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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付费说明

1.1 如何获取后付费资格

1.2 如何进行支付和还款

1.3 后付费支持的支付方式

1.4 后付费相关术语

1.1 如何获取后付费资格
华为云面向所有客户提供后付费模式。您在获取后付费资格后，可以先使用华为云产
品，后进行付费。

客户获取后付费资格有如下两种方式：

● 线上申请：客户可以根据官网页面提示，自行完成“注册账户”、“绑定手机
号”、“完善账号信息”、“绑定支付方式（绑定信用卡）”四个步骤。线上申
请后付费的客户，需要绑定信用卡作为还款方式。具体操作请参见如何添加支付
方式。

● 线下申请：客户可联系客户经理帮助您完成后付费申请。通过线下方式申请后付
费的客户，可以在费用中心的“支付方式”页面添加信用卡以便进行自动还款；
否则只能手动还款，具体还款操作请参见普通华为云客户如何还款（后付费）。

1.2 如何进行支付和还款
后付费客户的支付方式：

● 包年/包月产品：下单时可以选择“已绑信用卡支付”或“在线支付”；开通月度
结算的后付费客户，下单时还可以选择“月度账单结算”，待次月3日出账后，从
绑定信用卡中进行扣款。

● 按需产品：我们将根据您的消费情况，按月出具账单，并从您所绑的信用卡里扣
款。如果我们有合理理由怀疑您的账户存在欠款风险，我们有权就已产生的费用
向您开具账单，并即时从您所绑的信用卡里扣款。

后付费客户的还款方式：

● 通过绑定的信用卡自动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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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览 > 还款”页面使用华为云提供的支付方式还款。

说明

当客户和华为云的签约主体为“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Sparkoo Technologies
Singapore Pte. Ltd.”、“智利华为公司”时，才能进行线上还款和支付。

1.3 后付费支持的支付方式
当前客户和华为云的签约主体为“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Sparkoo
Technologies Singapore Pte. Ltd.”、“智利华为公司”时，才能进行在线支付。在线
支付包含“已绑信用卡支付”和“使用其他卡支付”两种。

客户类
型

付
费
类
型

获取
后付
费方
式

是否
月度
结算

账单还款
方式

下单购买方式 订单自动续订方式

- - - - 在
线
支
付

转
账
汇
款

余
额
支
付

已
绑
信
用
卡
支
付

在
线
支
付

月
度
账
单
结
算

余
额
支
付

已
绑
信
用
卡
支
付

在
线
支
付

月
度
账
单
结
算

普通华
为云客
户/顾问
销售类
子客户

后
付
费

线上
申请

是 √ √ - √ √ - - √ - √

后
付
费

线下
申请

是 √ √ - √ √ √ - √ - √

预
付
费

- 否 √ √ √ √ √ - √ - - -

转售类
子客户

后
付
费

线下
申请

是 - - - - - √ - - - √

企业主
客户

后
付
费

线上
申请

是 √ √ - √ √ - - √ - √

后
付
费

线下
申请

是 √ √ - √ √ √ - √ - √

预
付
费

- 否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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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类
型

付
费
类
型

获取
后付
费方
式

是否
月度
结算

账单还款
方式

下单购买方式 订单自动续订方式

企业子
客户
（非统
一财务
管理）

后
付
费

线下
申请

是 - - - - - √ - - - √

预
付
费

- 否 - - √ - - - √ - - -

企业子
客户
（统一
财务管
理，由
企业主
统一结
算）

后
付
费

- - - - - - - - - - - -

 

1.4 后付费相关术语
账期：指一个计费周期，采用自然月的方式，默认为一个月。次月3日对前一个月的消
费进行出账。

赎期：赎期是华为云给予客户的还款期限，指从账单日到约定的还款日的时间，您需
在赎期内依据华为云提供的账单足额还款，默认出账日即到期还款日。

逾期：到期还款日24:00前，客户未能足额完成账单还款，即记为逾期。

宽限期：指客户的包年/包月资源到期未续订、或因余额不足而扣款失败导致欠费时，
华为云提供给客户进行续费、还款的时间，宽限期内客户仅能正常访问及使用部分资
源。华为云国际站宽限期为15天。

● 如果客户因为余额不足而扣款失败导致欠费，则无法开通新业务。

● 如果客户因为包年包月资源未续订而进入宽限期，则可继续开通新业务。

保留期：宽限期满后客户的包年/包月资源仍未续订、或按需资源仍未缴清欠费，将进
入保留期。保留期内客户不能访问及使用该资源，但对客户存储在该资源中的数据仍
予以保留。华为云国际站保留期为15天。

到期还款日：允许客户清偿账单款项的 后日期（无赎期时，生成账单日即到期还款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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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账户总览

客户通过“总览”页面可以快速找到常见功能的操作入口。

华为云客户分为预付费客户和后付费客户。

● 预付费客户：必须在使用产品/服务前付费的客户。

在华为云中，预付费客户拥有现金账户，购买、使用服务前需预存款。购买包年/
包月等商品时即时支付，购买按需商品时准实时从现金账户余额中扣费。

● 后付费客户：允许先使用产品/服务，然后付费的客户。

在华为云中，后付费客户无需预存款。购买包年/包月等商品时，可以选择即时支
付，也可以后付费，购买按需费商品时可以先用后付，详细说明请参见按需产品
出账说明。

预付费客户和后付费客户“总览”页面展示的字段略有不同，示例如图1和图2所示，
详情信息请参见表1。

图 2-1 “总览”示例-预付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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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总览”示例-后付费客户

表 2-1 “总览”页面相关操作

卡片 操作 说明 相关文档
链接

剩余应还
金额/可用
额度

查看累计剩余应
还金额

（后付费客户可
见）

客户可查看截止当前账期累计已出账
剩余应还金额。

-

查看 近已出账
账单

（后付费客户可
见）

客户可查看近期已出账的账单，包
括：

● 已结清账单

● 未结清（已逾期）账单

● 未结清（未逾期）账单

单击“更多”，跳转到“还款情况”
页面，可查看所有已出账账单。

-

充值还款

（后付费客户可
见）

后付费客户通过充值操作对账单进行
还款。

如客户在充值前有未还清账单，充值
后优先抵扣未还清账单。

普通华为
云客户如
何还款
（后付
费）

查看未还清账单

（后付费客户可
见）

单击“未还清账单”，可以查看未还
清的账单明细，企业主账号的未还清
账单，包含关联企业子账号的消费金
额。

账单逾期未还，会影响客户使用华为
云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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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操作 说明 相关文档
链接

查看剩余消费额
度

（后付费非月结
客户可见）

剩余消费额度指当前客户账户剩余的
可用于消费的额度。

剩余消费额度=总消费额度 - 已用消
费额度

-

查看可用额度

（预付费客户可
见）

可用额度指当前客户账户可用于支付
的金额。

可用额度=现金余额 - 欠费金额

-

充值

（预付费客户可
见）

预付费客户注册成功后，可对账户进
行充值操作。充值成功后，可使用账
户余额进行华为云服务的支付。

普通华为
云客户如
何充值
（预付
费）

可用额度预警

（预付费客户/后
付费非月结客户
可见）

当可用额度（含现金余额和代金券）
的总金额低于预警阈值时，系统自动
发送短信和邮件提醒。

单击“设置”按钮，开通或关闭可用
额度预警功能。

-

本月消费 查看本月消费金
额

客户可查看本月截止当前时间产生的
未出账预估费用。

该费用包含税金。税金仅包含实时结
算费用的税金。月度结算费用的税金
次月3号出账时计算。

-

查看消费配额

（后付费月结客
户可见）

消费配额是月度结算客户在华为云中
的 大消费额度。超出配额，客户消
费会受到限制。

客户可查看已用消费配额和总消费配
额。

单击“查看详情”，跳转到消费配额
页面查看详情。

消费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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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操作 说明 相关文档
链接

消费走势 查看消费走势 华为云默认展示近6个月的消费走势
数据。更多时间跨度，如近7天、近
30天消费，请到成本分析查看。

单击“查看费用账单”，跳转到“费
用账单”页面。

● 应付金额：基于云服务官网价，用
户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
金额。

● 实付金额：实付金额等于应付金额
中去除代金券后剩余部分的费用总
和。

● 预估金额：当月至今的预估应付金
额费用，按需计费模式的费用在月
末出账时才自动匹配抵扣适用的代
金券。

费用账单

待我处理 查看订单 展示待支付订单的数量。

单击“立即支付”，跳转到“ 待支付
订单”页面，客户可以对待支付订单
进行支付。

单击“全部订单”，跳转到“ 我的订
单”页面，客户可以查看我的全部订
单。

支付订单

我的订单

查看续费资源 华为云默认展示7日内、15日内、30
日内到期、已过期、已冻结的资源数
量。单击数字或““立即续费”，跳
转到“续费管理”页面查看详情并进
行续费操作。

续费管理

卡券 查看卡券 展示代金券信息。

单击“立即使用”，跳转到“优惠
券”页面查看详情。

如何使用
代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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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订单管理

3.1 待支付订单

3.2 续费管理

3.3 我的订单

3.4 云服务退订

3.1 待支付订单

3.1.1 支付
客户对订单进行支付后，才能使用订单中的产品。客户下单后如果未立即支付，后续
可以到待支付订单中支付。请在页面显示的支付有效期内尽快支付，避免订单失效。

使用API支付包年/包月产品订单请参见“支付包年/包月产品订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待支付订单”页面。

步骤2 可以根据输入订单号搜索待支付订单。

步骤3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单个支付或合并支付。

● 单个支付：单击待支付订单列表对应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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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支付：选中待支付订单前的复选框，单击“合并支付”。

说明

– 商品组合购买生成的多个订单，对其中一个订单支付时会自动带出其他关联订单一并支
付。若商品组合购订单中的部分订单待审核，部分已审核完成的订单也不能支付，需所
有订单都审核通过后才可以一起支付。

– 商品组合购买生成的多个订单，勾选其中一个订单进行合并支付，同时自动勾选其他关
联订单，并提示“已自动选中其他**个关联订单”；取消勾选其中一个订单时，自动取
消勾选关联订单，并提示“已取消选中其他**个关联订单”。若商品组合购订单中的部
分订单待审核，则无法勾选任何一个订单进行合并支付。

– 合并支付勾选的订单数 多不能超过30个。

– 在合并支付订单时，若其中有订单状态发生变更，则订单状态已变更的订单不能再进行
支付。例如：

1. 合并支付订单中有部分订单的订单状态已变更，则提示“订单状态已变更的订单不
能进行支付”，展示需要移除支付的订单号以及将继续支付的订单号。

2. 合并支付订单中全部订单的订单状态已变更，则提示“全部订单的订单状态已发生
变更，不能进行支付操作”。可单击“返回我的订单”，查看订单状态变更详情。

3. 合并支付订单中有订单的订单状态为“待审核”，则提示“以下订单需要通过审核
才能支付，请耐心等待审核，审核通过后我们将发送通知您帐号绑定的手机和邮
件，收到通知后您可以继续支付订单”，并展示具体的订单号。

步骤4 选择优惠和支付方式，单击“确认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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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客户自主下单的产品规格与客户标准销售合同的产品存在重叠，支付订单时弹框提示“请确
认当前下单是否属于合同外下单，否则将无法支付”，确认后可以继续支付，否则无法继续支
付。

购买华为云和第三方提供的云主机组合产品（弹性云服务器+镜像+云硬盘）时，则在支付订单
时，华为云只收取“应付金额（华为云）”这部分的金额，剩余应付金额（第三方）费用需联系
服务商咨询结清费用。

● 优惠包含折扣优惠和优惠券。优惠的相关使用说明可参见支付订单时如何使用折
扣优惠和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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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使用API查询订单可用折扣请参见“查询订单可用折扣”。

● 支付方式有：余额支付、在线支付、月度账单结算。

a. 余额支付：选择余额支付，单击“确认付款”，支付完成。

b. 在线支付：选择在线支付，单击“去在线支付”，弹窗输入信用卡相关信息
后单击“确定”。

说明

仅支持 、 类型的信用卡支付，不支持借记卡、预付卡、虚拟卡、礼品
卡。

c. 月度账单结算：选择月度账单结算，消费的金额将累计在月度账单中，需要
客户在出账后付款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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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开通月度结算的后付费客户购买产品时，下单时可以选择“月度账单结算”，待次月
3日出账后，从绑定信用卡中进行扣款。后付费相关说明可参见如何获取后付费资
格、如何进行支付和还款。

----结束

3.1.2 取消
客户下单后未支付，且不想再继续支付，可以手动取消该待支付订单。若客户未手动
取消该订单，待支付订单过期后会自动取消。

使用API取消待支付订单请参见“取消待支付订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待支付订单”页面。

步骤2 可以根据输入订单号搜索想要取消订单。

步骤3 在订单页面找到该订单，单击“取消”。

说明

商品组合购买生成的多个订单，需同时取消。如果对商品组合购订单中的一个订单进行取消，系
统弹出提示“取消本订单时，关联的订单会同步取消”，确认后所有关联订单一并取消。

步骤4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结束

3.1.3 查看订单详情
订单的详情，包含订单信息、订单下资源的信息和订单的金额信息。

使用API查询订单详情请参见“查询订单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待支付订单”页面。

步骤2 单击订单记录所在行的“详情”或订单号，进入订单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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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云服务订单状态为“待支付”时，待支付订单详情页面客户可支付订单或取消
订单。

----结束

3.1.4 导出全部
支持客户导出全部待支付订单，用于向公司财务申请资金款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待支付订单”页面。

步骤2 单击页面左上角“导出全部”。

步骤3 导出后页面自动跳转到“导出记录”，单击操作栏“下载”，下载导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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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IAM用户仅能查看/下载自己的导出文件，不能查看/下载其所属帐号及帐号下其他IAM用户的导
出文件。

----结束

3.2 续费管理

3.2.1 资源续费规则介绍

规则说明

● 包年/包月资源到期前：客户可选择手动续费、自动续费、到期不续费或到期转按
需。

a. 包年/包月资源即将到期前，客户可手动执行续费操作，延长资源的有效期。
请参见如何手动续费。

b. 为防止资源到期忘记续费被删除，客户可为长期使用的包年/包月资源开通自
动续费。请参见如何开通自动续费。

c. 客户可为到期不再使用的资源设置到期不续费，资源到期后进入宽限期和保
留期，保留期后自动删除。请参见如何设置到期不续费。

d. 包年/包月资源到期后调整计费模式为按需，可设置资源到期转按需，根据业
务需要进行使用。请参见如何设置到期转按需。

● 包年/包月资源到期后：资源进入宽限期，宽限期期间，客户可以正常使用该资
源。宽限期到期后进入保留期，保留期期间，该资源和存储在资源中的数据会保
留，但是资源实例会被冻结而可能没法正常使用。若客户需要继续使用该资源，
请及时续费。保留期到期后该资源会自动被删除，且不能再找回，也不能再续
费。

如何查看资源到期时间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可通过到期资源提醒过滤即将过期的资源，在续费列表“倒
计时”查看资源具体的到期时间。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3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em/em_eps_07_030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illing/renewals_topic_1000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illing/renewals_topic_2000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illing/zh-cn_topic_008303958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illing/zh-cn_topic_008303958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illing/renewals_topic_4000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illing/renewals_topic_50000003.html
https://account-intl.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userindex/renewalManagement


说明

到期资源提醒，展示规则如下：

1. “当前有 X 个资源即将到期”，单击“X”，状态筛选“15天内”到期的使用中的资源；

2. “X个资源进入宽限期”，单击“X”，状态筛选“已过期”的资源；

3. “X个资源进入保留期”，单击“X”，状态筛选“已冻结”的资源；

4. 单击“查看资源” ，状态筛选“15天内到期”、“已过期”、“已冻结”的资源；

5. 当单击“X”（红色提示中资源数）或“查看资源”时，隐藏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不勾选，
呈现对应条件的全部资源。

3.2.2 手动续费

3.2.2.1 续费规则说明

包年/包月资源开通成功后，客户可对其进行续费操作。若资源进入宽限期和保留期后
续费，资源续费周期的开始时间为原资源的到期时间，不是当前时间。

规则说明

续费限制说明：

1. 预留实例资源不可续费。

2. 按需资源和竞价实例资源不可续费。

3. 规格变更中的资源，即包年/包月资源已提交规格变更订单，但尚未支付，此时的
资源不允许续费。

4. 已退订或释放的资源不可续费。

5. 包年/包月转按需（已完成转按需或正在进行转按需）的资源不可续费。

6. 在包年/包月资源主资源上追加购买的附属资源，为保证整体云服务到期时间一
致，需附属资源开通成功后，主资源才能续费。

7. 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续费。

8. 订单正在处理中，不支持续费。

9. 转售子客户账号被伙伴冻结时，不支持续费，请联系合作伙伴处理。

整体续费规则说明：

1. 绑定关系的资源需整体续费，挂载关系的资源可单独续费。

示例：

客户购买了一台包年/包月弹性云服务器，规格为s6.small.1，并且绑定一块40GB
通用型SSD系统盘，配置了VPC网络。若客户对该包年/包月弹性云服务器续费
时，需连同绑定的40GB通用型SSD系统盘一起续费，VPC网络可单独续费。

2. 解决方案组合产品、软件开发云套餐不支持对套餐中的部分资源进行续费，需整
体续费。

3. 小颗粒套餐有续费优惠时，只支持整体续费；小颗粒套餐没有续费优惠时，支持
对套餐中的资源分开续费。

示例：

客户购买了一台包年/包月弹性云服务器的促销套餐（规格为s6.small.1ECS+VPC
网络），若该套餐有续费优惠时，则需整体续费才能享受该优惠；若该套餐没有
续费优惠，可对该包年/包月弹性云服务器和VPC分开续费。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3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illing/zh-cn_topic_0083039587.html


4. 其他套餐类组合产品，可以整体续费，也可以选择对套餐中的资源分开续费。但
是分开续费后，会自动解除组合订购关系，以后将不能再整体续费，不再享受整
体续费的优惠。

5. MapReduce服务（MapReduce Service）需整体续费。

批量续费规则说明：

1. 待商用资源和商用资源不能一起批量续费。

2. 线下专属云不支持批量续费。

3. 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批量续费。

4. 归属于不同销售员的云市场资源不支持批量续费。

5. 试用产品不支持批量续费。

6. 组合产品不支持批量续费。

7. 订单正在处理中，不支持批量续费。

3.2.2.2 如何手动续费

资源即将到期时，已经购买包年/包月资源的客户，可手动执行续费操作。

使用API查询客户包年/包月资源列表请参见“查询客户包年/包月资源列表”。

使用API续订包年/包月资源请参见“续订包年/包月资源”。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设置查询条件筛选该客户下各企业项目的名称，查询各企业
项目待续费的资源。

● 筛选条件中，当选择“X天内到期”时，筛选结果只显示X天内到期，状态为“使用中”的资
源；当同时选择“A天内到期”,“B天内到期”(A>B) ，则显示结果按“A天内到期”显示。

● 筛选条件“隐藏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默认不勾选，可勾选，将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隐藏起
来。

● 可在“手动续费项”、“自动续费项”、“到期转按需项”、“到期不续费项”
页签查询全部待续费资源，对资源进行手动续费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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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所有需手动续费的资源都可归置到“手动续费项”页签。请参见如何恢复为手动续
费。

步骤4 单个续费与批量续费可使用不同的操作方式：

● 单个续费：在资源页面找到需要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的“续费”。

● 批量续费：在资源页面勾选需要续费的资源，单击列表左上角的“批量续费”。

说明

可勾选筛选条件“隐藏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将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隐藏起来。

若资源有续费待支付订单，对该资源进行续费时弹出提示：资源有待支付订单，完成支付或取消
订单后才能续费订单。可单击提示框的订单号进入订单页面，完成支付或取消该订单后，该资源
恢复可续费状态。

步骤5 确认需要续费的资源信息，并设置续费时长，单击“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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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默认续费时长：

1. 资源续费时长为不足一年的，保持原来的续费策略，如资源续费时长是1-9个月时，默认
时长是1个月；

2. 有1年产品，续费时长都默认一年；

3. 多个资源续费时，续费时长取交集 小值，但如果都包含一年则优先默认一年；

4. 包年产品续费时长 小值大于一年时取 小值，包含一年时优先默认一年；

5. 包月按需资源包只能按包月续费，续费时长是1-9个月时，默认时长是1个月；包年按需
资源包，只能按包年续费，续费时长默认一年。 当前仅OBS资源包支持购买包月续费包
年；

6. 云市场包年产品，只能按包年续费，续费时长默认一年；云市场包月产品，只能按包月
续费，默认时长是1个月。

● 组合产品新增附属资源时，对组合产品进行续费，若续费时长符合页面提示的续费套餐优惠
周期，则支付时生成两个订单（分别是组合产品和附属资源的续费订单），需同时支付或同
时取消；若续费时长与页面提示的续费套餐优惠周期不符，则只生成一个订单。

● 资源的累计续费时长不能超过10年。例如2021年1月28日对资源进行续费，将资源续费到
长时间为2031年1月28日23:59:59到期。

步骤6 选择优惠和支付方式，单击“确认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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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支付成功后即可完成续费。可以单击“查看订单详情”查看订单。

如暂时不支付，可直接关闭支付页面。后续可以在左侧菜单中选择“待支付订单”，
并在待支付订单列表单击“支付”，支付刚才生成的续费订单，即可完成续费。

----结束

3.2.2.3 如何设置统一到期日

统一到期日是指通过续费将包年/包月实例的到期日统一固定为一个月的某一天。

注意事项
● 如客户从未设置过统一到期日时，在设置统一到期日页面默认统一到期日为每月

的1号。

● 当前只支持设置到统一到期日数（1~28号及每个月 后一天），不支持统一到月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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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续费生效的统一到期日与当前计费周期到期日之间的间隔不能少于1个月。续
费到统一到期日后，续费的计费时长精确到天，将包年/包月的价格折算到天。请
以页面的续费金额为准。

举例：设置的统一到期日为每个月的15号：

客户资源A的到期日为2020年04月28日23:59:59，如续费一个月，没有勾选统一
到日期设置，续费后到期时间为2020年05月28日23:59:59；勾选统一到期日设置
后，续费后到期时间为2020年06月15日23:59:59。设置统一到期日的实际续费时
长=当前选择时长（1个月）+续费到统一到期日需要补齐的时长（当前需要补齐的

大时长为18天（2020年05月29日00:00:00~2020年06月15日23:59:59））。

设置统一到期日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设置统一到期日”。

步骤3 设置统一到期日。

步骤4 单击“确定”。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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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到统一到期日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选择需要续费的资源。

● 单个续费：在资源页面找到需要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的“续费”。

● 批量续费：在资源页面勾选需要续费的资源，单击列表左上角的“批量续费”。

步骤3 确认需要续费的资源信息后，勾选统一到期日设置。

说明

● 单击 ，可重新设置资源统一到期日。

● 可通过查看“续费后到期时间”，查看续费资源的到期时间。

步骤4 单击“去支付”。

完成付款，续费成功后，续费的资源，将续费到统一到期日。

----结束

3.2.2.4 如何恢复为手动续费

已设置自动续费、到期转按需、到期不续费的资源都可重新恢复为手动续费。恢复为
手动续费后，资源便归置到“手动续费项”页签。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恢复为手动续
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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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设置查询条件筛选该客户下各企业项目的名称，查询各企业
项目待续费的资源。

● 筛选条件中，当选择“X天内到期”时，筛选结果只显示X天内到期，状态为“使用中”的资
源；当同时选择“A天内到期”,“B天内到期”(A>B) ，则显示结果按“A天内到期”显示。

● 筛选条件“隐藏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默认不勾选，可勾选，将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隐藏起
来。

● 可在“自动续费项”、“到期转按需项”、“到期不续费项”页签查询全部待恢
复为手动续费的资源。

● 可对“自动续费项”、“到期转按需项”、“到期不续费项”页签的资源进行恢
复为手动续费的操作。

步骤3 找到待恢复为手动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栏“更多>恢复为手动续费”。

步骤4 进入“恢复为手动续费”页面，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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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3.2.3 自动续费

3.2.3.1 自动续费规则说明

为避免资源到期未及时续费，导致资源数据被删除，客户购买包年/包月资源后，可设
置开通自动续费。开通自动续费后，系统将在资源到期前自动续费，无需客户再手动
操作。

适用范围

自动续费仅针对包年/包月资源，解决方案组合产品暂不支持设置自动续费。

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批量操作，不支持设置自动续费、修改自动续费、取消自动续
费。若用户已设置了自动续费，自动续费不受影响。但若用户进行了“到期不续费”
操作，则不能重新恢复为“自动续费”。

转售子客户账号被伙伴冻结时，不支持开通自动续费，请联系合作伙伴处理。对于已
经开通自动续费的资源，系统发起自动续费时，若账号仍被伙伴冻结，则自动续费失
败，系统发送自动续费失败通知。

目前支持设置自动续费的包年/包月资源有：

● 弹性云服务器（ECS）

● 云硬盘（EVS）

● 虚拟私有云（VPC）

● 裸金属服务器（BMS）

● 关系型数据库（RDS）

● Web应用防火墙（WAF）

● 域名注册（DR）

● 云专线（DC）

● 分布式缓存服务（DCS）

● 专属企业存储服务（DESS）

● 应用编排服务 （AOS）

● IOT平台（Io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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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连接（CC）

● 云堡垒机（CBH）

● 云容器引擎（CCE）

● 文档数据库服务（DDS）

● 对话机器人服务（CBS）

● DDoS高防（AAD）

● 专属加密服务（DHSM）

● 云市场的SAAS类商品和人工服务类商品

● 弹性公网IP（EIP）

注：请以续费页面展示为准。

相关规则说明
● 支付方式：

自动续费支持账户余额（含现金额度和信用额度）扣款，同时也支持使用折扣优
惠、代金券和已绑信用卡，使用顺序如下：

折扣优惠（每次只能使用一项）→代金券（每次只能使用一张）→账户余额（先
扣现金额度后扣信用额度）或已绑信用卡（账户余额不足时，使用已绑信用卡支
付）

若自动续费时，系统匹配到折扣优惠、代金券都满足要求，则按使用顺序同时使
用。

例如：自动续费应付金额为2000 美元，系统查询到有商务折扣9折，代金券100
美元，且都满足使用条件，账户余额（含现金额度和信用额度）1000 美元，且有
绑信用卡，则系统同时使用折扣、代金券，账户余额（含现金额度和信用额
度），再结合信用卡自动扣费，实付金额=2000*0.9-100=1000（账户余额）+700
（信用卡）=1700 美元。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3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4



说明

1. 自动续费扣款时，系统使用折扣的规则为：

1. 系统会从商务授权折扣、伙伴授予折扣和促销折扣（客户该资源的历史订单中使用
过促销折扣且促销折扣在有效期内，才会比较促销折扣，且用于比较的促销折扣是
历史订单中使用过的，其他场景不能使用促销折扣）中选择 优折扣（计算出来的
订单金额 低的折扣）进行打折。

示例：

客户A于2020年11月27日自动续费时，有商务授权折扣（8折）、伙伴授予折扣（9
折）和促销折扣（7折），历史订单使用过该促销折扣且还在有效期内。则系统选
择促销折扣（7折）进行打折。

2. 若客户该资源的历史订单中有多个促销折扣都还在有效期内时，选择生效时间 近
的促销折扣。再结合上述a的规则选择折扣进行打折。

示例：

客户B于2020年11月27日自动续费时，有商务授权折扣（8折）和伙伴授予折扣（9
折），历史订单中使用过促销折扣（7折，生效时间:2020年11月20日）和促销折扣
（7.5折，生效时间：2020年11月25日），所有促销折扣均在有效期内。系统选择
已使用过的且生效时间 近的促销折扣（7.5折，生效时间：2020年11月25日）结
合商务授权折扣（8折）和伙伴授予折扣（9折）进行比较，选择 优折扣：促销折
扣（7.5折，生效时间：2020年11月25日）进行打折。

3. 若客户该资源的历史订单中有多个促销折扣都还在有效期内且生效时间是同一天
时，选择 近一次订单中使用的促销折扣。再结合上述a的规则选择折扣进行打
折。

示例：

客户C于2020年11月27日自动续费时，有商务授权折扣（8折）和伙伴授予折扣（9
折），历史订单中使用过促销折扣（7折，生效时间:2020年11月20日）和促销折扣
（7.5折，生效时间：2020年11月20日）都还在有效期内， 近一次订单使用促销
折扣（7.5折，生效时间：2020年11月20日），则系统选择促销折扣（7.5折，生效
时间：2020年11月20日）结合商务授权折扣（8折）和伙伴授予折扣（9折）进行
比较，选择 优折扣：促销折扣（7.5折，生效时间：2020年11月20日）进行打
折。

4. 若商务授权折扣、伙伴授予折扣和促销折扣（历史订单中使用过且在有效期内）每
种折扣打折后的价格是一样的，系统按“商务授权折扣→ 伙伴授予折扣 → 促销折
扣”的顺序使用折扣。

