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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导

价格总览

价格总览

云硬盘价格总览

云硬盘

CBS

价格总览

包年包月价格（单位：元/GB*月） 按量计费价格（单位：元/GB*小时）

普通云盘 高性能云硬盘 SSD云硬盘 普通云盘 高性能云硬盘 SSD云硬盘

华南地区

（广州）

0.3 0.35 1.1 0.00042 0.0009 0.0033

华东地区

（上海）

0.3 0.35 1.1 0.00042 0.0009 0.0033

华北地区

（北京）

0.3 0.35 1.1 0.00042 0.0009 0.0033

西南地区

（成都）

0.3 0.35 1.1 0.00042 0.0009 0.0033

东南亚地

区（香港

）

0.3 暂未上线 1.1 0.00068 暂未上线 0.0033

北美地区

（多伦多

）

0.3 暂未上线 1.1 0.00068 暂未上线 0.0033

东南亚地

区（新加

坡）

0.6 暂未上线 2.0 0.0009 暂未上线 0.0027

美国西部

（硅谷）

0.3 暂未上线 1.6 0.00068 暂未上线 0.0025

欧洲地区

（法兰克

福）

0.5 暂未上线 1.55 0.0008 暂未上线 0.0025

亚太地区

（首尔）

0.5 暂未上线 1.66 0.0008 暂未上线 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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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类型性能说明

对比项 本地盘 云硬盘

普通本地盘 SSD本地盘 普通云盘 SSD云硬盘 高性能云硬盘

最大吞吐

量

40-数百MB/s 300MB/s 40-100MB/s 128 - 260MB/s 75 - 130MB/s

吞吐性能

计算公式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吞吐量={min 128

+0.147*(购买容

量-100GB)，max

260}MB/s

最低吞吐峰值为1

28MB/s、每GB增

加0.147MB/s，上

限是260MB/s；

吞吐量={min 75

+磁盘容量*0.147

，max 130}

MB/s

最低吞吐峰值为7

5MB/s，上限是1

30MB/s；

最大IOPS 数百-1000 30000 数百-1000 2400-24000 1500-4500

性能计算

公式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IOPS={24*磁盘容

量}

每GB提供24个IO

PS、上限是2400

0；最低IOPS峰值

为2400；

IOPS={min 1500

+8*容量，max

4500}

每GB提供8个IOP

S、上限是4500；

最低IOPS峰值为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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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渠道

弹性云盘的购买渠道

我们提供以下两种方式供您购买云硬盘：

通用购买渠道：

登录云硬盘控制台，点击
即可开始购买。

使用快照快速购买：

如果您需要在新创建的磁盘中保留数据盘快照数据，则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登录快照控制台，在您要基于的快照后，点击【新建云硬盘】即可开始购买。

注：新购买的磁盘容量可大于等于快照大小。

本地盘/非弹性云盘购买渠道

本地盘和非弹性云硬盘目前只能通过购买云服务器时附带购买，不支持单独购买。具体内容请参考 

购买并启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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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硬盘配置
云硬盘是云上可扩展的存储设备，用户可以在创建云硬盘后随时扩展其大小，以增加存储空间，同时不失去云

硬盘上原有的数据。要达到扩容并使用扩容空间的目的，用户需要扩容实体云硬盘大小，然后扩展其上的文件

系统以识别新近可用的空间。

如果云硬盘的最大容量（4T）都无法满足您的需求，您可以使用 RAID

跨多个物理硬盘来创建一个逻辑上的超大空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配置云硬盘 RAID 组。

前提条件

对于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类

型的云服务器，当且仅当其系统盘与数据盘均为云硬盘时，才可对配置进行调整。

要对类型为云硬盘的子机系统盘进行扩容，只能通过重装系统实现。

对云硬盘进行扩容时，若云盘未挂载则可直接进行扩容；若云盘已经挂载在云服务器上，则需要先对云

服务器关机再进行扩容或先卸载云盘、进行扩容后再挂载回原服务器。

磁盘扩容后需要您手动修改文件系统配置，把新增部分容量使用起来。具体内容请参考 扩容 Linux

文件系统 和 扩容 Windows 文件系统。

考虑到用户的安全性，磁盘容量只可扩容，不可缩容。

扩容弹性云盘

通过控制台扩容弹性云盘

1) 打开云服务器 CVM控制台。

2) 单击导航窗格中的【云硬盘】。

3) 只有显示为【未挂载】状态且【支持挂载/卸载】的硬盘可以扩容（即未挂载状态的弹性云盘），点击末尾

【更多】-【扩容】按钮，选择需要的新大小（必须大于或等于当前大小）并支付即完成了实体硬盘的扩容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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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经连接到了实例的弹性云盘请先执行 卸载云硬盘 操作

通过API扩容弹性云盘

请参考 ResizeCbsStorage 接口。

扩容非弹性云硬盘

通过控制台扩容非弹性云盘

1) 打开云服务器 CVM控制台。

2) 单击导航窗格中的【云主机】。

3) 只有显示为【关机】状态且系统盘、数据盘均为云硬盘的实例可以扩容，点击末尾【更多】-【云主机设置

】-【调整硬盘】按钮，选择需要的新大小（必须大于或等于当前大小）并支付即完成了实体硬盘的扩容操作。

对于正在运行的系统盘、数据盘均为云硬盘的实例，需要扩容请先执行 实例关机 操作。

通过API扩容非弹性云盘

请参考 ResizeInstance 接口 和 ResizeInstanceHour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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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提醒

包年包月云硬盘到期提醒

到期预警

包年包月的资源会在到期前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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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费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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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机制

CBS资源到期前七天，系统会开始给用户发送续费提醒通知。

到期后七天内云服务还可以继续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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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不可再使用（

读写），将被回收至回收站中。用户可在控制台回收站页面查看设备，并且仍然可以进行续费操作。

回收站保留时间最长为七天

。CBS在回收站保留七天后若仍为进行续费操作，则资源将被系统回收，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

即到期后，CBS仍有七天可用时间和七天不可用时间

，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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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量计费云硬盘到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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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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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费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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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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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费处理

2小时后（上图中点2）CBS将停止服务且停止扣费。

自动关机后24小时内，若您的账户余额未充值到大于0，不可对其读写；若充值到余额大于0，计费将继续，可

进行读写。

自动关机

后，余额小于0达到24小时（上图中点3），按量计费CBS将回收，所有数据将会被清理，且不可找回。

CB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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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按量计费资源不再使用时请及时销毁，以免继续扣费。

销毁/回收后，数据将会被清除且不可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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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