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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览说明

1.1 账户总览（旧版）

1.2 账户总览（新版）

1.3 资源停止服务或逾期释放说明

1.4 通知说明

1.5 账单数据存储

1.1 账户总览（旧版）
客户通过“总览”页面可以快速找到常见功能的操作入口。

预付费

预付费：用户在使用华为云之前必须预先支付费用，这个费用在用户成功使用业务之
后再给予实际的扣除的一种付费模式。

客户在“总览”页面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充值：充值的详细操作请参见华为云账户充值。

● 提现：提现的详细操作请参见余额提现。

● 查看可用额度：客户可以查看到现金余额及欠费金额，单击“预警”后的滑动按
钮，可以开通或关闭余额预警功能。

● 查看待支付订单：单击“立即支付”，跳转到“订单管理 > 待支付订单”页面，
客户可以对待支付订单进行支付，具体操作请参见支付订单。

● 查看代金券：客户可以查看到代金券的金额和数量，代金券的详细操作请参见如
何使用代金券。

● 开具发票：客户可以查看可开票总金额，单击“去开发票”，跳转到“发票管
理”页面，开票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开具华为云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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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通/关闭账单数据存储功能：开通数据存储功能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账单数据
存储功能。

● 查看续费资源：系统展示近30天内待续费资源以及已过期、已冻结资源数量，单
击“立即续费”，跳转到“续费管理”页面，续费的具体操作请参见续费管理。

● 查看近期扣费资源：系统默认展示近7日的扣费资源数量。单击扣费资源数量，跳
转到“近期扣费资源”页面，可设置查看时间和查看维度，查看和导出近期扣费
资源详细信息。

● 查看消费走势：系统默认展示近6个月的消费走势数据，单击“查看费用账单”，
跳转到“账单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详细说明请参见查看费用账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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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付费

后付费：用户预先使用华为云提供的各项服务，然后进行支付费用的一种付费模式。

客户在“总览”页面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还款：详细操作请参见华为云账户充值。

● 提现：提现的详细操作请参见余额提现。

● 查看未还清账单：客户可以查看到剩余应还金额和逾期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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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查看可用额度：客户可以查看到现金余额、欠费金额等，单击“预警”后的滑动
按钮，可以开通或关闭余额预警功能。

● 查看待支付订单：单击“立即支付”，跳转到“订单管理 > 待支付订单”页面，
客户可以对待支付订单进行支付，具体操作请参见支付订单。

● 查看代金券：客户可以查看到代金券的金额和数量，代金券的详细操作请参见如
何使用代金券。

● 开具发票：客户可以查看可开票总金额，单击“去开发票”，跳转到“发票管
理”页面，开票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开具华为云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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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通/关闭账单数据存储功能：开通数据存储功能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账单数据
存储功能。

● 查看近期扣费资源：系统默认展示近7日的扣费资源数量。单击扣费资源数量，跳
转到“近期扣费资源”页面，可设置查看时间和查看维度，查看和导出近期扣费
资源详细信息。

● 查看续费资源：系统默认7日内、15日内、30日内到期、已过期、已冻结的资源
数量，单击“立即续费”，跳转到“续费管理”页面，续费的具体操作请参见续
费管理。

● 查看消费走势：系统默认展示近6个月的消费走势数据，单击“查看费用账单”，
跳转到“账单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详细说明请参见查看费用账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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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账户总览（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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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
明请参见按需产品周期结算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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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按需商品时可以先用后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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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总览”示例-预付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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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总览”示例-后付费客户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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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剩余应还
金额

客户可查看截止当前账期累计已出账剩
余应还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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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充值

充值还款

（后付费客户
可见）

后付费客户可以对账户进行充值操作，
以保证有充足的金额进行账单的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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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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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可用额度 可用额度指当前客户账户可用于支付的
金额。

● 预付费客户
可用额度=现金余额 - 欠费金额

● 后付费客户
可用额度=现金余额 + 授信额度 - 已
使用信用额度 - 欠费金额

“已使用信用额度”达到“授信额
度”后，页面将不再展示这两个字
段。

-

提现 客户现金余额账户中的剩余金额不需要
使用时，可以申请对金额进行提现。

提现时，可提现金额=现金账户余额-欠
票金额。

余额提现

汇款认领 客户线下通过通用充值账号汇款到华为
云后，需要进行汇款认领，认领成功后
的金额会充值到客户的华为云账户中。

汇款认领

可用额度预警 当可用额度（含现金余额、信用余额、
通用代金券、现金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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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额度
预警

账单数据存储 客户在对象存储服务（OBS）中创建桶
后，即可开通账单数据存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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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设置”按钮，开通或关闭账单数
据存储功能。

开通账单
数据存储
功能

本月消费 查看本月消费
金额

客户可查看当前账期截止当前时间产生
的费用。

由于按需的产品结算存在一定延迟，所
以费用和实际略有偏差。

-

近7天扣费
资源

查看近7天扣
费资源

客户可查看近7天的扣费资源的产品类型
和数量。

● 单击某资源类型链接，跳转到“近期
扣费资源”页面。在资源列表中单击
操作列“查看账单详情”，可查看该
资源的账单明细。

● 在“近期扣费资源”页面，可设置交
易时间和查看维度，查看和导出近期
扣费资源详细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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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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将“时间跨度”设置为当前账
期按天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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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概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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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单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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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 查看卡券 展示卡券信息，顺序为：代金券、储值
卡、现金券。

单击“立即使用”，跳转到对应卡券的
列表页面。

如何使用
代金券

如何使用
储值卡

如何使用
现金券

查看可开票金
额

客户可以查看可开票总金额，单击“去
开发票”，跳转到“发票管理”页面完
成开票操作。

开具华为
云发票

成本中心 进入成本中心 成本中心为您提供更全面的成本分析和
监控工具，帮助您进行年、月、天成本
统计及分析、按业务诉求归集成本、跟
踪和控制成本、对成本持续优化。

单击“立即进入”，跳转到“成本中
心”页面。

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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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资源停止服务或逾期释放说明
客户在华为云购买产品后，如果没有及时续费或充值，将进入宽限期。如宽限期满仍
未续费或充值，将进入保留期。在保留期内资源将停止服务。保留期满仍未续费或充
值，存储在云服务中的数据将被删除、云服务资源将被释放。

● 宽限期是指客户的包年/包月资源到期未续订或按需资源欠费时，华为云提供给客
户进行续费与充值的时间，宽限期内客户可正常访问及使用云服务。华为云将会
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向您发送提醒，提醒您续费或充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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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将进入保留期。保留期内客户不能访问及使用云服务，但对客户存储在云服务中
的数据仍予以保留。华为云将会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向您发送提醒，提醒您续
费或充值。

宽限期和保留期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宽限期保留期。

1.4 通知说明

包年/包月产品通知机制

表 1-2 包年/包月产品通知机制

通知类型 通知介绍

即将到期通知 ● 包年/包月资源（未设置自动续费、到期转按需、到期不续费）
到期前15、7、3、1天，汇总发通知告知客户去续费；包年/包
月资源（设置到期不续费）到期前3天，汇总发通知告知客户去
续费。

● 按需资源包到期前3、1天，汇总发通知告知客户去续费。

● 预留实例到期前15、7、3、1天，汇总发通知告知客户去续费。

即将冻结通知 包年/包月资源进入宽限期第1天和冻结前6、3、1天，汇总发通知
告知客户去续费。

即将释放通知 包年/包月资源资源进入保留期第1天和资源删除前14、7、3、1
天，汇总发通知告知客户去续费。

续费提醒通知 如果同一天同时存在即将到期/冻结/释放两种以上场景需要发通
知，则统一只发续费提醒通知。

自动续费成功
通知

自动续费成功，发通知告知客户。

自动续费失败
通知

到期前7天发起的自动续费，如果自动续费失败，系统会在到期前/
冻结前5、2天及到期/冻结当天和释放前6、2天及释放当天汇总发
通知。

包年/包月资源
已释放通知

线下资源退订、线下资源到期释放时，汇总发通知告知客户资源已
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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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类型 通知介绍

包年/包月资源
开通成功通知

线下资源开通成功，汇总一小时内开通成功的资源发送一次通知告
知客户资源已开通成功。

 

按需资源欠费通知机制

按需资源欠费后，如果没有及时充值，资源将进入宽限期、保留期，直至被释放。这
期间系统会通过邮件、短信等方式发送提醒通知，通知机制如下。

表 1-3 按需资源欠费通知机制

客户级
别

通知场景 通知机制

V0 资源欠费 ● 到达结算周期时，资源变更为欠费状态，华为云会实时
发送通知提醒。

● 系统每隔1小时发送一次欠费提醒，如果连续发送三次后
您仍未缴清欠款，系统将不再发送通知。

资源释放
前

资源释放前1天发送提醒通知。

V1、V2 资源欠费 ● 到达结算周期时，资源变更为欠费状态，华为云会实时
发送通知提醒。

● 系统每隔1小时发送一次欠费提醒，如果连续发送三次后
您仍未缴清欠款，系统将不再发送通知。

资源释放
前

资源释放前1天、3天、7天发送提醒通知。

V3 资源欠费 ● 到达结算周期时，资源变更为欠费状态，华为云会实时
发送通知提醒。

● 系统每隔1小时发送一次欠费提醒，如果连续发送三次后
您仍未缴清欠款，系统将不再发送通知。

资源冻结
前

资源冻结前1天发送提醒通知。

资源释放
前

资源释放前1天、3天、7天发送提醒通知。

V4、V5 资源欠费 ● 到达结算周期时，资源变更为欠费状态，华为云会实时
发送通知提醒。

● 系统每隔1小时发送一次欠费提醒，如果连续发送三次后
您仍未缴清欠款，系统将不再发送通知。

资源冻结
前

资源冻结前1天、2天、3天发送提醒通知。

资源释放
前

资源释放前1天、3天、7天、15发送提醒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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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客户等级

登录管理控制台，在右上角用户名下单击“基本信息”，进入“帐号中心 > 基本信
息”页面查看用户级别。

1.5 账单数据存储

1.5.1 开通账单数据存储功能
客户在对象存储服务（OBS）中创建桶后，即可开通账单数据存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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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页面。

步骤4 滑动“账单数据存储”参数后面的滑动按钮，开通账单数据存储功能。

步骤5 设置对象存储桶名称。

说明

对象存储桶失效后，将自动关闭账单数据存储功能。

步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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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勾选需要导出的账单，单击“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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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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获取短信验证码”。

步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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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关闭账单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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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根据对象名称前缀来搜索账单。示例：在搜索框中输入“2020-11”，可查看2020/11
月份的账单文件。

● 月度结算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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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账单文件类型为csv文件时，如果账单数据行数超过一定阈值，会自动拆分成多个csv文件。

开通账单数据存储功能后，系统会根据您的选择自动导出如表1-4所示的数据：

表 1-4 导出账单说明

账单 账单
周期

导出数据
范围

文件名标识 文件名示例 账单页面
路径

账单文件
格式介绍

对账
单(使
用量
月账
单)

每月
3号

上月整账
期的、全
量的使用
量月账单
数据

%账号
名%_ItemPr
oductBillOv
erview_YYY
YMM

zhang**_Ite
mProductBill
Overview_2
02106_1.xlsx

账单管理
> 账单概
览

1.5.2 对账
单（使用
量账单）
文件格式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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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账单
周期

导出数据
范围

文件名标识 文件名示例 账单页面
路径

账单文件
格式介绍

流水
账单

每天 上一日的
流水账单
数据

%账号
名%_SettleB
illDetail_YYY
YMMDD

zhang**_Sett
leBillDetail_
20201103_1.
csv

账单管理
> 流水与
明细账单
> 流水账
单

1.5.3 流水
账单文件
格式介绍

资源
按账
期账
单

每天 本月所有
的资源按
账期账单
数据（不
包括导出
账单当
天）

%账号
名%_Instanc
eBillMonth_
YYYYMM

zhang**_Inst
anceBillMon
th_202011_1
.csv

账单管理
> 流水与
明细账单
> 明细账
单，统计
维度为
“资
源”，统
计周期为
“按账
期”。

1.5.4 资源
按账期账
单文件格
式介绍

每月
3号

上月整账
期的、全
量的资源
按账期账
单数据

使用
量类
型明
细账
单

每天 上一日的
使用量类
型明细账
单数据

%账号
名%_PriceFa
ctorBillDetai
l_YYYYMMD
D

zhang**_Pric
eFactorBillD
etail_202011
03_1.csv

账单管理
> 流水与
明细账单
> 明细账
单，统计
维度为
“使用量
类型”，
统计周期
为“明
细”。

1.5.5 使用
量类型明
细账单文
件格式介
绍

每月
3号

上月整账
期的、全
量的使用
量类型明
细账单数
据

%账号
名%_PriceFa
ctorBillDetai
l_YYYYMMD
D-
YYYYMMDD

zhang**_Pric
eFactorBillD
etail_202010
01-2020103
1_1.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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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1 总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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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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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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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的1中获取。

● bucketName：订阅账单使用的桶名称。可以从图1-3的2中获取。

● prefix：需要自动下载的账单。

● localFileDir：本地目录，用户保存下载的账单文件。

费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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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如何获取自动下载订阅账单的参数

1.5.2 对账单（使用量账单）文件格式介绍

账单文件说明

1. 客户订阅“使用量账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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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账单数据来源为“费用中心 > 账单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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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对账单文件。

费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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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对账单（使
用量账单）

每月3号 上月整账期的全量账单数
据。

示例：20210403导出的账
单，包含202103月份整账
期的使用量账单数据。

%账号
名%_ItemProductBillOv
erview_YYYYMM

 

账单内容说明

表 1-5 对账单参数说明-包年/包月

字段
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账期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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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

消费/
退订
时间

Strin
g

产品的消费或退订时间。包年/包月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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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0
2 08:36

订单
号

Strin
g

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的订单唯一标识号。 CS2007020
834553YB

订单
类型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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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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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购

原订
单号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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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2007071
751B1LFF

产品
类型

Strin
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云硬盘

区域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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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北京
一

产品 Strin
g

云服务的名称。 HD3型线性
云硬盘_包
月

费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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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规格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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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IO|
10.000000
GB

计费
模式

Strin
g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天

● 包月

● 包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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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月

购买
数量

Integ
er

购买资源的数量。 1

时长 BigD
ecim
al

包年/包月产品的购买数量。示例：计费模式为包
月，购买数量取值为3，表示购买3个月。

1

官网
价总
金额

BigD
ecim
al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价格。 3.5

应付
金额

BigD
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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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等各种折扣。

3.5

现金
支付

BigD
ecim
al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3.5

代金
券抵
扣

BigD
ecim
al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0

欠费 BigD
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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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备注 Strin
g

补充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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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对账单参数说明-按需

字段名
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账期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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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

产品类
型

Strin
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应用运维
管理

区域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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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北京
一

产品 Strin
g

云服务的名称。 AOS堆栈
按需

规格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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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S堆栈|
4.000000
个

计费模
式

Strin
g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天

● 包月

● 包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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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需

使用量
类型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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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长

使用量 BigD
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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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8400

使用量
单位

Strin
g

产品使用量的度量单位。 秒

官网价
总金额

BigD
ecim
al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价格。 0.93

应付金
额

BigD
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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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等各种折扣。

0.93

费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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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现金支
付

BigD
ecim
al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0.93

代金券
抵扣

BigD
ecim
al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0

欠费 BigD
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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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备注 Strin
g

补充信息。 --

 

1.5.3 流水账单文件格式介绍

账单文件说明

1. 客户订阅“流水账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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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水账单数据来源为“费用中心 > 账单 > 费用账单 > 流水账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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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流水账单文件。

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流水账单 每天 上一日的流水账单数据。

示例：20210403导出的账
单，包含20210402当天的
全量流水账单数据。

%账号
名%_SettleBillDetail_YY
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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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内容说明

表 1-7 流水账单参数说明

字段名
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账期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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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

企业项
目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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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企业项
目ID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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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账号 Strin
g

账单所属客户的账号名。 zhangsan

产品类
型编码

Strin
g

产品类型的编码。 hws.servic
e.type.ebs

产品类
型

Strin
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云硬盘

产品编
码

Strin
g

产品的编码。 hws.resou
rce.type.v
olume

产品 Strin
g

云服务的名称。 云硬盘

计费模
式

Strin
g

计费模式。

● 包年/包月-年
● 包年/包月-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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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需