2. 自动续费时，系统使用代金券的规则为：

优先使用代金券和账户余额（含现金额度和信用额度）进行支付，如果未支付成功，则
使用代金券和信用卡进行支付。在自动续费扣款，系统选择代金券后会自动锁定代金券
已使用的额度，支付完成或支付超时后代金券会自动解锁成功。

1）代金券和账户余额（含现金额度和信用额度）进行支付

a. 选择本月到期且余额 大的代金券，结合账户余额支付；

b. 如果上一步未支付成功，则选择非本月到期且余额 大的代金券，结合账户余额支
付。

2）代金券和信用卡进行支付

a. 选择本月到期且余额 大的代金券，结合客户信用卡支付；

b. 如果不存在本月到期的代金券，则选择非本月到期且余额 大的代金券，结合客户
信用卡支付。

示例：

● 客户A 2020/8/20需支付的自动续费金额为50美元，账户余额（含现金额度和信
用额度）为80美元，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10美元代金券；

b. 2020/8/31到期的20美元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50美元代金券。

自动续费扣款时，将使用20美元代金券，账户余额支付3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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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B 2020/8/20需支付的自动续费金额为50美元，账户余额（含现金额度和信用
额度）为20美元，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20美元代金券；

b. 2020/9/30到期的50美元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60美元代金券。

自动续费扣款时，本月到期的20美元代金券加上账户余额20美元，无法抵扣自动
续费金额，所以系统将使用60美元代金券抵扣续费金额。

● 客户C 2020/8/20需支付的自动续费金额为100美元，账户余额（含现金额度和信
用额度）为20美元，该客户已绑定信用卡。客户C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20美元代金券；

b. 2020/9/30到期的50美元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60美元代金券。

自动续费扣款时，则优先使用本月到期的20美元代金券，还需支付80美元。账户
余额仅20美元不足以支付，将直接从信用卡扣款80美元。

● 扣费规则：

若用户没有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系统默认于资源到期前的第7天的凌晨3:00开始
扣款；若用户设置了自动续费扣款日，设置后立即生效。请保持账户余额（含现
金额度和信用额度）或已绑信用卡额度充足。自动续费扣款因账户中余额或已绑
信用卡额度不足等原因导致的扣款未成功，系统将每天凌晨3:00尝试一次扣款，
期间若用户重新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正在进行的按原自动续费扣款日开始的扣
款将停止，系统重新按设置后的自动续费扣款日开始扣款，直到资源被释放；期
间若扣款成功，则表示自动续费成功。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请参见如何设置自动
续费扣款日。

说明

购买华为云和第三方提供的云主机组合产品（弹性云服务器+镜像+云硬盘）后，若资源开
通自动续费，则自动续费时华为云只收取“应付金额（华为云）”这部分的金额，剩余应
付金额（第三方）费用需联系服务商咨询结清费用。自动续费成功后可在“我的订单”中
查看续费订单详情。

示例：

客户A，客户等级为V0，购买了一台云服务器ECS 01，到期时间为2020年8月31
日23:59:59，设置的自动续费购买时长为1个月。其中，V0等级客户的宽限期和保
留期分别为15天 ，即ECS 01将于2020年9月30日23:59:59过后被释放。

若客户未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系统于ECS 01 到期前的第7天的凌晨3:00，即
2020年8月24日03:00第一次执行自动续费扣款操作。

客户A账户余额和已绑信用卡额度不足，2020年8月24日03:00续费扣款将会失
败，则系统会在2020年8月25日03:00再次扣款。如果客户在2020年8月25日03:00
前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为到期前3天开始扣款，则2020年8月25日03:00不再扣
款，系统将于2020年8月28日03:00开始扣款，之后每天凌晨3：00尝试扣款直到
2020年9月30日03:00，如账户余额和已绑信用卡额度还是不足，则自动续费失
败。

● 自动续费和手动续费的关系：

开通自动续费后，也可以进行手动续费。在自动续费扣款日前进行手动续费，系
统将会按照手动续费后的到期日期，重新计算下一次自动续费的扣款时间。

● 购买云服务时设置自动续费规则：

– 按月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个月；

– 按年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年。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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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A，购买了一台云服务器ECS 01，且购买时设置了自动续费，若购买时长为8
个月，则自动续费周期为1个月；若购买时长为2年，则自动续费周期为1年。

3.2.3.2 如何开通自动续费

为防止资源到期被删除，客户可为长期使用的包年/包月资源开通自动续费。自动续费
的相关注意事项，请参见自动续费规则说明。

使用API设置包年/包月资源自动续费请参见“设置包年/包月资源自动续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设置查询条件筛选该客户下各企业项目的名称，查询各企业
项目待续费的资源。

● 筛选条件中，当选择“X天内到期”时，筛选结果只显示X天内到期，状态为“使用中”的资
源；当同时选择“A天内到期”,“B天内到期”(A>B) ，则显示结果按“A天内到期”显示。

● 筛选条件“隐藏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默认不勾选，可勾选，将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隐藏起
来。

● 可在“自动续费项”页签查询已经设置自动续费的资源。

● 可对“手动续费项”、“到期转按需项”、“到期不续费项”页签的资源开通自
动续费的操作。

步骤3 单个自动续费与批量自动续费可使用不同的操作方式：

● 单个自动续费：在资源页面找到待开通自动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的“开通自
动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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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自动续费：在资源页面勾选需要续费的资源，单击列表左上角的“开通自动
续费”。

步骤4 设置“自动续费周期”，可“预设自动续费次数”，单击“开通”。

说明

● 若资源自动续费次数达到预设自动续费次数后，到期自动转为“手动续费”。

● 手动续费不会影响剩余自动续费次数。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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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如何修改自动续费

客户设置自动续费后，可以针对续费时长再次进行修改。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修改自
动续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在“自动续费项”页签找到待修改自动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的“修改自动续
费”。

说明

● 已经设置自动续费的资源归置到“自动续费项”页签，请在“自动续费项”页签操作修改自
动续费；

● 若“自动续费项”页签操作列未直接展示“修改自动续费”操作按钮，请单击“更多>修改
自动续费”。

步骤3 “续费方式”选中“到期自动续费”，可修改“自动续费周期”或“重置自动续费次
数”，设置“自动续费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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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确认”。

----结束

3.2.3.4 如何取消自动续费

客户设置自动续费后，还可以执行取消自动续费的操作。关闭自动续费后，资源到期
将恢复为手动续费。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通过修改自动续费而取消自动续费。

使用API取消包年/包月资源自动续费请参见“取消包年/包月资源自动续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在“自动续费项”页签找到待取消自动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的“修改自动续
费”。

说明

● 已经设置自动续费的资源归置到“自动续费项”页签，请在“自动续费项”页签操作修改自
动续费；

● 若“自动续费项”页签操作列未直接展示“修改自动续费”操作按钮，请单击“更多>修改
自动续费”。

步骤3 设置“续费方式”为“手动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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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确认”。

----结束

3.2.3.5 如何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

已开通自动续费的资源，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系统将按设
置后的自动续费扣款日开始扣款，请确保资金余额充足。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的相关
注意事项请参见自动续费规则说明。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

步骤3 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勾选提示说明，单击“确定”。

----结束

3.2.4 再次购买
按需资源包内流量提前耗尽，再续费导致流量使用中断一段时间不能连续使用。客户
可以对其再次购买，使新购资源包立即生效，避免出现用量中断的情况。“再次购
买”时还能指定资源包的生效时间，生效时间一到，资源包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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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资源包续费和再次购买的区别。

适用范围

再次购买仅针对原子产品按需资源包，组合产品中的原子产品按照原来的续费方式，
不能再次购买。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在“续费管理”设置查询条件筛选该客户下各企业项目的名
称，查询各企业项目待再次购买的按需资源包。

● 筛选条件中，当选择“X天内到期”时，筛选结果只显示X天内到期，状态为“使用中”的资
源；当同时选择“A天内到期”,“B天内到期”(A>B) ，则显示结果按“A天内到期”显示。

● 筛选条件“隐藏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默认不勾选，可勾选，将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隐藏起
来。

客户可在“手动续费项”“自动续费项”“到期不续费项”页签查询所有待再次购买
的原子产品按需资源包。

步骤3 在续费管理页面找到需要购买的按需资源包，单击操作列的“再次购买”。

步骤4 确认需要购买的资源包信息、购买时长及生效时间，单击“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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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OBS存储40G、OBS流量50G、VBS存储40G资源包不支持再次购买；

● 已经下架的按需资源包不支持再次购买。

● 按需资源包再次购买时都可以指定生效时间。

步骤5 选择优惠和支付方式，单击“确认付款”。

步骤6 支付成功即完成再次购买。可单击“查看订单详情”查看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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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暂时不支付，可直接关闭支付页面。后续可以在左侧菜单中选择“我的订单”并单
击“待支付”页签，支付刚才生成的订单。

----结束

3.2.5 到期不续费
经确认到期不再使用的资源可设置到期不续费，归置到“到期不续费项”页签。

已设置为“到期不续费”的资源可进行手动续费、恢复为手动续费、开通自动续费操
作。若资源对应的产品已下架，则不支持手动续费、恢复为手动续费、开通自动续
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在“续费管理”设置查询条件筛选该客户下各企业项目的名
称，查询各企业项目到期不续费的资源。

● 筛选条件中，当选择“X天内到期”时，筛选结果只显示X天内到期，状态为“使用中”的资
源；当同时选择“A天内到期”,“B天内到期”(A>B) ，则显示结果按“A天内到期”显示。

● 筛选条件“隐藏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默认不勾选，可勾选，将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隐藏起
来。

● 可在“到期不续费项”页签查询已经设置到期不续费的资源。

● 可对“手动续费项”、“自动续费项”、“到期转按需项”页签的资源设置到期
不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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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资源页面找到待设置到期不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到期不续费”或"更多>到期
不续费”。

步骤4 进入“到期不续费”页面，单击“确认”。

----结束

3.2.6 如何变更资源计费模式

3.2.6.1 按需转包年/包月

客户可以将资源的计费模式由按需转为包年/包月。按需转包年/包月，会生成新的订
单，客户支付订单后，包年/包月资源立即生效。

示例：

客户在2018/09/21 09:25:34购买了一台按需的云服务器ECS 01。由于业务需要，客户
在2018/10/15 10:30:34执行按需转包年/包月操作，生成类型为“按需转包年/包月”
的订单。用户支付订单后，按需转包年/包月的云服务器ECS 01立即生效。

注意事项
● 只有订购实例状态是“使用中”的资源才能变更资费。

● 解决方案组合产品不支持按需转包年/包月。

● 竞价实例不支持转按需转包年/包月。

● 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按需转包年/包月。

● 对云服务按需转包年/包月操作，如勾选自动续费：按月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
个月；按年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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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各云服务产品的按需转包年/包月入口在“控制台”，查找目标云服务产品，执行转包
年/包月操作。

按需转包年/包月操作指导，请参见各个目标云服务产品的帮助指南。部分产品按需转
包年/包月的操作指导链接介绍：

● 弹性云服务器：按需转包年/包月

● 云容器引擎：按需计费的集群如何转为包年包月？

操作步骤

以“弹性云服务器”为例介绍如何按需转包年/包月。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说明

在“我的资源”页面，可以查看已购产品归属的区域。

步骤3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步骤4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页，选中目标云服务器。

步骤5 单击“操作”列下的“更多 > 转包年/包月”。

说明

系统支持批量转包年/包月操作，即一次将多台按需计费的弹性云服务器变更为包年/包月计费模
式的。操作如下：

1. 勾选待转包年/包月的多台弹性云服务器。

2. 单击云服务器列表上方常用操作栏的“更多 > 转包年/包月”。

步骤6 进入转包年/包月页面，确认后，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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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选择弹性云服务器的续费规格（续费时长、是否设置自动续费），并单击“去支
付”。

步骤8 进入支付页面，选择优惠和支付方式，确认付款，支付订单后即可完成按需转包年包
月。

----结束

3.2.6.2 包年/包月转按需

客户可以将包年/包月转为按需。包年/包月转按需，需包年/包月资费模式到期后，按
需的资费模式才会生效。

示例：

客户在2018/09/21 09:25:34购买了一台包年/包月的云服务器ECS 01，购买时长为1个
月。由于业务需要，客户在2018/10/15 10:30:34执行包年/包月转按需操作。
2018/10/21 23:59:59到期后，按需的资费模式生效，以该资源的按需收费标准开始计
费。

使用API设置或取消包年/包月资源到期转按需请参见“设置或取消包年/包月资源到期
转按需”。

注意事项
● 只有订购实例状态是“使用中”的资源才能变更资费。

● 包年/包月资源未到期可以申请变更为按需，包年/包月结束后转为按需。

● 目前解决方案组合产品不支持到期转按需。

● 按需资源包不支持到期转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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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到期转按需。

● 订单正在处理中，不支持到期转按需。

● 如您账号因违规被公安冻结，则该账号下的所有资源不能操作到期转按需；如您
账号下的某个资源因违规被公安冻结，则对该资源不能操作到期转按需。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在“续费管理”设置查询条件筛选该客户下各企业项目的名
称，查询各企业项目待到期转按需的资源。

● 筛选条件中，当选择“X天内到期”时，筛选结果只显示X天内到期，状态为“使用中”的资
源；当同时选择“A天内到期”,“B天内到期”(A>B) ，则显示结果按“A天内到期”显示。

● 筛选条件“隐藏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默认不勾选，可勾选，将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隐藏起
来。

● 可在“到期转按需项”页签查询已经设置到期转按需的资源。

● 可对“手动续费项”、“自动续费项”、“到期不续费项”页签的资源设置到期
转按需的操作。

步骤3 单个资源到期转按需和批量到期转按需操作方式不一样：

● 单个资源到期转按需：找到待变更资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更多>到期转按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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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到期转按需：在资源列表勾选需要转按需的资源，单击列表左上角的“到期
转按需”。

步骤4 查看资费变更的相关信息后，单击“到期转按需”。

----结束

3.2.7 变更资源规格费用说明
当前包年/包月资源的规格不满足您的业务需求时，您可以通过云服务控制台发起变更
规格操作，变更时系统将按照如下规则给您计算变更费用。本文档内容适用于包年/包
月资源规格变更引起费用变化的情况，按需资源变更不涉及。

变更包年/包月资源规格分为资源升配、资源降配、云硬盘扩容三种场景。

● 资源升配：您在变更资源规格时，新配置价格高于老配置价格，此时您需要支付
新老配置的差价。

● 资源降配：您在变更资源规格时，新配置价格低于老配置价格，此时华为云会将
新老配置的差价退给您。

● 云硬盘扩容：当已有云硬盘容量不足时，您可以扩大该云硬盘的容量，此时您需
要支付扩容的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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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因折扣存在有效期，您在进行资源规格变更操作时，操作页面显示的价钱，与下单后的价钱
可能不一致，请以后者为准。

2. 升配/扩容产生的费用您可以通过月度账单结算或使用账户余额、已绑信用卡、第三方在线支
付等方式完成费用支付；降配产生的费用将原路退回，具体请参见退款资金流向。

3. 资源发起规格变更（升配/扩容）后，生成变更订单，但没有在变更当天支付：

● 如果您在订单有效期内支付，则 终变更费用不变，仍为发起变更操作当天的费用。

● 或者您可以选择取消订单，重新发起变更操作。

4. 本文档中计算示例仅供参考，结果仅保留两位小数。但您在计算升配/扩容费用或降配退款费
用时，计算过程中至少保留8位小数，以免计算结果与页面实际展示不一致。

资源升配

1. 升配费用计算公式：

– 无任何优惠场景：升配费用=新配置价格*剩余周期-老配置价格*剩余周期

– 有优惠场景：

折扣场景：升配费用=（新配置价格*剩余周期-老配置价格*剩余周期）*折扣

一口价场景：升配费用=新配置匹配的商务一口价*剩余周期-老配置价格*剩
余周期

减免场景：升配费用=新配置价格*剩余周期-老配置价格*剩余周期-减免金额

说明

● 折扣：可通过“费用中心-优惠折扣”查看您账号下是否有折扣优惠可使用；或者在支
付订单页面查看是否有折扣优惠可选择使用。具体规则使用说明可参见支付订单时如何
使用折扣优惠和优惠券。

● 新配置价格：新产品按照未失效订单的“包年/包月”类型和剩余周期匹配到该产品的
当前价格。未失效订单包括当前生效的订单和未生效的订单。

①先判断未失效订单的“包年/包月”类型：如果未失效订单存在包年，则新配置价格
取包年；如果未失效订单仅为包月，则新配置价格取包月；

②然后根据未失效订单的剩余周期向上取整匹配定价;

③再根据定价周期匹配商务折扣/促销折扣。（商务折扣/促销折扣和商品的定价周期保
持一致，即商品的定价周期为1年，则取 1 年期的商务折扣/促销折扣。）

例如：产品有1、2、3年定价，客户购买3年，使用3个月，未失效订单存在包年且剩余
周期2年9个月，则匹配3年定价和折扣。

● 老配置价格：老产品按照购买周期匹配到该产品的当前价格。

● 剩余周期：

● 包月剩余周期为：每个自然月的剩余天数/对应自然月的 大天数，变更当天不
算。

如：2021/8/15客户购买了３个月的ECS，买到了2021/11/15，客户在2021/8/24
发生变更，则剩余周期：7（８月份剩余天数）／31（８月份 大天数）+2（９
月份和10月份为整月）+15（11月份剩余天数）／30（11月份 大天数）=2.73
（月）

● 包年剩余周期为：剩余天数（不含闰年的2.29号）/365，变更当天不算。

2018/11/1客户购买了3年的ECS，买到了2021/11/1，客户在2019/5/1发生变更，
则剩余周期=2019年剩余周期+2020年剩余周期+2021年剩余周期
=244/365+1+305/365=2.50（年）

2. 计算示例：（以下价格仅作示例用，非官网实际价格，实际价格请参考价格详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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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1
客户在2019/01/31购买一台周期为1年的配置A的ECS，首次续订 8 个月(有效
期为2020/02/01~2020/10/01)，再次续订 1 年(有效期为
2020/10/02~2021/10/02）。配置A包年的价格为120 美元/年，包月的价格
为11美元/月，客户总共使用余额支付328 美元，实付金额为328 美元。

在使用 2 个月后（即2019/03/31）将配置A升级为配置B，配置B包3年的价
格为400 美元，此时剩余周期为：首次下单的剩余周期+首次续订的剩余周期
+再次续订的剩余周期=306/365+242/365+1=2.5 年，因未失效订单有包年，
也有包月，因此向上取整匹配 3 年期的产品定价和 3 年期的折扣。若没有使
用折扣，根据公式“升配费用=新配置价格*剩余周期-老配置价格*剩余周
期”，针对每一个历史订单单独计算升配费用，即：

首次下单订单升配费用=（400/3）*（306/365）-120*（306/365）=11.17
美元

续订8个月订单升配费用=(400/36）
*[(242/365)*12]-11*[(242/365)*12]=0.88 美元

续订1年订单升配费用=(400/3)*1-120*1=13.33 美元

因此， 终总升配费用=首次下单订单升配费用+续订8个月订单升配费用+续
订1年订单升配费用=11.17+0.88+13.33=25.38 美元。

说明

如果当前产品没有包3年的定价，只存在1年定价，只能匹配 1 年期的产品定价和 1
年期的折扣。

– 示例2：

客户于2018/11/1 购买了一台配置A（4GiB）的ECS，购买时长为1个月，购
买时配置A的价格为120 美元/月，配置B（8GiB）的价格为150 美元/月，客
户购买配置A使用余额支付120 美元，实付金额为120 美元。

在2018/11/24 将配置A升级为配置B（8GiB），此时有活动价，配置A的价格
为80 美元/月，配置B的价格为100 美元/月，客户升级配置B价格为100 美
元/月。

这时，剩余周期=（30-24）/30 = 0.2 月，升配费用=100*0.2-120*0.2 < 0
（此时系统默认升配费用为0，升配成功但不收费，也不会退款），客户实际
支付0 美元即可完成升配。

说明

计费并不是根据资源的规格判断升还是降，而是根据费用计算的结果来判断。客户所
说的升降配指的是云服务定义的高规格和低规格，因为购买周期的不同，即使是低规
格变到高规格，也有可能是降配，所以要先判断是升配还是降配。

资源降配

须知

使用代金券、折扣券或通过低价促销方式购买的资源，在降配时可能导致剩余价值不
足而退款金额为0，请确认并谨慎操作！

1. 降配退款金额计算：

降配退款金额=剩余周期价值-新配置价格*剩余周期*折扣（此计算公式中不包含代
金券，降配退款金额≤0时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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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剩余周期价值：以实付金额为基准来计算，为历史支付金额按照剩余时长比例退回。

剩余周期价值 = 实付金额/购买周期天数 * 剩余天数

例如：用户购买3年ECS，实际支付10000 美元，使用3个月，则剩余周期价值 =
（10000/3）*2.75=9166.67 美元

● 新配置价格：新产品按照剩余周期匹配到该产品的当前价格。剩余周期向下取整匹配定
价和折扣。商务折扣/促销折扣和商品的定价周期保持一致，即商品的定价周期为1年，
则取 1 年期的商务折扣/促销折扣。

例如：产品有1、2、3年定价，客户购买3年，使用3个月，剩余周期2年9个月，则匹配
2年定价和折扣。

● 剩余周期：与资源升配剩余周期计算规则一致。

● 包月剩余周期为：每个自然月的剩余天数/对应自然月的 大天数，变更当天不
算。

● 包年剩余周期为：剩余天数（不含闰年的2.29号）/365，变更当天不算。

2. 当前配置已使用的卡券，在降配时，不会返还代金券、折扣券。

3. 包年/包月资源降配操作适用的折扣优惠包括合同商务折扣、伙伴授予折扣、促销
折扣。客户发起降配操作时，不支持自助选择折扣优惠，而是由系统根据商业规
则自动选择折扣优惠。

说明

包年/包月资源降配的折扣规则如下：

1. 系统会从商务授权折扣、伙伴授予折扣和促销折扣（客户该资源的历史订单中使用过促
销折扣且促销折扣在有效期内，才会比较促销折扣，且用于比较的促销折扣是历史订单
中使用过的，其他场景不能使用促销折扣）中选择 优折扣（计算出来的订单金额 低
的折扣）；

2. 若客户该资源的历史订单中有多个促销折扣都还在有效期内时，选择生效时间 近的促
销折扣。再结合上述1的规则选择折扣进行打折；

3. 若客户该资源的历史订单中有多个促销折扣都还在有效期内且生效时间相同时，选择
近一次订单中使用的促销折扣。再结合上述1的规则选择折扣进行打折；

4. 若商务授权折扣、伙伴授予折扣和促销折扣（历史订单中使用过且在有效期内）每种折
扣打折后的价格是一样的，系统按“商务授权折扣→ 伙伴授予折扣 → 促销折扣”的顺
序使用折扣。

4. 计算示例：（以下价格仅作示例用，非官网实际价格，实际价格请参考价格详
情。）

– 示例1：

客户于 2018/11/1 购买了一台配置A的ECS，购买时长为1个月，配置A的价
格为120 美元/月，客户使用余额支付120 美元，实付金额为120 美元。

在 2018/11/24 将配置降配为配置C，价格为90 美元/月。

这时，剩余天数=30-24+1= 7 天，剩余周期=（30-24）/30= 0.2 月，降配退
款金额=（120 / 30）*7-90* 0.2 = 10.00 美元。

– 示例2：

客户于2018/11/1 购买了一台配置A的ECS，购买时长为1个月，配置A的价格
为120 美元/月，客户使用代金券支付60 美元，余额支付60 美元，实付金额
为60 美元。

在2018/11/24 将配置降配为配置C，价格为90 美元/月。

这时，剩余天数=30-24+1= 7 天，剩余周期=（30-24）/30= 0.2 月，降配退
款金额=（60 / 30）*7-90*0.2 < 0（此时降配成功但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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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3：

客户于2018/11/1 购买了一台配置A的ECS，购买时长为1个月，配置A的价格
为120 美元/月，客户使用了9折的合同商务折扣，实付金额为120*0.9=108
美元。

在2018/11/24 将配置降配为配置C，价格为90 美元/月，适用合同商务折
扣，折扣后价格为90*0.9=81 美元/月。

这时，剩余天数=30-24+1= 7 天，剩余周期=（30-24）/30= 0.2 月，降配退
款金额=（108 / 30）*7-81*0.2=9.00 美元。

云硬盘扩容

须知

资源升配费用公式不适用于云硬盘（EVS）扩容计费。当前云硬盘只支持扩大容量，不
支持缩小容量。

1. 扩容费用计算：

扩容费用=扩容的容量×剩余周期×容量单价

说明

● 扩容的容量：扩容后容量-扩容前容量。

例如：购买10GB云硬盘，扩容至50GB，则扩容的容量为40GB。

● 容量单价：与升配新配置价格一致，根据未失效订单的“包年/包月”类型和剩余周期
进行判断。

例如：云硬盘有1、2、3年定价，客户购买1年的云硬盘，首次续订 8 个月，再次续订
1年，总共使用 3 个月后扩容 (剩余周期 2 年 5 个月) ，因为未失效订单有包年，也有
包月，因此向上取整匹配 3 年期的产品定价和 3 年期的折扣。

● 剩余周期：与资源升配剩余周期计算规则一致。

● 包月剩余周期为：每个自然月的剩余天数/对应自然月的 大天数，变更当天不
算。

● 包年剩余周期为：剩余天数（不含闰年的2.29号）/365，变更当天不算。

2. 计算示例：（以下价格仅作示例用，非官网实际价格，实际价格请参考价格详
情。）

客户于 2021/07/01 购买了10GB的云硬盘，购买时长为一个月，一个月定价为3.5
美元。使用余额支付3.5 美元。匹配到的容量单价为0.35 美元/GB/月。

在 2021/07/03 扩容至60GB，此时剩余周期=（31-3）/31=0.90 月，则扩容费用
=扩容的容量*剩余周期*容量单价=（60-10）*0.90*0.35=15.75 美元。

3.2.8 如何释放资源

客户可根据需要，主动释放状态为“已过期”或“已冻结”的资源。

如您账号因欠费冻结或违规冻结，该账号下的资源仍允许释放或删除；如您账号下的
某个资源因欠费冻结或违规冻结，该资源仍允许释放或删除。

如您账号因违规被公安冻结，则该账号下的所有资源不允许释放或删除；如您账号下
的某个资源因违规被公安冻结，则对该资源不允许释放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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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释放资源，不限制释放次数。

● 释放资源，无需联系客服人员申请，自行操作即可。

● 绑定关系的资源会随主资源的释放一起被释放；挂载关系的资源不会随主资源释
放而被释放，仍可继续使用。

示例：

客户购买了一台包年/包月弹性云服务器，规格为s6.small.1，并且绑定一块40GB
通用型SSD系统盘，配置了VPC网络。若客户对该包年/包月弹性云服务器进行释
放时，会连同绑定的40GB通用型SSD系统盘一起释放，VPC网络仍继续使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在“续费管理”设置查询条件筛选该客户下各企业项目的名
称，查询各企业项目待释放的资源。

● 查询条件“状态”选择“已过期”、“已冻结”，可查询待释放资源。

可在“手动续费项”、“自动续费项”、“到期转按需项”“到期不续费项”页签释
放“已过期”或“已冻结”的资源。

步骤3 找到待释放的资源，单击待操作列的“更多>释放”。

须知

资源释放后，资源和数据将无法找回，请谨慎操作。

订单正在处理中，不支持释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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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查看待释放资源的信息，单击“释放”。

步骤5 单击“确定”，释放资源。

----结束

3.2.9 如何导出续费清单

3.2.9.1 批量导出

资源续费前，支持客户导出续费清单，便于向公司财务申请资金续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3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5

https://account-intl.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userindex/renewalManagement


说明

●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在“续费管理”设置查询条件筛选该客户下各企业项目的名
称，查询各企业项目待续费的资源。

● 筛选条件中，当选择“X天内到期”时，筛选结果只显示X天内到期，状态为“使用中”的资
源；当同时选择“A天内到期”,“B天内到期”(A>B) ，则显示结果按“A天内到期”显示。

● 筛选条件“隐藏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默认不勾选，可勾选，将有待支付订单的资源隐藏起
来。

● 可在“手动续费项”、“自动续费项”、“到期转按需项”“到期不续费项”页
签查询全部待续费资源。

● 可对“手动续费项”、“自动续费项”、“到期转按需项”、“到期不续费项”
页签的资源导出待续费清单。

步骤3 勾选目标资源，再单击“批量导出”。

说明

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进行批量操作。

批量导出单次操作允许 大导出续费资源数为100。

步骤4 选择续费时长，单击“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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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导出后页面直接跳转到“导出记录”，单击操作栏“下载”，下载文件。

----结束

3.2.9.2 导出待续费价目表

客户可导出所有待续费资源的价目表，单次 大导出数为10000条。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导出待续费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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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导出后页面直接跳转到“导出记录”，单击操作栏“下载”，下载文件。

