通、教育网、铁通、

电信通、长宽、华数

  运营商线路分省   移动、电信、联通

  SEO优化   

百度、谷歌、搜搜、有道、必应、搜

狗、奇虎

  DNS节点分布   国内13个、香港北美共4个

  攻击防护流量   15G，最高200G

  攻击防护QPS   < 25W 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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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产品参数 参数值

  最低TTL   1s

  A记录负载均衡   60

  子域名级别   12

  泛解析级别   10

  自定义线路   20

  线路分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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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解析套餐

添加域名

购买套餐的域名需要先添加到一级域名列表，首先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选择【云产品】>【域名与网站】>【云解析】，在【我的域名】下单击【添加解析】，如图所示：

添加域名后可以先购买套餐，再完成注册商 DNS 服务器的修改，互不影响。

选购套餐

新添加的域名，云解析默认提供免费套餐，可以在域名列表中选中域名然后单击【免】>【升级套餐】，会跳

转到云解析套餐的购买页，选择套餐进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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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前往 购买页 直接选购，购买页提供了五种套餐的参数对比，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购。

订单支付

完成套餐、项目和绑定域名的选择后，则可以提交订单，继续完成支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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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解析套餐

选择域名

一级域名列表中选择需要升级套餐的域名，首先登录云解析控制台

，选中要升级套餐的域名单击【免】>【升级套餐】，具体如图所示：

选择套餐

单击【升级套餐】，直接跳转到购买页，您可以选择所需要的套餐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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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支付

单击确定提交订单，继续完成订单支付，可完成套餐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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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域名

选择套餐

首先登录

云解析控制台，单击【解析套餐管理】进入套餐管理列表，选择需要更换域名的套餐单击【更换域名】。

更换域名

选定需要绑定套餐的新域名，单击确定提交申请。

 

修改 DNS 服务器

如果域名在非腾讯云平台进行管理，需要将两个域名的 DNS 服务器修为对应套餐指定的地址，各个套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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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地址如下：

免费版

f1g1ns1.dnspod.net

f1g1ns2.dnspod.net

对应 6 台服务器

个人专业版

ns3.dnsv2.com

ns4.dnsv2.com

对应 6 台服务器

企业基础版

ns3.dnsv3.com

ns4.dnsv3.com

对应 6 台服务器

企业标准版

ns3.dnsv4.com

ns4.dnsv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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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 8 台服务器

企业旗舰版

ns3.dnsv5.com

ns4.dnsv5.com

对应 12 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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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续费

选择域名

首先登录 云解析控制台，在【我的域名】列表中选择要续费的域名单击【更多】>【续费】，如图所示：

选择套餐

可选择 1/2/3 年的时间进行续费，套餐等级不变，会按照原套餐的价格乘以年限进行补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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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支付

单击确定提交订单，继续完成订单支付，可完成套餐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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