费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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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消费时
间

Strin
g

消费发生的时间，包年/包月为支付时间、按需的为
话单中上报的使用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

2020-08-2
3 22:00:00
GMT
+08:00 -
2020-08-2
3 23:00:00
GMT
+08:00

使用开
始时间

Strin
g

账单条目对应使用云服务的计费开始时间。 2020-08-2
3 22:00:00
GMT
+08:00

使用结
束时间

Strin
g

账单条目对应使用云服务的计费结束时间。 2020-08-2
3 23:00:00
GMT
+08:00

订单
号/交
易号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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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b5ab2
-5a4e-4c1
6-a8ea-
bcd564d1
773f

交易时
间

Strin
g

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2020-08-2
3 23:41:33
GMT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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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账单类
型

Strin
g

账单条目的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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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退款-退订：退订的包年/包月产品产生的费用。

● 退款-变更：包年/包月产品由于资源变更（如：
降配）产生的费用。

说明
2022-08-25日之前，资源变更（如：降配）的账单类型
为：退款-退订；自2022-08-25日起（含2022-08-25
日），资源变更（如：降配）的账单类型优化为：退
款-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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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使用

区域编
码

Strin
g

区域的编码。 cn-
north-1

区域 Str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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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北京
一

官网价 BigD
ecim
al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价格。 2.0300683
2

优惠金
额

BigD
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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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抹零金
额

BigD
ecim
al

按需计费等模式中实际只扣费到最小货币单位分，分
以后不扣费直接抹去的金额。

0.0000683
2

应付金
额

BigD
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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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等各种折扣。

2.03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1 总览说明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



字段名
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现金支
付

BigD
ecim
al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2.03

信用额
度支付

BigD
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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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代金券
抵扣

BigD
ecim
al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0

现金券
抵扣

BigD
ecim
al

通过现金券抵扣费用的金额。 0

储值卡
抵扣

BigD
ecim
al

通过储值卡抵扣费用的金额。 0

欠费金
额

BigD
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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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已核销
金额

BigD
ecim
al

欠费金额中被华为抹除不需要用户偿还的金额。 0

支付状
态

Strin
g

支付的状态，包含：

● 已支付

● 未支付

● 欠费

● 已核销

● 未结算：表示未出账

● 未结清：表示已出账，未结清

已支付

 

1.5.4 资源按账期账单文件格式介绍

账单文件说明

1. 客户订阅“资源按账期账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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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源按账期账单数据来源为“费用中心 > 账单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页
面。

2. 客户从对象存储服务中选中对应的日期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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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日期文件夹，下载资源按账期账单文件。

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资源按账期
账单

每天 每天导出本月当前日之前
的所有资源按账期数据
（不包括导出当天）。

示例：20210410导出的账
单，数据范围：
20210401~20210409。

%账号
名%_InstanceBillMonth
_YYYYMM

每月3号 上月整账期的全量资源按
账期账单数据。

示例：20210403导出的账
单，包含202103月份整账
期的资源按账期数据。

 

账单内容说明

表 1-8 资源按账期账单参数说明

字段
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账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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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

企业
项目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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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企业
项目
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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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账号 String 账单所属客户的账号名。 zhang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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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产品
类型
编码

String 产品类型的编码。 hws.service.t
ype.ebs

产品
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云硬盘

产品
编码

String 产品的编码。 hws.resource.
type.volume

产品
ID

String 产品的ID号。 d5d5ba12f9e
d4d0f997ab4
8464133d24

产品 String 云服务的名称。 云硬盘

计费
模式

String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年/包月-年
● 包年/包月-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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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年/包月-月

费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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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账单
类型

String 账单条目的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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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退款-退订：退订的包年/包月产品产生的费用。

● 退款-变更：包年/包月产品由于资源变更（如：
降配）产生的费用。

说明
2022-08-25日之前，资源变更（如：降配）的账单类
型为：退款-退订；自2022-08-25日起（含
2022-08-25日），资源变更（如：降配）的账单类型
优化为：退款-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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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新购

资源
ID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e46a3ab3-
d1ca-42e4-8
4d7-
db19d17024
55

资源
名称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volume-6d23

资源
标签

String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group

SKU
编码

String SKU名称是产品的统一编号，每种产品均对应有唯
一的SKU号。

SATA

规格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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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IO|
10.0GB

父资
源ID

String 当前资源所属父资源的ID号。 -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1 总览说明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4



字段
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根资
源ID

String 当前资源的根资源ID号。资源的从属关系为：根资
源 > 父资源 > 子资源。

-

区域
编码

String 区域的编码。 cn-north-1

区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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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北京一

可用
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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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区1

官网
价

BigDe
cimal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价
格。

3

优惠
金额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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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应付
金额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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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等各种折扣。

3

现金
支付

BigDe
cimal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3

信用
额度
支付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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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代金
券抵
扣

BigDe
cimal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0

现金
券抵
扣

BigDe
cimal

通过现金券抵扣费用的金额。 0

储值
卡抵
扣

BigDe
cimal

通过储值卡抵扣费用的金额。 0

欠费
金额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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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已核
销金
额

BigDe
cimal

欠费金额中被华为抹除不需要用户偿还的金额。 0

订单
号/交
易号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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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21061515
539V0RHH6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1 总览说明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5



字段
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使用
开始
时间

String 账单条目对应使用云服务的计费开始时间。 2021-06-15
16:05:43
GMT+08:00

使用
结束
时间

String 账单条目对应使用云服务的计费结束时间。 2021-07-15
23:59:59
GMT+08:00

是否
竞价
实例

String 当前按需消费项是否为竞价实例：

● N
● Y
该字段从2021/08/01 00:00:00开始，支持查看和导
出。

N

 

1.5.5 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文件格式介绍

账单文件说明

1. 客户订阅“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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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数据来源为“费用中心 > 账单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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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文件。

费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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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使用量类型
明细账单

每天 上一日的使用量类型明细
账单数据。

示例：20210403导出的账
单，包含20210402当天的
使用量类型明细数据。

%账号
名%_PriceFactorBillDet
ail_YYYYMMDD

每月3号 上月整账期的全量使用量
类型明细账单数据。

示例：20210403导出的账
单，包含202103月份整账
期的使用量类型明细数
据。

%账号
名%_PriceFactorBillDet
ail_YYYYMMDD-
YYYYMMDD

 

账单内容说明

表 1-9 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参数说明

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账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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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

企业项目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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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企业项目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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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账号 String 账单所属客户的账号名。 zhangsan

产品类型编
码

String 产品类型的编码。 hws.service
.type.aom

产品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应用运维管
理

产品编码 String 产品的编码。 hws.resour
ce.type.ao
m.alarmrul
eai

产品ID String 产品的ID号。 00301-215
1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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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产品 String 云服务的名称。 智能阈值规
则数量

计费模式 String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
值。

● 包年/包月-年
● 包年/包月-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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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需

消费时间 String 消费发生的时间，包年/包月为支付时间、按
需的为话单中上报的使用生效时间和失效时
间。

2020-08-2
3 22:00:00
GMT
+08:00-202
0-08-23
23:00:00
GMT
+08:00

使用开始时
间

String 账单条目对应使用云服务的计费开始时间。 2020-08-2
3 22:00:00
GMT
+08:00

使用结束时
间

String 账单条目对应使用云服务的计费结束时间。 2020-08-2
3 23:00:00
GMT
+08:00

订单号/交
易号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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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b5ab2-
5a4e-4c16-
a8ea-
bcd564d17
73f

交易时间 String 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2020-08-2
3 23:41:33
GMT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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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账单类型 String 账单条目的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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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退款-退订：退订的包年/包月产品产生的费
用。

● 退款-变更：包年/包月产品由于资源变更
（如：降配）产生的费用。

说明
2022-08-25日之前，资源变更（如：降配）的
账单类型为：退款-退订；自2022-08-25日起
（含2022-08-25日），资源变更（如：降配）
的账单类型优化为：退款-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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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使用

资源ID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aombilling
-
alarmrulea
i-
a410b0d62
68a48e394
6a84c4a39
c8a00.0

资源名称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

资源标签 String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group

SKU编码 String SKU名称是产品的统一编号，每种产品均对应
有唯一的SKU号。

aom.alarm
rule.ai.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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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规格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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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版智能
阈值规则

AOS堆栈|4
个

区域编码 String 区域的编码。 cn-north-1

区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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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北京
一

可用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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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区1

使用量类型
编码

String 使用量类型的编码。 aom.count

使用量类型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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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单价 BigDe
cimal

产品用量的单价，如¥5。 0.15

单价单位 String 产品用量定价的用量单位，GB/小时、Mbps/
小时、GB等。

元/10,000
个(次)

使用量单位 String 产品使用量的度量单位。 Byte

使用量单位
(定价量纲)

String 产品上架时定价采用的使用量单位。 GB

使用量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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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用量(定
价量纲)

BigDe
cimal

按照产品上架时定价采用的使用量单位展示使
用量。最多保留小数点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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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
009

套餐内使用
量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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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时不再单独收费。

--

套餐内使用
量(定价量
纲)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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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保留小数点后10位，截断处
理。

--

预留实例内
使用量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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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量不再单独收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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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预留实例内
使用量(定
价量纲)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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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保留小数点后10位，截
断处理。

0

使用量转换
比率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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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

官网价 BigDe
cimal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
价格。

0.15

优惠金额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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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应付金额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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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种折扣。

0.15

现金支付 BigDe
cimal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0.15

信用额度支
付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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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代金券抵扣 BigDe
cimal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0

现金券抵扣 BigDe
cimal

通过现金券抵扣费用的金额。 0

储值卡抵扣 BigDe
cimal

通过储值卡抵扣费用的金额。 0

欠费金额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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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已核销金额 BigDe
cimal

欠费金额中被华为抹除不需要用户偿还的金
额。

0

优惠类型 String 当前消费项使用的折扣优惠类型。

● 促销折扣

● 商务合同折扣

● 渠道商务合同折扣

● 严选商品折扣

该字段从2020/11/15 00:00:00开始，支持查
看和导出。

商务合同折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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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优惠信息 String 对“优惠类型”的补充描述。

● 折扣率

● 固定单价

● 减免

该字段从2021/08/01 00:00:00开始，支持查
看和导出。

折扣率：
70%

订单类型 String 包年/包月产品的订单类型：

● 新购

● 续费

● 退订

● 变更

● 补偿：通过为客户续订订单的方式进行的
一种补偿。

● 包年/包月转按需

● 按需转包年/包月

● 试用

● 转商用

● 费用调整：订单调整，包含正向调整和逆
向调整。

● 退货

● 换货

新购

订单数量 String 订单的数量。 2

订单周期数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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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订单周期单
位

String 订单周期的单位。 年

RI购买小时
数

String 预留实例的购买小时数。

该字段从2021/08/01 00:00:00开始，支持查
看和导出。

100

退订原因 String 订单退订的原因描述。

该字段从2021/08/01 00:00:00开始，支持查
看和导出。

--

退订手续费 BigDe
cimal

退订订单的手续费。 10.11

原订单号 String 退订订单所对应的原订单唯一标识号。 CS2007020
834553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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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取值示例

是否竞价实
例

String 当前按需消费项是否为竞价实例：

● N
● Y
该字段从2021/08/01 00:00:00开始，支持查
看和导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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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订单管理

2.1 待支付订单

2.2 续费管理

2.3 我的订单

2.4 退订与退换货

2.1 待支付订单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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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不能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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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合并支付订单中有订单的订单状态为“待确认”，则提示订单待确认。如果是客
户，请联系客户经理到CRM系统确认订单；如果是客户经理，则可单击“返回
CRM”确认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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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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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使用API查询订单可用优惠券请参见“查询订单可用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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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在线组合支付、合作伙伴代付。

a. 余额支付：选择余额支付，单击“确认付款”，支付完成。

说明

▪ 账户余额不足时，用户可以先 充值 后再支付，充值详细操作步骤可参见账户充
值。

▪ 企业用户可以通过申请线上合同向公司请款。若订单使用了折扣，请确保在折扣
有效期内完成请款，避免优惠金额失效。申请线上合同请款详细操作步骤，请参
见如何申请请款合同。

b. 在线支付：选择在线支付，单击“去在线支付”，跳转到华为云收银台，选
择在线支付方式（支付宝、微信、银联、Huawei Pay等）后，单击“确认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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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只有签约主体为“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或“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时才支持
在线支付，其他签约主体，不支持在线支付。

▪ 平台支付选择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确认支付后，弹出二维码，需打开手机支付宝或
微信扫码付款，完成支付。

▪ 平台支付选择Huawei Pay确认支付后，弹出二维码，需打开华为钱包APP扫码付
款，完成支付。仅当签约主体为“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时，才支持Huawei
Pay支付。

▪ 平台支付选择银联在线支付确认支付后，跳转到银联支付页面，输入卡号或登录
银联账号付款，完成支付。

▪ 个人网银支付时，页面上选择银联支付，确认支付后跳转银联支付页面，选择支
付银行，单击“到网上银行支付”，跳转到相应的银行支付平台输入银行卡相关
信息后，完成支付。

▪ 企业网银支付时，页面上选择银联支付或支付银行，跳转到相应的银行支付平台
输入银行卡相关信息后，完成支付。

c. 余额+在线组合支付：选择余额支付时，输入余额支付金额小于订单应付金额
时，需同时勾选在线支付剩余应付金额。单击“去在线支付”，跳转到华为
云收银台。请参见如何在线支付。

说明

当客户在“安全设置＞敏感操作”里面开启操作保护后，余额+在线组合支付订单，
且支付金额都不为零的情况下，需要输入验证码进行身份验证才能支付成功。可参见
支付订单需要身份验证吗？如何关闭身份验证？。

d. 合作伙伴代付：选择合作伙伴代付，并单击“请他付款”，申请伙伴支付订
单。申请成功后，系统会以短信和邮件形式通知合作伙伴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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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客户申请由合作伙伴提交并支付订单时，不能使用自己帐号下的优惠券。

▪ 合作伙伴代付适用范围请参见如何申请合作伙伴支付订单。

----结束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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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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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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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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订单中含硬件
产品，则订单详情还包含订单的物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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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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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若订单是客户经理在合同内进行代客下单的，客户可在订单详情页面单击“合同名称”进
入合同详情页面查看合同及订单信息。

● 当硬件订单为“待支付”时，待支付订单详情页面用户可以支付订单、申请修改
地址、取消订单、设置延后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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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2.1.4 申请修改地址
硬件订单处于待支付状态时，客户可以申请修改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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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地址的硬件订单。

步骤3 单击订单记录所在行的“申请修改地址”。

步骤4 可新增收件地址；或选择已存在的地址，将鼠标放在已存在的地址上，单击“编辑”
修改收货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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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编辑收货地址信息后单击“保存”。

----结束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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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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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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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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续费管理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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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2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2

https://account.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userindex/exportRecords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am_faq/iam_01_060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renewals_topic_1000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renewals_topic_2000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period/zh-cn_topic_008667107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period/zh-cn_topic_008667107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renewals_topic_4000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renewals_topic_50000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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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的资源，在续费列表“倒
计时”查看资源具体的到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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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手动续费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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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资源进入宽限期或保留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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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条件

只有通过实名认证的客户，才可以执行续费操作。

规则说明

续费限制说明：

1. 按需资源和竞价实例资源不可续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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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已退订或释放的资源不可续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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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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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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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续费。

7. 订单正在处理中，不支持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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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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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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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套餐有续费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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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套餐无续费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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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进行批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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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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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如需对域名续费，可单击页面右上角“域名续费”快捷入口，进入控制台进行续费操作。请参见
“如何域名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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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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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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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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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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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时长取交集最小值，但如果都包含一年则优先默认一年；

4. 包年产品续费时长最小值大于一年时取最小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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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源续费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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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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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对续费体验进
行评价。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2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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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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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及每个月最后一天），不支持统一到月
份。

●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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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时长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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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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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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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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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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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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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2.2.3 自动续费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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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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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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进行批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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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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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态势感知（SA）