说明

IAM用户仅能查看/下载自己的导出文件，不能查看/下载其所属账号及账号下其他IAM用户的导
出文件。

----结束

3.2.10 资源状态说明

资源状态 资源状态说明

使用中 包年/包月资源或按需资源包在有效期内。

已过期 包年/包月资源过了有效期未续订，在宽限期内。

已冻结 包年/包月资源过了有效期，且宽限期满仍未续订，在保
留期内。

 

3.3 我的订单

3.3.1 支付

客户可以在我的订单中支付订单。

使用API查询订单列表请参见“查询订单列表”。

使用API支付包年/包月产品订单请参见“支付包年/包月产品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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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

步骤2 可根据选择创建时间或输入订单号筛选搜索待支付订单。也可通过订单类型、订单状
态过滤筛选待支付订单。

步骤3 在订单页面找到待支付的订单，单击“支付”。

步骤4 选择优惠和支付方式，单击“确认付款”。

说明

客户也可进入“待支付订单”支付订单，其他详细说明可参见“待支付订单>支付”。

----结束

3.3.2 自动支付

用户下单购买云服务产品时，若设置了自动支付，则在确认下单的云服务参数规格提
交订单后，系统会自动根据您的主要付款方式收取订单费用。您可进入“我的订单”
中查看订单状态及详情。

表 3-1

下单是否设置自动支付 下单后订单状态 操作

非自动支付下单 待支付 用户进入待支付订单页面
手动支付

自动支付下单-支付成功 处理中或已完成 /

自动支付下单-支付失败 待支付 用户进入待支付订单页面
手动支付

 

适用场景

新购资源、手动续费资源、资源变更升配、资源续费变更、订购预留实例、按需转包
年/包月等创建支持自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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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则

1. 支付方式：

自动支付支持账户余额（含现金额度和信用额度）或月末结算扣款，若客户支持
月末结算，则系统优先选择月末结算方式付款。同时也支持使用折扣优惠、代金
券，使用顺序如下：

折扣优惠（每次只能使用一项）→代金券（每次只能使用一张）→账户余额（先
扣现金额度后扣信用额度）或月末结算

若自动支付时，系统匹配到折扣优惠、代金券都满足要求，则可按使用顺序同时
使用。

2. 自动支付折扣使用匹配规则：

系统会从客户名下商务授权折扣、伙伴授予折扣、促销折扣（客户该资源的历史
订单中使用过促销折扣且促销折扣在有效期内，才会比较促销折扣，且用于比较
的促销折扣是历史订单中使用过的，其他场景不能使用促销折扣）中选择 优折
扣（计算出来的订单金额 低的折扣）进行打折。

说明

● 资源的历史订单指现订单创建之前存在的订单，如原来的续费单、变更单、订购单等。
若历史订单有使用促销折扣支付，则现订购单自动支付才可以使用该促销折扣。

例如：客户下了订单A，随后发起变更规格生成订单B，则订单A为订单B的历史订单。
历史订单A中有使用促销折扣，若自动支付订单B时，若折扣仍生效，也可使用该促销
折扣。

● 若商务授权折扣、伙伴授予折扣和促销折扣，每种折扣打折后的价格是一样的，系统按
“商务授权折扣→ 伙伴授予折扣 → 促销折扣”的顺序使用折扣。

● 对于包年商品，商务授权折扣匹配基于商品定价周期，与订购周期无关。例如1年定价
商品无论订购几年，都匹配1年的商务折扣，只能选择1年的商务折扣。

示例1：

客户A于2020年11月20日下单购买某云服务，此时客户名下有商务授权折扣（8
折）、伙伴授予折扣（9折）、促销折扣（7折），且这些折扣都适用于该云服
务，但没有历史订单，不能使用促销折扣，在自动支付时系统会选择自动选择商
务授权折扣（8折）进行打折。

示例2：

客户B于2020年11月20日下单购买某云服务，使用商务授权折（8折）扣打折；在
2020年12月20日时变更该云服务，此时客户名下有商务授权折扣（8折）、伙伴
授予折扣（9折）、促销折扣（7折），且这些折扣都适用于该云服务，但由于历
史订单没有促销折扣可使用，在支付时系统会选择自动选择商务授权折扣（8折）
进行打折。

示例3：

客户C于2020年11月20日下单购买某云服务，使用促销折扣（7.5折）打折；在
2020年12月20日时变更该云服务，此时客户名下有商务授权折扣（8折）、伙伴
授予折扣（9折）、促销折扣（7.5折）、促销折扣（7折）且这些折扣都适用于该
云服务。则在支付时系统选择已使用过的且仍生效的促销折扣（7.5折），结合商
务授权折扣（8折）和伙伴授予折扣（9折）进行比较，选择 优折扣：促销折扣
（7.5折）进行打折。

3. 自动支付系统使用代金券的规则：

优先选择本月到期的代金券，如果本月到期的存在多张，则选择余额 大的，如
果余额 大的券不可使用，则按余额递减顺序，选择一张代金券；如果不存在本
月到期的代金券，则选择余额 大的券。每次 多使用1张代金券。再结合账户余
额（含现金额度和信用额度）或月末结算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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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4：

客户A 2020/8/20下单购买某云服务需自动支付的金额为50美元，账户余额为
80，不支持月末结算，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10美元代金券；

b. 2020/8/31到期的20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50美元代金券。

自动支付扣款时，将使用20美元代金券，账户余额支付30美元。

示例5：

客户B 2020/8/20下单购买某云服务需自动支付的金额为50美元，账户余额为20
美元，不支持月末结算，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20美元代金券；

b. 2020/9/30到期的50美元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60美元代金券。

自动支付扣款时，本月到期的20美元代金券加上账户余额20美元，无法抵扣自动
支付金额，所以系统将使用60美元代金券抵扣支付金额。

示例6：

客户C 2020/8/20下单购买某云服务需自动支付的金额为50美元，账户余额为20
美元，支持月末结算，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10美元代金券；

b. 2020/8/31到期的20美元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50美元代金券。

自动支付扣款时，本月到期 大的20美元代金券，系统将使用20美元代金券和月
末结算支付30美元。

4. 购买华为云和第三方提供的云主机组合产品（弹性云服务器+镜像+云硬盘）时，
若自动支付订单，华为云只收取“应付金额（华为云）”这部分的金额，剩余应
付金额（第三方）费用需联系服务商咨询结清费用。

3.3.3 取消

客户可以进入我的订单页面取消待支付订单。

使用API取消待支付订单请参见“取消待支付订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

步骤2 可根据选择创建时间或输入订单号筛选搜索需要取消的订单。也可通过订单类型、订
单状态过滤筛选需要取消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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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订单页面找到该订单，单击“取消”。

步骤4 在系统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说明

客户也可进入“待支付订单”取消待支付订单，其他详细说明可参见“待支付订单>取消”。

----结束

3.3.4 查看订单详情
订单的详情，包含订单信息、订单下资源的信息和订单的金额信息。

使用API查询订单详情请参见“查询订单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

步骤2 可根据选择创建时间或输入订单号筛选搜索查看订单。也可通过订单类型、订单状态
过滤筛选查看订单。

步骤3 在订单页面找到待查看的订单，单击“详情”。

说明

订单状态为“处理中”有两种情况： 表示资源创建中； 表示该订单下有资源开通失
败。

● 不同的云服务产品，订单处理的时间不一样，正常情况在10分钟以内完成处理。

● 当云服务订单中有资源开通失败时，系统会自动退订开通失败的资源。可在订单详情页面查
看退款情况。

● 当云服务订单状态为“待支付”时，订单详情页面客户可支付订单或取消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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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云服务订单状态为“已完成”时，订单详情页面客户可查看资源的详细信息，
如资源发生续费、变更、退订，则可查看交易记录跟踪信息。

说明

1. 订单详情页面交易记录跟踪展示数量默认为3条，超过3条（含3条）以上时，均显示
“查看全部记录”，可单击“查看全部记录”，弹窗中查看交易记录跟踪数据。支持通
过“交易类型、创建时间、订单号”三种筛选条件筛选查询。

2. 企业主账号登录费用中心查企业子账号已完成的订单时，订单详情页面不展示“交易记
录跟踪”信息。

----结束

3.3.5 导出订单
支持客户导出全部订单、下载订单列表，用于公司归档使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

步骤2 导出订单：设置查询条件后，单击列表左上角的“导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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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导出后页面自动跳转到“导出记录”，单击操作栏“下载”，下载导出文件。

说明

IAM用户仅能查看/下载自己的导出文件，不能查看/下载其所属帐号及帐号下其他IAM用户的导
出文件。

----结束

3.3.6 订单状态说明

表 3-2 订单状态说明

订单状态 订单状态说明

待支付 客户提交订单之后，还未支付的状态

待审核 ● 部分订单下单后需要审核才能支付，下单之后审核之前的
状态

● 部分资源退订后需要审核才能完成退款，退订申请提交之
后审核退款之前的状态

退款中 订单提交申请退订或退货之后，退款给客户之前的状态

处理中 下单支付之后，资源开通出来之前的状态

已完成 订购、变更、续费、退订等流程的生命周期走到了尽头

已取消 客户自己取消或者系统自动取消的订单所处的状态

待确认 客户经理代客下单之后，处于待确认状态

 

3.4 云服务退订

3.4.1 退订使用中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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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退订使用中的资源说明

退订资源是指客户购买包年/包月资源后，发生退订时，可退订当前正在使用的部分及
其续费部分（若已经对资源进行续费）。

使用API退订包年/包月资源请参见退订包年/包月资源。

注意事项
● 解决方案组合产品和小颗粒套餐只支持整体退订。

● 订单中存在绑定关系的资源，需整体退订；挂载关系的资源可单独退订。

示例：客户购买了一台包年/包月弹性云服务器，并且绑定一块40GB通用型SSD系
统盘，配置了VPC网络。若客户对该包年/包月弹性云服务器退订时，需连同40GB
通用型SSD系统盘一起退订，VPC网络可选择单独退订。

● 目前支持批量退订的资源有：弹性云服务器（ECS）、云硬盘（EVS）、关系型数
据库（RDS）、虚拟私有云（VPC）和云容器引擎（CCE）。

须知

1. 在执行退订操作前，请确保将退订的云资源上的数据已完成备份或者迁移，退订完
成后云资源将被删除，数据无法找回，请谨慎操作。

2. 退订金额超过1000美元为“大额退订”，需经客户经理审批，24小时未审批自动通
过。退订订单费用归属退订成功的当月账单；如果是月末大额退订，下月审核退订
成功，退订订单费用归属下月账单。可在“账单管理＞费用账单”查到详细流水，
具体操作请参见查看费用账单。

示例：

客户于2021/08/20 购买了一批弹性云服务器ECS 资源，实付金额为2000美元，资
源使用到2021/09/30 发起退订申请，退订金额超过1000美元

● 若客户经理2021/9/30 审批退订申请通过，系统自动退款至客户华为云账户，
则退订费用归属于2021/9月账单中，可在费用账单“账期”筛选选择
“2021/9”查看详细流水。

● 若客户经理2021/10/01 审批退订申请通过，系统自动退款至客户华为云账
户，则退订费用归属于2021/10月账单中，可在费用账单“账期”筛选选择
“2021/10”查看详细流水。

3.4.1.2 可退订

包年/包月资源退订规则

1. 退订资源实例需收取手续费、已消费金额，不退还已使用代金券和折扣券。

– 退订手续费和已消费金额指使用的现金。

2. 退订费用计算说明：

– 退款金额= 订单实付金额－已消费金额－退订手续费，不退还代金券，具体
退款金额以退订页面显示的为准（按照退款金额计算公式得出的退款金额如
小于 0，则不予退款）。

– 订单实付金额：包含客户现金账户支付的支付金额，但不包含客户通过代金
券抵扣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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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消费金额= 订单实付金额×（实际消费时长/订单总时长）（退订计算公式
仅供参考，实际消费时长以“天”为单位，实际金额以账单、消费明细中的
金额为准）

– 退订手续费：包含现金账户手续费。若客户有已生效的框架合同且框架合同
有退订免手续费条款，则在退订资源时免除退订手续费。

手续费的收费标准，如表1所示。

表 3-3 退订手续费收费标准

产品类型 实际消费时长≤1
年

1年＜实际消费
时长 ≤2年

2年＜实际消费
时长≤3年

3年预付费产品 实付金额 ×15% 实付金额 ×10% 实付金额 ×5%

2年预付费产品 实付金额 ×15% 实付金额 ×10% -

1年预付费产品 实付金额 ×10% - -

包月预付费产品 实付金额 ×10% - -

 

示例1：如图1所示

客户于2022/8/19 购买了一块包月云硬盘（EVS），到期时间为2022/9/19，
订单应付金额110.00美元，实付金额110.00美元。

2022/9/2 客户对 EVS 进行退订，实际消费时长为14天，剩余天数为18天，
订单总时长为32天。

退订手续费=实付金额 ×10%=110.00×10%=11.00美元

已消费金额=订单实付金额×（实际消费时长/订单总时长）=110.00×
（14/32）=48.13美元 （退订计算公式仅供参考，实际金额以账单、消费明
细中的金额为准）

退订金额=订单实付金额－已消费金额－退订手续费
=110.00-48.13-11.00=50.87美元。（订单支付时若使用代金券抵扣，退订时
不退还已使用的代金券）

图 3-1 退订费用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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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实例退订规则说明

预留实例退款金额的计算公式及付款方式，如表2所示。（具体退款金额以退订页面显
示的为准）

表 3-4 退订金额计算公式及付款方式

全预付 无预付

费用组
成

剩余价值-手续费 手续费

剩余价
值

现金*剩余周期/总周期 ——

退订手
续费

预付金额（现金+代金券）*剩余周
期/总周期*12%

每小时金额*总购买小时数*剩余周期/
总周期*12%

计算公
式

现金*剩余周期/总周期-预付金额
（现金+代金券）*剩余周期/总周期
*12%
退订金额<0清零

每小时金额*总购买小时数*剩余周期/
总周期*12%

付款方
式

华为向客户退款，退订立即付款 客户向华为付款，月结支付

（可用RI券）

 

● 全预付预留实例退订时，不退还代金券。

● 订单金额=预付金额（现金+代金券）+每小时金额*总购买小时数。

● 退订手续费=订单金额*剩余周期/总周期*12%，无预付预留实例退订扣减手续费
时，扣减优先级如下：代金券 >余额。

● 剩余周期：以小时为单位，剩余有效小时按下一个小时开始计算。示例：10:30执
行退订操作时，剩余周期从11:00开始计算。

● 全预付预留实例按照退款金额计算公式得出的退款金额如小于 0，则清零，不需
客户付费。

示例2：

客户A全预付100美元(50美元代金券+50美元余额）购买一年期预留实例，半年后因为
某种原因需要退订。预留实例的剩余价值25美元，退订手续费为6美元，则实际退款金
额为19美元，全部退回至余额账户中。

示例3：

客户B全预付100美元(90美元代金券+10美元余额）购买一年期预留实例，半年后因为
某种原因需要退订。预留实例的剩余价值5美元，退订手续费为6美元，则剩余价值=剩
余价值-手续费<0，清零不需客户付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费用中心->云服务退订”页面。

步骤2 选中“退订使用中的资源>可退订”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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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单个退订资源或批量退订：

● 退订单个资源：单击待退订资源所在行的“退订资源”。

● 批量退订：在退订列表中勾选需要退订的资源，单击列表左上角的“批量退
订”。

说明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通过“企业项目”筛选搜索查询该客户下需要退订的企业
项目资源。

步骤4 查看退订信息：可点击“展开明细金额”查看详细的退订金额明细，选择退订原因，
并勾选退订前的确认提示后，单击“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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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退订华为云和第三方提供的云主机组合产品（弹性云服务器+镜像+云硬盘）时，华为云只退华
为云收取的相关费用，不负责第三方费用的退款。第三方退款费用请联系服务商咨询实际退款详
情。

----结束

3.4.1.3 不可退订

属于以下任一情况的资源不可退订。客户可进入“费用中心->云服务退订”页面，选
中“退订使用中的资源>不可退订”页签，查看使用中的资源不可退订的具体原因。

1. 不可退订的场景：

– 试用的云服务；

– 软件开发云产品；

– 一次性收费云服务；

– 按需套餐包产品（除云服务器备份服务和数据仓库服务）；

– 免费的云服务；

– 已过期云服务；

– 公安冻结场景下不允许退订（如您账号因违规被公安冻结，则该账号下的所
有资源不允许退订；如您账号下的某个资源因违规被公安冻结，则对该资源
不允许退订）；

– 正在进行其他交易的产品；

– 云市场云服务或伙伴代付订单，开发票后不允许退订；

– 云服务参加了特殊赠送活动，不可退订（如促销套餐、促销优惠券、促销优
惠券礼包、折扣券计划、抽奖活动、推荐送活动（云豆活动）等）；

– 订单关联了标准销售合同，不支持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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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市场不可退订：

不允许退订的云市场中的云服务，请参见云市场退订管理规则。

3. 其他原因不可退订：

– 客户购买了支持服务并使用了其中的增值权益；

– 组合订购关系不可退订；

– 资源不存在；

– 订购关系已经归档转储不可退订；

– OSM-SP-SeniorBenefitUsed 高级权益被试用了，不支持退订。

4. 常见不可退订的云服务：见表1

表 3-5 不支持退订的云服务

序号 云服务产品

1 专属计算集群服务

2 人工智能服务

3 机器学习服务

4 Elasticsearch服务

5 设备接入

6 消息通知服务

7 域名注册服务

8 华为云会议

9 数据加密服务

10 联络中心

11 DDoS高防

12 CCE HCS敏捷版

13 专属云裸金属服务器

14 专属云服务器备份

15 专属云存储

 
5. 另外，以下几类资源不会在“费用中心->云服务退订”展示出来：

– 一次性产品。购买后立刻失效，不会在费用中心展示出来；

– RI预留实例，从云服务界面发起退订，费用中心不会展示。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费用中心->云服务退订”页面，选中“退订使用中的资源>不可退订”页签。

步骤2 找到想要退订的资源，查看资源不可退订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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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3.4.2 退订未生效的资源
未生效的资源是指客户在原按需资源包、加油包套餐基础上再次购买，并指定未来生
效时间。退订未生效的资源不收取手续费，退返已使用的代金券，不退还已使用的折
扣券。

说明

退订金额超过1000美元为“大额退订”，需经客户经理审批，24小时未审批自动通过。退订订
单费用归属退订成功的当月账单；如果是月末大额退订，下月审核退订成功，退订订单费用归属
下月账单。可在“账单管理＞费用账单”查到详细流水，具体操作请参见查看费用账单。

示例：

客户于2021/08/20 购买了一批弹性云服务器ECS 资源，实付金额为2000美元，资源使用到
2021/09/30 发起退订申请，退订金额超过1000美元

● 若客户经理2021/9/30 审批退订申请通过，系统自动退款至客户华为云账户，则退订费用归
属于2021/9月账单中，可在费用账单“账期”筛选选择“2021/9”查看详细流水。

● 若客户经理2021/10/01 审批退订申请通过，系统自动退款至客户华为云账户，则退订费用
归属于2021/10月账单中，可在费用账单“账期”筛选选择“2021/10”查看详细流水。

未生效资源不可退订场景

未生效的资源若存在以下任一情况不可退订：

● 正在进行其他交易；

● 正在申请特殊退订；

● 参加促销活动或已开票（云市场云服务或伙伴代付订单）等。

● 公安冻结场景下，不允许退订未生效的资源。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费用中心>云服务退订”页面。

步骤2 选中“退订未生效的资源>可退订”页签。

步骤3 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单个退订资源或批量退订：

● 退订单个资源：单击待退订资源所在行的“退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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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退订：在退订列表中勾选需要退订的资源，单击列表左上角的“批量退
订”。

说明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通过“企业项目”筛选搜索查询该客户下需要退订的企业
项目资源。

步骤4 查看退订信息：可点击“展开明细金额”查看详细的退订金额明细，选择退订原因，
单击“退订”。

----结束

3.4.3 退订续费周期
资源创建成功后，若资源已进行续费操作，可选择单独退订续费周期。退订续费周
期，是指只退订未生效的续费周期部分，如现有资源未到期，可以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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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订未生效的续费周期，不收取手续费，退还已使用的代金券。退订已生效的续费周
期属于退订资源，退订规则参考退订使用中的资源。

当存在多个未生效的续费周期时，客户可以选择退订后资源的到期时间，以此来退订
多个未生效的续费周期。

说明

退订金额超过1000美元为“大额退订”，需经客户经理审批，24小时未审批自动通过。退订订
单费用归属退订成功的当月账单；如果是月末大额退订，下月审核退订成功，退订订单费用归属
下月账单。可在“账单管理＞费用账单”查到详细流水，具体操作请参见查看费用账单。

示例：

客户于2021/08/20 购买了一批弹性云服务器ECS 资源，实付金额为2000美元，资源使用到
2021/09/30 发起退订申请，退订金额超过1000美元

● 若客户经理2021/9/30 审批退订申请通过，系统自动退款至客户华为云账户，则退订费用归
属于2021/9月账单中，可在费用账单“账期”筛选选择“2021/9”查看详细流水。

● 若客户经理2021/10/01 审批退订申请通过，系统自动退款至客户华为云账户，则退订费用
归属于2021/10月账单中，可在费用账单“账期”筛选选择“2021/10”查看详细流水。

续费周期不可退订场景

存在以下场景不允许退订续费周期：

● 续费周期生效前，若进行变更操作后，只能退订资源，不能退订续费周期。

● 包年/包月资源续费成功后再追加附属资源，只能退订资源，不能退订续费周期；
若包年/包月资源追加附属资源后再续费，可以退订续费周期。

● 存在带宽加油包，不允许退订续费周期。必须先退订加油包后，才能退订续费周
期。

● 云速建站不允许退订续费周期。

● 正在进行其他交易，不允许退订续费周期。

● 续费订单参与了活动、促销、已开发票（云市场云服务或伙伴代付订单）等，不
允许退订续费周期。

● 公安冻结场景下，不允许退订续费周期。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费用中心>云服务退订”页面。

步骤2 单击“退订续费周期＞可退订”页签。

步骤3 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单个退订资源续费周期与批量退订资源续费周期：

● 单个退订续费周期：单击需要退订续费周期资源所在行的“退订续费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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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退订续费周期：在退订列表中勾选需要退订续费周期的资源，单击列表左上
角的“批量退订”。

说明

开通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客户可以通过“企业项目”筛选搜索查询该客户下需要退订的企业
项目资源。

步骤4 查看退订信息：选择退订后的到期时间，可点击“展开明细金额”查看详细的退订金
额明细，确认退订资源，单击“退订”。

步骤5 查看退订确认提示，在“退订”确认提示框中，单击“退订”。

退订申请提交成功。单击“订单详情”，可跳转到“我的订单”中查看退订的处理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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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3.4.4 退订创建/变更失败的资源
当订单中有资源开通失败时，系统会自动退订开通失败的资源。

注意事项
● 查看该订单中资源的开通情况，请参见如何查看订单详情。

● 组合产品（如解决方案组合产品、小颗粒套餐，不包括软开云套餐）有开通失败
的资源时，系统会自动退订组合产品的全部资源。

● 按需转包年/包月资源创建失败时，支持系统自动退订。

● 退订创建/变更失败的资源，不收取退订手续费，不扣已消费金额，返回代金券。

说明

伙伴切换为伙伴用券模式后，伙伴下转售子客户的存量订单若支付时用券抵扣的，发生退
订，则不退券。

3.4.5 退款资金流向
云服务退订或资源降配退款后，用户可在订单详情页查看退款处理进展和退款金额，
若订单已完成，则可以在“账单管理＞费用账单”查到详细流水，具体操作请参见查
看费用账单。

1. 根据支付方式不同，退款资金流向不同

– 通过华为云账户余额支付的订单，如果产品退订成功或资源降配订单已完
成，退订款项大约会在1个工作日内退至您的华为云账户余额；

– 通过第三方在线支付（如信用卡）或已绑信用卡支付的订单，如果产品退订
成功或资源降配订单已完成，退订款项大约会在7个工作日内原路退回，实际
退款到账时间以银行系统为准。

– 通过月度账单结算的订单，如果产品退订成功或资源降配订单已完成，退款
金额会到月末时进行统一结算，退订订单费用归属退订成功的当月账单。

2. 退款仅指用户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订单款项，用户通过代金券、优惠券抵扣的部分
是否退回请参见用券买的产品，退订时券怎么处理？）。

3. 对于待审核的订单，需要等订单审核通过，为“已完成”状态时，退订款项才会
原路退回。如您需要紧急审批，请联系客服或您的客户经理。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3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5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illing/order_topic_900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illing/bills-topic_0000008.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illing/bills-topic_0000008.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faq-billing/unsubscriptions_faq_300006.html


4 资源包

客户订购的按需资源包可以在“资源包”页面进行查看。

背景信息

按需资源包的扣减规则请参见资源包扣减规则。

使用API查询资源包请参见“查询资源包列表”、“查询资源内使用量”。

查看资源包列表

步骤1 进入“资源包”“”页面。

步骤2 选中“资源包列表”页签，可以查看按需资源包列表。

● 单击资源包名称/ID，可以查看资源包的详细信息。

– 单击“使用量统计”，可查看当前服务的抵扣统计图。

– 单击“导出抵扣明细”，可导出使用量明细信息。

– 抵扣方式：分为可重置资源包和不可重置资源包。

▪ 可重置资源包：容量线性递减的资源包，每个重置周期结束时清零，下
个重置周期初恢复，直至到期。

示例：购买的云容器实例服务按月可重置资源包，内存规格为2920 GB*
时/月，生效时间为 2019/07/1 00:00:00 - 2020/07/1 00:00:00，则有效
期内每个月有2920 GB*时的资源包可扣减。

▪ 不可重置资源包：容量线性递减的资源包，伴随抵扣容量不断减少。

示例：购买的图像标签不可重置资源包，总量为10000 次，生效时间为
2019/07/1 00:00:00 - 2020/07/1 00:00:00，则有效期内总共有10000次
可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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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订单号链接，进入“费用中心 > 我的订单”页面，查看订单详情。

● 单击“续费”或“再次购买”，在“续费”页面，确认需要续费的资源信息，并
设置续费时长，单击“去支付”即可。

----结束

查看剩余使用量

步骤1 进入“资源包”“”页面。

步骤2 选中“剩余使用量汇总”页签，系统会展示资源包的剩余使用量。

相同规格资源包会汇总展示。

----结束

使用明细

步骤1 进入“资源包”“”页面。

步骤2 选中“使用明细”页签。

步骤3 可以查看抵扣时间不超过18个月的资源包抵扣明细。

说明

通过“抵扣时间”查询资源包抵扣明细数据时， 大时间跨度不得超过90天。

----结束

设置剩余使用量预警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剩余量预警”，可以开启资源包的剩余使用量预警功能。

●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按照剩余使用量百分比、绝对值或自定义方式来设置
提醒阈值，详情如表1所示。修改阈值类型后，上一个阈值类型的设置将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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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剩余量预警设置

阈值类型 类型说明 阈值设置

统一百分比 按照剩余使用量占资源包总
量的百分比设置阈值。

● 单个设置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
资源包，逐一设置开关和
百分比阈值。

● 批量设置
单击“批量开启”，在
“批量设置剩余量阈值”
下拉列表中选择阈值，为
所有资源包一次性设置百
分比阈值。

统一绝对值 根据不同区域，按照剩余使
用量的绝对值设置阈值。

● 单个设置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
资源包，逐一设置开关和
绝对值阈值。

● 批量设置
单击“批量开启”，为所
有资源包设置绝对值阈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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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类型 类型说明 阈值设置

自定义 根据实际需要，采用百分比
和绝对值混合方式设置阈
值。

●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
资源包，逐一设置开关和
阈值。阈值可以是百分
比，也可以是绝对值。

● 不支持批量设置。

 
● 当资源包剩余使用量达到预警阀值时，系统会给您发送短信、邮件提醒。

● 资源包新购、续费后使用总量发生变化时，会重新触发预警判断。

● 使用量只适用于某个区域时，不同区域会分别统计。

● 当前有多个资源包叠加使用时，系统会叠加统计剩余使用量。

● 可重置资源包中，按小时、按天、按周重置的资源包不支持使用量预警功能。

导出资源包

步骤1 进入“资源包”“”页面。

步骤2 选中“资源包列表”页签。

步骤3 单击“导出”，选择导出内容后进行导出操作。

步骤4 进入“账单管理 > 导出记录”页面获取资源包列表导出文件。

----结束

查看资源包使用量抵扣实例数据

步骤1 进入“资源包””页面。

步骤2 选中“资源包列表”页签。

步骤3 单击要查看的资源包名称，进入资源包详情页面。

步骤4 单击右侧“使用量统计”，查看资源包使用量抵扣实例数据。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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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资源包使用量抵扣实例数据

说明

● 左侧环形图展示某个统计周期内资源的使用总量以及各实例使用量占比，右侧展示各实例使
用量详细数据。

● 多展示8条数据，并按百分比值从大到小依次排序。当实例个数>8个时，第八条数据值为
第八个实例及其以后所有实例数据之和。

● 各实例使用量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采用四舍五入呈现。可能所有数据百分比之和不
等于100%。

● 系统默认统计当月资源使用量抵扣实例数据。可根据实际需求，设置统计周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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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金管理

5.1 支付方式

5.2 充值和还款

5.3 消费配额

5.1 支付方式

5.1.1 添加支付方式

您在注册华为云帐号后，需要绑定手机号、完善帐号信息、绑定信用卡后才能订购和
开通云服务，否则只能浏览业务。

注意事项

当您绑定信用卡时，华为云将从您的信用卡中扣取1美元的授权保证金，授权保证金将
在绑卡成功后立即返还到您的信用卡中，具体返还时间以银行为准。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支付方式”页面。

说明

如果客户未绑定支付方式，当客户登录华为云后，单击提示信息中的“去绑定”，即可进入“完
善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添加信用卡”。

进入“完善信息”页面。

说明

如果客户注册时间在10分钟内，则直接执行步骤5。

如果客户已绑定手机号，则直接执行步骤7。

如果客户已完善帐号信息，则直接执行步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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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获取验证码”，并在输入框中输入邮箱接收到的身份验证码。

步骤4 单击“下一步”。

步骤5 填写需要绑定帐号的注册地手机号码并单击“获取验证码”，在输入框中输入接收到
的短信验证码。

步骤6 单击“下一步”。

步骤7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用户类型及输入相关信息，华为云为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提供同等
服务。

● 个人客户的帐号类型选择“个人用户”，且需填写个人姓名、住址和应用行业信
息。

● 企业客户的帐号类型选择“企业用户”，且需填写公司名称、住址、联系人姓
名、职位、付款货币和应用行业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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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单击“下一步”。

步骤9 根据页面提示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失效日期、安全码和持卡人名称，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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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绑卡期间，华为云为了验证信用卡的有效性，会向您的信用卡收取1美元（系统会根据汇率扣除
换算后的同等金额）的授权保证金，该授权保证金将在绑卡成功后立即返还到您的信用卡中，具
体返还时间以银行为准。

当您的国家为智利，绑卡时还需要设置身份验证类型和身份识别号码。其中身份验证类型取值说
明如下：

● RUT：智利纳税人识别号编码，身份识别号码示例：8148691-0。

● Otro：其他身份识别编码，身份识别号码取值只能是5~20个字符。

步骤10 在跳转到的信用卡银行页面中，根据界面提示进行持卡人身份验证。

● 绑卡成功后，您将获得后付费资格，您可先在华为云官网中进行消费，然后再进
行还款。

– 华为云将在您消费后的次月3日生成、发送账单，并向您的信用卡扣款。

– 如果我们有合理理由怀疑您的账户存在欠款风险，我们有权就已产生的费用
向您开具账单，并即时从您所绑的信用卡里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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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绑卡失败，系统会跳转到“绑卡历史记录”页面，在“绑卡结果”中会展示
绑卡失败的原因。客户可以根据绑卡原因选择重新绑卡或提工单处理。

----结束

绑卡历史

在“支付方式”页面单击“绑卡历史记录”，可查看历次绑卡详情。如果绑卡失败，
在“绑卡结果”中会展示绑卡失败的原因。

信用卡扣款顺序

单击已绑定信用卡右下角的“操作 > 设为默认”，即可将该信用卡设置为默认付款的
信用卡。

● 当客户绑定了多张信用卡时，系统优先从默认付款的信用卡中扣款。

● 当默认付款的信用卡余额不足时，系统会依次从绑定的其他有效信用卡中扣款，
直至扣款成功为止。

更新信用卡有效期

单击已绑定信用卡右下角的“编辑”或“操作 > 编辑”，即可对该信用卡的有效期进
行设置。

说明

变更信用卡有效期时，华为云为了验证信用卡的有效性，会向您的信用卡收取1美元（系统会根
据汇率扣除换算后的同等金额）的授权保证金，该授权保证金将在验证成功后立即返还到您的信
用卡中，具体返还时间以银行为准。

解绑信用卡

单击已绑定信用卡右上方的 ，即可解绑该信用卡。

说明

默认付款的信用卡不允许解绑。

设置付款货币

1. 单击付款货币链接，进入“帐号中心 > 首选项设置”。

2. 在“付款货币设置”区域设置需要使用的货币，单击“保存”。

5.1.2 限额说明
客户进行还款或支付操作时，单笔交易金额会有一定的限制，具体金额限制如表5-1所
示。

表 5-1 限额说明

币种 金额上限 金额下限

CLP 11,00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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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 金额上限 金额下限

USD 20,000 0

 

5.2 充值和还款

5.2.1 普通华为云客户如何充值（预付费）

注意事项

客户可在“总览”页面设置消费额度预警，低于设定金额系统会发送短信提醒。

先充值后消费的客户为预付费客户，可以进行充值操作。企业子客户不支持充值操
作。

先消费后付款的客户为后付费客户，后付费客户不支持充值操作，只支持对消费金额
进行还款。具体还款操作请参见普通华为云客户如何还款（后付费） 。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充值"页面。

步骤2 选择支付方式。

● 在线支付

在“充值金额”后设置充值金额，单击“下一步”，根据选择的支付方式跳转到
对应的支付页面，继续完成支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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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单击“切换币种”，进入“帐号中心 > 首选项设置”，在“付款货币设置”区域设置需要
使用的货币，单击“保存”，重新设置付款币种。

● 转账汇款

说明

– 您可以从获取到的发票或费用中心上查看对应的银行汇款账户信息。费用中心仅显示
新的汇款账户信息，历史发票对应的汇款账户可能不同。

– 为了到款确认的及时准确，请您在付款时按发票的账户、币种等付款，并明确备注发票
号码。

– 境内汇款到账通常约2-3天，跨境汇款到账时间决定于您所在当地银行政策。到账时间
以银行实际到款时间为准。详细汇款方式和到账时间请咨询您的汇款银行获取更多信
息。

客户对通用充值账号转账成功后，按如下步骤填写并提交汇款工单。

a. 在转账汇款页面中单击“填写汇款工单”，进入“新建工单”页面。

b. 填写打款信息。

说明

该到款确认无误后默认录入当前登录的用户名下，如有特殊情况，请在“问题描述”
中写明。

c. 上传转账汇款的凭证，并提交工单。

华为云收到转账汇款后，根据工单，3个工作日内人工充值到您的华为云账
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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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合作伙伴子客户如何充值/还款
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可以选择为顾问销售模式，还是转售模式：

● 顾问销售模式，订单由自己支付。顾问销售模式子客户的充值和还款方式，与华
为云的普通客户保持一致。

● 转售模式，客户账户余额为合作伙伴划拨所得。

– 不支持线上充值，您可以线下联系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会为您设置月度预
算。

– 不支持线上还款，您可以线下联系合作伙伴进行结算。

– 关联合作伙伴前产生的欠费金额，子客户可以自助还款，具体操作请参见
5.2.3 普通华为云客户如何还款（后付费）或5.2.4 普通华为云客户如何还款
（预付费）。

5.2.3 普通华为云客户如何还款（后付费）
先消费后还款的客户为后付费客户，可以在“资金管理 > 还款”页面对已消费金额进
行手工还款操作。

开通统一财务管理模式的企业子客户，只能对关联企业主之前的欠费账单进行还款。

后付费客户还款，可分为以下场景：

● 对历史已出账未付款的账单进行还款，详情请参见已出账账单还款。

● 对当前账期还未出账的预估账单进行提前还款，详情请参见待出账账单还款。

已出账账单还款

华为云在每月3号对客户上月消费金额出账并生成账单。客户可查看历史所有已出账待
付款的消费账单，并进行还款操作。

步骤1 进入"还款"页面。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付款历史记录”，可跳转到“付款历史记录” 页面查看还款记
录。详情请参见付款历史记录。

步骤2 单击“待支付”页签，查看所有已出账待付款的账单。

说明

● “已出账剩余应还金额”是指历史所有已出账未付款的金额。

● “预估未出账金额”是指截止当前时间，华为云预估的还未出账的金额。单击“预估未出账
金额”后的具体金额，可跳转到“待出账”页签查看详细信息。

● 如果当前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账期待还款时，支持对任意已出账的账期进行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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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去查看”，可跳转到“费用账单/还款情况” 页面，查看已出账账单的还款
情况。

● 单击操作列“详情”，可跳转到“费用账单”页面，查看该账期账单信息。详情
请参见费用账单。

步骤3 选择要还款的账期，单击对应操作列的“支付”。

步骤4 选择支付方式。

● 在线支付

在“还款金额”后设置还款金额，单击“支付”，在二次确认页面单击“确
认”，还款完成后，系统显示还款结果。

说明

“还款金额”默认展示“本期剩余应还金额”，支持修改，但不得高于“本期剩余应还金
额”。

● 转账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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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您可以从获取到的发票或费用中心上查看对应的银行汇款账户信息。费用中心仅显示
新的汇款账户信息，历史发票对应的汇款账户可能不同。

– 为了到款确认的及时准确，请您在付款时按发票的账户、币种等付款，并明确备注发票
号码。

– 境内汇款到账通常约2-3天，跨境汇款到账时间决定于您所在当地银行政策。到账时间
以银行实际到款时间为准。详细汇款方式和到账时间请咨询您的汇款银行获取更多信
息。

客户对通用汇款账号转账成功后，按如下步骤填写并提交汇款工单。

a. 在转账汇款页面中单击“我已完成汇款，去填写工单”，进入“新建工单”
页面。

b. 填写打款信息。

说明

该到款确认无误后默认录入当前登录的用户名下，如有特殊情况，请在“问题描述”
中写明。

c. 上传转账汇款的凭证，并提交工单。

华为云收到转账汇款后，根据工单，3个工作日内人工打款到您的华为云账
户。

----结束

待出账账单还款

“待出账账单”是指当前账期客户已经消费但还未正式出账的账单。华为云会预估该
部分的账单金额。客户可查看当前账期还未正式出账的账单，并进行提前还款操作。

步骤1 进入"还款"页面。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付款历史记录”，可跳转到“付款历史记录” 页面查看还款记
录。详情请参见付款历史记录。

步骤2 单击“待出账”页签，查看当前账期还未出账的账单。

单击操作列“详情”，可跳转到“费用账单”页面，查看该账期账单信息。详情请参
见费用账单。

步骤3 单击操作列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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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选择支付方式。

● 在线支付

在“还款金额”后设置还款金额，单击“支付”，在二次确认页面单击“确
认”，还款完成后，系统显示还款结果。

说明

– “还款金额”默认展示“预估未出账金额”，支持修改，但不得高于“预估未出账金
额”。

– 单击“切换币种”，进入“帐号中心 > 首选项设置”，在“付款货币设置”区域设置
需要使用的货币，单击“保存”，重新设置付款币种。

● 转账汇款

说明

– 您可以从获取到的发票或费用中心上查看对应的银行汇款账户信息。费用中心仅显示
新的汇款账户信息，历史发票对应的汇款账户可能不同。

– 为了到款确认的及时准确，请您在付款时按发票的账户、币种等付款，并明确备注发票
号码。

– 境内汇款到账通常约2-3天，跨境汇款到账时间决定于您所在当地银行政策。到账时间
以银行实际到款时间为准。详细汇款方式和到账时间请咨询您的汇款银行获取更多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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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对通用汇款账号转账成功后，按如下步骤填写并提交汇款工单。

a. 在转账汇款页面中单击“我已完成汇款，去填写工单”，进入“新建工单”
页面。

b. 填写打款信息。

说明

该到款确认无误后默认录入当前登录的用户名下，如有特殊情况，请在“问题描述”
中写明。

c. 上传转账汇款的凭证，并提交工单。

华为云收到转账汇款后，根据工单，3个工作日内人工打款到您的华为云账
户。

----结束

5.2.4 普通华为云客户如何还款（预付费）
预付费客户欠费后，为了防止相关资源不会被停止服务或者逾期释放，客户需要及时
进行还款。

操作步骤

进入“资金管理 > 充值”页面，具体操作请参见5.2.1 普通华为云客户如何充值（预付
费）。

后续操作

客户还款成功后，进入“收支明细”页面，可以查看到充值记录和欠款核销记录。

● 交易类型为“充值”时，表示客户的充值记录。

● 交易类型为“消费(欠费还款)”时，表示系统核销欠款的记录。客户可以通过
“备注”列查看具体的核销项。

5.2.5 资源停止服务说明
客户在购买和使用华为云时，如果客户的包年/包月资源到期未续订、或因余额不足而
扣款失败导致欠费，都将进入宽限期。如宽限期满仍未续订或还清欠款，将进入保留
期。在保留期内资源将停止服务。保留期满仍未续订或还清欠款，客户存储在云服务
中的数据将被删除、云服务资源将被释放。

● 宽限期指客户的包年/包月资源到期未续订、或因余额不足而扣款失败导致欠费
时，华为云提供给客户进行续费、还款的时间，宽限期内客户仅能正常访问及使
用部分资源。华为云国际站宽限期为15天。

如果客户因为余额不足而扣款失败导致欠费，则无法开通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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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客户因为包年包月资源未续订而进入宽限期，则可继续开通新业务。

● 保留期是指宽限期满后客户的包年/包月资源仍未续订、或按需资源仍未缴清欠
费，将进入保留期。保留期内客户不能访问及使用该资源，但对客户存储在该资
源中的数据仍予以保留。华为云国际站保留期为15天。

5.3 消费配额
消费配额是月度结算客户在华为云中的 大消费额度，它不是支付方式，因此您无法
使用这个额度进行支付，也不作为对账、还款的依据。

转售类子客户和企业子客户无消费配额。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消费配额”页面。

步骤2 查看剩余配额和总配额的比值。

● 剩余消费配额：客户剩余的消费额度。

● 总消费配额：华为云授予客户的总消费额度。

● 已用消费配额=累计已出账应还金额+未出账预估金额-现金余额-代金券余额。

– 累计已出账应还金额：所有已出账的账单中，累计待还款的金额。

– 未出账预估金额：未出账的账单，预估的待还款金额。此金额为“费用账
单”中的“月度结算费用”。

说明

▪ 当已用为0%时，表示剩余消费配额=总消费配额。

▪ 当已用为80%时，表示消费配额即将用完，为了不影响业务，请及时还款。

▪ 当已用为100%或大于100%时，表示消费配额已用完，系统会自动从您绑定信用
卡中扣款，扣款成功后，即可恢复您的消费配额。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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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账单管理

6.1 月度结算说明

6.2 月度结算客户账单

6.3 账单字段说明

6.1 月度结算说明

月度结算出账机制
● 持续性消费（如：按需、竞价实例等）按月进行结算，月中仅提供预估计账单，

次月3日正式出账并自动匹配抵扣适用的代金券；

● 一次性消费（如：包年包月、预留实例预付等）下单时，您可以选择适用的折扣
优惠和代金券并进行支付。支持的支付方式如下：

– 使用“已绑信用卡支付”、“在线支付”支付方式时，实时结算；

– 使用“月度账单结算”支付方式时，消费金额累计在账单中，次月3日出账并
结算。

● 从2021.04.01开始新注册客户默认都是月度结算模式。

账单精度处理说明

2020年4月份之前，持续性消费（如：按需、竞价实例等）分为每小时结算、每天结算
和每月结算， 在每次结算时分以后的金额不扣费进行精度抹零。

2020年4月份~2021年5月份，持续性消费（如：按需、竞价实例等）根据规格和使用
量类型按月汇总账单，月度累账完成后进行精度抹零。

2021年6月份开始，出账过程中不再对任何过程金额进行抹零，仅在月账单总计金额中
进行四舍五入到分。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的月账单总计金额会因抹零机制的取消而小
幅增加。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详细信息”页签展示金额采用四舍五入呈
现，与“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月账单总计金额可能会存在不等的情
况。用户如需查看准确金额，可以通过导出xlsx格式或csv格式账单获取准确金额
即8个小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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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单管理 > 消费数据存储”页面订阅的账单文件金额，均为准确金额即8个小数
位。

● 出账过程中的代金券匹配抵扣，按照准确金额即8个小数位进行抵扣和呈现。

6.2 月度结算客户账单

6.2.1 费用账单
查看费用账单时，客户可以查看自2020年6月以来的月度消费信息。

注意事项

企业主账号展示的费用账单包含关联的统一还款企业子账号的消费数据。

当前用户的付款货币设置为非美元时，账单中会根据汇率展示美元与付款货币的换算
值。换算值根据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其中日元会根据四舍五入保留整数。

查看汇总数据

汇总数据根据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2位，您也可以导出XLSX格式的汇总账单获取准确
金额（即保留小数点后8位）。

步骤1 进入“费用账单”页面。

步骤2 选择“账单”页签。

步骤3 查看总计、付款情况、账单的详细信息等。

一般情况下账单由使用资源的账号自己进行支付，如果账号关联企业主并选择进行统
一财务管理，那么从关联的时刻开始，新产生的账单费用将由企业主账号进行支付，
用户可以通过交易账号来区分需要付费的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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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总计：展示实际支出的消费金额，不呈现代金券抵扣费用。未出账时，展示为“预
估总计”，由于消费数据可能存在延迟，因此请以出账后的账单金额为准。总计=华为
云费用+华为云市场费用。

● 华为云费用：在华为云消费的费用，华为云费用=实时结算费用+月度结算费用。

– 实时结算费用，表示订购华为云产品时，已支付订购费用的总金额，包含包
年/包月的在线支付费用、预留实例预付费用。

– 月度结算费用，表示通过月度结算的华为云消费总金额。

▪ 当前用户的付款货币设置为非美元时，页面会展示美元与付款货币的换
算值；未出账的“月度结算费用”根据实时汇率进行换算，仅供参考，
请以出账后的金额为准。

▪ 单击发票号，可以下载已开具的发票。

● 华为云市场费用：在云市场消费的费用，华为云市场费用=实时结算费用+月度结
算费用。

– 实时结算费用，表示订购云市场产品时，已支付订购费用的总金额，包含包
年/包月的在线支付费用。

– 月度结算费用，表示通过月度结算的云市场消费总金额。

▪ 当前用户的付款货币设置为非美元时，页面会展示美元与付款货币的换
算值；未出账的“月度结算费用”根据实时汇率进行换算，仅供参考，
请以出账后的金额为准。

▪ 单击发票号，可以下载已开具的发票。

②付款情况：主要展示发票与实际付款之间的对应关系。这里展示现金的付款情况，
不包含代金券。总计=本期剩余应还金额+已付款金额。

● 本期剩余应还金额（出账后展示）：当前账期的剩余应付款金额。当前用户的付
款货币设置为非美元时，页面会展示美元与付款货币的换算值。

● 到期还款日（出账后展示）：出账单后，华为云要求客户清偿账单款项的 后日
期。

● 已付款金额：包含充值和现金消费部分。现金消费部分包含包年/包月订单费用、
月度结算费用，不包含代金券抵扣费用。日期为交易的扣费日期。

● 月度结算费用：月度结算的费用中，使用现金进行还款的费用。

● 月度结算费用 溢出金额还款：月度结算的费用中，使用历史账期的溢出金额（即
本期信用额度支付的退费金额大于信用额度支付的消费金额时产生的金额）进行
还款的费用。

● 发票：展示账期内开具的所有商票，包括充值开票。月度结算的客户，只会在扣
费时进行开票。

③代金券抵扣（没有则不展示）：根据云服务类型汇总的代金券抵扣金额。

④退款（没有则不展示）：包含了退订金额、降配退费金额、调账退款金额。调账退
款是指非月度结算的订单退款金额。退款金额为现金，不包含代金券。

⑤详细信息：指按照产品类型、区域汇总的客户消费数据。

税金：税务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税务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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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详细信息”展示的所有金额均采用四舍五入方式呈现，与月账单“总计”金额可能会存在不等
的情况，若需要查看该部分的准确金额，请导出XLSX格式的汇总账单进行查看。

使用API查询汇总账单请参见“查询汇总账单”。

----结束

查看账单详情

账单详情展示登录账户的账单详细信息。

步骤1 进入“费用账单”页面。

步骤2 选择“账单详情”页签。

步骤3 设置统计维度和统计周期，查看账单的详细信息。

● 使用量：按需使用云服务时进行计费的方式，如：时长、容量、上行流量等。

● 资源：客户使用华为云产品的具体实物，比如设备、IP、端口等。

● 产品：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 产品类型：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 账号：用用户注册华为云后创建。该账号是资源的拥有者，对其所拥有的资源具
有完全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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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统计维度为“资源”时，如果资源存在父子资源，则子资源中会展示所属的父资源，根据父
资源信息也可以查看到子资源。资源的从属关系为：根资源 > 父资源 > 子资源。

● 查看统计维度为“按使用量”，统计周期为“明细”的账单时：

按需和包年包月产品的使用量明细账单：

– 从2020/11/15 00:00:00开始，“优惠类型”字段按照实际享受的优惠类型进行赋值；
2020/11/15 00:00:00以前的历史数据中不展示该字段取值，统一设置为“--”。

– 从2021/08/01 00:00:00开始，“优惠信息”字段按照实际享受的优惠信息进行赋值；
2021/08/01 00:00:00以前的历史数据中不展示该字段取值，统一设置为“--”。

● 查看统计维度为“按使用量”，统计周期为“按账期”或“按天”账单时：

– 包年包月产品的使用量按天/按账期账单，“优惠类型”和“优惠信息”字段分别按照
实际享受的优惠类型和优惠信息进行赋值。

– 按需产品的使用量按天/按账期账单从2022/08/01 00:00:00开始，“优惠类型”和“优
惠信息”字段分别按照实际享受的优惠类型和优惠信息进行赋值；2022/08/01
00:00:00以前的历史数据中不展示“优惠类型”和“优惠信息”字段取值，统一设置为
“--”。

● 单击应付金额右侧的 ，可以选择是否“隐藏0元消费”。

● 按需计费模式为简单定价(使用量*单价)时提供单价信息，其他的定价如：阶梯定价等不提供
单价。

----结束

下载账单

1. 单击“账单”页签右侧的“导出”。

2. 选择账单类型：汇总账单或流水账单；选择导出格式和时间，单击“确定”。

– 以PDF形式导出查询月的消费信息，该PDF可用于说明发票消费的内容。

– 导出的PDF格式汇总账单中，消费金额根据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2位。

– 当月的汇总账单为延迟数据，不建议客户对账。

– 导出的XLSX或CSV格式账单中，展示的消费数据为准确金额，即保留小数点
后8位。

账单设置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账单设置”，可以开通账单通知功能，具体请参见6.2.3 账单设
置。

账单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账期 与用户约定的一个时间范围，这样对账时才能确定对账范围。该
时间范围可根据华为云的营销策略来决定，通常是一个自然月。
当一个账期结束时，系统计算出用户在该账期内需要支付的全部
费用，并生成账单。

交易账号 即支付账单的账号，一般情况下账单由使用资源的账号自己进行
支付，如果账号关联企业主并选择进行统一财务管理，那么从关
联的时刻开始，新产生的账单费用将由企业主账号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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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日期 交易日期。

企业项目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所在的企业项目名称。如果客户购买产品
时未选择企业项目，则企业项目名称为default。

账号 账单所属客户的账号名。

产品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产品 云服务的名称。

规格 用于描述云服务所需资源的特征信息，一组属性和属性值域的集
合，同一个资源类型的资源规格所包含的属性相同，但属性取值
不同。

计费模式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年/包月-月
● 包年/包月-年
● 包年/包月-天
● 包年/包月-一次性

● 按需

● 预留实例-零预付

● 预留实例-全预付

● 预留实例-半预付

消费时间 消费发生的时间，包年/包月为支付时间、按需的为资源的生效时
间和失效时间。

订单号/交易号 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的订单唯一标识号/按需计费等模式时的扣费
唯一标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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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账单类型 账单类型如下：

● 消费-新购：指新购包年/包月产品产生的费用。

● 消费-续订：指手动续订包年/包月产品产生的费用。

● 消费-使用：指按需使用资源时产生的费用。

● 消费-自动续订：指自动续订包年/包月产品产生的费用。

● 消费-按时计费：按时计费的预留实例产品产生的费用。

● 消费-退订手续费增收：退订时增收的手续费。

● 消费-服务支持计划月末补扣：“服务支持计划”产品月末补
扣的费用。

● 消费-变更：变更包年/包月产品产生的费用。

● 消费-税金：指客户消费产生的税金。

● 消费-保底差额：签订HCDP的客户，消费金额未达到保底金额
时，扣取的差额。保底差额=保底金额-消费金额。

● 退款-退订：退订的包年/包月产品产生的费用。

● 退款-变更：降配的包年/包月产品产生的费用。

说明
2022-08-30日之前，资源变更（如：降配）的账单类型为：退款-退
订；自2022-08-30日起（含2022-08-30日），资源变更（如：降配）
的账单类型优化为：退款-变更

● 退款-税金：退订、降配的包年/包月产品的税金。

● 调账-补偿：华为云补偿的费用。

● 调账-扣费：华为云进行调账时扣费的费用，如逆向调整降配
订单时先扣取原来退费的金额。

● 调账-补偿税金：华为云补偿费用产生的税金。

● 调账-扣费税金：华为云进行调账时扣取的税金。

交易时间 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区域 指能独立提供公有云服务资源、并服务于一个较大地理范围的云
服务区域。

可用区 可用区是同一服务区内，电力和网络互相独立的地理区域，一般
是一个独立的物理机房，这样可以保证可用区的独立性。一个云
服务区内有多个可用区，一个可用区发生故障后不会影响同一云
服务区内的其它可用区，可用区之间通过内网访问。

使用量类型 一定时间范围内产品、资源的使用情况。如使用时长、使用容
量、使用次数、使用流量等。

单价 产品用量的单价。

单价单位 产品用量定价的用量单位，GB/小时、Mbps/小时、GB等。

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产品、资源的使用情况。如使用时长、使用容
量、使用次数、使用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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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使用量(定价量
纲)

按照产品上架时定价采用的使用量单位展示使用量。 多保留小
数点后10位，截断处理。

使用量(定价量纲)=使用量/使用量转换比率

例如：1Byte=1/(1024*1024*1024)GB，保留小数点后10位，截
断处理为0.0000000009

使用量单位 产品使用量的度量单位。

使用量单位(定
价量纲)

产品上架时定价采用的使用量单位。

使用量转换比率 使用量单位与使用量(定价量纲)单位之间的转换比率。

例如：秒和小时之间的转换比率为3600。

套餐内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属于套餐内资源包使用量，此
部分用量没有超出资源包时不再单独收费。

套餐内使用量
(定价量纲)

按照产品上架时定价采用的使用量单位展示套餐内使用量。 多
保留小数点后10位，截断处理。

预留实例内使用
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属于预留实例内使用量，此部
分用量没有超出预留实例内使用量时不再单独收费。

预留实例内使用
量(定价量纲)

按照产品上架时定价采用的使用量单位展示预留实例内使用量。
多保留小数点后10位，截断处理。

官网价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价格。官网价=优惠
金额+抹零金额+应付金额。

优惠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如商务折扣、伙伴授予折扣以及促
销优惠等减免的金额。基于官网价的优惠金额。

抹零金额 按需计费等模式中实际只扣费到 小货币单位分，分以后不扣费
直接抹去的金额。

应付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折扣包
含：促销产品折扣、促销折扣券、商务折扣、合作伙伴授权折扣
等各种折扣。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代金券抵扣+月度结算。

现金支付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代金券抵扣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月度结算 使用“月度账单结算”方式支付的金额，次月3号出账后，对前一
个月的消费进行结算。

优惠类型 当前消费项使用的折扣优化类型。

● 促销折扣

● 商务合同折扣

● 渠道商务合同折扣

● 严选商品折扣

● 伙伴授予折扣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6 账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1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优惠信息 对“优惠类型”的补充描述。

● 折扣率

● 固定单价

● 减免

支付状态 支付的状态，包含：

● 已支付

● 未结算：表示未出账

● 未结清：表示已出账，未结清

资源名称/ID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唯一标识ID。

资源标签 标签用于标记云资源，如实例、镜像和磁盘等。如果您的帐户下
有多种云资源，并且不同云资源之间有多种关联，您可以为云资
源添加标签，实现云资源的分类和统一管理。

订单类型 包年/包月产品的订单类型：

● 新购

● 续费

● 退订

● 变更：升配或降配的订单。

● 补偿：通过免费续订订单的方式对客户进行补偿。

● 包年/包月转按需

● 按需转包年/包月

● 试用

● 转商用

● 费用调整：订单费用的调整，包含正向调整和逆向调整。

● 退货

● 换货

订单数量 订单的数量。

订单周期数 订单周期的时长。示例，订单周期数为3，订单周期单位为月，表
示订单有效时长为3个月。

订单周期单位 订单周期的单位。

RI购买小时数 预留实例的购买小时数。

退订原因 订单退订的原因描述。

退订手续费 退订订单的手续费。

原订单号 退订订单所对应的原订单唯一标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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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是否竞价实例 当前按需消费项是否为竞价实例：