● 虚拟专用网络（VPN）

● 弹性公网IP（EIP）

● 云桌面（Workspace）

注：请以续费页面展示为准。

相关规则说明
● 支付方式：

自动续费支持现金余额扣款，同时也支持使用折扣优惠、代金券、储值卡和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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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券（每次
可使用多张）→储值卡（每次可使用多张）→账户余额（先扣现金额度后扣信用
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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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自动续费时，系统匹配到折扣优惠、代金券、现金券、储值卡都满足要求，则
按使用顺序同时使用。

例如：自动续费应付金额为2000 元，系统查询到有商务折扣9折，代金券100
元，现金券100 元，储值卡500 元，且都满足使用条件，则系统同时使用折扣、
代金券、现金券、储值卡，再结合账户余额自动扣费，实付金额
=2000*0.9-100-100-500=1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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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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最优折扣（计算出来的订单金额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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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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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生效时间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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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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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促销折扣（7.5折，生效时间：2020年11月25日）结合商务授权折扣（8折）
进行比较，选择最优折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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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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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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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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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选择最优折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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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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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选择本月到期且余额最大的代金券，结合账户余额（含信用）支付；

b. 如果上一步未支付成功，则选择非本月到期且余额最大的代金券，结合账户余额
（含信用）支付。

c. 在自动续费扣款，系统选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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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 客户A 2020/8/20需支付的自动续费金额为50元，账户余额为80元，客户A没有可
使用的现金券，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10元代金券；

b. 2020/8/31到期的20元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50元代金券。

自动续费扣款时，将使用20元代金券，账户余额支付30元。

● 客户B 2020/8/20需支付的自动续费金额为50元，账户余额为20元，客户B没有可
使用的现金券，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20元代金券；

b. 2020/9/30到期的50元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60元代金券。

自动续费扣款时，本月到期的20元代金券加上账户余额20元，无法抵扣自动续费
金额，所以系统将使用60元代金券抵扣续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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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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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持现金余额充足。
自动续费扣款因账号中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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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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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 ，即ECS 01将于2020年9月2日23:59:59过后被释放。（客户宽限
期和保留期时长设定，请参见宽限期和保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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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中余额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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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
03:00，如账号余额还是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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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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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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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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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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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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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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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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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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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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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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4 单击“确认”。

----结束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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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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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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4 单击“确认”。

----结束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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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2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0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renewals_topic_20000002.html
https://account.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userindex/renewalManagement


步骤3 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日，勾选提示说明，单击“确定”。

----结束

2.2.4 再次购买

按需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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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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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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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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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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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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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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2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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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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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如何变更资源计费模式

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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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条件

只有通过实名认证的客户，才可以执行按需转包年/包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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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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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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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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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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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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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只有通过实名认证的客户，才可以执行到期转按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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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下架的产品，不支持进行到期转按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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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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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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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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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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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账户余额或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费用支
付；降配产生的费用将自动回退至您的华为云账户余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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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最终变更费用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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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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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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自然月的最大天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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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最大天数）+2（９
月份和10月份为整月）+15（11月份剩余天数）／30（11月份最大天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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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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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年，包月的价格为
11元/月，客户总共使用余额支付328 元，实付金额为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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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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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续订8个月订单升配费用=(400/36）
*[(242/365)*12]-11*[(242/365)*12]=0.88 元
续订1年订单升配费用=(400/3)*1-120*1=13.33 元
因此，最终总升配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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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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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2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1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illing_faq/unpaidorder_faq_000000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illing_faq/unpaidorder_faq_0000004.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icing.html#/ecs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icing.html#/e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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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配置B（8GiB）的价格为150 元/月，客户购
买配置A使用余额支付120 元，实付金额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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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配置B的价格为100 元/月，客户升级配置B价格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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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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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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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使用3个月，则剩余周期价值 =
（10000/3）*2.75=9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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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自然月的最大天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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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返回储值卡、现金券，不会返还代金券、
折扣券。

例如：客户在购买云硬盘时实付金额100 元，其中使用余额支付60 元、储值卡支
付30 元、现金券抵扣10 元。一段时间后降配，降配退款金额为30元，将根据购
买时使用余额、储值卡、现金券支付比例6:3:1，分别退款30*0.6=18 元 至账户余
额，30*0.3=9 元 至储值卡，30*0.1=3 元 至现金券。若降配退款时储值卡或现金
券已失效，则退还至储值卡或现金券的金额也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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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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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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最优折扣（计算出来的订单金额最低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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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生效时间最近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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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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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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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客户使用余额支付120 元，实付金额为120 元。

在 2018/11/24 将配置降配为配置C，价格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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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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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客户使用代金券支付60 元，余额支付60 元，实付金额为60
元。

在2018/11/24 将配置降配为配置C，价格为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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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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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在2018/11/24 将配置降配为配置C，价格为90 元/月，适用合同商务折扣，
折扣后价格为90*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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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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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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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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自然月的最大天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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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使用余额支付3.5 元。匹配到的容量单价为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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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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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条件

只有通过实名认证的客户，才可以释放宽限期或保留期的资源。

注意事项

● 释放资源，不限制释放次数，且不占用5天无理由退订的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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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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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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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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4 查看待释放资源的信息，单击“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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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确定”，释放资源。

----结束

2.2.9 如何导出续费清单

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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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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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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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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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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导出续费资源数为100。

步骤4 选择续费时长，确认配置费用和优惠详情后单击“导出”。

步骤5 导出后页面直接跳转到“导出记录”，单击操作栏“下载”，下载续费清单文件。

----结束

2.2.9.2 导出待续费价目表

客户可导出所有待续费资源的价目表，单次最大导出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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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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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我的订单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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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支付云服务订单，选中“云服务”页签。

● 若支付硬件订单，选中“硬件”页签。硬件订单可通过订单类型、订单状态进行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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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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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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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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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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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订单自动支付不支持月末结
算。同时也支持使用折扣优惠、代金券、储值卡和现金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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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券或储值
卡（每次可使用多张，可同时使用）→账户余额（先扣现金额度后扣信用额度）
或月末结算（硬件订单除外）

若自动支付时，系统匹配到折扣优惠、代金券、储值卡和现金券都满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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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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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最优折扣（计算出来的
订单金额最低的折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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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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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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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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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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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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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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比较，选择最优折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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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选择余额最大的，如
果余额最大的券不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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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选择余额最大的券。每次最多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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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订单除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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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账户余额为80
元，不支持月末结算，没有可使用的现金券和储值卡，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10元代金券；

b. 2020/8/31到期的20元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50元代金券。

自动支付扣款时，将使用20元代金券，账户余额支付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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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账户余额为20
元，不支持月末结算，没有可使用的现金券和储值卡，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20元代金券；

b. 2020/9/30到期的50元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60元代金券。

自动支付扣款时，本月到期的20元代金券加上账户余额20元，无法抵扣自动支付
金额，所以系统将使用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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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账户余额为20
元，支持月末结算，没有可使用的现金券和储值卡，有以下代金券：

a. 2020/8/31到期的10元代金券；

b. 2020/8/31到期的20元代金券；

c. 2020/9/30到期的50元代金券。

自动支付扣款时，本月到期最大的20元代金券，系统将使用20元代金券和月末结
算支付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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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取消
客户可以进入我的订单页面取消待支付订单。硬件订单申请退换或换货后，订单处于
待审核状态或待快递上门取货状态，客户也可申请取消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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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取消云服务订单，选中“云服务”页签。

● 若取消硬件订单，选中“硬件”页签。硬件订单可通过订单类型、订单状态进行
过滤。

步骤3 在订单页面找到该订单，单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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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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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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订单中含硬件
产品，则订单详情还包含订单的物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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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查看云服务订单，选中“云服务”页签。单击“包年/包月”可查看包年/包月订
单，单击“按需”可查看按需订单。

● 若查看硬件订单，选中“硬件”页签。硬件订单可通过订单类型、订单状态进行
过滤。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2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3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api-oce/api_order_00014.html
https://account.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userindex/my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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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若订单是客户经理在合同内进行代客下单的，客户可在订单详情页面单击“合同名称”进
入合同详情页面查看合同及订单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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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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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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新购硬件订单为“待支付”时，订单详情页面用户可以支付订单、申请修改地
址、取消订单、设置延后发货等。

● 当新购硬件订单为“待发货”时，订单详情页面用户可以申请取消发货、申请修
改地址、设置延后发货等。

● 当新购硬件订单为“已完成”时，订单详情页面用户可以退货、换货，查看交易
记录跟踪、安装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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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硬件退货/换货订单处于待审核状态或待快递上门取货状态时，在订单详情页面
用户可以取消订单等。

----结束

2.3.5 申请修改地址
硬件订单处于待支付或待发货状态时，客户可以申请修改地址。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

步骤2 选中“硬件”页签，可根据订单类型、订单状态（待发货、待支付）筛选订单，也可
根据选择创建时间、输入订单号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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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需要修改地址订单行操作栏“申请修改地址”或“更多＞申请修改地址”。

步骤4 可新增收件地址或选择已存在的地址，将鼠标放在已存的地址上，单击“编辑”修改
收货地址。

步骤5 编辑收货地址信息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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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2.3.6 申请取消发货
硬件订单处于待发货状态时，可以申请取消发货。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

步骤2 选中“硬件”页签，可根据订单类型、订单状态（待发货）筛选订单，也可通过选择
创建时间、输入订单号搜索。

步骤3 单击需要取消发货订单列表操作栏“申请取消发货”或“更多>申请取消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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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客户申请取消发货后，系统自动发起退款。可在订单状态为“已取消”列表中找到该订单，单击
该订单行操作栏“查看退款”，进入详情页面查看退款进度。

步骤4 查看确认提示，单击“确定”。

----结束

2.3.7 申请退换货

客户购买硬件商品收到货物后，可以对已完成的硬件订单申请退换货。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

步骤2 选中“硬件”页签，可根据订单类型（新购）、订单状态（已完成）筛选订单，也可
通过选择创建时间、输入订单号搜索。

步骤3 单击需要申请退换货的订单列表操作栏“申请退换货”或“更多>申请退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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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进入“硬件退换货>可退换”页面，可进行退货或换货操作。详情可参见“退货/换
货”。

说明

● 已申请退换货的订单，可单击该订单行操作栏“退换货记录”，可弹出退换货记录信息，单
击订单号进入详情页面查看退换货进度。

● 若客户拒绝签收货物，系统自动发起退款。可单击该订单行操作栏“退换货记录”，可弹出
退换货记录信息，单击订单号进入详情页面查看退换货进度。

----结束

2.3.8 修改发货时间

硬件订单处于待支付、待审核、待发货状态，客户可以修改发货时间。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进入“硬件”页签，可根据订单类型（新购）、订单状态（待支付或
待审核或待发货）筛选订单，也可通过选择创建时间、输入订单号搜索。

步骤3 单击订单行操作栏“详情”。

步骤4 进入订单详情，单击“设置延后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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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选择发货时间，单击“确定”。

----结束

2.3.9 评价
支持客户对部分新购已完成的硬件订单进行评价。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进入“硬件”页签，可根据订单类型（新购）、订单状态（已完成）
筛选订单，也可通过选择创建时间、输入订单号搜索。

步骤3 单击订单行操作栏“评价”或“更多>评价”，进入评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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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可对商品质量、交付速度和服务质量进行亮星（1~5颗星），单击选择商品标签、输入
评论意见、上传图片（以上三项内容可选填），完成后单击“发表评论”。

步骤5 评论发表后，进入审核中。可修改评价或删除评价。

步骤6 评价审核通过后，可修改评价、追加评价或删除评价。

说明

● 若评价审核不通过，客户可在当前页面查看驳回原因，并可重新发表评价。

● 评价审核通过后，可在硬件商品的购买页面展示评价内容，且对所有人可见。

● 修改评价或追加评价提交后，都将进入审核中。追加评价审核通过后，不能再次追加评价；
追加评价审核不通过，可重新追加评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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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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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只需导出“云服务”订单：单击“云服务”页签，单击“包年/包月”可导出包
年/包月订单，单击“按需”可导出按需订单。设置查询条件后，单击列表左上角
的“导出全部”。

● 若只需导出“硬件”订单：单击“硬件”页签，设置查询条件后，单击列表右上
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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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 订单状态说明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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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退换货后需要审核才能完成退款，退
订/退换货申请提交之后审核退款或换货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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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发货 硬件订单支付完成后，卖家发货之前的状态

待收货 硬件订单卖家发货之后，买家收货之前的状态

待上门取货 硬件订单申请退货/换货之后，快递上门取货之前的状态

换新中 硬件订单申请换货后，卖家发货之前的状态

待卖家签收 硬件订单申请退货/换货并寄出货物后，卖家收货之前的状
态

 

2.4 退订与退换货

2.4.1 云服务退订

2.4.1.1 云服务退订规则概览

云服务退订主要分为四个场景：退订使用中的资源、退订未生效的资源、退订续费周
期、退订创建/变更失败的资源。

其中退订使用中的资源、退订未生效的资源、退订续费周期时均有可能涉及到大额退
订（退订金额超过5万元），其注意事项请参见大额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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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退订使用中的资源：

– 非五天无理由退订：需要收取手续费、已消费金额，不退还已使用代金券和
折扣券。若订单使用现金券和储值卡支付，则现金券、储值卡抵扣金额仅部
分可退，需要扣减已发生费用和退订手续费。具体规则及操作步骤请参见非
五天无理由退订。

说明

若退订订单时，储值卡已失效，则退回的储值卡抵扣金额失效。

– 五天无理由退订：全额退还实付金额、已使用的代金券，不退还已使用的折
扣券。若订单使用现金券和储值卡支付，则现金券、储值卡抵扣金额全额可
退。具体规则及操作步骤请参见可五天无理由退订。

– 不可退订：如域名、云会议、welink等云服务是不支持退订的，具体请参见
不可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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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退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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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订单使用现金券和储值卡支付，则现金券、储值卡抵扣金
额全额可退。

– 不可退订：未生效的资源若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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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使用现金券购买的资源或云市场订单或伙伴代付
订单）等”任一情况，则不可退订。

3. 退订续费周期：

退订续费周期指只能退订未生效的续费周期部分，已生效的续费周期只能退订资
源。

– 可退订：退订未生效的续费周期不收取手续费，退返已使用的代金券，不退
还已使用的折扣券。若订单使用现金券和储值卡支付，则现金券、储值卡抵
扣金额全额可退。

– 不可退订：存在带宽加油包、云速建站、续费订单参与了活动、促销、已开
发票（使用现金券支付的续费订单或云市场续费订单或伙伴代付续费订单）
等情况不允许退订续费周期。

4. 退订创建/变更失败的资源：

资源创建失败系统会自动退订，不收取退订手续费，不扣已消费金额，退返代金
券。若订单使用现金券和储值卡支付，则现金券、储值卡抵扣金额全额可退。

2.4.1.2 退订使用中的资源

2.4.1.2.1 退订使用中的资源说明

退订使用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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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资源已经续费，则正在使用的部分和未生效的续费部分会同时退订。

退订资源有以下三种情况：非五天无理由退订、可五天无理由退订、不可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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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解决方案组合产品和小颗粒套餐只支持整体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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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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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连同绑定
的40GB通用型SSD系统盘一起退订，VPC网络可选择单独退订。

3. 新购资源开通存在部分成功部分失败的场景，开通失败的资源自动退订，退订开
通成功的资源有如下三种情况：

– 若账号下已五天无理由退订的资源个数未超过10个，则五天内退订开通成功
的资源属于五天无理由退订，且占用五天无理由退订资源个数；

– 若账号下已五天无理由退订的资源个数超过10个，则五天内退订开通成功的
资源仍属于非五天无理由退订，需要收取手续费、已消费金额，不退还已使
用代金券和折扣券。

– 超过五天后退订开通成功的资源，为非五天无理由退订，需要收取手续费、
已消费金额，不退还已使用代金券和折扣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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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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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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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后，未放入回收站的资源会被删除并无法找回数据，请谨慎操作。

● 如果订单是通过第三方在线支付（如微信、支付宝）退款会返还到华为云账
户；若是云闪贷支付，云闪贷首付款金额会先退还至银行，银行扣除本金和利
息后，剩余金额再退还至您的账户。

● 页面中间有关于5天无理由退订的剩余退订资源个数提示，请注意查看。

2.4.1.2.2 非五天无理由退订

资源开通超过5天或退订资源的个数当年超过10个后，属于非5天无理由退订。

退订规则

1. 非五天无理由退订需要收取手续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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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现金、现金券和储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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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退款金额以退订
页面显示的为准（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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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金券抵扣的金额，但
不包含客户通过代金券抵扣的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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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金券手续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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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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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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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消费时长≤4
年

4年＜实
际消费时
长≤5年

5年预
付费产
品

实付金
额×
30%

实付金额×
40%

实付金额×
30%

实付金额×
15%

实付金额
×20%

4年预
付费产
品

实付金
额×
30%

实付金额×
40%

实付金额×
20%

实付金额×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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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年、5年预付费产品如下表2所示。

表 2-4 4 年、5 年预付费产品

服务 系列 区域

ECS S6系列 华北-北京四、华东-上
海二、华南-广州

VPC 全动态BGP弹性公网
IP、全动态BGP独享带
宽、共享带宽

华北-北京四、华东-上
海二、华南-广州

EVS 超高IO云硬盘、高IO云
硬盘、普通IO云硬盘

华北-北京四、华东-上
海二、华南-广州

CBR 全系列 中国站

 

示例1：如图1所示

客户于2022/8/23 购买了一块包月云硬盘（EVS），到期时间为2022/9/23，
订单应付金额90.00元，实付金额90.00元，使用现金账户支付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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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2 客户对 EVS 进行退订，实际消费时长为10天，剩余天数为22天，
订单总时长为32天。

退订手续费=实付金额 ×10%=90.00×10%=9.00元

已消费金额=现金账户支付金额×（实际消费时长/订单总时长）=90.00×
（10/32）=2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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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28.13-9.00=5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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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退订费用计算示例 1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退订与退换货>云服务退订”页面。

步骤2 选中“退订使用中的资源>非五天无理由退订”页签。

步骤3 根据实际情况可单个资源退订或批量退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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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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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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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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2.4.1.2.3 可五天无理由退订

新购的资源（不包含续费周期、未生效资源）在开通五天内且当年已退订资源未超过
10个，此资源符合5天无理由全额退订。

退订规则

1. 部分云服务新购5天内，支持五天无理由退订，全额退还实付金额、已使用的代金
券，不退还已使用的折扣券。每个账号在一个自然年内（1月1日-12月31日），可
对10个资源进行五天无理由全额退订。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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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A于2020/10/20 购买了一台弹性云服务器ECS 01，购买时长为1个月，订单
金额为100.00元，应付金额为100.00元，代金券抵扣20.00元，现金账户支付
80.00元。（客户A在2020年12月31日前还可以进行 6 个资源5天无理由全额退
订，已使用的代金券失效时间为2020/12/31 23:59:59。）

2020/10/22 客户A对ECS 01进行退订，退订金额=应付金额=100.00元，其中退还
现金账户80.00元，退还代金券20.00元。

2. 促销活动中说明“不支持五天无理由退订”的云服务，无法申请五天无理由退
订。

3. 如客户存在恶意退订行为，华为云有权取消其五天无理由退订权利并收取相应费
用。

4. 五天无理由退订资源个数计算规则：

– 支持资源维度退订的云服务按照退订资源数量计算，绑定关系资源退订按1个
资源计算。

示例1：客户A一个订单购买10个云硬盘，在开通的5天内全部退订，此时5天
无理由退订资源个数计为10个。

示例2：客户B购买了一台包月弹性云服务器，并且绑定2块云硬盘，配置了
VPC网络，在开通5天内全部退订，此时5天无理由退订资源个数计为2个，如
图。

– 不支持资源维度退订的云服务，属于同一个订单的所有资源按1个资源计算。

示例：客户C一个订单购买10个云桌面，全部退订，5天无理由退订资源个数
计为1个。

– 解决方案产品按照订单维度退订，整个订单所有资源按1个资源计算。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退订与退换货>云服务退订”页面。

步骤2 选中“退订使用中的资源>可五天无理由退订”页签。

步骤3 单击退订资源所在行的“退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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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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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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2.4.1.2.4 不可退订

属于以下任一情况的资源不支持退订。客户可进入“退订与退换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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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Cloud按需资源包产品（含1元优惠套餐、1000元基础套餐、园区套
餐）；

– 一次性收费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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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需资源包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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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户以代售模式关联经销商后，不可以退订之前使用储值卡购买的资源；

– 云市场云服务或伙伴代付订单，开发票后不允许退订；

– 使用现金券购买的华为云云服务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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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硬件KEY”产品购买后，在未下载前可以取消交易，已下载不支持退订。

2. 云市场不可退订的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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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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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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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云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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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elink

17 SSL证书管理服务SCM

 
5. 以下几类资源不会在“费用中心>退订与退换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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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硬件产品不会在费用中心“云服务退订”展示出来。硬件产品请进入“费用
中心>退订与退换货>硬件退换货”进行退货/换货。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退订与退换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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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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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生效的资源不可退订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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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现金券购买的资源或云市场订单或伙伴代付订单，开票后不允许退订；

● 参加促销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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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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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订与退换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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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实际情况可单个资源退订或批量退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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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击“展开明细金额”查看详细的退订金额明细，选择退订原因
后，单击“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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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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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只能退订未生效的续费周期部分，已生效的续费周期只能退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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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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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非5天无理由退订。

示例：

客户C于2020/10/20 购买了一台弹性云服务器ECS 03，购买时长为1个月。

2020/11/01，客户C对ECS 03进行续费，续费时长为1个月，订单金额为100.00元，应
付金额为100.00元，代金券抵扣20.00元，现金账户支付80.00元。（已使用的代金券
失效时间为2020/12/31 23:59:59）

2020/11/05，客户C对ECS 03的未生效续费周期进行退订，退订金额=应付金额=100.0
元，其中退还现金账户80.00元，退还代金券20.00元。

续费周期不可退订场景
● 续费周期生效前，若进行了变更操作，只能退订资源，不能退订续费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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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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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速建站不允许退订续费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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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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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等，不允许退订续费周期。

● 使用现金券支付的续费订单或云市场续费订单或伙伴代付续费订单，开发票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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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订与退换货>云服务退订”页面。

步骤2 选中“退订续费周期>可退订”页签。

步骤3 根据实际情况可退订单个续费周期与批量退订续费周期：

● 退订单个续费周期：单击退订续费周期资源所在行的“退订续费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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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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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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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查看退订确认提示，在“退订”确认提示框中，单击“退订”。

步骤6 退订申请提交成功。单击“订单详情”链接，可跳转到“我的订单”中查看退订的处
理进度。也可对退订体验进行评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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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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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6 云服务退订字段说明

参数 说明

已消费金额 客户购买云服务订单生效至订单退订时，期间内消费的金额。已消
费金额= 订单实付金额×（实际消费时长/订单总时长）。

退订手续费 客户购买云服务发生退订时，华为云向客户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
这里指非五天无理由退定的场景。退订手续费的计算请参见非五天
无理由退订。

退款金额 客户购买云服务发生退订时，华为云退给客户的金额。退款金额=
订单实付金额－已消费金额－退订手续费。

 

2.4.2 硬件退换货

2.4.2.1 退货/换货

客户收到硬件产品后，如因质量问题或故障，在签收时间5天内可申请退货，15天内可
申请换货（都需人工复核审批）。质保期内按照产品包装中的保修说明提供退换货服
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退订与退换货>硬件退换货”页面。

步骤2 默认进入“可退换”页签。

步骤3 申请退货或换货。

1. 单击待退换货硬件所在行的“退货”或“换货”。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2 订单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order_topic_900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zh-cn_topic_008313880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zh-cn_topic_0083138805.html
https://account.huaweicloud.com/usercenter/?locale=zh-cn#/ordercenter/userindex/hardwareAfterSale


2. 选择要退换货的产品、退换货原因、上门取件联系信息、上传证明图片。

3. 单击“申请退货”或“申请换货”。

说明

1. 人工审核通过后，快递根据客户填写的联系信息上门取件。

2. 华为云收到退货后，会给用户发送退货已签收通知。退货完成后，华为云会给用户发送
退货已完成通知。

----结束

2.4.2.2 查看退换货记录

客户申请退货或换货后，可查看退换货记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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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退订与退换货>硬件退换货”页面。

步骤2 选中“可退换”或“不可退换”页签，单击待查看退换货记录订单行操作栏“退换货
记录”。

步骤3 页面弹出退换货记录信息，可查看原购买订单的退换货交易记录跟踪信息，单击订单
号进入订单详情页面。

----结束

2.4.3 退款资金流向
云服务退订、资源降配退款或硬件商品退货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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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华为云账户余额支付或第三方在线支付（如支付宝、微信、网银等）的订
单，退订款项会退至您的华为云账户余额；如您的订单是通过合作伙伴代付，退
订款项会退至您关联的合作伙伴华为云账户余额；如您的订单是通过云闪贷支
付，云闪贷首付款金额会先退还至银行，银行扣除本金和利息后，剩余金额再退
还至您的华为云账户余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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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退回至
华为云账户（退款仅指用户以现金或储值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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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退订款项退至华为云账户余额后，如有需要提现，操作步骤参见余额提现，
提现到账时间请参见 提现要多久？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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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至您的账户余额。如您需要紧急审批，可联系客服或您的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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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源包

客户订购的资源包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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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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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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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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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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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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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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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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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同
时支持电话语音通知提醒，该开关默认关闭，如您需要该提醒方式，请单击页面

右上角 ，在“消息中心”选择“消息接收管理 > 语音接收设置”，勾选“资
源包使用量预警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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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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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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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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多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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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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金管理

4.1 收支明细

4.2 充值还款

4.3 余额提现

4.4 云闪贷

4.5 资金管理字段说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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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支持查看和
导出自2019年1月以来的收支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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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明

单击“交易类型”右侧的 ，可以根据设置的过滤条件查看收支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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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查看消费详情

当交易类型为“消费”或“退款”时，单击订单号/交易号，页面跳转到“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 > 流水账单”。客户可在该页面查看该笔消费的流水账单。

当交易类型为“保证金”时，单击订单号/交易号，页面跳转到“订单管理 > 我的订单
> 云服务 > 按需 > 详情”。客户可在该页面查看该笔订单的详细信息。

客户等级为V0~V2的华为云直销(包含顾问销售类子客户)预付费客户开通按时长计费
的按需资源时，华为云会冻结该客户账户的一定金额作为保证金，对应订单在“收支
明细”列表中的交易类型为“保证金-冻结”。保证金从客户储值卡或者现金账户余额
中扣取。扣款顺序为：先扣储值卡，后扣现金账户余额。保证金金额为客户完整使用
一个计费周期资源的官网价。

保证金冻结后，如下三种场景可以解冻保证金，并在“收支明细”列表中，会生成一
条“交易类型”为“保证金-解冻”的交易记录。

● 客户释放资源

● 客户资源开通失败

● 保证金冻结24小时以后客户未释放资源

在解冻保证金时，若该资源欠费，解冻的保证金优先抵扣该资源的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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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收支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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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充值还款

4.2.1 账户充值
当创建新帐户或账户余额不足时，客户可以对充值账户进行充值操作。

注意事项

客户可在“总览”页面设置余额预警，低于设定金额系统会发送短信提醒。

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可以选择为顾问销售模式，还是代售模式：

● 顾问销售模式，客户账户余额为充值所得，订单由自己支付或由伙伴代支付。

● 代售模式，客户账户余额为合作伙伴拨款所得，客户不能进行提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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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充值金额”后设置充值金额。

b. 单击“下一步”，根据选择的充值方式跳转到对应的充值页面，继续完成充
值操作。

● 转账汇款

– 已经获得专属汇款账号的客户，直接根据页面显示的账号进行转款操作，银
行收到款项后，款项会自动充值到您的华为云账户。一般到账时间为当天
内，具体到账时间依赖于银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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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专属汇款账号的客户，可以单击“发送短信”，系统会将专属汇款账
号信息发送到您的手机短信中。

– 如果当前客户已经通过实名认证，但是还没有申请专属汇款账号，请根据如
下页面进行申请操作。

单击“开通”，根据页面提示进行二次确认后，单击“确定”，立即获取一
个专属汇款账号。

– 如果当前客户没有通过实名认证，则可以根据页面提示完成认证后，再申请
专属汇款账号进行转账汇款。详细的实名认证操作请参见客户认证。

----结束

4.2.2 合作伙伴子客户账户充值
顾问销售类子客户与华为云客户充值方式保持一致；代售模式子客户不支持自行充
值，您可以线下联系合作伙伴打款，合作伙伴收款后会为您的账户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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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欠费还款

查看欠费信息

客户欠费后，可以通过单击“总览”页面或“账单概览”页面的“欠费详情”，进入
欠费页面查看欠费信息。示例如图1。

图 4-1 直销客户按产品类型查询欠费信息

华为云支持按“按产品类型”和“按账号”维度查询客户的欠费总金额和欠费资源数
量，分别使用环形图形式和列表形式展示相关数据。

单击欠费列表操作列的“详情”，看查看欠费详细信息。

不同场景下的欠费信息说明如表1所示。

表 4-1 欠费说明

场景 查询客户 交易账号 查询结果

直销客户/推
荐类子客户

直销客户/推
荐类子客户

直销客户/推
荐类子客户

该客户的欠费金额。

企业主子财
务独立

企业主 企业主 该企业主账号的欠费金额。

企业子 企业子 该企业子账号的欠费金额。

 

说明

● 交易账号是指支付账单的账号，一般情况下使用资源产生的账单由资源拥有者的账号自己进
行支付。如果账号关联企业主进行统一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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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账单的的出账延迟，可能导致客户在角色发生转变前存在欠费未结清。华为云也支持客
户角色转换前的欠费信息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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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产品欠费说明

一般按需计费的结算周期有小时/天/月等，在结算周期结束后时，生成账单并执行扣
款。如果账户余额不足，客户账号将进入欠费状态，需要在约定时间内支付欠款，超
过约定时间还未支付欠款，所使用资源将被释放并删除。

按需业务进入宽限期后会持续计费，不需要使用的按需资源请及时释放并删除。

欠费场景示例

用户15:00~16:00期间使用云服务产生的按需费用，在16:00之后进行结算和扣费，经
过系统处理后，在16:26扣费时，客户余额不足而欠费，资源被冻结。但是
16:00~16:26期间云服务是仍然可以正常使用的，这期间产生的按需费用，会在17:00
之后生成账单再进行扣费。

开通余额预警

为了避免欠费导致的资源冻结，并请及时充值或备份数据以保证云资源的正常使用。
建议在费用中心设置余额预警功能。预警的金额，请根据历史资源使用情况估计。

1. 在费用中心的“总览”页面，单击“设置”按钮，通过 功能开关，开通或关闭
余额预警功能。单击“修改”，可以对预警阈值进行修改。

2. 开通后，当可用额度、通用代金券和现金券的总金额低于预警阈值时， 会每天给
联系人发送短信和邮件提醒，最多连续提醒3天。

– 您可到消息中心“消息接收设置 > 财务信息 > 账户余额预警”中修改预警提
醒的联系人信息。

– 企业主客户可批量为企业子客户设置预警阈值，具体操作请参见批量设置子
账号预警阈值。

您在收到余额预警通知后，及时充值或者关闭不必要的资源，以免影响云资源的
正常使用或者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还款

欠费场景下，为防止相关资源被停止或者被释放，需要客户及时进行充值还款。您的
签约主体为“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或“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时，才能进行
线上还款。

单击欠费总金额下的“立即还款”，可进行充值还款操作，详情请参见账户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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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汇款认领

客户线下通过通用充值账号汇款到华为云后，需要进行汇款认领，认领成功后的金额
会充值到客户的华为云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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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企业主账号可以为关联的企业子账号进行汇款认领。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资金管理 > 汇款认领”页面。