● N
● Y

 

6.2.2 查看切换运营实体前的费用账单

如果您切换过运营实体，想查看切换前的账单数据信息时，可参考当前页面的操作。

切换运营实体的场景

普通客户关联合作伙伴后，运营实体从华为云切换为合作伙伴账号。

合作伙伴子客户取消关联成为普通客户后，运营实体从合作伙伴账号切换为华为云。

合作伙伴子客户取消关联并重新关联了另一个合作伙伴，运营实体从一个合作伙伴账
号切换为另一个合作伙伴账号。

查看历史数据

步骤1 进入“费用账单”页面。

步骤2 单击“历史数据”。

步骤3 在“费用账单 > 历史数据”页面的右上角，选择“运营实体”，查看不同运营实体下
的费用账单数据。

费用账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查看费用账单。

----结束

6.2.3 账单设置

客户可以开通或关闭账单推送功能。开通后，华为云会在每月出账后，通过邮件或短
信的形式，把账单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或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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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选择“账单 > 费用账单”，单击页面右上角的“账单设置”。

进入“费用账单/账单设置”页面。

步骤2 打开“推送通知”的滑动按钮开关。

步骤3 根据需要设置如下参数，单击“保存”。

● 接收联系人：单击“去修改”，可以在消息中心的“消息接收管理 >财务消息 >
账单出账通知”中设置接收账单的联系人。

● 推送语言：设置账单文件的语言。

● 推送设置：勾选后，出账月没有消费时，不发送账单通知。

----结束

6.2.4 付款历史记录

客户可以查看某个时间段内，现金账户和信用卡的所有收付款记录。客户可以查看近
18个月的付款历史记录。

注意事项

月度结算的客户，只会在扣费时显示付款记录。

当前用户的付款货币设置为非美元时，页面会展示美元与付款货币的换算值。换算值
根据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其中日元会根据四舍五入保留整数。

查看付款记录

步骤1 进入“付款历史记录”页面。

步骤2 选择交易日期，可以查看时间段内所有的收付款记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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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付款记录

单击页面左上方的“导出”，可以在“费用中心 > 导出记录”中获取导出内容。

6.2.5 用量明细
客户购买计费模式为月“95峰值带宽”、“日峰值月平均带宽”或“增强型95峰值”
计费的CDN、VPC和CC云服务时，可以对使用量明细进行导出和查看。当前支持查看
近18个月的用量明细。

注意事项

为了获得完整的使用量明细数据，请于下个月3号之后查询前一个月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用量明细”页面。

步骤2 设置产品类型、产品、计费规格和使用时间，即可导出使用量明细。

----结束

6.2.6 对账指引

下载账单

汇总账单

● 账单说明：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消费汇总数据。数据是按照产品类型、资源类型维
度进行呈现，区分计费模式（按需、包年/包月等）进行统计的汇总账单，包含消
费、退款的金额。

● 账单下载：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单击“导出”，
选择“汇总账单”“导出XLSX”。

流水账单

● 账单说明：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流水账单明细。

● 账单下载：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单击“导出”，
选择“流水账单”。

扣费精度说明

华为云对按需产品进行计费时，费用精确到小数点后8位，示例：10.12501236美元。

月账单总计中的金额进行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两位，示例：消费总金额100.12501236
美元，则月账单总计展示为100.13美元。

累账维度说明

2020年4月份之前，按需计费按照云服务的结算周期，分为每小时结算、每天结算和每
月结算， 在每次结算时分以后的金额不扣费进行精度抹零。

2020年4月份~2021年5月份，月度结算客户累账维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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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需计费的产品、竞价实例产品根据规格和使用量类型汇总账单，只在月末累账
完成后进行精度抹零。

● 包年/包月产品、预留实例产品根据订单维度汇总账单。

2021年6月份开始，月度结算客户出账过程中不再对任何过程金额进行抹零，仅在月账
单总计金额中进行四舍五入到分。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的月账单总计金额会因抹零机制的取消而小
幅增加。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详细信息”页签展示金额采用四舍五入呈
现，与“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月账单总计金额可能会存在不等的情
况。用户如需查看准确金额，可以通过导出xlsx格式或csv格式账单获取准确金额
即8个小数位。

● “账单管理 > 消费数据存储”页面订阅的账单文件金额，均为准确金额即8个小数
位。

● 出账过程中的代金券匹配抵扣，按照准确金额即8个小数位进行抵扣和呈现。

对账指引

如果您想核对在华为云的消费情况，可以参考以下流程：

说明

● 正常每个月的消费数据将于次月3号完成汇总和出账，为了获得完整的账单数据，请于次月3
号之后核对本月的账单。

● 由于当月汇总数据存在延迟，因此不建议对当月的消费数据进行对账。

步骤1 核对现金消费总计和实际付款总计是否相等。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查看月账单现金消费总计
（包含月度结算费用）和实际付款总计。

说明

当前的消费总计不包含订单的退订费用。

消费总计、付款总计均不包含代金券支付费用。

图 6-1 汇总

● 实时结算费用：已现金支付的订购费用，如在线支付；包括包年/包月新购、续
订、升配以及预留实例订购的费用。

● 月度结算费用：月末结算的费用，如包年/包月、按需月末结算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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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核对月账单的现金消费总计和流水账单的现金消费总计是否相等。

说明

月账单金额和流水账单金额保留精度不一致，因此可能导致两者数据存在精度差异：

● 月账单的消费总计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2位。

● 流水账单的现金消费总计展示准确金额，即保留到小数点后8位。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查看月度现金消费总计
（包含月度结算费用）。

图 6-2 汇总的月度现金消费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页面，导出流水账单，查看
现金消费总计（现金支付和月度结算总计）。

账单类型如下：

– 消费-新购：订购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消费-续订：手动续订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消费-变更：变更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消费-使用：使用的按需产品费用

– 消费-自动续订：自动续订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消费-按时计费：按时计费的预留实例产品费用

– 消费-退订手续费增收：预留实例退订时增收的手续费

– 消费-服务支持计划月末补扣：“服务支持计划”产品月末补扣的金额

– 消费-税金：包年/包月、按需产品的税金

– 调账-补偿：华为云补偿的费用

– 调账-补偿税金：华为云补偿费用的税金

– 调账-扣费：华为云进行调账时扣费的费用，如逆向调整降配订单时先扣取原
来退费的金额。

– 调账-扣费税金：华为云进行调账时扣取的税金

– 退款-退订：退订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退款-变更：降配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退款-税金：退订、降配包年/包月产品时，退还的税金

– 消费-保底差额：签订HCDP的客户，消费金额未达到保底金额时，扣取的差
额。保底差额=保底金额-消费金额

步骤3 （可选）您还可以根据需要核对月账单的现金消费总计和资源按账期账单现金支付金
额总计、月账单的现金消费总计和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现金支付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说明

月账单金额和资源按账期账、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金额的保留精度不一致，因此可能导致两者数
据存在精度差异：

● 月账单的现金消费总计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2位。

● 资源按账期账单、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展示准确金额，即保留到小数点后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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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按账期账单：“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页面，导出统
计维度为“资源”，统计周期为“按账期”的账单。

● 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页面，导
出统计维度为“使用量类型”，统计周期为“明细”，单击“导出”。

----结束

6.2.7 按需产品出账说明

注意事项

当月的按需消费账单均为预估数据，准确的账单将于次月3号完成汇总和出账。

预估账单说明

按需产品根据使用量类型（如云主机按时长计费）的不同，分为按小时、按天、按月
三种周期进行刷新费用。由于系统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通常周期结束后刷新费
用。

● 按小时刷新费用：华为云会每小时根据您的使用量计算费用，例如，8:00~9:00期
间产生的费用，通常会在10:00以前刷新费用。

● 按天刷新费用：华为云每天三点后根据前一天的使用量计算费用，例如，
2021-05-11 00:00:00至2021-05-12 00:00:00期间产生的费用，通常会在
2021-05-12 03:00:00左右刷新费用。

● 按月刷新费用：华为云每月月初根据前一月的使用量计算费用，例如，
2021-04-01 00:00:00 至2021-04-30 23:59:59期间产生的费用，通常会在
2021-05-01 01:00:00左右刷新费用。

说明

按天进行刷新费用的日峰值计费产品，一般会在16:00左右根据上一天使用量计算费用；按
月进行结算的CDN产品，一般会在下个月的1号20:00左右根据上一个月使用量计算费用。

6.2.8 消费数据存储

6.2.8.1 开通数据存储功能

客户在对象存储服务（OBS）中创建桶后，即可开通消费数据存储服务，华为云会按
时将账单文件同步存储至您OBS对应的桶资源中。

如何开通账单订阅功能

步骤1 在OBS中创建桶，详细操作请参见创建桶。

步骤2 登录费用中心。

步骤3 进入“消费数据存储”页面。

步骤4 设置对象存储桶名称。

说明

对象存储桶失效后，将自动关闭消费数据存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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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验证”。

系统提示验证成功，并展示所有可选择的账单。

步骤6 勾选需要导出的账单，单击“开通”。

授权并验证通过后，系统每天会将您的所选中的账单生成文件同步存储至您OBS对应
的桶资源中。

说明

勾选推送设置的复选框后，当账单数据调整时，会重新把更新后的账单推送到OBS桶中。

步骤7 单击“获取短信验证码”。

步骤8 输入获取的短信验证码，单击“确认”。

说明

单击对象存储名称后的“关闭”，即可关闭消费数据存储。

----结束

如何下载订阅的账单

步骤1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服务列表 > 存储 > 对象存储服务”。

步骤2 单击桶名称链接。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对象”，可查看到当前导出的所有订阅的账单文件。

说明

● 同类型的账单倒序排列。

● 可以根据账单名称前缀来搜索账单。示例：在搜索框中输入
“Spendings(ByResource)_201906”这个，可查看2019/06月份的所有资源详单文件。

● 月度结算用户每天生成的为估算数据，建议每个月3号获取上个月全量账单文件。

开通消费数据存储功能后，系统会根据您的选择自动导出如表6-1所示的数据：

表 6-1 导出账单说明

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资源消费记
录

每天 前一天的资源消费数据 Resource_Expenditures_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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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资源详单 每天 本月所有的资源详单数据
（不包括当天）

Spendings
(ByResource)_YYYYMM
DD

每月3号 上个月的资源详单数据。
文件名的年月日为上个月
的 后一天。

Spendings
(ByResource)_YYYYMM
DD

 

步骤4 选中需要下载的账单，单击对应操作列的“下载”。

----结束

后续说明

如果您需要每天下载订阅的账单，可参考如下脚本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即可自动
下载订阅的账单。

说明

以下代码示例仅供参考，客户可根据需要自行开发。

#!/usr/bin/python
# -*- coding:utf-8 -*-
import string,os,sys,datetime
import commands
import json

#get date 
date = datetime.date.today()-datetime.timedelta(1)
str_date = date.strftime("%Y%m%d")

AK = ''
SK = ''
server = ''
bucketName = ''
#prefix="Consumedetails_"+str_date
prefix="Resource_Expenditures_"+str_date
print prefix

from com.obs.client.obs_client import ObsClient
# Constructs a obs client instance with your account for accessing OBS
obsClient = ObsClient(access_key_id=AK, secret_access_key=SK, server=server)

#find which billing
resp=obsClient.listObjects(bucketName,prefix)
#billing name
objectKey=resp.body.contents[0].key
localFileDir='/opt/huawei/zcm/data/'+objectKey
# Download the object to a file
print('Downloading an object to dir:' + localFileDir + '\n')
obsClient.getObject(bucketName, objectKey, downloadPath=localFileDir)

需要设置的参数说明：

● AK：Access Key ID，接入键标识，用户在OBS系统中的接入键标识，一个接入键
标识唯一对应一个用户，一个用户可以同时拥有多个接入键标识。OBS系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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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键标识识别访问系统的用户。AK和SK的获取方式请参见获取访问密钥
（AK/SK）。

● SK：Secret Access Key，安全接入键，用户在OBS系统中的安全接入键，是用户
访问OBS系统的密钥，用户根据安全接入键和请求头域生成鉴权信息。安全接入
键和接入键标识一一对应。

● server：访问域名，访问域名是桶在互联网中的域名地址，可应用于直接通过域名
访问桶的场景，比如：云应用开发、数据分享等。可以从图6-3的1中获取。

● bucketName：订阅账单使用的桶名称。可以从图6-3的2中获取。

● prefix：需要自动下载的账单。

– “Resource_Expenditures_”：为资源消费记录。

– “Spendings (ByResource)_”：为资源详单。

● localFileDir：本地目录，用户保存下载的账单文件。

图 6-3 如何获取自动下载订阅账单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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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2 资源消费记录

账单文件说明

1. 客户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消费数据存储”页面订阅“资源消费记录”账单
后，可以从“服务列表 > 存储 > 对象存储服务”中进行下载并查看。

下载账单的操作请参见如何下载订阅的账单。

2. 客户从对象存储服务中选中对应的日期文件夹。

3. 进入日期文件夹。下载资源消费记录文件。

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资源消
费记录

每天 前一天的资源消费数据。 Resource_Expenditure
s_YYYYMMDD

每月3号 上个月按月结算的按需消费数
据（例如：日峰值月平均带宽
计费的CDN消费数据）。

下个月3号导出的资源消费记录
中，展示前一个月按月结算的
按需消费数据。

说明
不存在按月结算的按需消费数据则
不展示该账单。

Resource_Expenditure
s(Pay-per-
Use)_MonthlyBill_YYY
YMM

 

账单内容说明

表 6-2 资源消费记录主要参数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消费时间 产品的消费时间。包周期产品，消费时间为产品的支付时间；按需产
品，消费时间为云服务生失效时间段。

账期 与用户约定的一个时间范围，这样对账时才能确定对账范围。该时间
范围可根据华为云的营销策略来决定，通常是一个自然月。当一个账
期结束时，系统计算出用户在该账期内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并生成
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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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资源ID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资源标签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供应商 当前产品的供应商：

● 华为云

● 分销商

计费模式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月

● 包年

● 包天

● 一次性

● 按需

● 预留实例-零预付

● 预留实例-全预付

● 预留实例-半预付

产品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资源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产品 云服务的名称。

规格 用于描述云服务所需资源的特征信息，一组属性和属性值域的集合，
同一个资源类型的资源规格所包含的属性相同，但属性取值不同。

区域 指能独立提供公有云服务资源、并服务于一个较大地理范围的云服务
区域。

企业项目ID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所在的企业项目ID。如果客户购买产品时未选
择企业项目，则企业项目ID为0。

企业项目名
称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所在的企业项目名称。如果客户购买产品时未
选择企业项目，则企业项目名称为default。

使用量类型 按需使用云服务时进行计费的方式，如：时长、容量、上行流量等。

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产品、资源的使用情况。如使用时长、使用容量、使
用次数、使用流量等。

套餐内使用
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属于套餐内资源包使用量，此部分
用量没有超出资源包时不再单独收费。

预留实例内
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属于预留实例内使用量，此部分用
量没有预留实例内使用量时不再单独收费。

使用量单位 产品使用量的度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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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官网价总金
额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价格。

折扣优惠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如商务折扣、伙伴授予折扣以及促销优
惠等减免的金额。基于官网价的优惠金额。

消费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折扣包含：促
销产品折扣、促销折扣券、商务折扣、合作伙伴授权折扣等各种折
扣。

订单类型 包周期产品的订单类型：

● 新购

● 续费

● 退订

● 变更：升配或降配的订单。正常情况下，消费金额为正数，表示
升配；消费金额为负数，表示降配。

订单号 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的订单唯一标识号。

交易时间 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税金 税收金额。

 

6.2.8.3 资源详单

账单文件说明

1. 客户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消费数据存储”页面订阅“资源详单”账单后，
可以从“服务列表 > 存储 > 对象存储服务”中进行下载并查看。

下载账单的操作请参见如何下载订阅的账单。

2. 客户从对象存储服务中选中对应的日期文件夹。

3. 进入日期文件夹。下载资源详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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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资源详单 每天 本月所有的资源详单数
据（不包括当天）

Spendings(ByResource
)_YYYYMMDD

每月3号 上个月的资源详单数
据。文件名的年月日为
上个月的 后一天。

Spendings(ByResource
)_YYYYMMDD

 

账单内容说明

表 6-3 资源详单主要参数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账期 与用户约定的一个时间范围，这样对账时才能确定对账范围。该时间
范围可根据华为云的营销策略来决定，通常是一个自然月。当一个账
期结束时，系统计算出用户在该账期内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并生成
账单。

资源ID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资源标签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区域 指能独立提供公有云服务资源、并服务于一个较大地理范围的云服务
区域。

产品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资源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产品 云服务的名称。

企业项目
ID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所在的企业项目ID。如果客户购买产品时未选
择企业项目，则企业项目ID为0。

企业项目名
称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所在的企业项目名称。如果客户购买产品时未
选择企业项目，则企业项目名称为default。

供应商 当前产品的供应商：

● 华为云

● 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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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计费模式 计费模式。当包周期产品的消费金额为负数时，则表示订单类型为退
订或降配。

● 包周期-月
● 包周期-年
● 包周期-包天

● 包周期-一次性

● 按需

● 预留实例-订购：预付的金额。

● 预留实例-使用：根据使用量计算的金额。

官网价总金
额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价格。

消费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折扣包含：促
销产品折扣、促销折扣券、商务折扣、合作伙伴授权折扣等各种折
扣。

折扣优惠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如商务折扣、伙伴授予折扣以及促销优
惠等减免的金额。基于官网价的优惠金额。

备注 补充信息。

税金 税收金额。

 

6.3 账单字段说明

表 6-4 账单字段说明

参数 说明

B

本期剩余应还
金额

后付费模式下，一个账期截止当前的剩余应还款金额。本期剩余应
还金额=本期应还金额-本期已还金额。

本期应还金额 后付费模式下，一个账期的应还款金额。

● 非月度结算时，本期应还金额=本期现金账户消费支付金额（仅
消费金额）+本期信用账户总支付金额（包含消费、退款和调
账）+本期欠费金额。

● 月末结算时，本期应还金额=本期实时结算消费支付金额（仅消
费金额）+本期月度结算总金额（包含消费、退款和调账）。

本期已还金额 后付费模式下，一个账期截止当前已经还款的金额。

本月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分摊金额。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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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成本消耗/月度
成本

资源消费分摊到每个月的费用，可以基于资源、产品、使用量类型
来看费用的分摊情况，即把消费费用分摊到每个月。

产品 云服务的名称，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产品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D

订单号/交易号 订单号，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的订单唯一标识号。交易号，按需
计费等模式时的扣费唯一标识号。

到期还款日 出账单后，华为云要求客户清偿账单款项的 后日期。

单价 产品用量的单价，如¥5。

单价单位 产品用量定价的用量单位，GB/小时、Mbps/小时、GB等。

代金券抵扣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代金券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分摊金额中包含的代金券金额。

F

分摊月 包年/包月或预留实例的预付金额，为根据订单行的生失效时间分
摊所在月；按需或预留实例按时计费，和账期相同，为按交易时间
累加的用量所在月。

G

规格 用于描述云服务所需资源的特征信息，一组属性和属性值域的集
合，同一个资源类型的资源规格所包含的属性相同，但属性取值不
同。

官网价 华为云商品在官网上未叠加应用商务折扣、促销折扣等优惠的销售
价格。官网价=优惠金额+抹零金额+应付金额。

J

交易时间 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交易号 按需计费等模式时的扣费唯一标识号。

计费模式 消费产生的计费方式如：包年/包月、按需、预留实例等。

K

可用区 可用区是同一服务区内，电力和网络互相独立的地理区域，一般是
一个独立的物理机房，这样可以保证可用区的独立性。一个云服务
区内有多个可用区，一个可用区发生故障后不会影响同一云服务区
内的其它可用区，可用区之间通过内网访问。

M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6 账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7



参数 说明

抹零金额 按需计费等模式中，结算出账时实际只扣费到 小货币单位分，分
以后不扣费直接抹去的金额。

Q

欠费核销 在账单的欠费金额中显示为已核销的金额，此金额为华为云根据欠
款核销管理规定将欠费金额进行核销操作免去的金额，用户不需要
偿还。

欠费金额 包含未结清金额和未结算金额，为待抵扣和待支付的费用金额。

企业项目 云资源所属的企业项目。如果客户未选择企业项目，均在默认企业
项目：default；如果客户购买的云服务资源不支持设置企业项
目，则统一呈现为：未归集。

期初已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前已分摊金额。

期初现金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前已分摊金额中包含的现金金额。

期初信用额度
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前已分摊金额中包含的信用额度金额。

期初代金券分
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前已分摊金额中包含的代金券金额。

期末未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后还未分摊金额。

期末现金未分
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后还未分摊金额中包含的现金金额。

期末信用额度
未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后还未分摊金额中包含的信用额度金额。

期末代金券未
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后还未分摊金额中包含的代金券金额。

区域 指能独立提供公有云服务资源、并服务于一个较大地理范围的云服
务区域。

S

授信赎期 允许客户从出账单至到期还款日的时间，一般是一个自然月。

使用开始时间 账单条目对应使用云服务的计费开始时间。

使用结束时间 账单条目对应使用云服务的计费结束时间。

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产品、资源的使用情况。如使用时长、使用容量、
使用次数、使用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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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使用量(定价量
纲)

按照产品上架时定价采用的使用量单位展示使用量。 多保留小数
点后10位，截断处理。

使用量(定价量纲)=使用量/使用量转换比率

例如：1Byte=1/(1024*1024*1024)GB，保留小数点后10位，截断
处理为0.0000000009

使用量单位 产品使用量的度量单位。

使用量单位(定
价量纲)

产品上架时定价采用的使用量单位。

使用量类型 按需使用云服务时进行计费的用量类型，如：时长、容量、上行流
量等。

使用量转换比
率

使用量单位与使用量(定价量纲)单位之间的转换比率。

例如：秒和小时之间的转换比率为3600。

实付金额 实付金额等于应付金额中去除代金券后，剩余部分的费用总和。实
付金额=应付金额-代金券抵扣。

T

退款 用户在账期内的退订信息，如：退订、降配等。

调账 用户在账期内的调账信息，如：补偿、欠款核销等。

套餐内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属于套餐内资源包使用量，此部
分用量没有超出资源包时不再单独收费。

套餐内使用量
(定价量纲)

按照产品上架时定价采用的使用量单位展示套餐内使用量。 多保
留小数点后10位，截断处理。

W

未出账金额 未到出账日，当前账单金额未进行 终的账单数据综合处理。

未结清金额 未结清金额，待抵扣和待支付的费用金额。

X

消费 用户在账期内的消费信息如新购、按需等。

消费时间 消费发生的时间，包年/包月为支付时间、按需资源账单的计费开
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消费金额/应付
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折扣包含：
商务折扣、合作伙伴授权折扣等各种折扣。

● 非月度结算客户的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代金券
抵扣+欠费金额。

● 月度结算客户的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代金券抵扣+月度结算。

现金支付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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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现金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分摊金额中包含的现金金额。

信用额度支付 通过信用额度支付费用的金额，出账后信用额度支付计入应还款金
额。

信用额度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分摊金额中包含的信用额度金额。

Y

优惠类型 当前消费项使用折扣的优惠类型。例如：商务合同折扣。

优惠信息 对“优惠类型”的补充描述。例如：商务合同折扣8折，则优惠类
型为“商务合同折扣”，优惠信息为“折扣率：80%”。

优惠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如商务折扣、伙伴授予折扣以及促销
优惠等减免的金额。基于官网价的优惠金额。

应付金额/消费
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折扣包含：
商务折扣、合作伙伴授权折扣等各种折扣。

● 非月度结算客户的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代金券
抵扣+欠费金额。

● 月度结算客户的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代金券抵扣+月度结算。

原订单号 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的退订订单所对应的原订单唯一标识号。

溢出金额 本期信用额度支付的退费金额大于信用额度支付的消费金额时产生
的金额，如信用额度支付的退费金额为-10元，信用额度支付的消
费金额5元那么溢出金额为-10元+5元=-5元 ，溢出金额会用于偿
还本账号下历史未结清的账单及本期以后账单。

预留实例内使
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属于预留实例内使用量，此部分
用量没有超出预留实例内使用量时不再单独收费。

预留实例内使
用量(定价量
纲)

按照产品上架时定价采用的使用量单位展示预留实例内使用量。
多保留小数点后10位，截断处理。

逾期 超过账单的到期还款日仍然未还清账单。

逾期金额 在超过账单还款时间那一刻账单的剩余应还款金额。

月度结算 按需产品按月结算时，次月3号出账，对前一个月的消费进行统一
结算。

已核销 此金额为华为云根据欠款核销管理规定将欠费金额进行核销操作免
去的金额，用户不需要偿还。

Z

账号 用户注册华为云后创建。该账号是资源的拥有者，对其所拥有的资
源具有完全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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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账期 与用户约定的一个时间范围，这样对账时才能确定对账范围。该时
间范围可根据华为云的营销策略来决定，通常是一个自然月。当一
个账期结束时，系统计算出用户在该账期内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
并生成账单。

账单 账单是华为云定期提供给用户的服务费用信息，详细说明用户拥有
和使用各种服务和产品的费用、 终收支差额等。

账单类型 账单条目的类型，如消费、退款、调账和其他等。

总信用额度 授予用户信用账户的总额度，是指在一定期限内（一般指一年
内），基于客户支付能力，能够向客户提供的 大赊销金额。

支付状态 支付的状态，包含：已支付、未结算（即待出账进行结算的金
额）、未结清（即已出账，待抵扣和待支付的费用金额）。

交易账号 支付账单的账号，一般情况下账单由使用资源的账号自己进行支
付，如果账号关联企业主并选择进行统一财务管理，那么从关联的
时刻开始，新产生的账单费用将由企业主账号进行支付。

主账号 企业主账号即开通了企业管理功能的客户，可以查看子账号的消费
情况，在后付费模式下可以对子账号的账单进行还款。

子账号 接受企业主账号邀请成为企业子账号的客户。

资源 客户使用华为云产品的具体实物，比如设备、IP、端口等。

资源ID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名称。

资源标签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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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税务信息

7.1 税务帮助

7.2 税务告知书

7.1 税务帮助

马来西亚

非居民企业向马来西亚客户提供跨境数字服务应适用马来西亚数字服务税（DST）。
Sparkoo Technologies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新加坡Sparkoo”）须对远程
向马来西亚所有客户提供的云服务收取6%的数字服务税。我们向您开具的税票将体现
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显示。所有从马来西亚客户收集到的DST，将
由新加坡Sparkoo统一缴纳给马来西亚税局。

自2020年1月1日起，非居民企业向马来西亚客户提供跨境数字服务应适用马来西亚服
务税（ST）。 新立法于2020年1月1日生效，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华为服
务”）须对远程向马来西亚所有客户提供的云服务收取6%服务税。我们向您开具的税
票将体现这些税务变化，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显示。所有从马来西亚客户收集
到的ST，将由华为服务统一缴纳给马来西亚税局。

新加坡

Sparkoo Technologies Singapore Pte. Ltd. (“Singapore Sparkoo”)是一家在新加坡
注册成为GST纳税人的企业，GST注册税号是202141109N。根据新加坡财政部发表的
2022年预算案，自2023年1月1日起GST税率将从7%提高到8%，自2024年1月1日起
GST税率将从8%提高到9%。根据IRAS（新加坡国内税务局）发布的“2023年GST税
率变化：GST注册企业指南（第三版）”中公布的指导原则，自2023年1月1日起，
Singapore Sparkoo向其注册国为新加坡的客户（包括已注册和未注册为GST纳税人）
收取8%的GST。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将包含并体现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
中心中显示。所有从新加坡客户收取到的GST，将由Singapore Sparkoo统一缴纳给新
加坡税局。

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华为服务”）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企业。自2020年2月
1日起，非居民企业向新加坡非商业企业客户(未注册为GST纳税人)提供跨境数字服务
将适用于新加坡商品和服务税，华为服务已作为境外供应商在新加坡注册为GST纳税
人。根据新加坡财政部发表的2022年预算案，自2023年1月1日起GST税率将从7%提
高到8%，自2024年1月1日起GST税率将从8%提高到9%。根据IRAS（新加坡国内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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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发布的“2023年GST税率变化：GST注册企业指南（第三版）”中公布的指导原
则，自2023年1月1日起，华为服务须就向新加坡未注册为GST纳税人的客户提供的远
程云服务征收8%GST。所有从新加坡客户收取的GST将由华为服务支付给新加坡税
局。华为服务向新加坡已注册为GST纳税人的客户提供的服务无须收取GST。我们向您
开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华为服务依赖于您
在新加坡的纳税状态来确定您的纳税身份。如果您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账号中心中
资质名称选择了GST Register，并上传了有效的资质证明和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10位的数字和字符串），华为服务将不会对您未来购买的应税服务收取商品和服务
税。如果您的资质名称选择Non GST Register，华为服务将按照8%收取GST后，支付
给新加坡税务机关。

韩国

Sparkoo Technologies Singapore Pte. Ltd. (以下简称“新加坡Sparkoo”)是一家在新
加坡注册的企业，并已作为境外供应商在韩国注册为VAT纳税人。新加坡Sparkoo须对
远程向韩国未注册增值税的客户提供的云服务征收10%增值税，所有从韩国客户收取
的增值税将支付给韩国税务机关。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
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新加坡Sparkoo向韩国已注册增值税纳税人的客户提供的云服
务不征收增值税。新加坡Sparkoo依赖于您在韩国的纳税状态来确定您的纳税身份。如
果您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账号中心中资质名称选择了VAT Register ，并上传了有效
的资质证明和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13位的数字和字符串），新加坡Sparkoo将
不会对您未来购买的应税服务收取增值税。如果您的资质名称选择Non VAT
Register，新加坡Sparkoo将按照10%收取VAT后，支付给韩国税务机关。

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华为服务”）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企业，并已作为境
外供应商在韩国注册为VAT纳税人。华为服务须对远程向韩国未注册增值税的客户提
供的数字服务征收10%增值税，所有从韩国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将支付给韩国税务机
关。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华为
服务向韩国已注册增值税纳税人的客户提供的数字服务不征收增值税。华为服务依赖
于您在韩国的纳税状态来确定您的纳税身份。如果您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账号中心
中资质名称选择了VAT Register，并上传了有效的资质证明和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10位数的字符串，e.g. xxx-xx-xxxxx），华为服务将不会对您未来购买的应
税服务收取增值税。如果您的资质名称选择Non VAT Register，华为服务将按照10%
收取VAT后，支付给韩国税务机关。

印度

从2017年7月1日起，印度服务税、增值税等部分税种被商品与服务税（GST）替代。
华为印度电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印度公司”）所有销售给印度境内客户的云
服务，均适用GST。 由于华为印度公司位于Haryana州，华为印度公司将对位于
Haryana州的客户收取SGST (9%)和CGST (9%)费用。对其他州的客户收取IGST
( 18% )的费用。如果您是出于商业目的使用我们的服务，并且在印度注册了GST税
号，请在帐号中心更新您的商品税税号，同时正确地选择你的所在的州信息尤其重
要。这将使我们能够向您提供正确的税务发票，将使您根据当地法律获得税金抵扣。
请核对您的账单和联系地址，以确保信息输入正确。

南非

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服务”）依据《南非增值税法》1991年
（第89号）的规定注册成为南非税务局（"SARS"）的增值税供应商。华为服务将从
2020年7月1号起向注册国为南非的个人（B2C）和企业（B2B）销售电子服务征收
15%的增值税。增值税的金额将体现在发票上。南非客户缴纳的所有增值税将全部支
付给SARS。如果您是SARS的增值税注册人，请确保在华为云帐号中心录入您的增值税
税号。当您完成录入后，您的增值税税号将显示在华为服务向您开具的税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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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自2020年11月1日起，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服务”）远程向
摩洛哥客户提供的服务需征收20%增值税。所有从摩洛哥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将支付给
摩洛哥税局。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务变化，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
中显示。为了确定客户的纳税身份并开具合规票据，华为依赖于您提供的有效的摩洛
哥增值税注册号。因此，如果您出于商业目的使用华为云服务，并且注册了摩洛哥增
值税税号，为确保您接收到正确格式的发票，您须在帐号中心更新您的摩洛哥增值税
注册号码。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Sparkoo Technologies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Sparkoo”)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
的企业，并已作为境外供应商在阿联酋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新加坡Sparkoo须对远程
向阿联酋未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客户提供的云服务征收5%增值税。所有从阿联酋客
户收取的增值税将支付给阿联酋税务机关。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金，相
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新加坡Sparkoo向阿联酋已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客
户提供的云服务，须由客户自行按照阿联酋当地Reverse Charge相关规则的要求申报
缴纳增值税。新加坡Sparkoo依赖于您在阿联酋的纳税状态来确定您的纳税身份。如果
您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账号中心中资质名称选择了VAT Register ，并上传了有效的
资质证明和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15位数的字符串），新加坡Sparkoo将不会对
您未来购买的应税服务收取增值税。如果您的资质名称选择Non VAT Register，新加
坡Sparkoo将按照5%收取增值税后，支付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邦税务局。

自2020年6月1日起，对于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服务”）远程
向阿联酋客户提供的服务，若客户未注册增值税税号， 华为服务会代扣5%增值税，即
该笔从阿联酋客户收取的增值税金额会通过华为服务支付给阿联酋税务机关。若客户
已注册增值税税号，须由客户自行按照阿联酋当地Reverse Charge相关规则的要求申
报缴纳增值税。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务变化，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
心中显示。华为服务依赖于您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纳税状态来确定您的纳税身份。
如果您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账号中心中资质名称选择了VAT Register，并上传了有
效的资质证明和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15位数的数字串），华为服务将不会对
您未来购买的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如果您的资质名称选择Non VAT Register，华为
服务将按照5%增值税代收后，支付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邦税务局。

巴林

自2022年1月1日起，对于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华为服务”）对远程向巴林
客户提供的数字服务，若客户未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则需被收取10%增值税，该笔
从巴林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将由华为服务支付给巴林税务机关。若客户已注册为增值税
纳税人，须由客户自行按照巴林当地Reverse Charge相关规则的要求申报缴纳增值
税。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华为
服务依赖于您在巴林的纳税状态来确定您的纳税身份。如果您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
账号中心中资质名称选择了VAT Register，并上传了有效的资质证明和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15位数的数字串），华为服务将不会对您未来购买的应税服
务收取增值税。如果您的资质名称选择Non VAT Register，华为服务将按照10%增值
税代收后，支付给巴林税务机关。

墨西哥

墨西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向墨西哥客户销售的所有云服务均涉及16%的增值税
（VAT）。如果您在墨西哥注册了Registro Federal de. Contribuyentes (RFC)，请务
必在帐号中心更新您的RFC信息。这将使我们能够向您提供正确的税务发票，将使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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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地法律获得税金抵扣。请您确保您的账单和联系方式填写正确，以便我们在开具
给您的税票上列示正确信息。

智利

自2020年6月1日起，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服务”）远程向未
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智利客户提供的数字服务需征收19%的增值税。所有从智利客
户收取的增值税将由华为服务支付给智利税务机关。华为服务向已注册为增值税纳税
人的智利客户提供的数字服务，由客户自行按照智利当地的税法规则履行纳税义务。
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华为服务
依赖于您在智利的纳税状态来确定您的身份。如果您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账号中心
中资质名称选择了VAT Register，并上传了有效的资质证明和VAT register number
(RUT)（9位数的数字串），华为服务将不会对您未来购买的应税服务收取增值税。如
果您的资质名称选择Non VAT Register，华为服务将按照19%收取VAT后，支付给智
利税务机关。

巴西

巴西华为电讯有限公司（简称“巴西华为”）向巴西客户销售云服务涉及ISS和PIS/
CONFINS，其中ISS税率根据客户接收服务所在城市而定，PIS/CONFINS税率分别为
1.65%和7.6%。同时，根据巴西税法，依据采购云服务LC Code，可能还会涉及PCC和
IRRF,通常情况下PCC税率为4.65%、IRRF税率为1.5%。如果您是CNPJ注册用户且是因
为商业的目的使用我们的云服务，请在帐号中心中维护您的CNPJ号。请核对您的账单
地址信息，务必准确填写您所在的州和市，我们依赖您填写的信息以便给您开具正确
的发票。

埃及

自2021年5月1日起，按照埃及税法要求，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为服务”）远程向埃及个人客户（未注册增值税税号）提供的服务须征收14%增值
税。增值税的金额将体现在发票上。所有从埃及个人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将由华为支付
给埃及税务机关。华为向埃及企业客户（已注册增值税税号）提供的服务，须由企业
客户自行按照埃及当地Reverse Charge相关规则的要求申报缴纳增值税。我们向您开
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务变化，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华为依赖于您提
供有效的增值税注册号确定您的纳税身份。如果您出于商业目的使用华为云服务，并
且注册了埃及增值税税号，为确保您不被征收增值税，您须在帐号中心登记您的增值
税注册号码。若您已上传有效的增值税注册号，华为将不会对您未来购买的应税服务
适用增值税。

肯尼亚

Sparkoo Technologies Singapore Pte. Ltd.（“新加坡sparkoo”）已经在肯尼亚注册
简易增值税税号，向注册国选择为肯尼亚的所有客户提供的应税服务需征收16%增值
税。我们向您开具的税票将体现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显示。所有从
肯尼亚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将由新加坡sparkoo支付给肯尼亚税务机关。

根据2022年财政法要求，自2022年7月1日起，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为服务”）向所有肯尼亚客户提供的应税服务需征收16%的增值税，增值税的金
额将体现在发票上并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所有从肯尼亚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将由华
为服务支付给肯尼亚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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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自2022年4月1日起，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服务”）向柬埔寨
客户提供的应税服务需征收10%增值税，增值税的金额将体现在发票上并在您的费用
中心中显示，所有从柬埔寨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将由华为服务支付给柬埔寨税务机关。

越南

自2022年1月1日起，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服务”或“华为
云”）向越南个人客户（未注册公司登记执照）提供的应税服务需征收5%增值税，增
值税的金额将体现在发票上并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所有从越南个人客户收取的增
值税将由华为服务支付给越南税务机关。华为服务向越南企业客户（已注册公司登记
执照）提供的服务，继续由企业客户自行按照越南当地相关规则的要求申报缴纳增值
税。华为服务依赖于您在越南的纳税状态来确定您的纳税身份。如果您在华为云官网>
控制台>账号中心中资质名称选择了VAT Register，并上传了有效的资质证明和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10位数的数字串），华为服务将不会对您未来购买的应税服
务适用增值税。如果您的资质名称选择Non VAT Register，华为服务将按照5%增值税
代收后，支付给越南税务机关。

日本

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服务”）在2022年12月14日注册了日本
法人番号，法人番号为7700150113391（税号即将发行，为T7700150113391）。自
2023年1月1日起，华为服务向日本所有客户提供的数字服务需征收10%增值税。我们
向您开具的发票将包含并体现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所有从
日本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将由华为服务支付给日本税务机关。

泰国

Sparkoo Technologies Thailand Co., Limited（以下简称“Thailand Sparkoo”）是一
家在泰国注册成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居民企业，增值税注册税号为：0105565047713。
Thailand Sparkoo须对远程向泰国所有客户提供的云服务收取7%增值税。我们向您开
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显示。所有从泰国客户收取的
增值税，将由Thailand Sparkoo统一支付给泰国税务机关。如果您是已注册泰国增值
税税号的客户，请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账号中心中资质名称选择VAT Register，并
上传有效的资质证明和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13位数字且不能连续）。如果您
是未注册泰国增值税税号的客户，请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账号中心中资质名称选择
Non VAT Register。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上体现此信息。

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华为服务”）是一家在香港成立的居民企业。作为非
居民云服务提供商，我们已在泰国注册成为增值税纳税人，为泰国客户提供远程云服
务。根据The Revenue Code Amendment Act (No.53) B.E. 2564 (2021)，满足以下
两个条件，华为服务作为非居民供应商提供的远程云服务，不需要在泰国缴纳增值
税，将由客户自行提交PP36申报表申报并缴纳增值税：（1）非居民电子服务提供商
和电子平台有确定客户是增值税注册人的信息；（2）客户已将其增值税登记号告知非
居民电子服务提供商和电子平台。华为服务作为非居民供应商提供远程云服务给泰国
非增值税注册客户，将收取泰国的增值税，所有从泰国非增值税注册客户收取的增值
税将支付给泰国税务局，我们将向您开具反映增值税的发票，相关税额也将显示在您
的账单中。

华为服务将根据您在泰国的增值税注册身份来确定您的纳税人身份。如果您在华为云
官方网站>控制台>账户中心中选择了VAT Register，并更新了涉税信息和税务ID号
（13位数字，不能连续(如：1234...)），华为服务将不会对您未来购买的服务征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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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由客户自行提交PP36申报表申报并缴纳VAT。如果您的资质为Non-VAT
Register，华为服务将收取7%的增值税，并支付给泰国税务局。

尼日利亚

Sparkoo Technologies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Sparkoo”)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
的企业，并已作为境外供应商在尼日利亚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新加坡Sparkoo须对远
程向尼日利亚所有客户提供的云服务收取7.5%的增值税。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将体现
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显示。所有从尼日利亚客户收集到的增值税，
将由新加坡Sparkoo统一缴纳给尼日利亚税局。

土耳其

Sparkoo Technologies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Sparkoo”) 是一家在新加坡注
册的企业，并已作为境外云服务供应商在土耳其注册为电子服务增值税特殊注册纳税
人。新加坡Sparkoo须对远程向土耳其未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客户提供的云服务征收
18%增值税。所有从土耳其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将支付给土耳其税务机关。我们向您开
具的发票将体现这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新加坡Sparkoo向土耳
其已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客户提供的云服务，须由客户自行按照土耳其当地Reverse
Charge相关规则的要求申报缴纳增值税。新加坡Sparkoo依赖于您在土耳其的纳税状
态来确定您的纳税身份。如果您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账号中心中资质名称选择了
VAT Register，并上传了有效的资质证明和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10位数的字符
串），新加坡Sparkoo将不会对您未来购买的应税服务收取增值税。如果您的资质名称
选择Non VAT Register，新加坡Sparkoo将按照18%收取增值税后，支付给土耳其税务
局。

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服务”）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企业，并
已作为境外云服务供应商在土耳其注册为电子服务增值税特殊注册纳税人。华为服务
须对远程向土耳其未注册为增值税纳税人的客户提供的云服务征收18%增值税。所有
从土耳其客户收取的增值税将支付给土耳其税务机关。我们向您开具的发票将体现这
些税金，相关金额将在您的费用中心中显示。华为服务向土耳其已注册为增值税纳税
人的客户提供的云服务，须由客户自行按照土耳其当地Reverse Charge相关规则的要
求申报缴纳增值税。华为服务依赖于您在土耳其的纳税状态来确定您的纳税身份。如
果您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账号中心中资质名称选择了VAT Register，并上传了有效
的资质证明和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10位数的字符串），华为服务将不会对您
未来购买的应税服务收取增值税。如果您的资质名称选择Non VAT Register，华为服
务将按照18%收取增值税后，支付给土耳其税务局。

7.2 税务告知书

税务条款简介

根据您所在地税法规定，华为云已于2021/11/01 00:00起（北京时间）对马来西亚、
肯尼亚用户协议/云市场用户协议中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主要变化点如下：

● 依据2021/11/01 00:00之前的条款，华为云官网/云市场价格不包含WHT，如果当
地税法有要求，您须另行向税务机关缴纳相关WHT。

● 协议修订后，华为云官网/云市场价格已包含WHT，您自2021/11/01 00:00（北京
时间）在华为云消费的云服务所产生的应付款项，应根据当地税法的要求及税务
机关实践，扣缴相关WHT税款（包括申请税收协定优惠税率），并向华为云提供
合法、有效的WHT扣缴凭证。

举例：如云服务价格$100USD且适用代扣税率8%，您需要代扣云服务价格（不含
DST）的8%并向马来税局代缴。云官网开具发票金额为$106USD，含6%DST-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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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皇家海关征收的数字服务税，您只需向华为云官网支付净额$98 USD（即：
100-8(WHT)+6(DST)）并在支付WHT后60天内提供我们相关的WHT缴款凭证。
请注意，如果您选择新加坡Sparkoo作为签约主体，由于新加坡Sparkoo为新加坡
税收居民且获得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您可以依据新加坡-马来的双边税收协定使用
WHT优惠税率（如：royalty 8%，技术服务费5%）。

上述例子仅供展示，实际交易中的税率或金额可能因地域、产品等有所不同。如
您有任何问题，可随时通过工单与我们联系。

官网合同条款链接

官网用户合同条款链接

云市场用户协议条款链接

Tax Resident Certificate (“TRC”)下载及 WHT 相关信息

华为云服务商为香港税收居民，您申请税收协定优惠税率所需的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证
明，可从如下链接下载获取：HK Services TRC - Malaysia。

如果您的签约主体是Sparkoo Technologies Singapore Pte. Ltd.，华为云服务商为新加
坡税收居民，您申请税收协定优惠税率所需的新加坡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可从如下链
接下载获取：Singapore Services TRC - Malaysia。

如果您是马来西亚用户：

1. 请您将1)税务机关出具的WHT凭证电子件和2)与WHT凭证相关的发票和汇率信息
邮件发送至yinjianxin1@huawei.com

2. 请您将税务机关出具的WHT凭证邮寄至以下地址：

Yin Jianxin
Huawei Technologies (Malaysia) Sdn. Bhd.
Suite 32-01, Level 32, Integra Tower, The Intermark, 348, Jalan, Kuala Lumpur,
Malaysia

如果您是肯尼亚用户，请向您的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以下电子邮件地址，以便他们向我
们发送WHT缴纳证明：KENYAITAX1351@HUA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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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优惠与折扣

8.1 代金券

8.2 商务折扣

8.1 代金券

8.1.1 代金券是什么？

华为云代金券是面向客户和合作伙伴发放，具有一定面值，在购买华为云服务时抵减
现金支付的一种优惠凭证。

8.1.2 代金券使用限制解读

阅读以下内容，您可以了解代金券的使用限制。

代金券使用限制

● 有效期：代金券存在有效期。若代金券还未到生效日期，请耐心等待代金券生效
后再使用。若代金券已过期，则无法再使用。

● 适用产品：指代金券适用的产品范围或者不适用的产品范围，限定的是产品或者
具体的产品规格。

● 适用区域：代金券可能限制购买指定云服务区的产品时使用，部分伙伴节点需单
独指定使用区域。

● 计费模式：代金券对产品的计费模式有限制。每张代金券都标注了其适用的计费
模式，如计费模式：包月、按需，表示该代金券仅适用于购买包月产品和抵扣按
需产品费用，购买其他计费模式产品（如包1/2/3年产品）不可以使用该代金券。

● 多次抵扣：一张代金券支付完订单后，如果仍有余额，在代金券有效期内，余额
可下次使用。

● 核销欠费：代金券不可抵扣任何已产生的账单。

● 其他限制：代金券不可以与折扣券同时享用；是否可以与商务折扣、伙伴授予折
扣、促销折扣同时享用，取决于具体代金券的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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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下面以一张代金券为例，向您解读该代金券的使用限制。

说明

您可以在费用中心的“优惠券”页面，单击代金券名称，进入代金券详情页面，查看代金券的详
细使用限制。

1. 该代金券有效期为“2023/03/14 16:35:09 GMT+08:00~2023/07/31 23:59:59
GMT+08:00”。

2. 该代金券可用于购买华为云非硬件类商品。

3. 该代金券不限制订购类型。

4. 该代金券限制在购买廊坊IDC、华东上-海二等服务区产品时使用。

5. 该代金券可用于购买包1/2/3/4年、包月、按需、一次性计费产品。

6. 该代金券不可以与折扣券同时享用。

8.1.3 如何激活代金券？
您可以在费用中心的“优惠券”页面，使用线下获取的16位激活码，激活生成代金
券。

说明

只有当您拥有未使用过的代金券激活码时，才需要使用激活代金券功能。激活码来源于线下客户
经理或其他渠道。

通过华为云官网线上获取（包括系统自动发放和客户自助领取）的代金券，不需要激活，就可以
直接使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优惠券”页面。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激活优惠券”。

步骤3 在“激活码”后面输入激活码，单击“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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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代金券激活成功后，您可以在“优惠券”页面的代金券列表中，查看到该代金券。

----结束

8.1.4 如何查看代金券？

获得代金券后，您可以前往费用中心的“优惠券”页面，查看代金券的有效期、面
额、使用限制，以及代金券的使用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优惠券”页面。

步骤2 在代金券列表中，查看代金券余额、有效期、使用限制等信息。

● 在列表上方的选项按钮中，可选择代金券的状态，包括：可使用、已用完、已失
效。

说明

页面默认展示的为“可使用”状态的代金券，如果您的代金券不见了，可能是代金券已用
完或已失效。

● 单击代金券的名称，可以进入代金券详情页面，查看代金券的详细信息和使用记
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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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如何获取并使用代金券？
获得代金券后，在代金券的使用限制范围内，可以使用代金券抵扣云服务费用。

注意事项
● 代金券具有一定的使用条件，可前往费用中心的“优惠券”页面，查看代金券的

使用限制。想要了解代金券使用限制的含义，可查看代金券使用限制解读。

● 代金券不可以提现、不可转赠、不可开票。

● 代金券不能用来核销已有欠费。

● 折扣和代金券同时适用时，先使用折扣，再抵扣代金券。

● 资源退订、降配不退还代金券。

说明

仅针对订单资源开通失败退订、续费周期未生效退订，退还代金券。

获取代金券

代金券的获取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

● 线上获取：客户从华为云官网获取的代金券，包括系统自动发放和客户自助领
取。当华为云官网开展优惠券相关促销活动时，符合活动参与条件的客户，可以
前往促销活动页面，参与活动获取优惠券。线上获取的代金券可直接使用，不需
要激活。

● 线下获取：客户线下从客户经理或其他渠道获取的代金券（带有16位激活码），
需要前往“费用中心 > 优惠与折扣 > 优惠券”，激活后才能使用。如何激活代金
券，请参考8.1.3 如何激活代金券？。

使用代金券
● 购买预付费产品（如：包年/包月/一次性计费产品、RI预留实例产品的预付费部

分）

在订单的“支付”页面使用代金券，只能选择一张。

说明

系统会自动获取符合使用条件的代金券，如果“支付”页面没有显示可用的代金券，说明
当前账号下没有符合使用条件的代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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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后付费产品（如：按需计费产品、RI预留实例产品的后付费部分）

– 针对后付费月度结算客户，次月账单出账时，由系统自动抵扣。

说明

系统自动抵扣规则：存在符合使用条件的代金券，且在使用后付费产品当月该代金券
已生效，则系统会自动使用代金券抵扣账单费用，允许使用多张代金券。

– 针对预付费客户，由系统准实时自动抵扣。

说明

系统自动抵扣规则：存在符合使用条件的代金券，且按需消费时间在代金券有效期范
围内，系统即可自动使用代金券抵扣费用。

8.2 商务折扣

8.2.1 如何查看商务折扣
商务折扣，是指客户在支付时可使用的商务折扣优惠。客户可以在费用中心的“商务
折扣”页面查看商务折扣优惠，了解当前可使用的商务折扣优惠。

注意事项

商务折扣优惠不能与伙伴授予折扣、促销折扣、折扣券、特价合同折扣、合作伙伴调
价优惠同时使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商务折扣”页面。

说明

顾问销售模式下的子客户，可进入伙伴授予折扣页面查看伙伴授予折扣。伙伴授予折扣适用于包
年/包月产品（部分包年产品除外、两年及以上产品除外）、按需资源包产品和按需类产品。

步骤2 单击商务折扣操作列的“详情”，查看商务折扣详情。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8 优惠与折扣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3

https://account-intl.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userindex/benefits
https://account-intl.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userindex/benefits
https://account-intl.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userindex/benefits
https://account-intl.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userindex/partnerDiscount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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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票管理

9.1 如何开具发票

9.2 如何退回发票

9.3 设置电子邮件接收发票

9.1 如何开具发票
华为云会自动为客户的消费开具发票。

注意事项

发票无需客户申请，华为云会自动开具。

后付费客户支持根据已生成的账单（出账日期为次月3号）进行开票。

企业子客户不支持开票操作，统一由企业主客户进行开票。

转售类子客户不支持自动开具发票，请联系您关联的合作伙伴索取。

发票类型如下：

● 订阅开票：客户在线支付订单时的开票。

● 月结开票：月度结算客户在次月3号出账后的开票。先使用华为云业务，在次月3
号出账后再进行费用结算的客户称为月度结算客户。月度结算详细说明请参见这
里。

● 普通开票：客户充值或提现的开票，其中提现时开贷项发票。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发票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客户信息管理”。

步骤3 添加客户信息。

1. 单击“添加客户信息”。

2. 添加客户的电子邮箱和地址信息，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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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客户消费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开具发票。

出票成功后，单击“下载”，可以直接下载电子档发票。

----结束

税号规则

企业客户开票前必须设置税号信息，设置税号的具体规则请参见税号规则。

9.2 如何退回发票
客户进行退订、提现等操作后，无需手动退票，系统会自动为您开具贷项发票。

9.3 设置电子邮件接收发票
当客户需要将电子发票发送到指定接收人的电子邮箱时，可以打开电子邮件接收发票
开关。该开关默认关闭。如果客户当月无消费记录，即使开关打开，也不会接收到消
息通知。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发票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电子邮件接收发票设置”，系统显示“电子邮件接收发票设置”弹框。

步骤3 单击 ，打开开关。

步骤4 单击“去修改”，跳转到“消息中心 > 消息接收配置”页面。

步骤5 在“消息类型”中选择“财务消息 > 发票信息通知”，单击操作列的“修改”，可设
置消息接收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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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合同管理

10.1 查看线下合同

10.1 查看线下合同
线下合同目前仅支持查看由客户经理线下申请的Huawei Cloud Discount
Program(HCDP)模式报价的合同。客户可以在费用中心的“合同管理”页面，查看线
下合同的详情，含优惠与折扣和保底条款。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合同管理”页面。

步骤2 如上图，单击线下合同操作列“详情”，进入合同详情页面。可查看优惠与折扣和保
底条款。

● 优惠与折扣页面可查看Bill Discount折扣和Product Discount报价。

● 保底条款页面可查看保底周期、保底金额、已完成金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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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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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11.1 续费管理（旧版）

11.2 我的套餐（旧版）

11.3 月度结算客户账单（旧版）

11.4 非月度结算客户账单

11.5 成本管理（旧版）

11.1 续费管理（旧版）

11.1.1 手动续费

11.1.1.1 续费规则说明

包年/包月资源开通成功后，客户可对其进行续费操作。若资源进入宽限期或保留期后
续费，所有资源续费周期的开始时间为原资源的到期时间（不包括宽限期和保留
期）。

规则说明

续费限制说明：

● 预留实例资源不可续费。

● 按需资源和竞价实例资源不可续费。

● 规格变更中的资源，即包年/包月资源已提交规格变更订单，但尚未支付，此时的
资源不允许续费。

● 已退订或释放的资源不可续费。

● 包年/包月转按需（已完成转按需或正在进行转按需）的资源不可续费。

● 在包年/包月资源主资源上追加购买的附属资源，为保证整体云服务到期时间一
致，需附属资源开通成功后，主资源才能续费。

整体续费规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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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定关系的资源需整体续费，挂载关系的资源可单独续费。

● 解决方案组合产品、小颗粒套餐和软件开发云套餐不支持部分续费，需整体续
费。

● 其他套餐类组合产品，可以整体续费，也可以选择对套餐中的部分包年/包月资源
进行续费。但是部分续费后，会自动解除组合订购关系，以后将不能再整体续
费，不再享受整体续费的优惠。

● MapReduce服务（MapReduce Service）需整体续费。

批量续费规则说明：

● 待商用资源和商用资源不能一起批量续费。

● 线下专属云不支持批量续费。

11.1.1.2 如何手动续费

资源即将到期时，已经购买包年/包月产品的客户，可手动执行续费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 开通了项目组管理的客户可以在“续费管理”右侧的下拉选项框中筛选该客户下各项目组的
名称，查询各项目组待续费的资源。

● 单击“设置统一到期日”，可以设置资源的统一到期日，设置资源统一到期日的步骤请参见
如何设置统一到期日。

客户可查询到全部待续费的资源。

步骤3 单个续费与批量续费可使用不同的操作方式：

● 单个续费：在资源页面找到需要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的“续费”。

● 批量续费：在资源页面勾选需要续费的资源，单击列表左上角的“批量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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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确认需要续费的资源信息，并设置续费时长，单击“去支付”。

步骤5 选择优惠和支付方式，单击“确认付款”。

----结束

11.1.1.3 如何设置统一到期日

统一到期日是指通过续费将包年/包月实例的到期日统一固定为一个月的某一天。

注意事项
● 如客户从未设置过统一到期日时，默认资源到期日为每月的1号。

● 当前只支持设置到统一到期日数（1~28号及每个月 后一天），不支持统一到月
份。

● 终续费生效的统一到期日与当前计费周期到期日之间的间隔不能少于1个月。续
费到统一到期日后，续费的计费时长精确到天，将包年/包月的价格折算到天。请
以页面的续费金额为准。