步骤2 单击“线下汇款认领”页签。

步骤3 输入汇款人、汇款银行账号和汇款总金额，查询汇款认领列表。

汇款人、汇款银行账号和汇款总金额请核对无误后再进行认领，信息错误将查不到数
据。

步骤4 单击“认领”。

步骤5 设置认领金额，并上传线下转账汇款凭证，单击“确认认领”。

说明

● 企业主账号认领汇款时，可以在“认领账号”中选择到关联的企业子账号。

● 认领后的记录，可以在“汇款认领 > 认领记录”中查询。

● 客户认领汇款后，一般1个工作日华为云会完成审核。

----结束

4.3 余额提现
客户现金余额账户中的剩余金额不需要使用时，可以申请对金额进行提现。提现时，
可提现金额=现金账户余额-欠票金额。

● 现金账户余额：客户在华为云账户的现金余额。

● 欠票金额：客户对已开票的资源进行退订/降配或存在到款开票、华为核销时，系
统会把按到款的开票金额、核销金额、退订金额、降配差额记录为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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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提现场景
● 代售类子客户的合作伙伴账户余额无法进行提现。

● 充值返奖励金或者送充值送代金券时，充值金额不能进行提现。

● 欠票金额不能进行提现。客户退票或增加相应开票金额后，原欠票金额即可恢复
可提现操作。

● 企业多级管理子账户余额中的划拨款不可以提现。未开票的划拨款只有被企业主
账户回收后再由主账户按提现流程提现。

提现分类

提现分为原路提现和银行卡提现两种。

● 在线支付时，支付宝、微信到账11个月内，银联、Huawei Pay充值到账3个月内
的金额，可以进行原路提现。按照原支付路径（微信、支付宝、银联、Huawei
Pay）1个工作日内退还至原付款账户。

● 在线支付时，支付宝、微信到账超过11个月，银联、Huawei Pay充值金额超过3
个月的金额，只能进行银行卡提现。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至客户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

● 转账汇款（专属汇款账号和通用汇款账号）充值的金额只能进行原路提现。在7个
工作日内退还至客户充值时的银行账户中。

说明

仅当签约主体为“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时才支持Huawei Pay支付。

原路提现

步骤1 进入“提现”页面。

步骤2 单击“可原路提现金额”右侧的“立即提现”。

步骤3 设置提现金额，单击右侧“确定”。

步骤4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提现方式进行提现操作。

● 不指定提现流水（系统自动按照后充值进来的流水先提现的规则选择，款项会原
路退回到指定的账户）

单击“不指定提现流水”页签，设置手机验证码，单击“确认提现”。

对于“原支付渠道”为“银行转账”的流水，第一次提现时，还需要输入银行卡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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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提现流水

单击“指定提现流水”页签，选择需要提现的流水记录，设置手机验证码，单击
“确认提现”。

对于“原支付渠道”为“银行转账”的流水记录，如果用户之前从未提现过，选
择该条记录后，还需要输入银行卡信息。如果用户之前已对该条流水记录的金额
进行过部分提现，则再次选择该条记录后，系统不会再展示银行卡信息，无需用
户再次输入（系统自动关联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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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确认提现”，提交提现申请。

提交完成后，系统显示“提现申请已提交！”。单击“确定”。

----结束

银行卡提现

步骤1 进入“提现”页面。

步骤2 单击“可银行卡提现金额”右侧的“立即提现”。

步骤3 设置提现金额和接收退款的银行卡号信息，单击右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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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充值方式为支付宝或者微信时，提现时的银行开户名必须和支付宝、微信的实
名认证主体信息保持一致。

● 原充值方式为银联、Huawei Pay时，提现时的银行信息需与原打款账号信息保持
一致。

步骤4 选择提现流水，设置手机验证码。

步骤5 单击“确认提现”，提交提现申请。

提交完成后，系统显示“提现申请已提交！”。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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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后续操作

提现申请提交完成后，您可在“费用中心 > 资金管理 > 提现”页面的“提现记录”列
表中查看提现申请的处理进度。

系统分“提现中”和“提现完成”两个页签展示提现申请的处理进度：

● “提现中”的状态包括：提现处理中、审批中。

● “提现完成”的状态包括：已完成、已完成（部分提现成功）、已驳回。

提现金额的预计到账时间根据提现分类的不同的而有所差异， 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 原路返回提现（支付宝、微信、银联、Huawei Pay）：提交申请时间+1个工作日

● 原路返回提现（转账汇款）、银行卡提现：提交申请时间+7个工作日

说明

● 提现完成时间为华为云侧向客户账户打款时间，实际提现到账时间请以各个渠道到账时间为
准。

● 如果提现金额超出预计到账时间后仍未到账，查询该条记录的最终状态。如状态为“已驳
回”，请单击该条记录操作列的“详情”，进入详情页面查看驳回原因后重新提交。

4.4 云闪贷

4.4.1 云闪贷业务规则
云闪贷是华为云与中国工商银行合作推出的一项贷款服务，给在华为云实名认证后的
小微企业提供灵活便捷的分期付款服务，具有“开通易、额度高、费率低、放款快”
等优势。华为云客户可以在线申请云闪贷服务，在支付包年/包月订单时可以通过首付
款+贷款的方式完成订单的支付，通过少量的现金流即可享受更多的云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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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云闪贷的条件

客户的签约主体必须为“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个人云闪贷

● 已经完成个人实名认证或企业实名认证。

● 企业法定代表人已申请贷款银行的银行卡（提取贷款前须开通个人网银、U盾）

● 当前没有开通云闪贷服务。

企业云闪贷

● 已经完成企业实名认证。

● 当前没有开通云闪贷服务。（注：审批通过后需开通对公账户，且提取贷款前须
开通企业网银、U盾）

云闪贷支付规则
● 支持购买华为云包年/包月（包1/2/3年）产品。（注：对云产品进行支付时，若

该云服务产品支持云闪贷，则能勾选“云闪贷”支付方式。）

● 目前仅支持包年/包月产品的新购，暂不支持续订、升降配、按需转包年/包月、按
需资源包、云市场等产品。

● 只能支付订单时长为1年、2年、3年的产品。

– 订单时长为1年，可选的贷款分期为3、6、9期。

– 订单时长为2年，可选的贷款分期为6、12、18期。

– 订单时长为3年，可选的贷款分期为6、12、18、24、30期。

– 云闪贷利息：1年期费率2.61%，2年期费率2.48%，3年期费率2.43%（以银
行还款计划为准）。

● 使用云闪贷支付时，需要开通专属汇款账号。

● 订单总金额需要大于等于1000元，且首付款不低于订单总金额的20%。首付款只
能通过余额支付或在线支付。

● 可用贷款额度大于等于订单的贷款金额。

● 云闪贷支付的订单，贷款结清前不允许续订。升配金额不能使用云闪贷。

云闪贷开票规则
● 云产品发票：

– 预付费客户，订单尾款付清后直接在“费用中心”根据订单进行开票。

– 后付费客户，订单尾款付清的次月3号出账后在“费用中心”根据账期进行开
票。

● 利息发票：

– 企业云闪贷每期支付的贷款利息，客户可以向中国工商银行获取发票。

– 个人云闪贷每期支付的贷款利息，客户可以打印中国工商银行利息还款流
水。

云闪贷还款规则
● 还款方式为等额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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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可以每月在工商银行的手机银行APP或企业网银进行线上还款。

● 个人云闪贷：放款日为1日~10日，则次月1日还款；放款日为11日~31日，则次月
10日还款。

● 企业云闪贷：还款日默认为放款日，若次月没有该日期则为次月最后1天还款。

使用云闪贷支付的退订规则
● 为减少不必要的退款在途利息，华为云根据云产品的退订规则扣取已消费和退订

手续费后，会将剩余服务费用（含首付款）全部退款给银行指定账户，银行扣取
实际应还本金和利息后，如有剩余再退款至客户账户。云产品的退订规则说明请
参见退订规则说明。

● 从退订发起到退款到账最快仅需1个工作日。

4.4.2 云闪贷补充条款
请您知悉，是否授予贷款信用以及信用额度大小均由贷款银行自行确定，华为云对此
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云闪贷补充条款（以下称“本条款”）是您就使用“云闪贷”贷款资金支付云服务
费而与华为云达成的补充条款。本条款应受您已接受的《华为云服务协议》及相关协
议（以下称“云服务协议”，详见：https://www.huaweicloud.com/declaration/
sa_cua.html）的约束，本条款内容与云服务协议约定存在冲突的，以本条款约定为
准，但仅限于冲突范围内。

您申请“云闪贷”支付云服务费应通过华为云官网向贷款银行提交贷款所需的必要信
息，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并授权华为云将您的订单信息和历史消费
信息传递给贷款银行。

变更

1. 如您未向贷款银行完全清偿“云闪贷”贷款本息而部分/全部退订已购云服务的，
华为云有权在服务退订后7个工作日内扣除退订手续费和相关税费后将您已支付但
尚未实际使用的相应云服务费（包括首付款部分，以下称“剩余云服务费”）退
还至贷款银行指定的银行账户，退款金额将由贷款银行根据与您借款合同的约定
优先用于偿还贷款银行应收本息（包括退款处理周期内产生的贷款利息），并由
贷款银行为您办理全部或部分提前还款。

2. 您未向贷款银行完全清偿“云闪贷”贷款本息之前不得变更华为云账户的注册认
证主体，也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任何第三方，包括您
的关联方。

违约

1. 贷款违约。如您违反与贷款银行的借款合同，发生逾期，经过贷款银行通知后一
定期间内，您仍未缴清相应“云闪贷”贷款本息的，经贷款银行通知，华为云有
权终止为您提供服务，并立即释放对应的云服务资源，您在对应服务上的数据将
被删除，已支付但未实际消费的云服务费在扣除退订手续费和相关税费后将在服
务终止后7个工作日内退回贷款银行指定的银行账户，并由贷款银行根据与您借款
合同的约定，保留并扣除相应金额，用于支付贷款银行“云闪贷”应收贷款本
息，包括退款周期内产生的贷款利息。

2. 云服务违约。如您违反云服务协议的约定导致华为云终止为您提供云服务的，自
服务终止之日，对应云服务资源将被释放，您在相应服务上的数据立即删除，华
为云有权在服务终止后7个工作日内将剩余云服务费退还至贷款银行指定的银行账
户，退款金额将由贷款银行根据与您借款合同的约定优先用于偿还贷款银行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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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息，包括退款周期内产生的贷款利息，并由贷款银行为您办理全部或部分提前
还款。

3. 因您违反本条款及云服务协议的约定给华为云造成损失的，您应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

税票

本协议有效期内，因任何原因导致华为云退还剩余云服务费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您应向华为云退回已开
具的税票或提供红字发票通知单，否则华为云有权在剩余云服务费中扣除因多开发票
造成的税务损失金额，并保留就剩余云服务费对应税费损失金额向您的追索权。

条款版本号：V1.0

4.4.3 如何开通云闪贷
客户使用云闪贷进行订单支付之前，需要先开通云闪贷。

注意事项

未完成实名认证的客户，不能申请云闪贷。

实名认证为个人的客户，只能申请个人云闪贷。授信额度最高200万，开通全程最快5
分钟。

实名认证为企业的客户，可以申请个人云闪贷，也可以申请企业云闪贷。授信额度最
高500万，首次申请涉及资质核实，反馈最终审批结果大约需要3-5个工作日。

您的签约主体为非“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时，不能申请开通云闪贷。

操作步骤

个人版云闪贷的申请流程和企业版云闪贷的申请流程类似，这里以申请企业版云闪贷
为例进行描述。

步骤1 进入“云闪贷管理 > 云闪贷认证”页面。

步骤2 选择“企业云闪贷”。

步骤3 填写申请信息，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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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申请信息

参数 说明

法定代表人信息

姓名 企业法人的姓名。必须和实名认证信息保持一致。

身份证号 企业法人的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企业法人的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会接收到还款提醒，请填
写常用手机号。

银行对公账号 企业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对公账户，默认会用该银行卡来接收
银行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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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邮箱地址 企业法人的邮箱地址。该邮箱地址会接收到还款提醒，请填
写常用邮箱。

经办人信息

姓名 云闪贷申请人的姓名。

身份证号 云闪贷申请人的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云闪贷申请人的手机号码。

邮箱地址 云闪贷申请人的邮箱地址。

云闪贷办理支行信息

云闪贷办理支行 可以选择客户附近的工商银行支行网点，以方便您后续线下
办理相关业务。

 

步骤4 到银行网点完成如下操作。

表 4-3 客户到银行的操作

客户类型 线下的银行操作

企业客户 开通对公账户的网银、U盾

资质审核，需要您提供如下材料：

● 企业营业执照

● 开户许可证

● 法人身份证

● 征信查询授权

因不同地区的银行分支机构对材料要求有所差异，具体所需材
料以办理支行为准。

个人客户 开通手机银行、U盾

 

步骤5 如果您当前没有专属汇款账号，云闪贷认证成功后，需要开通专属汇款账号。

获取专属汇款账号的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如何申请专属汇款账号？。

----结束

4.4.4 如何使用云闪贷
客户申请云闪贷成功后，在购买符合条件的包年/包月产品时，可以选择使用云闪贷方
式支付。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云闪贷方式支付订单并支付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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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华为云官网购买符合的包年/包月产品后，对订单进行支付。

2. 选择“云闪贷”，单击“下一步”。

3. 设置首付款金额和贷款分期数，单击“确认支付”。

首付款支付成功后，工商银行会实时完成贷款审批。

步骤2 从客户银行账户中提取放款金额，并支付订单尾款。

1. 进入“云闪贷管理 > 贷款管理”页面。

银行已经放款时，贷款状态为“待提取贷款”。

2. 单击“提取贷款”。

提取成功后，订单自动完成尾款支付。

– 个人客户：使用微信、工行手机银行或融e联扫码完成贷款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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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客户：根据工商银行的网上银行页面提示，完成贷款提取。

----结束

贷款状态描述
● 审核中：银行正在进行贷款审核。

● 贷款失败：订单的贷款申请失败，可拨打银行客服热线（工商银行客服热线
95588）或直接联系您的贷款服务行。

● 待提取贷款：贷款已经审批通过，待提取贷款去支付订单。

● 进行中：银行已经放款，贷款无异常。单击操作列的“查看还款计划”，可以查
看还款计划详情。

● 逾期：贷款已逾期。

● 已取消：申请的贷款已经取消。

● 已结清：贷款已经结清。

4.5 资金管理字段说明

表 4-4 资金管理字段说明

参数 说明

充值 客户通过在线支付、转账汇款方式向华为云账户增加金额的过程。

充值金额 客户通过充值的方式向华为云账户增加的金额。

充值还款 后付费客户，通过在线支付、转账汇款方式向华为云账户增加金额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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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在线支付 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微信）或通过网银进行线上支付。

转账汇款 线下通过银行将款项从付款单位（或个人）的银行帐户直接划转到华
为云的银行帐户。

专属汇款账
号

为方便客户充值，华为云为客户提供了专属汇款账号服务。客户申请
专属汇款账号后，通过专属汇款账号汇款时，系统会自动充值到客户
的华为云账户。

收支明细 客户账户资金变更的关键信息。按客户账户类型（现金账户、信用账
户、代金券、现金券、储值卡），统计各账户的收入、支出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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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余额 客户在华为云账户的现金余额。

可用额度 当前客户账户可用于支付的金额，包括现金账户余额、信用账户余额
等。

收支类型 ● 收入：客户进行充值、退款、调账等操作时，华为云账户增加的金
额。

● 支出：客户进行消费、退款等操作时，华为云账户减少的金额。

提现 客户从华为云账户提取余额，余额以原支付方式退回至客户银行账户
或支付平台的过程。

可提现金额 当前客户账户中可提现的金额。可提现金额=现金账户余额-欠票金
额。

可原路提现
金额

提现时按照原支付路径实时退还至原付款账户的金额。

可银行卡提
现金额

通过银行卡方式退还至客户指定银行账户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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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账单管理（旧版）

5.1 新手指引

5.2 费用账单

5.1 新手指引
查看账单之前，您可以通过以下内容了解各账单的概述和作用。

● 查看费用账单：费用账单分为账单汇总和账单详情，其中的账单详情由流水账单
和自定义账单合并组成。

– 汇总：展示账单的汇总情况。

– 流水账单：包括每一笔订单和每个计费周期（云服务计费周期包含每小时结
算、每天结算、每月结算）的账单信息。

– 自定义账单：提供不同统计维度、不同统计周期的账单。

● 对账指引：您可以根据出账后的费用账单进行对账，对账主要是将不同的账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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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账单字段说明：您可以查看账单字段的详细说明。

5.2 费用账单

5.2.1 费用账单
客户可以按月查看在华为云的费用账单，当前支持查看自2019年1月以来的费用账单。
可一次导出最多12个月的费用账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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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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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概述

图 5-1 费用账单概述

汇总

汇总数据可以展示不同汇总维度下的应付金额、扣费明细等数据，每个产品只展示一
条汇总数据。

说明

当月最终汇总账单将在次月3日生成，在次月4日10点后可查看和导出，请您届时关注。

使用API查询汇总账单请参见“查询汇总账单”。

步骤1 进入“费用账单”页面。

步骤2 选择“汇总”页签。

步骤3 设置查看月份和汇总维度，查看费用汇总数据。

1. 客户可以按账期查看费用汇总数据。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导出月账单”，可以导出按产品汇总账单和按产品规格汇总
账单。

– 按产品汇总账单：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消费汇总数据。数据是按照产品维度进
行呈现，区分计费模式（按需、包年/包月）进行统计的汇总账单，包含消
费、退款、调账的金额。

– 按产品规格汇总账单：用户可以查看按月汇总的包年、包月、一次性、按需
资源消费与退订的数据，按照产品规格维度进行呈现。

2. 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代金券抵扣+储值卡抵扣+欠费金额+现金券抵
扣。

当前查询月份存在欠费时，单击“欠费”右上角的小问号可以查看欠费组成部
分，欠费金额=未结清金额+未出账金额。

3. 消费走势图：走势图中分别展示应付金额和实付金额数据。在走势图的右上角，
可以选择实付金额中是否包含现金券和储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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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按天查看账期内的消费走势数据；

– 也可以按月查看近6个月的消费走势数据。

4. 汇总：客户可以根据不同的统计维度，查看费用汇总数据，

单击“查看详情”，弹窗展示分类的汇总数据和明细数据。

说明

未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不支持“按企业项目”维度汇总。

5. 汇总账单列表

– 按产品汇总：可以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计费模式、账单类型展示费用的汇
总数据。

官网价=优惠金额+抹零金额+应付金额。

当“账单类型”设置为“消费”时，页面展示折扣率信息，折扣率=1-(优惠
金额/官网价)，仅保留小数点后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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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产品规格汇总：可以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计费模式、账单类型、区域、
企业项目展示费用的汇总数据。

– 单击“表格内容和表格视图设置”，可自定义设置表格内容、嵌套结构等。

您可以选择按照“产品汇总”或“产品规格汇总”维度查看表格内容，以及
按固定表或嵌套表来查看表格视图。

▪ 表格视图选择“固定表”时，不支持分组和表格嵌套。设置成固定表
后，账单列表如下所示。

▪ 表格视图选择“嵌套表”时，可自定义分组显示账单。

1、单击“上移/下移”，调整嵌套层级的次序。

2、单击“删除”，删除对应层级。

3、单击“添加层级”，新增嵌套层级，最多支持4级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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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账单列表如下所示。单击 或 ，可显示
或隐藏嵌套数据。

6. 单击“定制列”，可以定制需要查看的账单字段，字段的详细说明请参见账单字
段说明。

----结束

流水账单

展示每一笔订单和每个计费周期维度构成的账单，华为云根据此账单进行扣费和结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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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PI查询流水账单请参见“查询流水账单”。

步骤1 进入“费用账单”页面。

步骤2 选择“账单详情 > 流水账单”页签。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查看流水账单数据。

单击“定制列”，可以定制需要查看的账单字段，字段的详细说明请参见账单字段说
明。

● 包年/包月产品完成支付后，准实时呈现在流水账单页面。

● 按需产品扣费和结算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按需产品周期结算说明。

----结束

自定义账单

自定义账单可以通过多维度展示客户账单的详细信息。

步骤1 进入“费用账单”页面。

步骤2 选择“账单详情 > 自定义账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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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维度设置”，可自定义账单的统计维度：

● 按使用量查看账单：提供使用量维度的账单信息，包含资源ID、资源标签、规
格、使用量类型、使用量、套餐内使用等信息。

● 按资源查看账单：提供资源维度的账单信息，包含资源ID、资源标签、规格等信
息。

● 按产品查看账单

● 按产品类型查看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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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账号查看账单

统计周期：

● 按账期：根据账期展示账单数据。

● 按天：根据账期、日期展示账单数据。

● 明细：根据账期、消费时间、交易时间等展示账单数据。

单击“定制列”，可以定制需要查看的账单字段，字段的详细说明请参见账单字段说
明。

● 统计维度为“按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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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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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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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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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设置账单
推送。

还款情况

后付费客户单击页面右上角的“还款情况”，可以查看所有已出账账单的还款情况，
具体请参见5.2.4 后付费客户查看还款情况。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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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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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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开发者联盟账单
华为开发者联盟是面向华为终端官方合作伙伴的开放平台，合作伙伴使用华为开发者
联盟帐号登录华为云后，可以按账期查看开发者联盟账单。

注意事项

仅通过华为开发者联盟帐号登录的客户才支持查看开发者联盟账单。

仅支持查看业务类型为AGC服务的开发者联盟账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费用账单”页面。

步骤2 选择“开发者联盟账单”页签。

步骤3 页面提示“华为开发者联盟账单查询授权”对话框。

说明

已经授权的客户，不会再弹出“华为开发者联盟账单查询授权”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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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授权”后，页面默认展示当前账期的账单列表。

您可按账单时间、商品、服务、状态查询账单。单击“账单下载”下载账单详细信
息。

----结束

5.2.4 后付费客户查看还款情况

后付费客户可以查看已出账账单的还款情况，企业主账号还可以查看关联企业子账号
的所有应还账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选择“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单击页面右上角的“还款情况”。

进入“费用账单/还款情况”页面。

步骤2 查看已出账账单的还款情况。

账单周期：账期对应的日期范围。

到期还款日：出账单后，华为云要求客户清偿账单款项的最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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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信用溢出金
额还款、提前还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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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应还金额：后付费模式下，一个账期的应还款金额。

----结束

5.2.5 后付费客户的账单说明
客户获取后付费资格后，可以先使用华为云产品，后进行消费还款。后付费客户的账
单与预付费客户稍有不同。

本章节以“按产品汇总”为例介绍后付费账单。

获取“按产品汇总”账单

步骤1 选择“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导出月账单”。

步骤2 导出范围设置为“按产品汇总”，导出格式设置为“导出PDF”，单击“导出”。

说明

当月最终账单将在次月3日生成，请在次月4日10点后进行查看和导出。

企业主账号可以分账号导出账单，具体操作请参见企业主客户如何分账号导出汇总账单？

步骤3 选择“导出记录”，下载“账单按产品汇总导出”账单。

----结束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5 账单管理（旧版）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5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illing_faq/billing_faq_5100033.html


解读“按产品汇总”账单

1. 还款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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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应还金额：后付费模式下，一个账期的应还款金额。

总信用额度：授客户信用账户的总额度，是指在一定期限内，基于客户支付能
力，能够向客户提供的最大赊销金额。

到期还款日：出账单后，华为云要求客户清偿账单款项的最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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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为云收款信息：客户可以通过该账号向华为云打款，用于充值或还款操作。

3. 账单列表：按账期展示的还款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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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现金消费支付金额（仅消费金额）+本期信用额度总支付
金额（包含消费、退款和调账）+本期欠费金额

– 本期已还金额包含如溢出金额还款、提前还款等

4. 账单概览：根据不同汇总类别展示各支付账户的支出明细，汇总类别包括消费汇
总、退款汇总、调账汇总。

– 退款汇总：即退回到客户账户的金额，其中现金退款优先用于当月实时消费
以及偿还历史已出账账单。

– 调账汇总：一般情况下是补偿，补偿金额也会退回到客户账户，其中现金退
款优先用于当月实时消费以及偿还历史已出账账单。

– 信用额度支付总金额=消费信用额度支付金额+退款信用额度支付金额+调账信
用额度支付金额。

信用额度支付总金额为负数时表示本期存在溢出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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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消费：按产品类型汇总的各支付账户的支出明细。

6. 退款：按产品类型汇总的各支付账户的收款明细。

7. 调账：按产品类型汇总的华为云调账到客户账户的收款明细。

如何查看未结清总金额

登录费用中心的“总览”页面，“剩余应还金额”区域即可展示未结清总金额。

如何查看还款情况

登录费用中心的“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页面，单击页面右上角的“还款情况”，即
可查看还款明细。详细操作请参见查看还款情况。

查看还款明细

后付费客户登录费用中心的“资金管理 > 收支明细”页面，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查
看还款明细：

● 选择“现金账户”，交易类型设置为“消费/还款”时，查询的“还款（信用还
款）”即为信用账户的还款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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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信用账户”，交易类型设置为“充值”时，查询的“充值(还款)”即为信
用账户的还款明细数据。

后付费开票规则

后付费客户只能按消费账单索取发票。当月产生的消费账单在下个月3日后才可以索取
发票。

当期可开票金额=当期现金消费支付金额+当期信用额度总支付金额+当期欠费金额+当
期可开票的现金券支付金额。

● 当期欠费金额还清后才能开具出发票。

● 现金券是否可以开票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

后付费客户如何还款

登录费用中心的“总览”页面，单击“充值还款”，即可进行还款操作，详细信息请
参见账户充值。

5.2.6 设置账单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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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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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5 账单管理（旧版）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8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bills-topic_30000002.html


● 接收联系人：单击“去修改”，可以在消息中心的“消息接收管理 > 消息接收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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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对账指引

5.2.7.1 账单概述

客户进行对账时，可能使用到如下账单。

表 5-1 账单说明

账单名称 账单说明 费用中心导出路径

按产品汇
总账单

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汇总账单。
数据是按照产品维度进行呈
现，区分计费模式（按需、包
年/包月）进行统计的汇总账
单，包含消费、退款、调账的
金额。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单击“导出月账
单”，选择“按产品汇总”、“导出
XLSX”。

按产品类
型汇总账
单

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根据产品类
型维度汇总的账单数据。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在汇总图表中选择
“按产品类型”页签，单击“导出账
单”。

按企业项
目汇总账
单

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根据企业项
目维度汇总的账单数据。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在汇总图表中选择
“按企业项目”页签，单击“导出账
单”。

流水账单 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流水账单明
细。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 > 流水账单”页面，单击
“导出账单”。

资源按账
期账单

客户可以查看资源按账期汇总
的资源详单。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 > 自定义账单”页面，选
择统计维度为“按资源查看账单”，
统计周期为“按账期”，单击“导出
账单”。

使用量明
细账单

客户可以查看按使用量统计的
明细账单。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 > 自定义账单”页面，选
择统计维度为“按使用量查看账
单”，统计周期为“明细”，单击
“导出账单”。

 

以上账单字段详细说明请参见账单字段说明。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5 账单管理（旧版）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bills-topic_6000000.html


5.2.7.2 对账流程

如果在您收到账单后，对账过程中有所异议，可通过工单形式反馈疑问。如您未提出
任何异议或已经进行还款，则视为接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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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 正常每个月的账单数据将于次月3号完成汇总和出账，为了获得完整的账单数据，

请在次月4日10点后查看和导出。

● 由于当月汇总账单数据存在延迟，因此不建议对当月的账单数据进行对账。

对账流程

如果您想核对在华为云的消费情况，可以参考以下流程：

图 5-2 对账流程图

第一步 核对汇总金额和各账户支付金额。

● 核对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和各支付账户的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 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代金券抵扣+储值卡抵扣+欠费金额+现金券抵
扣

第二步 核对汇总金额和分类汇总金额。

● 核对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和按产品类型汇总账单、按企业项目汇总账
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 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按产品类型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按企业项
目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第三步 核对汇总金额和流水账单总计。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5 账单管理（旧版）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0



● 核对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和流水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 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流水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第四步 核对汇总金额和账单详情总计。

● 核对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和资源按账期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使用量
明细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 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资源按账期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使用量明细账
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5.2.7.3 对账示例

对账前准备

对账需要的账单列表及下载路径请见5.2.7.1 账单概述。

核对汇总金额和各账户支付金额

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代金券抵扣+储值卡抵扣+欠费金额+现金券抵扣

说明

客户的支付账户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核对每月应付金额总
计、各支付账户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图 5-3 每月应付金额总计

●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单击“导出月账单”，选择
“按产品汇总账单”。在导出的账单中核对应还金额总计、各支付账户金额总计
是否相等。

图 5-4 导出每月应付金额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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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汇总金额和分类汇总金额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核对每月应付金额总

计、按产品类型或企业类型汇总的应付金额。

应付金额总计=按产品类型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按企业项目汇总账单的应付
金额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根据产品类型、企业
项目维度（还可以选择区域、计费模式维度）导出账单，核对应付金额总计、各
支付账户的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代金券抵扣+储值卡抵扣+欠费金额+现金券抵
扣

图 5-5 各支付账户金额总计

核对汇总金额和流水账单总计

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流水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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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查看每月汇总账单的应
付金额总计。

图 5-6 每月应付金额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 > 流水账单”页面，导
出流水账单，查看流水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图 5-7 流水账单应付金额总计

核对汇总金额和账单详情总计

1. 核对汇总金额和资源按账期账单总计是否相等。

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资源按账期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查看每月汇总账单
的应付金额总计。

图 5-8 每月应付金额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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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账单详情 >自定义账单”页面，导出
统计维度为“按资源”，统计周期为“按账期”的账单，查看资源按账期账
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图 5-9 资源按账期账单应付金额总计

2. 核对汇总金额和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总计是否相等。

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费用账单 > 汇总”页面查看每月汇总账单
的应付金额总计。

图 5-10 每月应付金额总计

–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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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使用量类型明
细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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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应付金额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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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账单管理（新版）

6.1 新版账单优化说明

6.2 账单介绍

6.3 新手入门

6.4 账单概览

6.5 流水与明细账单

6.6 账单导出

6.7 用量明细

6.8 按需产品周期结算说明

6.1 新版账单优化说明
新版账单对用户体验进行了整体升级。提供了更多样化的费用图表、更详细的帮助指
引、更便捷的账单导出体验。同时也支持您对页面布局进行自定义设置。

新旧版账单管理差异点比较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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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点

旧版账单 新版账单

账单
整体
概况

整体消费数据不够突出。消费构
成不够清晰和明确。

消费走势位置隐晦，需要单击
“展开趋势和汇总图表”才能进
一步查看。

在“账单概览”页醒目位置展示消费构
成和消费走势。助力客户快速了解整体
消费情况。

消费
分布

消费分布位置隐晦，需要单击
“展开趋势和汇总图表”才能进
一步查看。

查看消费分布时，仅能看到环形
图和相关数据。详细信息需要单
击“查看详情”按钮才能查看。

在“账单概览”页醒目位置展示消费分
布情况。并在同一页面展示各维度下的
费用环比变化情况。查看更加直观和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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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点

旧版账单 新版账单

账单
分类

账单类型多，账单路径较深，不
易查找。

汇总账单和详情账单在均在“费
用账单”页面，分不同页签展
示。

“账单详情”页签下又区分流水
账单和自定义账单展示。

“费用中心”左侧导航栏新增“账单概
览”菜单和“流水和明细账单”菜单，
分别承载汇总账单和详情账单。分类更
加清晰、明确、易查找。

账单
导出

账单的导出集成在不同类型的账
单页面。无专门的导出页面承载
导出功能。

左侧导航栏新增“账单导出”菜单，提
供多种类型的账单导出能力，客户导出
账单更加便捷。

帮助
与引
导

- “账单概览”页增加“帮助与引导”卡
片，提供相关帮助和软件页面链接，解
决用户查看和使用账单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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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点

旧版账单 新版账单

自定
义页
面布
局

- “账单概览”页支持自定义布局设置。

客户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开启/关闭
开关，控制对应卡片的显示/隐藏。

 

6.2 账单介绍
您可以通过账单管理了解账单概况和详情，还可结合实际需要导出不同类型的账单，
查看部分云服务用量明细。

● 账单概览：分如下四个卡片助力客户从整体上了解所选账期内的账单整体情况。

– 账单汇总和消费走势：展示用户账单汇总金额、消费趋势。

– 消费分布：展示该账期内用户的消费分布。

– 汇总表格（按产品/按产品规格）：支持用户按产品和产品规格查看账单汇总
数据。

– 帮助与引导：提供相关帮助链接，解决用户查看账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常见
问题。