举例：设置的统一到期日为每个月的15号

客户资源A的到期日为2020年04月28日23:59:59，如续费一个月，没有勾选统一
到日期设置，续费后到期时间为2020年05月28日23:59:59；勾选统一到期日设置
后，续费后到期时间为2020年06月15日23:59:59。设置统一到期日的实际续费时
长=当前选择时长（1个月）+续费到统一到期日需要补齐的时长（当前需要补齐的

大时长为18天（2020年05月29日00:00:00~2020年06月15日23:59:59））。

设置统一到期日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设置统一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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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设置统一到日期。

步骤4 单击“确定”。

----结束

续费到统一到期日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选择需要续费的资源。

● 单个续费：在资源页面找到需要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的“续费”。

● 批量续费：在资源页面勾选需要续费的资源，单击列表左上角的“批量续费”。

步骤3 确认需要续费的资源信息后，勾选统一到期日设置。

说明

● 单击“更改”，可重新设置资源统一到期日。

● 可通过查看“续费后到期时间”，查看续费资源的到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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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去支付”。

完成付款，续费成功后，续费的资源，将续费到统一到期日。

----结束

11.1.2 自动续费

11.1.2.1 自动续费规则说明

为避免产品到期未及时续费，导致资源数据被删除，客户购买包年/包月产品后，可设
置开通自动续费。开通自动续费后，系统将在产品到期前自动续费，无需客户再手动
操作。

适用范围

自动续费仅针对包年/包月产品，解决方案组合产品暂不支持设置自动续费。

目前支持设置自动续费的包年/包月产品有：

● 弹性云服务器（ECS）

● 云硬盘（EVS）

● 虚拟私有云（VPC）

● 裸金属服务器（BMS）

● 关系型数据库（RDS）

● Web应用防火墙（WAF）

● 域名注册（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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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专线（DC）

● 分布式缓存服务（DCS）

● 专属企业存储服务（DESS）

● 应用编排服务 （AOS）

● IOT平台（IoT Platform）

● 云连接（CC）

● 云堡垒机（CBH）

● 云容器引擎（CCE）

● 文档数据库服务（DDS）

● 对话机器人服务（CBS）

● DDoS高防（AAD）

● 专属加密服务（DHSM）

● 云市场的SAAS类商品和人工服务类商品

相关规则说明
● 支付方式：

自动续费支持现金余额扣款，同时也支持使用折扣优惠、代金券，使用顺序如
下：

折扣优惠（每次只能使用一项）→代金券（每次只能使用一张）→账户余额（先
扣现金额度后扣信用额度）

说明

自动续费扣款时，若同时存在多张可用的代金券，系统的选用规则为：根据券到期时间的
先后，选用一张可成功抵扣续费金额的券。

示例：

客户A 2018/8/20需支付的自动续费金额为50美元，账户余额为80美元，有一张2018/8/30
到期的20美元代金券和一张2018/9/5到期的50美元代金券。自动续费扣款时，将使用20美
元代金券，账户余额支付30美元。

客户B 2018/8/20需支付的自动续费金额为50美元，账户余额为20美元，有一张2018/8/30
到期的20美元代金券和一张2018/9/5到期的50美元代金券。自动续费扣款时，20美元代金
券加上账户余额20美元，无法抵扣自动续费金额，所以系统将直接使用50美元代金券抵扣
续费金额。

● 扣费规则：

自动续费将于产品到期前的第7天的凌晨3:00开始扣款，请保持现金余额充足。若
由于账号中余额不足等原因导致第一次未扣款成功，系统将每天凌晨3:00尝试进
行一次扣款，直到资源被释放；期间若扣款成功，则表示自动续费成功，自动续
费扣款将停止。

示例：

客户A，客户等级为V0，购买了一台云服务器ECS 01，到期时间为2018年8月31
日23:59:59，设置的自动续费购买时长为1个月。其中，V0等级客户的宽限期和保
留期分别为15天，即ECS 01将于2018年9月30日23:59:59过后被释放。

ECS 01 到期前的第7天的凌晨3:00，即2018年8月24日03:00第一次执行自动续费
扣款操作。扣款成功，表示自动续费成功。

如果客户A账号中余额不足，2018年8月24日03:00续费扣款将会失败，则系统会
在2018年8月25日03:00再次扣款，以此类推直到2018年9月30日03:00。如账号余
额还是不足，则自动续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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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续费和手动续费的关系：

开通自动续费后，也可以进行手动续费。在自动续费扣款日前进行手动续费，系
统将会按照手动续费后的到期日期，重新计算下一次自动续费的扣款时间。

● 购买云服务时设置自动续费规则：

– 按月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个月；

– 按年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年。

示例：

客户A，购买了一台云服务器ECS 01，且购买时设置了自动续费，若购买时长为8
个月，则自动续费周期为1个月；若购买时长为2年，则自动续费周期为1年。

11.1.2.2 如何自动续费

为防止资源到期被删除，客户可为长期使用的包年/包月产品开通自动续费。自动续费
的相关注意事项，请参见自动续费规则说明。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开通了项目组管理的客户可以在“续费管理”右侧的下拉选项框中筛选该客户下各项目组的名
称，查询各项目组待续费的资源。

客户可查询全部待续费资源。

步骤3 单个自动续费与批量自动续费可使用不同的操作方式：

● 单个自动续费：在资源页面找到待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的“开通自动续
费”。

● 批量自动续费：在资源页面勾选需要续费的资源，单击列表左上角的“设置自动
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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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设置“自动续费周期”，可“预设自动续费次数”，单击“开通”。

----结束

11.1.2.3 如何修改自动续费

客户设置自动续费后，可以针对续费时长再次进行修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在资源页面找到待修改自动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的“修改自动续费”。

步骤3 设置“续费设定”，选中“修改或开通续费时长”，修改“续费周期”或“重置自动
续费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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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确认”。

----结束

11.1.2.4 如何取消自动续费

客户设置自动续费后，还可以执行取消自动续费的操作。关闭自动续费后，资源到期
将恢复为手动续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在资源页面找到待修改自动续费的资源，单击操作列的“修改自动续费”。

步骤3 设置“续费设定”，单击“恢复为手动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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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确认”。

----结束

11.1.3 再次购买
按需套餐包套餐内流量提前耗尽，再续费导致流量使用中断一段时间不能连续使用。
客户可以对其再次购买，生效时间可选择即时生效或指定生效时间。

适用范围

再次购买仅针对原子产品按需套餐包，组合产品中的原子产品按照原来的续费方式，
不能再次购买。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开通了项目组管理的客户可以在“续费管理”右侧的下拉选项框中筛选该客户下各项目组的名
称，查询各项目组待再次购买的按需套餐包。

步骤3 在续费管理页面找到需要购买的按需套餐包，单击操作列的“再次购买”。

步骤4 确认需要购买的套餐包信息、购买时长及生效时间，单击“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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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OBS存储40G、OBS流量50G、VBS存储40G套餐包不支持再次购买；

● 已经下架的按需套餐包不支持再次购买。

● 仅智能边缘平台、对象存储服务、云硬盘备份、云服务器备份原子产品按需套餐包再次购买
时可指定生效时间， 其他云服务原子产品按需套餐包再次购买后均即时生效。

步骤5 选择优惠和支付方式，单击“确认付款”。

----结束

11.1.4 如何变更资费

11.1.4.1 按需转包年/包月

客户可以将资源的计费模式由按需转为包年/包月。按需转包年/包月，会生成新的订
单，客户支付订单后，包年/包月资源立即生效。

示例：

客户在2018/09/21 09:25:34购买了一台按需的云服务器ECS 01。由于业务需要，客户
在2018/10/15 10:30:34执行按需转包年/包月操作，生成类型为“按需转包年/包月”
的订单。用户支付订单后，按需转包年/包月的云服务器ECS 01立即生效。

注意事项
● 只有订购实例状态是“使用中”的资源才能变更资费。

● 解决方案组合产品不支持按需转包年/包月。

● 竞价实例不支持转按需和转包年/包月。

● 对云服务按需转包周期操作，如勾选自动续费：按月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个
月；按年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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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各云服务产品的按需转包年/包月入口在“控制台”，查找目标云服务产品，执行转包
年/包月操作。

按需转包年/包月操作指导，请参见各个目标云服务产品的帮助指南。部分产品按需转
包年/包月的操作指导链接介绍：

● 弹性云服务器：按需转包周期

● 云容器引擎：按需计费的集群如何转为包年包月？

操作步骤

以“弹性云服务器”为例介绍如何按需转包年/包月。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说明

在“我的资源”页面，可以查看已购产品归属的区域。

步骤3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步骤4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页，选中目标云服务器。

步骤5 单击“操作”列下的“更多 > 转包周期”。

说明

系统支持批量转包年/包月操作，即一次将多台按需计费的弹性云服务器变更为包年/包月计费模
式的。操作如下：

1. 勾选待转包年/包月的多台弹性云服务器。

2. 单击云服务器列表上方常用操作栏的“更多 > 转包周期”。

步骤6 选择弹性云服务器的购买时长，并单击“提交”。

----结束

11.1.4.2 包年/包月转按需

客户可以将包年/包月转为按需。包年/包月转按需，需包年/包月资费模式到期后，按
需的资费模式才会生效。

示例：

客户在2018/09/21 09:25:34购买了一台包年/包月的云服务器ECS 01，购买时长为1个
月。由于业务需要，客户在2018/10/15 10:30:34执行包年/包月转按需操作。
2018/10/21 23:59:59到期后，按需的资费模式生效，以该资源的按需收费标准开始计
费。

注意事项
● 只有订购实例状态是“使用中”的资源才能变更资费。

● 包年/包月资源未到期可以申请变更为按需，包年/包月结束后转为按需。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11 附录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0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ecs/ecs_03_011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cce_faq/cce_faq_00009.html
https://console-intl.huaweicloud.com/console/?agencyId=344fb7b42371495e8723a7c527fe752a&region=ap-southeast-1&refrence=resource&locale=zh-cn#/resources


● 目前解决方案组合产品不支持包年/包月转按需。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待变更资费的订购实例所在行的“转按需”。

步骤3 查看资费变更的相关信息后，单击“转按需”。

----结束

11.1.5 如何释放资源
客户可根据需要，主动释放状态为“已过期”或“已冻结”的资源。

注意事项
● 释放资源，不限制释放次数。

● 释放资源，无需联系客服人员申请，自行操作即可。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 ，设置查询条件。

说明

状态为“已过期”或“已冻结”的资源，可执行释放资源操作。

步骤3 在资源页面找到待释放的资源，单击待操作列的“释放”。

须知

资源释放后，资源和数据将无法找回，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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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查看待释放资源的信息，单击“释放”。

步骤5 单击“确定”，释放资源。

----结束

11.1.6 如何导出续费清单
资源续费前，支持客户导出续费清单，便于向公司财务申请资金续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步骤3 勾选目标资源，再单击“导出续费清单”。

步骤4 选择续费时长，选择导出的格式（CSV 或 PDF 格式），单击“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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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提示“续费清单导出完成”。如不能正常导出，可单击“下载”，手动下载续费
清单。

----结束

11.2 我的套餐（旧版）
客户订购的按需套餐包可以在“我的套餐包”页面进行查看。

背景信息

按需套餐包的扣减规则请参见资源包扣减规则。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套餐”页面。

步骤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套餐包名称， 可以查看套餐包详情。

● 单击订单号链接，进入“费用中心 > 我的订单”页面，查看订单详情。

● 单击“前往控制台”，进入控制台的对应服务页。

● 单击“使用详情”，可查看当前服务的使用趋势图。

● 单击“导出使用明细”，可导出使用量明细信息。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11 附录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3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faq-billing/billing_faq_6100013.html


● 抵扣方式：分为可重置套餐包和不可重置套餐包。

– 可重置套餐包：容量线性递减的资源包，每个重置周期结束时清零，下个重
置周期初恢复，直至到期。

示例：购买的云容器实例服务按月可重置套餐包，内存规格为2920 GB*时/
月，生效时间为 2019/07/1 00:00:00 - 2020/07/1 00:00:00，则有效期内每
个月有2920 GB*时的套餐包可扣减。

– 不可重置套餐包：容量线性递减的资源包，伴随抵扣容量不断减少。

示例：购买的图像标签不可重置套餐包，总量为10000 次，生效时间为
2019/07/1 00:00:00 - 2020/07/1 00:00:00，则有效期内总共有10000次可扣
减。

----结束

设置剩余使用量预警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剩余使用量预警”，可以开启套餐包的使用量预警功能。

● 当套餐包剩余使用量达到预警阀值时，系统会给您发送短信、邮件提醒。

● 套餐包新购、续费后使用总量发生变化时，会重新触发预警判断。

● 套餐包存在区域限制时，系统会对不同区域进行分别统计。

● 当前有多个套餐包叠加使用时，系统会叠加统计剩余使用量。

● 可重置套餐包中，按小时、按天、按周重置的套餐包不支持使用量预警功能。

11.3 月度结算客户账单（旧版）

11.3.1 查看消费汇总

查看消费汇总时，客户可以查看2019/01月至今的消费汇总。所有消费金额都包含税
金。

查看月度消费概览

步骤1 进入“消费汇总”页面。

步骤2 查看近18个月的月度账单概览、消费账单、退订明细等信息。

● 账单概览：展示消费、调账、退款等汇总信息。

– 消费金额：是月度账单的总费用，当月消费金额=现金支付金额+代金券支付
金额+月度结算金额，折扣优惠不在消费金额范围内。

– 月度结算：月度结算的费用金额，如包年/包月、按需月末结算的金额。

● 消费：按一定的周期（例如按月）对客户消费的金额进行汇总的数据，用于向客
户进行对账和结算。

折扣优惠：查询周期内的优惠总金额。单击“折扣优惠”参数后的优惠金额链
接，可以查看优惠明细。

● 退款：从产品类型维度展示客户在账期内的退订信息。

● 调账：从产品类型维度展示客户在账期内的调账信息，如华为核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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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核销：华为云因为某种原因如错误扣费等返还金额到客户账户。

----结束

查看历史数据

已经取消关联的合作伙伴子客户，可以查看取消关联前的消费汇总。

1. 单击“历史数据”。

2. 在“消费汇总 > 历史数据”页面的右上角，选择“历史账户”。

下载月度消费统计账单

汇总账单：将您当月的消费数据与退订数据按照云服务的维度进行整理， 终呈现一
个总值。

1. 下载PDF账单。

单击“月度消费统计”右侧的下拉框，可以选择消费月份。单击“导出”，选择
“汇总账单”、“导出PDF”，以PDF形式导出当前查询月的消费信息，并加盖华
为印章，该PDF可用于说明发票消费的内容。

如果为后付费用户，PDF账单还会展示当期信用额度的支付金额、应还金额和到
期还款日等信息。

2. 下载Excel账单。

单击“月度消费统计”右侧的下拉框，可以选择消费月份。单击“导出”，选择
“汇总账单”、“导出XLSX”，以Excel形式导出消费汇总数据，可用于客户对
账。

如果为后付费用户，Excel账单还会展示当期信用额度的支付金额、应还金额和到
期还款日等信息。

11.3.2 查看消费流水
查看消费流水时，按账务流水维度展示您的消费信息，如某个时间点支付包年/包月订
单对应的消费信息。客户可以查看2019/01月至今的消费流水。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消费流水”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查看流水账单数据。

● 账期：与用户约定的一个时间范围，这样对账时才能确定对账范围。该时间范围
可根据华为云的营销策略来决定，通常是一个自然月。当一个账期结束时，系统
计算出用户在该账期内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并生成账单。

● 企业项目：云资源所属的企业项目。如果客户未选择企业项目，均在默认企业项
目：default。

● 消费时间：消费发生的时间，包年/包月为支付时间、按需的为资源的生效时间和
失效时间。

● 订单号/交易ID：单击订单号/交易ID的链接，可以查看该订单或交易项中的所有
账单明细。

● 账单类型：账单条目的类型，如消费、退款和调账等。

● 交易时间：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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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价：华为云商品在官网上未叠加应用商务折扣、促销折扣等优惠的销售价
格。官网价=优惠金额+抹零金额+应付金额。

● 应付金额：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折扣包含：促
销产品折扣、促销折扣券、商务折扣、合作伙伴授权折扣等各种折扣。应付金额=

现金支付+代金券抵扣+月度结算。单击应付金额右侧的 ，可以选择是否“隐藏
0元消费”。

现金支付一般为您在线支付的订单。

● 月度结算：月度结算的费用金额，如包年/包月、按需月末结算的金额。

● 支付状态：未出账、未结清、已支付。

----结束

11.3.3 查看消费详情

账单详情展示登录账户的账单详细信息。客户可以查看2019/01月至今的消费详情。

操作步骤

账单详情展示登录账户的账单详细信息。

步骤1 进入“消费详情”页面。

步骤2 设置统计维度和统计周期，查看账单的详细信息。

● 使用量类型：按需使用云服务时进行计费的方式，如：时长、容量、上行流量
等。

● 资源：客户使用华为云产品的具体实物，比如设备、IP、端口等。

● 产品：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 产品类型：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 账号：用户注册华为云后创建。该账号是资源的拥有者，对其所拥有的资源具有
完全的访问权限。

说明

● 统计维度为“资源”时，如果资源存在父子资源，则子资源中会展示所属的父资源，根据父
资源信息也可以查看到子资源。资源的从属关系为：根资源 > 父资源 > 子资源。

● 单击应付金额右侧的 ，可以选择是否“隐藏0元消费”。

● 应付金额在未出账时为保留8位小数，示例：57.54587222美元；出账后根据累账的 终应付
金额拆分到分，即只保留2位小数，示例：57.54美元。

----结束

11.3.4 查看消费分析

客户可以按一定的时间维度查看月度消费、消费分析和消费走势。客户可以查看
2019/01月至今的消费分析数据。

查看月度消费

步骤1 进入“消费分析”页面。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11 附录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6



步骤2 选中“月度消费”页签。

步骤3 选择查看周期。

系统展示当前周期内消费走势和消费数据详情。

----结束

查看消费走势分析

步骤1 进入“消费分析”页面。

步骤2 选中“消费走势分析”页签。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

客户可以根据时间、产品类型、计费模式等条件进行筛选产品。

说明

●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还支持根据项目进行筛选。

● 如果您购买云服务资源时没有设置企业项目，将统一默认为default；如果您购买的云服务资
源不支持设置企业项目，则统一呈现为未归集。仅部分云服务支持企业项目管理，请参见企
业项目管理支持的云服务。

● “消费走势分析”中的消费金额为含税金额。

步骤4 系统根据查询条件展示产品的消费走势图。

在“消费数据详情”区域，根据产品维度展示产品消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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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查看消费分布分析

步骤1 进入“消费分析”页面。

步骤2 选中“消费分布分析”页签。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

客户可以根据时间、产品类型、计费模式等条件进行筛选产品。

说明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仅支持根据汇总维度和查询时间进行筛选。

“消费分布分析”中的资金消费为含税金额。

步骤4 系统根据查询条件展示产品的消费分布图。

在“消费数据详情”区域，根据产品维度展示产品消费明细。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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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查看收支明细
客户想要对账户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查询时，可以查看收支明细。

查看收支明细

步骤1 进入“收支明细”页面。

步骤2 选择账户类型并设置查询时间，单击“查询”。

说明

● 合作伙伴子客户，可以查询华为云账户或合作伙伴账户的收支明细。

● 单击“交易类型”右侧的 ，可以选择需要查看的收支类型。

● 交易类型为“交易模式变更”，表示您关联合作伙伴时，余额转伙伴子账户的记录。

----结束

下载收支明细

单击页面左上方的“导出”，可以在“费用中心 > 账单 > 导出记录”中获取导出内
容。

11.3.6 获取导出记录
客户在“消费明细”和“收支明细”页面提交导出申请后，可以在“导出记录”页面
获取导出内容。

注意事项

导出请求生效后，导出记录三天后会自动删除，请及时下载导出文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步骤2 在对应导出记录的操作列，单击“下载”。

可以下载对应的导出记录详情到本地目录中。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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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非月度结算客户账单

11.4.1 消费汇总

查看消费汇总时，客户可以查看近18个月的消费汇总信息。所有消费金额都包含税
金。

查看消费汇总

步骤1 进入“消费汇总”页面。

步骤2 查看近18个月的月度消费汇总。

1. 分别展示消费、退款、调账的汇总信息。企业主账号可以查看关联的企业子账号
的消费数据。

– 应付金额：是月度账单的总费用，当月消费金额=现金支付金额+代金券支付
金额+欠费金额，折扣优惠不在应付金额范围内。

折扣优惠：查询周期内的优惠总金额。单击“折扣优惠”参数后的优惠金额
链接，可以查看优惠明细。

▪ 欠费金额：在某个时间段内由于账户余额不足未完成扣费的消费金额。
未结清和未结算金额也属于欠费。

▪ 未结清金额：待抵扣和待支付的费用金额。

▪ 未出账金额：未到出账日，当前账单金额未进行 终的账单数据综合处
理。

▪ 已核销：此金额为华为云根据欠款核销管理规定将欠费金额进行核销操
作免去的金额，用户不需要偿还。

– 消费汇总：客户在账期内的消费金额汇总。

– 退款汇总：客户在账期内的退订金额汇总。

– 调账汇总：客户在账期内的调账金额汇总，如华为核销等。

2. 展示产品消费汇总信息。

根据产品、计费模式、账单类型展示费用的汇总数据。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账期 与用户约定的一个时间范围，这样对账时才能确定对账范围。该
时间范围可根据华为云的营销策略来决定，通常是一个自然月。
当一个账期结束时，系统计算出用户在该账期内需要支付的全部
费用，并生成账单。

账号 账单所属客户的账号名。

产品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产品 云服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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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计费模式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年/包月

– 按需

– 预留实例

账单类型 账单类型如下：

– 消费

– 调账

– 退款

官网价 华为云商品在官网上未叠加应用商务折扣、促销折扣等优惠的销
售价格。官网价=优惠金额+抹零金额+应付金额。

优惠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如商务折扣、伙伴授予折扣以及促
销优惠等减免的金额。基于官网价的优惠金额。

抹零金额 按需计费等模式中实际只扣费到 小货币单位分，分以后不扣费
直接抹去的金额。

应付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应付金额=

现金支付+代金券抵扣+欠费金额。单击应付金额右侧的 ，可以
选择是否“隐藏0元消费”。

现金支付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代金券抵
扣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欠费金额 包含未结清金额和未结算金额，为待抵扣和待支付的费用金额。

 

----结束

查看历史数据

已经取消关联的合作伙伴子客户，可以查看取消关联前的消费汇总。

1. 单击“历史数据”。

2. 在“消费汇总 > 历史数据”页面，根据账期查看消费汇总数据。

下载汇总账单

1. 下载PDF账单。

单击“导出月账单”，选择“汇总账单”、“导出PDF”，以PDF形式导出当前查
询月的消费信息。加盖华为印章后，该PDF可用于说明发票消费的内容。

2. 下载Excel账单。

单击“导出月账单”，选择“汇总账单”、“导出XLSX”，以Excel形式导出消费
汇总数据，可用于客户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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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账单设置

客户可以开通或关闭账单推送功能。开通后，华为云会在每月出账后，通过邮件或短
信的形式，把账单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或手机上。

操作步骤

步骤1 选择“账单 > 费用账单”，单击页面右上角的“账单设置”。

进入“费用账单/账单设置”页面。

步骤2 打开“推送通知”的滑动按钮开关。

步骤3 根据需要设置如下参数，单击“保存”。

● 接收联系人：单击“去修改”，可以在消息中心的“消息接收管理 >财务消息 >
账单出账通知”中设置接收账单的联系人。

● 推送语言：设置账单文件的语言。

● 推送设置：勾选后，出账月没有消费时，不发送账单通知。

----结束

11.4.3 消费流水

企业主账号展示的消费账单，包含关联的统一还款企业子账号的数据。客户可以查看
2019/01月至今的消费流水。

按需产品扣费精度说明

● 华为云对按需产品进行计费时，费用精确到小数点后8位。示例：10.12501236美
元。

● 华为云对按需产品进行扣费时（按照云服务结算周期进行扣费，结算周期可能是
小时、天或月），费用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示例：10.12美元。

按需产品计费和扣费策略

客户可以查看账期内的所有流水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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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产品是按照使用量类型（如云主机按时长计费）的不同，分为按小时、按天、按
月三种周期进行结算。由于系统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系统会在使用后1个小时内对上
一个结算周期的费用进行扣款。

● 按小时结算：华为云会每小时根据您的使用量计算费用，并到账户中进行扣费。
例如，8:00~9:00期间产生的费用，会在10:00以前完成扣费。

● 按天结算：华为云会根据您的使用量计算费用，每日零点后对前一日使用量进行
扣费。例如，2019-05-11 00:00:00至2019-05-11 23:59:59期间产生的费用，会
在2019-05-12 01:00:00左右完成扣费。

● 按月结算：华为云会根据您的使用量计算费用，每月月初对前一月使用量进行扣
费。例如，2019-04-01 00:00:00 至2019-04-30 23:59:59期间产生的费用，会在
2019-05-01 01:00:00左右完成扣费。

说明

按天进行结算的日峰值计费产品，一般会在16:00左右进行上一天费用的结算；按月进行结
算的95计费、95增强计费、日峰值月平均产品，一般会在下个月的1号20:00左右进行上一
个月费用的结算。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账单 > 消费流水”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查看流水账单数据。

● 账期：与用户约定的一个时间范围，这样对账时才能确定对账范围。该时间范围
可根据华为云的营销策略来决定，通常是一个自然月。当一个账期结束时，系统
计算出用户在该账期内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并生成账单。

● 企业项目：云资源所属的企业项目。如果客户未选择企业项目，均在默认企业项
目：default。

● 消费时间：消费发生的时间，包年/包月为支付时间、按需的为资源的生效时间和
失效时间。

● 订单号/交易ID：单击订单号/交易ID的链接，可以查看该订单或交易项中的所有
账单明细。

● 账单类型：账单条目的类型，如消费-新购、退款-退订等。

● 官网价：华为云商品在官网上未叠加应用商务折扣、促销折扣等优惠的销售价
格。官网价=优惠金额+抹零金额+应付金额。

● 抹零金额：按需计费等模式中实际只扣费到 小货币单位分，分以后不扣费直接
抹去的金额。

● 应付金额：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折扣包含：促
销产品折扣、促销折扣券、商务折扣、合作伙伴授权折扣等各种折扣。应付金额=

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代金券抵扣+欠费金额。单击应付金额右侧的 ，可以
选择是否“隐藏0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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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费金额：包含未结清金额和未结算金额，为待抵扣和待支付的费用金额。

● 支付状态：已支付、未结算（即待出账进行结算的金额）、未结清（即已出账，
待抵扣和待支付的费用金额）。

----结束

11.4.4 消费详情

企业主账号展示的消费账单，包含关联的统一还款企业子账号的数据。客户可以查看
2019/01月至今的消费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账单 > 消费详情”页面。

步骤2 设置统计维度和统计周期，查看账单的详细信息。

● 使用量类型：按需使用云服务时进行计费的方式，如：时长、容量、上行流量
等。

● 资源：客户使用华为云产品的具体实物，比如设备、IP、端口等。

● 产品：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 产品类型：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 账号：用户注册华为云后创建。该账号是资源的拥有者，对其所拥有的资源具有
完全的访问权限。

说明

● 统计维度为“资源”时，如果资源存在父子资源，则子资源中会展示所属的父资源，根据父
资源信息也可以查看到子资源。资源的从属关系为：根资源 > 父资源 > 子资源。

● 单击应付金额右侧的 ，可以选择是否“隐藏0元消费”。

----结束

11.4.5 收支明细

客户想要对账户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查询时，可以查看收支明细。

查看收支明细

步骤1 进入“收支明细”页面。

步骤2 选择账户类型并设置查询时间，单击“查询”。

说明

● 合作伙伴子客户，可以查询华为云账户或合作伙伴账户的收支明细。

● 单击“交易类型”右侧的 ，可以选择需要查看的收支类型。

● 交易类型为“交易模式变更”，表示您关联合作伙伴时，余额转伙伴子账户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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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下载收支明细

单击页面左上方的“导出”，可以在“费用中心 > 账单 > 导出记录”中获取导出内
容。

11.4.6 用量明细
客户购买计费模式为月“95峰值带宽”、“日峰值月平均带宽”或“增强型95峰值”
计费的CDN、VPC和CC云服务时，可以对使用量明细进行导出和查看。当前支持查看
近18个月的用量明细。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用量明细”页面。

步骤2 设置产品类型、产品、计费规格和使用时间，即可导出使用量明细。

----结束

11.4.7 获取导出记录
客户在“消费明细”和“收支明细”页面提交导出申请后，可以在“导出记录”页面
获取导出内容。

注意事项

导出请求生效后，导出记录三天后会自动删除，请及时下载导出文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步骤2 在对应导出记录的操作列，单击“下载”。

可以下载对应的导出记录详情到本地目录中。

----结束

11.4.8 对账指引
对账主要是将不同的账单（包括华为云导出的账单以及您公司自己财务生成的账单）
进行核对，以确认资源的购买、使用和账户的实际支出是否一致。如果您对账单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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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可以通过工单咨询华为云客服，如实属华为云账单提供有误，华为云将会对账单
进行调整。