● 流水与明细账单：

– 流水账单：包括每一笔订单和每个计费周期（云服务计费周期包含每小时结
算、每天结算、每月结算）的账单信息。

– 明细账单：提供不同统计维度、不同统计周期的账单。

● 账单导出：支持月账单、多维度汇总账单、资源账单、流水账单的导出。

● 用量明细：提供CDN、VPC、IEC、CC、EIP、VOD、DCAAS和OBS云服务的95计
费、95增强计费、95保底计费以及日峰值的用量明细查询和导出。

6.3 新手入门

6.3.1 查询资源扣费详情
客户可通过使用量明细账单，查询资源的使用量和扣费明细。

步骤1 选择“账单管理 > 流水和明细账单”。

步骤2 选择账期，统计维度设置为“使用量类型”，统计周期设置为“明细”，单击 ，可
查看资源的使用量明细账单。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6 账单管理（新版）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9



● 计费模式”设置为“包年/包月”，可以查看包年包月资源的消费时间、交易时

间、资源ID、资源名称、规格、应付金额等账单明细数据。单击 ，可导出账单
明细。

● 计费模式”设置为“按需”，可以查看按需资源的消费时间、交易时间、资源

ID、资源名称、规格、单价、使用量、应付金额等账单明细数据。单击 ，可导
出账单明细。

数据默认按照交易时间降序排列，以方便您查看最近扣费的资源账单数据。

你也可以根据资源名称/ID等筛选条件搜索对应的账单明细数据。

说明

按需资源“消费时间”为云服务在本次账单结算周期内的使用起止时间段，“交易时间”
为云服务实际支付的发生时间。由于系统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通常会在使用后的一段时
间内对上一个结算周期的费用进行扣款。详细说明请参见按需产品周期结算说明。

----结束

6.3.2 了解费用分布情况

客户通过“账单概览”页的“消费分布”卡片，可以从整体上了解某账期的费用分
布，如扣费最多的产品类型、项目等。

卡片支持从产品类型、项目、区域和计费模式四个维度，左侧以环形图形式展示各分
类项比例，右侧以列表形式展示各分类项费用详情（应付金额、环比上月增加率和环
比上月增加值）。更多的统计维度，可单击环形图下方的成本中心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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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单击环形图右侧的分类项，可以选中或取消该分类，环形图环状比例会同步刷新。

6.3.3 后付费客户查看账单
客户获取后付费资格后，可以先使用华为云产品，后进行消费还款。

本章节以“按产品汇总”为例介绍后付费账单。

获取“按产品汇总”账单

步骤1 选择“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导出月账单”。

步骤2 导出范围设置为“按产品汇总”，导出格式设置为“导出PDF”，单击“导出”。

说明

当月最终账单将在次月3日生成，请在次月4日10点后进行查看和导出。

企业主账号可以分账号导出账单，具体操作请参见企业主客户如何分账号导出汇总账单？

步骤3 选择“导出记录”，下载“账单按产品汇总导出”账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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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按产品汇总”账单

1. 还款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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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应还金额：后付费模式下，一个账期的应还款金额。

总信用额度：授客户信用账户的总额度，是指在一定期限内，基于客户支付能
力，能够向客户提供的最大赊销金额。

到期还款日：出账单后，华为云要求客户清偿账单款项的最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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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为云收款信息：客户可以通过该账号向华为云打款，用于充值或还款操作。

3. 账单列表：按账期展示的还款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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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现金消费支付金额（仅消费金额）+本期信用额度总支付
金额（包含消费、退款和调账）+本期欠费金额

– 本期已还金额包含如溢出金额还款、提前还款等

4. 账单概览：根据不同汇总类别展示各支付账户的支出明细，汇总类别包括消费汇
总、退款汇总、调账汇总。

– 退款汇总：即退回到客户账户的金额，其中现金退款优先用于当月实时消费
以及偿还历史已出账账单。

– 调账汇总：一般情况下是补偿，补偿金额也会退回到客户账户，其中现金退
款优先用于当月实时消费以及偿还历史已出账账单。

– 信用额度支付总金额=消费信用额度支付金额+退款信用额度支付金额+调账信
用额度支付金额。

信用额度支付总金额为负数时表示本期存在溢出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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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消费：按产品类型汇总的各支付账户的支出明细。

6. 退款：按产品类型汇总的各支付账户的收款明细。

7. 调账：按产品类型汇总的华为云调账到客户账户的收款明细。

如何查看未结清总金额

登录费用中心的“总览”页面，“累计剩余应还金额”区域即可展示未结清总金额。

如何查看还款情况

后付费客户可以查看已出账账单的还款情况，企业主账号还可以查看关联企业子账号
的所有应还账单。

步骤1 选择“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单击页面右上角的“还款情况”。

进入“费用账单/还款情况”页面。

步骤2 查看已出账账单的还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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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周期：账期对应的日期范围。

到期还款日：出账单后，华为云要求客户清偿账单款项的最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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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信用溢出金
额还款、提前还款等。

本期应还金额：后付费模式下，一个账期的应还款金额。

----结束

查看还款明细

后付费客户登录费用中心的“资金管理 > 收支明细”页面，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查
看还款明细：

● 选择“现金账户”，交易类型设置为“消费/还款”时，查询的“还款（信用还
款）”即为信用账户的还款明细数据。

● 选择“信用账户”，交易类型设置为“充值”时，查询的“充值(还款)”即为信
用账户的还款明细数据。

后付费开票规则

后付费客户只能按消费账单索取发票。当月产生的消费账单在下个月3日后才可以索取
发票。

当期可开票金额=当期现金消费支付金额+当期信用额度总支付金额+当期欠费金额+当
期可开票的现金券支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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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期欠费金额还清后才能开具出发票。

● 现金券是否可以开票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

后付费客户如何还款

登录费用中心的“总览”页面，单击“充值还款”，即可进行还款操作，详细信息请
参见账户充值。

6.3.4 对账指引

6.3.4.1 账单概述

客户进行对账时，可能使用到如下账单。

表 6-1 账单说明

账单名称 账单说明 费用中心导出路径

按产品汇
总账单

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汇总账单。
数据是按照产品维度进行呈
现，区分计费模式（按需、包
年/包月）进行统计的汇总账
单，包含消费、退款、调账的
金额。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概
览”页面，单击“导出月账单”，选
择“按产品汇总”、“导出XLSX”。

按产品类
型汇总账
单

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根据产品类
型维度汇总的账单数据。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概
览”页面，在汇总图表中选择“按产
品类型”页签，单击“导出账单”。

按企业项
目汇总账
单

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根据企业项
目维度汇总的账单数据。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概
览”页面，在汇总图表中选择“按企
业项目”页签，单击“导出账单”。

流水账单 客户可以按月查看流水账单明
细。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流水与明
细账单”页面，选择“流水账单”页
签，单击“导出账单”。

资源按账
期账单

客户可以查看资源按账期汇总
的资源详单。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流水与明
细账单”页面，选择“明细账单”页
签，选择统计维度为“按资源查看账
单”，统计周期为“按账期”，单击
“导出账单”。

使用量明
细账单

客户可以查看按使用量统计的
明细账单。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流水与明
细账单”页面，选择“明细账单”页
签，选择统计维度为“按使用量查看
账单”，统计周期为“明细”，单击
“导出账单”。

 

以上账单字段详细说明请参见账单字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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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2 对账流程

如果在您收到账单后，对账过程中有所异议，可通过工单形式反馈疑问。如您未提出
任何异议或已经进行还款，则视为接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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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 正常每个月的账单数据将于次月3号完成汇总和出账，为了获得完整的账单数据，

请在次月4日10点后查看和导出。

● 由于当月汇总账单数据存在延迟，因此不建议对当月的账单数据进行对账。

对账流程

如果您想核对在华为云的消费情况，可以参考以下流程：

图 6-1 对账流程图

第一步 核对汇总金额和各账户支付金额。

● 核对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和各支付账户的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 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代金券抵扣+储值卡抵扣+欠费金额+现金券抵
扣

第二步 核对汇总金额和分类汇总金额。

● 核对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和按产品类型汇总账单、按企业项目汇总账
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 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按产品类型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按企业项
目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第三步 核对汇总金额和流水账单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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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对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和流水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 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流水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第四步 核对汇总金额和账单详情总计。

● 核对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和资源按账期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使用量
明细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 按产品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资源按账期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使用量明细账
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6.3.4.3 对账示例

对账前准备

对账需要的账单列表及下载路径请见6.3.4.1 账单概述。

核对汇总金额和各账户支付金额

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代金券抵扣+储值卡抵扣+欠费金额+现金券抵扣

说明

客户的支付账户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页面，核对每月应付金额总计、各
支付账户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图 6-2 每月应付金额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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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页面，单击“账单汇总和消费走势”卡片
中的“导出月账单”，选择“按产品汇总”。在导出的账单中核对应还金额总
计、各支付账户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图 6-3 导出每月应付金额总计

核对汇总金额和分类汇总金额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页面核对每月应付金额总计、按产

品类型或企业类型汇总的应付金额。

应付金额总计=按产品类型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按企业项目汇总账单的应付
金额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页面，在“消费分布”卡片中根据
产品类型、企业项目维度（还可以选择区域、计费模式维度）导出账单，核对应
付金额总计、各支付账户的金额总计是否相等。

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代金券抵扣+储值卡抵扣+欠费金额+现金券抵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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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各支付账户金额总计

核对汇总金额和流水账单总计

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流水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页面查看每月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
总计。

图 6-5 每月应付金额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流水与明细账单”页面，选择“流水账单”页
签，选择账期，导出流水账单，查看流水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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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流水账单应付金额总计

核对汇总金额和账单详情总计

1. 核对汇总金额和资源按账期账单总计是否相等。

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资源按账期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页面查看每月汇总账单的应付
金额总计。

图 6-7 每月应付金额总计

–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流水与明细账单”页面，选择“明细账单”页
签，选择账期，导出统计维度为“按资源”，统计周期为“按账期”的账
单，查看资源按账期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图 6-8 资源按账期账单应付金额总计

2. 核对汇总金额和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总计是否相等。

汇总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 您可以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页面页面查看每月汇总账单的
应付金额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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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每月应付金额总计

– 从“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流水与明细账单”页面，选择“明细账单”页
签，选择账期，导出统计维度为“使用量类型”，统计周期为“明细”，单
击“导出”。查看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的应付金额总计。

图 6-10 使用量类型明细账单应付金额总计

6.3.5 账单字段说明

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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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应还金额=本期现
金消费支付金额（仅消费金额）+本期信用额度总支付金额（包
含消费、退款和调账）+本期欠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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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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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信用
溢出金额还款、提前还款等。

本月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分摊金额。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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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值卡抵扣 通过储值卡抵扣费用的金额。

储值卡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分摊金额中包含的储值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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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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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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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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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零金额 按需计费等模式中，结算出账时实际只扣费到最小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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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现金券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前已分摊金额中包含的现金券金额。

期初储值卡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前已分摊金额中包含的储值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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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现金券未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后还未分摊金额中包含的现金券金额。

期末储值卡未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以后还未分摊金额中包含的储值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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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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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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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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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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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时不再单独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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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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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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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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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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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种折扣。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
+代金券抵扣+储值卡抵扣+欠费金额+现金券抵扣。

现金支付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现金券抵扣 通过现金券抵扣费用的金额。

现金券分摊 月度成本分摊，当月分摊金额中包含的现金券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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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种折扣。应付金额=现金支付+信用额度支付
+代金券抵扣+储值卡抵扣+欠费金额+现金券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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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保留小数点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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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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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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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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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收支差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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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向客户提供的最大赊销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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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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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账单概览

6.4.1 概览
客户可以按月查看在华为云的费用账单，当前支持查看自2019年1月以来的费用账单。
可一次导出最多12个月的费用账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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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单汇总和消费走势

展示用户账单汇总金额、费用构成和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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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汇总

● 消费汇总：账单类型为消费的汇总金额，如包年/包月新购、续订、变更、按需使
用等。

● 退款汇总：账单类型为退款的汇总金额，如包年/包月退订、降配等。

● 调账汇总：账单类型为调账的汇总金额，如调账补偿、调账扣费等。

总费用（应付金额）：客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后需要支付的费用金额。折扣包
含：商务折扣等各种折扣。

消费构成

消费构成 = 现金支付 + 信用额度支付 + 代金券抵扣 + 现金券抵扣 + 储值卡抵扣 + 欠
费金额 = 总费用（应付金额）。

消费走势

默认以柱状图形式展示客户当前账期下每天的费用金额，包括应付金额和实付金额。
实付金额默认包含储值卡和现金券。

客户也可结合实际需要重新选择账期、时间跨度（如：查询近六个月）、实付金额

（如：不含储值卡），选择 ，以折线图形式查看消费走势。

消费分布

从产品类型、企业项目、区域和计费模式四个维度展示查询账期内客户的消费分布情
况。

说明

未开通企业项目的客户，不支持“按企业项目”维度查询消费分布。

● 客户可选择卡片左上角的四个页签，切换统计维度。更多统计维度，可以单击卡
片左下方“成本中心”链接，跳转到成本中心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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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客户选择的统计维度，卡片左侧以环形图形式展示该维度下总的消费数据和
各分类项占比，右侧以列表形式展示该维度下的详细数据，列表默认展示：应付
金额、环比上月增长率、环比上月增长值。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关心的内容，单击

该卡片右上角 ，设置列表中需要展示或隐藏的字段。

汇总表格（按产品/按产品规格）

说明

使用API查询汇总账单请参见“查询汇总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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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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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等各种折扣。应付金额 = 现金支付 + 信用额度支付 + 代金券抵扣 + 现金券抵扣 +
储值卡抵扣 + 欠费金额。

消费账单折扣率：仅当“账单类型”为“全部”和“消费”时展示。消费账单折扣率=
(1-优惠金额/官网价)*100%。

支持用户按产品和产品规格查看账单汇总数据

● 按产品汇总：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计费模式、账单类型展示费用的汇总数据。

● 按产品规格汇总：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计费模式、订单号、账单类型、规格、
区域、企业项目展示费用的汇总数据。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关心的内容，单击该卡片右上角 ，设置列表中需要展示或隐藏的
字段。

支持汇总表格内容和表格视图的自定义设置

1. 单击卡片右上角 ，可自定义设置表格内容、嵌套结构等。

2. 选择按照“产品汇总”或“产品规格汇总”维度查看表格内容，以及按固定表或
嵌套表来查看表格视图。

– 表格视图选择“嵌套表”时，可自定义分组显示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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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上移/下移”，调整嵌套层级的次序。

2、单击“删除”，删除对应层级。

3、单击“添加层级”，新增嵌套层级，最多支持4级嵌套。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账单列表如下所示。单击 或 ，可显示或隐
藏嵌套数据。

– 表格视图选择“固定表”时，不支持分组和表格嵌套。设置成固定表后，账
单列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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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与引导

提供相关帮助和软件页面链接，解决用户查看和使用账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常见问
题。

6.4.2 设置账单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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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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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息接收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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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自定义布局

客户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开启/关闭开关，控制对应卡片的显示/隐藏，实现对概览页
面的自定义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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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选择“账单管理 > 账单概览”，单击页面右上角的“自定义布局”。

进入“自定义布局”页面。

步骤2 根据需要设置打开或关闭卡片开关，单击“确定”。

----结束

6.4.4 关联过伙伴的费用账单
如果您关联过伙伴，想查看关联前的账单数据信息时，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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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概览”页面。

步骤2 单击“历史数据”。

步骤3 在“账单概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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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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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6.4.5 开发者联盟账单
华为开发者联盟是面向华为终端官方合作伙伴的开放平台，合作伙伴使用华为开发者
联盟帐号登录华为云后，可以按账期查看开发者联盟账单。

注意事项

仅通过华为开发者联盟帐号登录的客户才支持查看开发者联盟账单。

仅支持查看业务类型为AGC服务的开发者联盟账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账单概览”页面。