账单类型

汇总账单：可以从“费用中心> 账单 > 消费汇总”页面获取，包含您当月消费支出和
退订返还的金额，以及按云服务维度汇总的消费金额及退订金额。汇总账单是由“费
用中心 > 账单 > 消费流水”页面数据汇总而来。

消费流水账单：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 > 消费流水”页面获取，客户可以按月查看
流水账单明细。

扣费精度说明

华为云对按需产品进行计费时，费用精确到小数点后8位，示例：10.12501236美元。
按需消费累计到次月3号出账后，汇总账单截取到小数点后两位进行扣费，示例：按需
消费总金额100.12501236美元，则实际扣费100.12美元。

对账流程

如果你想了解您在华为云上一个月内的消费情况，或者您是公司的财务想进行对账，
您可以参考以下流程。以下提到的筛选条件仅为参考，您可以根据您自身的需要调
整。

步骤1 核对汇总信息。

在“消费汇总”中导出“汇总账单”，在汇总账单的“账单概览”区域，可以了解到
您当月的总支出，您可以与您华为云上的实际支出进行比对。另外在“消费”、“退
订”中，您可以查看到您的代金券实际支出的部分。

步骤2 核对消费汇总账单和消费流水账单是否相等。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 > 消费汇总”页面查看应付金额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 > 费用账单 > 流水账单”页面，导出流水账单，查看
应付金额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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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类型如下：

– 消费-新购：订购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消费-续订：手动续订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消费-变更：变更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消费-使用：使用的按需产品费用

– 消费-自动续订：自动续订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消费-按时计费：按时计费的预留实例产品费用

– 消费-退订手续费增收：预留实例退订时增收的手续费

– 消费-服务支持计划月末补扣：“服务支持计划”产品月末补扣的金额

– 消费-税金：包年/包月、按需产品的税金

– 调账-补偿：华为云补偿的费用

– 调账-补偿税金：华为云补偿费用的税金

– 调账-扣费：华为云进行调账时扣费的费用，如逆向调整降配订单时先扣取原
来退费的金额。

– 调账-扣费税金：华为云进行调账时扣取的税金

– 退款-退订：退订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退款-变更：降配的包年/包月产品费用

– 退款-税金：退订、降配包年/包月产品时，退还的税金

----结束

11.4.9 消费数据存储功能说明

客户在对象存储服务（OBS）中创建桶后，即可开通消费数据存储服务，华为云会按
时将账单文件同步存储至您OBS对应的桶资源中。

如何开通账单订阅功能

步骤1 在OBS中创建桶，详细操作请参见创建桶。

步骤2 根据下图所示登录费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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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进入“消费数据存储”页面。

步骤4 设置对象存储桶名称。

说明

对象存储桶失效后，将自动关闭消费数据存储功能。

步骤5 单击“验证”。

系统提示验证成功，并展示所有可选择的账单。

步骤6 勾选需要导出的账单，单击“开通”。

授权并验证通过后，系统每天会将您的所选中的账单生成文件同步存储至您OBS对应
的桶资源中。

步骤7 单击“获取短信验证码”。

步骤8 输入获取的短信验证码，单击“确认”。

说明

单击对象存储名称后的“关闭”，即可关闭消费数据存储。

----结束

如何下载订阅的账单

步骤1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服务列表 > 存储 > 对象存储服务”。

步骤2 单击桶名称链接。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对象”，可查看到当前导出的所有订阅的账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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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同类型的账单倒序排列。

● 可以根据账单名称前缀来搜索账单。示例：在搜索框中输入
“Spendings(ByResource)_201906”这个，可查看2019/06月份的所有资源详单文件。

● 月度结算用户每天生成的为估算数据，建议每个月3号获取上个月全量账单文件。

开通消费数据存储功能后，系统会根据您的选择自动导出如表11-1所示的数据：

表 11-1 导出账单说明

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资源消费记
录

每天 前一天的资源消费数据 Resource_Expenditures_
YYYYMMDD

资源详单 每天 本月所有的资源详单数据
（不包括当天）

Spendings
(ByResource)_YYYYMM
DD

每月3号 上个月的资源详单数据。
文件名的年月日为上个月
的 后一天。

Spendings
(ByResource)_YYYYMM
DD

 

步骤4 选中需要下载的账单，单击对应操作列的“下载”。

----结束

后续说明

如果您需要每天下载订阅的账单，可参考如下脚本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即可自动
下载订阅的账单。

说明

以下代码示例仅供参考，客户可根据需要自行开发。

#!/usr/bin/python
# -*- coding:utf-8 -*-
import string,os,sys,datetime
import commands
import json

#get date 
date = datetime.date.today()-datetime.timedelta(1)
str_date = date.strftime("%Y%m%d")

AK = ''
SK = ''
server = ''
bucketName = ''
#prefix="Consumedetails_"+str_date
prefix="Resource_Expenditures_"+str_date
print prefix

from com.obs.client.obs_client import ObsClient
# Constructs a obs client instance with your account for accessing 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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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Client = ObsClient(access_key_id=AK, secret_access_key=SK, server=server)

#find which billing
resp=obsClient.listObjects(bucketName,prefix)
#billing name
objectKey=resp.body.contents[0].key
localFileDir='/opt/huawei/zcm/data/'+objectKey
# Download the object to a file
print('Downloading an object to dir:' + localFileDir + '\n')
obsClient.getObject(bucketName, objectKey, downloadPath=localFileDir)

需要设置的参数说明：

● AK：Access Key ID，接入键标识，用户在OBS系统中的接入键标识，一个接入键
标识唯一对应一个用户，一个用户可以同时拥有多个接入键标识。OBS系统通过
接入键标识识别访问系统的用户。AK和SK的创建和访问方式请参见创建访问密钥
（AK和SK）。

● SK：Secret Access Key，安全接入键，用户在OBS系统中的安全接入键，是用户
访问OBS系统的密钥，用户根据安全接入键和请求头域生成鉴权信息。安全接入
键和接入键标识一一对应。

● server：访问域名，访问域名是桶在互联网中的域名地址，可应用于直接通过域名
访问桶的场景，比如：云应用开发、数据分享等。可以从图11-1的1中获取。

● bucketName：订阅账单使用的桶名称。可以从图11-1的2中获取。

● prefix：需要自动下载的账单。

– “Resource_Expenditures_”：为资源消费记录。

– “Spendings (ByResource)_”：为资源详单。

● localFileDir：本地目录，用户保存下载的账单文件。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11 附录

文档版本 01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0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clientogw-obs/obs_03_040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clientogw-obs/obs_03_0405.html


图 11-1 如何获取自动下载订阅账单的参数

11.4.10 消费数据存储

11.4.10.1 资源消费记录

账单文件说明
1. 客户从“费用中心 > 账单 > 消费数据存储”页面订阅“资源消费记录”账单后，

可以从“服务列表 > 存储 > 对象存储服务”中进行下载并查看。

下载账单的操作请参见如何下载订阅的账单。

2. 客户从对象存储服务中选中对应的日期文件夹。

3. 进入日期文件夹。下载资源消费记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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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资源消
费记录

每天 前一天的资源消费数据。 Resource_Expenditure
s_YYYYMMDD

每月3号 上个月按月结算的按需消费数
据（例如：日峰值月平均带宽
计费的CDN消费数据）。

下个月3号导出的资源消费记录
中，展示前一个月按月结算的
按需消费数据。

说明
不存在按月结算的按需消费数据则
不展示该账单。

Resource_Expenditure
s(Pay-per-
Use)_MonthlyBill_YYY
YMM

 

账单内容说明

表 11-2 资源消费记录主要参数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消费时间 产品的消费时间。包周期产品，消费时间为产品的支付时间；按需产
品，消费时间为云服务生失效时间段。

账期 与用户约定的一个时间范围，这样对账时才能确定对账范围。该时间
范围可根据华为云的营销策略来决定，通常是一个自然月。当一个账
期结束时，系统计算出用户在该账期内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并生成
账单。

资源ID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资源标签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供应商 当前产品的供应商：

● 华为云

● 分销商

计费模式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月

● 包年

● 包天

● 一次性

● 按需

● 预留实例-零预付

● 预留实例-全预付

● 预留实例-半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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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产品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资源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产品 云服务的名称。

规格 用于描述云服务所需资源的特征信息，一组属性和属性值域的集合，
同一个资源类型的资源规格所包含的属性相同，但属性取值不同。

区域 指能独立提供公有云服务资源、并服务于一个较大地理范围的云服务
区域。

企业项目ID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所在的企业项目ID。如果客户购买产品时未选
择企业项目，则企业项目ID为0。

企业项目名
称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所在的企业项目名称。如果客户购买产品时未
选择企业项目，则企业项目名称为default。

使用量类型 按需使用云服务时进行计费的方式，如：时长、容量、上行流量等。

使用量/购买
时长

一定时间范围内产品、资源的使用情况。如使用时长、使用容量、使
用次数、使用流量等。

套餐内使用
量/预留实例
内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属于套餐内资源包使用量或者预留
实例内资源包使用量，此部分用量没有超出资源包时不再单独收费。

使用量单位 产品使用量的度量单位。

官网价总金
额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价格。

折扣优惠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如商务折扣、伙伴授予折扣以及促销优
惠等减免的金额。基于原价的优惠金额。

消费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折扣包含：促
销产品折扣、促销折扣券、商务折扣、合作伙伴授权折扣等各种折
扣。

订单类型 包周期产品的订单类型：

● 新购

● 续费

● 退订

● 变更：升配或降配的订单。正常情况下，消费金额为正数，表示
升配；消费金额为负数，表示降配。

订单号 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的订单唯一标识号。

交易时间 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税金 税收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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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0.2 资源详单

账单文件说明

1. 客户从“费用中心 > 账单 > 消费数据存储”页面订阅“资源详单”账单后，可以
从“服务列表 > 存储 > 对象存储服务”中进行下载并查看。

下载账单的操作请参见如何下载订阅的账单。

2. 客户从对象存储服务中选中对应的日期文件夹。

3. 进入日期文件夹。下载资源详单文件。

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资源详单 每天 本月所有的资源详单数
据（不包括当天）

Spendings(ByResource
)_YYYYMMDD

每月3号 上个月的资源详单数
据。文件名的年月日为
上个月的 后一天。

Spendings(ByResource
)_YYYYMMDD

 

账单内容说明

表 11-3 资源详单主要参数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账期 与用户约定的一个时间范围，这样对账时才能确定对账范围。该时间
范围可根据华为云的营销策略来决定，通常是一个自然月。当一个账
期结束时，系统计算出用户在该账期内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并生成
账单。

资源ID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资源标签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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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区域 指能独立提供公有云服务资源、并服务于一个较大地理范围的云服务
区域。

产品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资源类型 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产品 云服务的名称。

企业项目
ID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所在的企业项目ID。如果客户购买产品时未选
择企业项目，则企业项目ID为0。

企业项目名
称

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所在的企业项目名称。如果客户购买产品时未
选择企业项目，则企业项目名称为default。

供应商 当前产品的供应商：

● 华为云

● 分销商

计费模式 计费模式。当包周期产品的消费金额为负数时，则表示订单类型为退
订或降配。

● 包周期-月
● 包周期-年
● 包周期-包天

● 包周期-一次性

● 按需

● 预留实例-订购：预付的金额。

● 预留实例-使用：根据使用量计算的金额。

官网价总金
额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价格。

消费金额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折扣包含：促
销产品折扣、促销折扣券、商务折扣、合作伙伴授权折扣等各种折
扣。

折扣优惠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如商务折扣、伙伴授予折扣以及促销优
惠等减免的金额。基于原价的优惠金额。

备注 补充信息。

税金 税收金额。

 

11.5 成本管理（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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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费用分配标签

客户可以对已经创建的标签进行激活或停用，激活或停用的结果会同步到费用分析页
面。

标签概述

标签用于标记云资源，如实例、镜像和磁盘等。如果您的帐户下有多种云资源，并且
不同云资源之间有多种关联，您可以使用标签按各种维度（例如用途、所有者或环
境）对云资源进行分类。

图 11-2 标签示例

在此示例中，您为每个云资源分配了两个标签，每个标签都包含您定义的一个“键”
和一个“值”，一个标签使用键为“所有者”，另一个使用键为“用途”，每个标签
都拥有相关的值。例如，您可以为账户中的云资源定义一组标签，以跟踪每个云资源
的所有者和用途，使资源管理变得更加轻松。

客户可以为云产品添加标签，激活标签后，该标签才能在费用分析中体现，客户可以
在费用分析页面根据标签分类查看费用数据。

如何添加标签

这里购买弹性云服务器为例，添加标签的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标签。

如何激活标签

步骤1 进入“费用分配标签”页面。

步骤2 选中标签，进行激活或取消激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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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应用在资源上的标签，一般在创建并产生费用24小时后才会在“费用分配标签”页面展示。

激活费用分配标签后，才能在“费用分析”页面页面体现。费用分配标签不会应用于激活标签之
前产生的资源费用。

----结束

11.5.2 费用分析
客户通过多种维度查看某时间段内的费用走势和费用分布数据。客户可以查看近18个
月的费用分析数据。

注意事项

当前页面的费用数据均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两位小数，因此可能导致各维度汇总结果
不一致。

操作步骤

查看费用走势和费用分布步骤类型，下面以查看费用走势为例进行说明。

步骤1 进入“费用分析”页面。

步骤2 选择“费用走势”页签。

步骤3 设置查询数据，查看费用走势数据。

①按月查询/按天查询：可以手动设置查询时间段。按月、按天查询的时候支持18个月
可选， 早支持到2019.01月。按月查询时 大时间跨度是18个月；按天查询时 大查
询时间跨度是90天。

②图形：折线图、柱状图和堆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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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汇总维度：支持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规格、区域、关联账号、计费模式、使用量类
型或激活的标签进行筛选数据。激活或停用标签请参见11.5.1 费用分配标签。

④过滤器：设置包含或排除某些类型的数据。

⑤计算方式

● 查看消费数据：按月/按天查看消费走势。

● 查看成本数据：按月/按天查看成本分摊走势。成本分摊的具体规则请参见成本分
摊规则。

⑥高级选项：设置费用走势的数据中是官网价还是净值。

● 净值：代金券抵扣后的实付现金。

● 消费金额：客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

----结束

成本分摊规则
● 按需资源：直接根据当天按需使用量计算分摊。按需资源调账时，摊销规则和使

用按需资源的摊销规则相同。

a. 按需资源的费用失效时间（即消费时间的截止时间）和交易时间属同一账
期，则根据按需资源的失效时间所在天进行成本分摊。

场景示例：客户使用的按需资源消费时间为2020/06/10
23:00:00-2020/06/10 23:59:59，交易时间为2020/06/11 00:53:30，应付金
额2美元。

分摊示例：由于当前失效时间（2020/06/10 23:59:59）和交易时间
（2020/06/11 00:53:30）属于同一账期（2020/06），因此成本分摊时，应
付金额2美元为2020/06/10的分摊成本。

b. 按需资源的费用失效时间（即消费时间的截止时间）和交易时间属不同账
期，则取按需资源的交易时间所在天进行成本分摊。

场景示例：客户使用的按需资源消费时间为2020/06/30
23:00:00-2020/06/30 23:59:59，交易时间为2020/07/01 00:53:30，应付金
额2美元。

分摊示例：由于当前失效时间（2020/06/30 23:59:59）和交易时间
（2020/07/01 00:53:30）不属于同一账期，因此成本分摊时，应付金额2美
元为2020/07/01的分摊成本。

● 预留实例：预留实例消费金额=预付费用+按需费用。

a. 预付费用按小时分摊。

b. 按需费用根据费用归属账期累加即可，不进行分摊。按需费用的账期归属规
则请参见按需资源。

● 包年/包月产品：

– 每天应摊成本= 订单金额 / 订单生效周期的天数(订单行失效时间-订单行的生
效时间)。

– 订单的资源未开通成功时，不进行成本分摊。

– 订单失效时间-生效时间不足一天的费用不需要进行成本均摊，直接整体计入
生失效时间所在天的成本。

– 订单退订：订单退订或降配时，每天应摊成本 =订单行退款费用 / 订单生效
周期的天数(订单行失效时间-订单行的生效时间)。如果生效时间为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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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那么涉及的历史已分摊金额都分摊在操作天，未来天未发生分摊金额按
照正常情况每天分摊。

场景示例：全额退订的包年/包月产品，订购1个月（1号～30号）合计60美
元，日均分摊2美元。3号进行退订，退费60美元。

分摊示例：由于1号、2号已经分摊（日均分摊2美元）的金额不能发生变化，
所以账单退订金额只能分摊在操作日当天，即3号订单退费分摊-6美元，4号
～30号的日均负向分摊-2美元。

订单
行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 30号

新购
订单
行分
摊

2 2 2 2 2 2 ...... 2

全额
退订
的订
单行
分摊

- - -6 -2 -2 -2 ...... -2

 

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产品类型 云服务的分类。

产品规格 用于描述云服务所需资源的特征信息，一组属性和属性值域的集
合，同一个资源类型的资源规格所包含的属性相同，但属性取值不
同。

区域 指能独立提供公有云服务资源、并服务于一个较大地理范围的云服
务区域。

关联账号 当前账户关联的企业主/子账号。

计费模式 根据计费模式统计费用数据，计费模式包含按需、包年/包月、预留
实例。

费用类型 费用的类型，包含订购费用、按需使用费用、订购退款、预留实例
每小时费用等。

使用量类型 云服务计费的方式，如：时长、容量、上行流量等。

运营实体 云服务所属的经营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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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标签 标签用于标记云资源，如实例、镜像和磁盘等。如果您的帐户下有
多种云资源，并且不同云资源之间有多种关联，您可以为云资源添
加标签，实现云资源的分类和统一管理。

每个标签都包含您定义的一个“标签键”和一个“标签值”，每个
标签都拥有相关的值。

示例场景：客户购买云硬盘1时，设置的标签键为group，标签值为
group001；购买云硬盘2时，设置的标签键为group，标签值为
group002。标签创建24小时后，客户可以在“费用分配标签”页
面激活group标签。

示例结果：查看费用分析时，在过滤器中可以勾选的标签为
“noTagKey_group,group001,group002”。

● noTagKey_group：表示筛选的产品标签键为group，标签值为
空。

● group001：表示筛选的产品标签键为group，标签值为
group001，如示例中的云硬盘1。

● group002：表示筛选的产品标签键为group，标签值为
group002，如示例中的云硬盘2。

 

百分比说明

查看“费用分布”时，百分比是根据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因此可能存在精度
差，导致各汇总项之和大于或小于100%。

11.5.3 预留实例报告
客户购买预留实例后，可以查看预留实例的使用情况。页面中展示的当月报告仅为预
估数据，想要获取准确数据，请在下个月3号出账后查看。

说明

如果企业主子账号共享预留实例，则出账前后的RI使用率和RI覆盖率可能会产生偏差，属正常现
象。

RI 使用率

客户可以查看预留实例的使用情况，包括使用预留实例后节省多少金额、分摊多少金
额等，监控预留实例的综合使用率。

RI使用率=已使用的 RI 小时数/已购买的RI小时数*100%

步骤1 进入“预留实例报告”页面。

步骤2 单击“RI使用率”页签。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查看预留实例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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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查询时间：分别支持按月、按天和按小时查询。系统支持查看近18个月内的使用率
数据。

● 按月：支持查看近3个月、近6个月、近1年的使用率数据。手动设置查询条件时，
按月的 大时间跨度是18个月。

● 按天：支持查看近7天、近30天的使用率数据。手动设置查询条件时，按天查询的
大查询时间跨度是90天。

● 按小时：支持查看某天00:00至23:00之间的使用率数据。

②展示查询时间内，使用率的统计数据。

表 11-4 RI 使用率的统计数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

等效按需成
本

按照官网价计算您所
使用RI小时数等效的
按需成本。

示例：客户购买了时长为100小时的预留实
例，相同规格的按需资源每小时费率为4美
元。当前按需资源匹配到预留实例的使用时长
为6小时。

场景1：当前预留实例的预付方式为无预付费
用，每小时费率为1.5美元。

则：

● 等效按需成本为4*6=24美元

● RI成本为1.5*6=9美元

● 总节省金额即为24-9=15美元

● 总潜在节省即为4*100-1.5*100=250美元

场景2：当前预留实例的预付方式为部分预
付，每台预付价格为40美元，每小时费率为1
美元。

则：

● 等效按需成本为4*6=24美元

RI成本 按小时分摊后，RI已
使用部分的成本。

RI成本=已购买的RI
小时分摊预付成本
+分摊每小时计费的
成本。

总节省金额 当前已使用预留实例
相对按需资源而言，
节省的总金额。

总节省金额=等效按
需成本-RI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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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示例

总潜在节省 如果RI全部用完，可
能会实现的潜在节省
金额。

总潜在节省=已购买
RI小时数的等效按需
成本- RI成本。

● RI成本为40/100*6+1*6=8.4美元

● 总节省金额即为24-8.4=15.6美元

● 总潜在节省即为4*100-（1*100+40）=260
美元

场景3：当前预留实例的预付方式为全预付，
每台预付价格为100美元。

则：

● 等效按需成本为4*6=24美元

● RI成本为100/100*6=6美元

● 总节省金额即为24-6=18美元

● 总潜在节省即为4*100-100=300美元

 

③展示查询时间内，使用率的走势图。

示例：客户购买了100小时的预留实例，当前按需资源已匹配使用6小时，则RI使用率
为6/100*100%=6%。

④筛选条件：设置包含或排除某些类型的数据。

表 11-5 RI 使用率筛选条件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产品类型 根据指定的产品类型筛选RI使用率。

产品规格 根据指定的产品规格筛选RI使用率。

关联账号 根据当前账户关联的企业主/子账号，筛选RI使用率。

区域 根据指定的区域筛选RI使用率（如华南-广州）。

可用区 根据指定的可用区筛选RI使用率。

标签 可以根据激活的标签筛选RI使用率。激活标签的具体操作请参见设
置费用分配标签。

操作系统 根据适用的操作系统筛选RI使用率。

运营实体 根据云服务所属的经营实体筛选RI使用率。

示例：直销客户的运营实体为华为云；合作伙伴子客户的运营实体
为所属的伙伴账号。

 

⑤使用率目标：勾选“在图表中显示使用率目标”时，图表中以橘色实线展示，表示
是否达成使用率目标。取消勾选则不展示。

步骤4 查看RI使用率列表时，单击“导出”，可以对图表或表格中的RI使用率数据进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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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可以定制使用率列表参数。

● 勾选RI使用率列表前的复选框，可以对指定预留实例的使用率进行查看。不勾选则默认展示
所有预留实例的平均使用率。

● 导出预留实例数据时，当前时间点无数据，则展示为0%。

表 11-6 导出使用率图表数据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日期 使用预留实例的日期。

● 按月查询：使用预留实例的账期。

● 按天查询：使用预留实例的日期。

● 按小时：使用预留实例的时间点。示例：取值为2020-06-06
15:00:00，表示2020-06-06 14:00:00-2020-06-06 15:00:00使
用的预留实例数据。

使用率 预留实例的使用率数据。

 

表 11-7 导出使用率表格数据的参数说明

参
数
类
型

参数 说明

RI
属
性

账号 购买当前预留实例的账号名。

订单ID 预留实例的唯一订单ID。

预留实例名
称/ID

预留实例的名称和唯一 ID。

使用开始时间 预留实例生效的日期，即该订单的使用开始时间。

使用结束时间 预留实例失效的日期，即该订单的使用结束时间。

范围 当前预留实例适用的可用区还是区域。

区域 运行预留实例的区域。

可用区 运行预留实例的可用区。

预付方式 预留实例的付费方式，包括无预付费用、部分预付、全预付
三种。

RI类别 预留实例的类别，默认取值为“标准”。

产品规格 预留实例的产品规格。

RI的数量 预留实例的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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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类
型

参数 说明

操作系统 预留实例适用的操作系统。

RI
统
计
数
据

RI使用率 已使用预留实例占已购买预留实例的百分比，RI使用率=已使
用的 RI 小时数/已购买的RI小时数*100%。

已购买的RI小
时数

在选择时间范围内，购买的预留实例小时数。

已使用的RI小
时数

在选择时间范围内，已使用的预留实例小时数。

未使用的RI小
时数

在选择时间范围内，未使用的预留实例小时数。

RI成本 已购买RI的按小时分摊预付成本和每小时计费成本的总和。

RI成本=RI按小时分摊的预付成本+每小时费率成本。

按需成本 按照官网价计算您所使用RI小时数等效的按需成本。

节省金额 当前已使用预留实例相对按需资源而言，节省的总金额。节
省金额=按需成本-RI成本。

潜在节省 如果RI全部用完，可能会实现的潜在节省金额。

 

----结束

RI 覆盖率

客户可以查看使用的按需资源被购买的预留实例覆盖情况，以评估购买的预留实例是
否充足。

覆盖率=RI覆盖的小时数/资源总运行小时数*100%

步骤1 进入“预留实例报告”页面。

步骤2 单击“RI覆盖率”页签。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查看预留实例的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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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查询时间：分别支持按月、按天和按小时查询。系统支持查看近18个月内的覆盖率
数据。

● 按月：支持查看近3个月、近6个月、近1年的覆盖率数据。手动设置查询条件时，
按月的 大时间跨度是18个月。

● 按天：支持查看近7天、近30天的覆盖率数据。手动设置查询条件时，按天查询的
大查询时间跨度是90天。

● 按小时：支持查看某天00:00至23:00之间的覆盖率数据。

②展示查询时间内，覆盖率的统计数据。

表 11-8 RI 覆盖率的统计数据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

覆盖率 查询时间内的平均覆盖率。覆盖率
=RI覆盖的小时数/资源总运行小时
数*100%。

● RI覆盖的小时数，即RI的已使用
小时数。

● 资源总运行小时数，即按需资源
的总使用小时数。

场景示例：客户购买了一
个预留实例后，分别运行
两个按需资源各10小时，
按需资源的每小时费率为4
美元。其中一个按需资源
匹配到预留实例的使用时
长为4小时。

则：

● 覆盖率即为
4/20*100%=20%

● 总按需成本即为
(20-4)*4=64美元。

总按需成本 查询时间内，按需实例未覆盖使用
小时数的按需总成本。

 

③展示查询时间内，覆盖率的走势图。

示例：运行按需资源10小时，匹配到预留实例4小时，则覆盖率为4/10*100%=40%。

④筛选条件：设置包含或排除某些类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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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 RI 覆盖率筛选条件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产品类型 根据指定的产品类型筛选RI覆盖率。

产品规格 根据指定的产品规格筛选RI覆盖率。

关联账号 根据当前账户关联的企业主/子账号，筛选RI覆盖率。

区域 根据指定的区域筛选RI覆盖率（如华南-广州）。

可用区 根据指定的可用区筛选RI覆盖率。

标签 可以根据激活的标签筛选RI覆盖率。激活标签的具体操作请参见设
置费用分配标签。

操作系统 根据适用的操作系统筛选RI覆盖率。

运营实体 根据云服务所属的经营实体筛选RI覆盖率。

示例：直销客户的运营实体为华为云；合作伙伴子客户的运营实体
为所属的伙伴账号。

 

⑤覆盖率目标：勾选“在图表中显示覆盖率目标”时，图表中以橘色实线展示，表示
是否达成覆盖率目标。取消勾选则不展示。

步骤4 查看RI覆盖率列表时，单击“导出”，可以对图表或表格中的RI覆盖率数据进行导出。

说明

● 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可以定制覆盖率列表参数。

● 勾选RI覆盖率列表前的复选框，可以对指定RI覆盖率进行查看。不勾选则默认展示所有预留
实例的平均覆盖率。

● 导出预留实例数据时，当前时间点无数据，则展示为0%。

表 11-10 导出覆盖率图表数据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日期 使用预留实例的日期。

● 按月查询：使用预留实例的账期。

● 按天查询：使用预留实例的日期。

● 按小时：使用预留实例的时间点。示例：取值为2020-06-06
15:00:00，表示2020-06-06 14:00:00-2020-06-06 15:00:00使
用的预留实例数据。

平均覆盖率 预留实例的平均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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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 导出覆盖率表格数据的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参数 说明

RI的
属性

账号 当前购买预留实例的账号名。

产品规格 预留实例的产品规格。

区域 运行预留实例的可用区域。

操作系统 预留实例适用的操作系统。

RI的
统计
数据

平均覆盖率 预留实例覆盖的平均使用小时数。平均覆盖率=RI覆盖的小
时数/资源总运行小时数*100%。

总运行小时
数

覆盖和未覆盖的总使用小时数。

RI覆盖的小
时数

预留实例覆盖的使用小时数。

按需小时数 预留实例未覆盖的使用小时数。

按需成本 预留实例未覆盖的使用小时数，按照官网价计算的金额。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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