步骤2 在“帮助与引导”卡片中单击“查看开发者联盟账单”。

步骤3 页面提示“华为开发者联盟账单查询授权”对话框。

说明

已经授权的客户，不会再弹出“华为开发者联盟账单查询授权”对话框。

步骤4 单击“授权”后，页面默认展示当前账期的账单列表。

您可按账单时间、商品、服务、状态查询账单。单击“账单下载”下载账单详细信
息。

----结束

6.5 流水与明细账单
华为云支持查询近18个月的流水账单和明细账单。

流水账单

展示每一笔订单和每个计费周期维度构成的账单，华为云根据此账单进行扣费和结
算。

使用API查询流水账单请参见“查询流水账单”。

步骤1 进入“流水账单”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查看流水账单数据。

● 计费模式为“包年/包月”的产品完成支付后，准实时呈现在流水账单页面。计费
模式为“按需”的产品，扣费和结算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按需产品周期结算说明。

● 单击应付金额右侧的 ，可以选择是否“隐藏0元消费”。也可在搜索框中添加
筛选条件，设置“应付金额（隐藏0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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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查看该流水账单的详细信息。

步骤4 单击表格右上方 ，可以定制需要查看的账单字段，字段的详细说明请参见账单字段
说明。

----结束

明细账单

明细账单可以通过多维度展示客户账单的详细信息。

步骤1 进入“明细账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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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统计维度：单击“维度设置” ，可设置账单的统计维度：

● 按使用量查看账单：提供使用量维度的账单信息，包含资源ID、资源标签、规
格、使用量详细信息等。

● 按资源名称/ID查看账单：提供资源维度的账单信息，包含资源ID、资源标签、规
格等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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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产品查看账单

● 按产品类型查看账单

● 按账号查看账单

设置统计周期：

● 按账期：根据账期展示账单数据。

● 按天：根据账期、日期展示账单数据。

● 明细：根据账期、消费时间、交易时间等展示账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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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账单列字段：单击表格右上方“定制列” ，可以定制需要查看的账单字段，字
段的详细说明请参见账单字段说明。

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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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击应付金额右侧的 ，可以选择是否“隐藏0元消费”。也可在搜索框中添加筛选条件，
设置“应付金额（隐藏0元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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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束

6.6 账单导出

说明

华为云当月最终账单将在次月3日生成，在次月4日10点后可查看和导出。请您届时关注。

账单导出文件说明

华为云提供多种类型的账单导出能力，在“账单导出”页面，客户可以根据账单的用
途，结合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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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账单导出文件说明

账单
类型

账单用途 导出内容
统计维度

文件
类型

统计周
期

费用中心等效导出路径

月账
单

呈现当月的消费
汇总信息，建议
用于打印、留档
使用。

当月的汇总数据
为延迟数据，不
建议用于对账。

● 按产品
汇总

● 按产品
规格汇
总

● pd
f

● xls
x

● cs
v

导出
按产
品规
格汇
总的
账单
时，
不支
持csv
文件
格
式。

按账期 ● 导出pdf或xlsx格式的
月账单时，与“账单
概览”页面“账单汇
总和消费走势”卡片
中的“月账单导出”
文件保持一致。

1. 选择“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
概览”。

2. 在“账单汇总和消
费走势”卡片中单
击“导出月账
单”。

● 导出csv格式的月账单
时，与“账单概览”
页面“汇总表格（按
产品）”卡片中的
“导出账单”文件保
持一致。

1. 选择“费用中心 >
账单管理 > 账单
概览”。

2. 在“汇总表格（按
产品）”卡片中单

击 ，设置表格
内容为“按产品汇
总”，单击“确
定”。

3. 单击“导出账单”

。

多维
度汇
总账
单

呈现消费金额在
不同维度上的分
布情况。

用于了解费用的
整体分布情况。

当月的汇总数据
为延迟数据，不
建议用于对账。

● 按产品
类型汇
总

● 按企业
项目汇
总

● 按区域
汇总

● 按计费
模式汇
总

csv 按账期 与“账单概览”页面
“消费分布”卡片中的
“导出账单”文件保持
一致。

1. 选择“费用中心 > 账
单管理 > 账单概
览”。

2. 在“消费分布”卡片
中单击“导出账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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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类型

账单用途 导出内容
统计维度

文件
类型

统计周
期

费用中心等效导出路径

资源
账单

您可以查询到当
前账号下每个资
源的使用情况和
扣费信息，建议
用于核对商务优
惠，了解明细级
账单金额的账
单。

● 资源的
使用量
和消费
呈现每
个资源
的资源
信息、
使用量
信息、
消费金
额信息
等

● 资源的
消费
呈现每
个资源
的资源
信息、
消费金
额信息
等

csv ● 按
账
期

● 按
天

● 按
明
细
最
细
粒
度
呈
现
扣
费
信
息
，
包
括
每
个
资
源
实
例
的
每
笔
扣
费
明
细
。

与“明细账单”中“按
使用量”或“按资源名
称/ID”导出文件保持一
致。

1. 选择“费用中心 > 账
单管理 > 流水与明细
账单”。

2. 选择“明细账单”页
签。

3. 统计维度选择“按使
用量”或“按资源名
称/ID”，统计周期选
择“按账期”、“按
天”或“按明细”，
单击“导出账单”

。

流水
账单

查询每笔资金的
出入情况，核对
收支明细，建议
用于资金对账。

- csv 按明细 与“流水账单”中的导
出文件保持一致。

1. 选择“费用中心 > 账
单管理 > 流水与明细
账单”。

2. 选择“流水账单”页
签。

3. 单击“导出账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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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类型

账单用途 导出内容
统计维度

文件
类型

统计周
期

费用中心等效导出路径

账单
包

客户根据实际需
要，一次性导出
上述所有或部分
类型账单。

- zip - -

账单
字段
说明
文件

帮助客户理解对
账过程中用到的
账单术语含义。

- xlsx - -

 

导出账单

步骤1 进入“账单导出”页面。

步骤2 结合实际需要，参考表1，选择要导出的账单页签，并设置导出账单相关数据，如：导
出内容、统计周期、时间范围等。

步骤3 单击“导出”，系统弹出提示框。

步骤4 单击“导出记录”超链接，在“导出记录”页面查看和下载导出的账单。

----结束

导出账单包

步骤1 进入“账单导出”页面。

步骤2 单击“导出账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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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结合实际需要，参考表1，选择要导出的账单类型和账期。

步骤4 单击“导出”，系统弹出提示框。

步骤5 单击“导出记录”超链接，在“导出记录”页面查看和下载导出的账单。

----结束

导出账单字段说明文件

步骤1 进入“账单导出”页面。

步骤2 选择“账单字段说明”页签。

步骤3 单击“导出”，系统弹出提示框。

步骤4 单击“导出记录”超链接，在“导出记录”页面查看和下载账单字段说明文件。

说明

您也可以单击此处查看账单字段说明。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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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用量明细
客户购买计费模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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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CC、EIP、VOD、DCAAS和OB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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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C产品支持按企业项目导出分摊明细。

----结束

6.8 按需产品周期结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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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周期进行结算。由于系统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系统通常会在使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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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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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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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会在2019-05-12 0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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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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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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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费用的扣费。

按需产品实际扣费时，只扣费到最小货币单位“分”，“分”以后的金额成为抹零金
额，直接抹去。示例：当前产品消费512.12456789元，实际扣费金额为512.12元，
“分”以后的0.00456789元为抹零金额，直接抹去。

某个按需业务扣费欠费后，该账户下其他按需业务不会立即欠费，只会在到达结算周
期时变成欠费状态。欠费后，按需服务转入宽限期。按需业务在宽限期期间内的相关
费用将在您支付欠款时一并收取。宽限期和保留期的具体说明请参见宽限期和保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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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导出记录

客户在“账单概览”、“流水与明细账单”、“账单导出”、“月度成本”、“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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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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优惠折扣

8.1 优惠券

8.2 现金券

8.3 储值卡

8.4 查看商务折扣

8.1 优惠券

8.1.1 优惠券是什么？

优惠券是代金券和折扣券的统称，是指华为云提供给客户的优惠凭证，通常有一定的
使用限制。例如，优惠券都有有效期限制，某些优惠券只适用于指定类型的云服务。

代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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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订单时，客户可以选择一张满足使用限制的代金券，抵扣订单金额；开通按需产
品时，客户不需要选择代金券，系统扣除按需费用时，会自动选择符合条件的代金
券，抵扣按需费用。

折扣券

折扣券是优惠券的一种，用于对订单金额打折，满足折扣券使用条件的订单可以使
用。

8.1.2 代金券

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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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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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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订购类型：代金券可能会限制指定订购类型才能使用。订购类型包括订购（新购
买、按需转包年/包月、试用转商）、续订、变更，如果代金券限制仅订购时使
用，则续订、变更订单时，无法使用该代金券。

● 适用区域：代金券可能限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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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互斥：代金券一般不可以与商务折扣、促销折扣同时享用，也不可以与折扣
券同时享用，具体以代金券详情页面说明为准。

● 金额限制：代金券可能对订单的应付金额有限制，如：满￥100可用，待支付订单
必须满足：一，订单中存在满足代金券使用限制的产品；二，这些产品的应付金
额之和大于1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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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殊申请外，代金券一般不可以抵扣客户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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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09 00:00:00 GMT+08:00~2023/09/09 23:59:59
GMT+08:00”。

2. 该代金券可用于购买除 数据管理实施专业服务的其他产品。

3. 该代金券不限制订购类型，订购（新购买、按需转包年/包月、试用转商）、续
订、变更订单规格时，都可使用。

4. 该代金券限制在 华北-北京二、华东-上海一 服务区产品中使用。

5. 该代金券可用于购买包1/2年、包月、按需产品，不支持用于一次性计费产品。

6. 该代金券不可以与伙伴授权折扣、商务折扣、促销折扣、折扣券同时享用。

7. 该代金券不限制订单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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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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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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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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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等信息。

说明

使用API查询优惠券列表请参见查询优惠券列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优惠券”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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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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列表上方的下拉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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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4 如何获取并使用代金券？

客户获取代金券后，在代金券的使用限制范围内，可以使用代金券支付订单费用或抵
扣按需产品费用。

注意事项
● 代金券仅适用于华为云产品，不适用于云市场产品。具体以代金券适用说明为

准。

● 代金券存在多种使用限制，如何查看代金券的使用限制，请参考8.1.2.3 如何查看
代金券？；如何解读代金券的使用限制，请参考8.1.2.1 代金券使用限制解读。

● 支付订单时，通常一次只能使用一张华为云代金券，但专项补贴代金券可与其它
华为云代金券叠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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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金券不可以提现、不可转赠、不可开票。

● 对于允许退订的订单，若您的10次5天无理由全额退订未使用完，且在5天内（含
5天）退订，则代金券可退；其它情况，代金券使用后不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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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2 如何激活代金券？。

使用代金券
● 使用代金券支付订单费用

支付订单时，系统会自动获取已有的所有满足条件的代金券，您只需要选择一张
代金券使用即可。

说明

如果支付时没有显示可用的代金券，说明您当前没有满足限制条件的代金券。

● 使用代金券抵扣按需费用

开通按需产品时，无需选择代金券。产生按需消费后，由系统准实时自动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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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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统会优先使用有使用限制的代金券（如：设置了产品范围的代金券优先于没有设置产
品范围的代金券）。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快到期的代金券。

8.1.3 折扣券

8.1.3.1 如何使用折扣券？

支付订单时，您可以选择使用已有的满足限制条件的折扣券，来享用订单折扣优惠。

说明

● 您可以在费用中心的“优惠与折扣 > 优惠券 > 折扣券”页面查看已获取到的折扣券信息。

● 仅当您获取过折扣券，费用中心才会展示“折扣券”页面。

注意事项
● 一次支付只能使用一张折扣券。

● 折扣券仅适用于华为云包年/包月产品，按需产品不支持使用折扣券。

● 折扣券使用后不可退。

操作步骤

支付时，系统会自动获取已有的所有满足条件的折扣券，您只需要选择一张折扣券使
用即可。

说明

如果支付时没有显示可用的折扣券，说明您当前没有满足限制条件的折扣券。

8.2 现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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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如何查看现金券
客户可以查看自己获得的现金券。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或华为云已下发现金券。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费用中心”，进入费用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优惠与折扣 > 现金券”，进入“现金券”页面。

说明

仅当客户获得过现金券，费用中心才会展示“现金券”页面。

步骤4 在现金券列表中查看现金券。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查看现金券详情及使用记录。

----结束

8.2.2 如何获取并使用现金券
支付订单时，系统会自动获取客户已有的所有满足条件的现金券。如果支付时没有显
示可用的现金券，说明客户当前没有满足限制条件的现金券。

注意事项
● 现金券仅适用于华为云产品和云市场严选商品，不适用于云市场普通商品，具体

以现金券适用说明为准。

● 现金券不支持抵扣已有欠费金额，不支持核销已有后付费账单。

● 现金券可以和各类折扣、代金券叠加使用，抵扣折扣后的应收金额。

● 支付订单时，支持使用多张现金券。

● 一张现金券支付完订单后，如果仍有余额，在现金券有效期内，余额可下次使
用。如果现金券金额不够支付订单，需要用现金账号补充支付。

● 现金券支付的订单退订时，5天内（含5天）退订可退回，5天后退订须扣除已使用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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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现金券

请联系客户经理咨询现金券的获取方法。

使用现金券
● 使用现金券支付订单费用

支付订单时，选择可用的现金券即可。

● 使用现金券抵扣按需费用

产生按需消费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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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券，且按需消费时间在现金券有效期范围
内，系统即可自动使用现金券抵扣费用。

8.3 储值卡

8.3.1 储值卡购买使用规则

华为云提供具有固定面额的储值卡，客户可以购买储值卡，用于支付云服务费时抵扣
现金。阅读以下内容，您可以了解华为云储值卡的购买规则、开票规则和使用规则。

储值卡购买规则
● 储值卡为电子卡，一经购买，不可退换、不可转赠。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8 优惠折扣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8



● 与华为签约的预付费客户可使用余额支付或在线支付方式购买储值卡，后付费客
户不能购买储值卡。

● 购买储值卡时，不能享受各类商务折扣，不能使用各类卡券进行抵扣。

● 不支持内部客户、转售类子客户和代售类子客户购买储值卡。

● 顾问销售类子客户购买储值卡时，不支持申请伙伴代付。

储值卡开票规则
● 客户购买储值卡后，可一次性开具所购买储值卡总额的发票。

● 储值卡支付的各类型产品订单不可以再次开具发票。

● 储值卡按照6%税点开具发票。

● 储值卡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储值卡使用规则
● 有效期：储值卡存在有效期，从购买当天起，36个月内有效，请在有效期内使用

储值卡。

● 适用范围：华为云储值卡可用于购买华为云和云市场严选商品中增值税税率为6%
的服务类商品。非服务类商品（各类硬件设备、短信话音等增值电信业务、云市
场严选的媒体云下载版、云图管家、欧电云电商软件B2B2C、用友云U8cloud智能
财务独立部署版、成翼行车队管理服务（升级服务版）、Array SSL VPN 授权
license等）不能使用储值卡。

说明

服务类商品是指华为云销售的，并且属于2018年5月1日实施的增值税税率表中规定的“信
息技术服务类”产品和服务。

● 使用限制：使用储值卡支付时，不限制产品的计费类型（支持按需、包月/包年产
品），也不限制订单的消费类型（支持新购、续费、变更）。

● 按需产品：按需消费时间在储值卡有效期范围内，系统即可自动使用储值卡抵扣
费用。抵扣按需费用时，抵扣优先级为：代金券>现金券>储值卡>现金账户>信用
账户；多张储值卡之间的抵扣优先级：按失效时间由近到远。

● 包年/包月产品：一个订单可使用多张储值卡。支付订单时，储值卡可与各类折
扣、代金券、现金券叠加使用。包年/包月自动续费订单，可以自动抵扣符合条件
的储值卡，抵扣优先级与按需产品一样。

● 抵扣欠款：储值卡支持抵扣欠款（仅限可用储值卡购买的产品或云服务产生的欠
款，具体见适用范围）。

● 退订规则：对于允许退订的订单，在5天之内（含5天）退订时，储值卡抵扣金额
全额可退；其它情况，储值卡抵扣金额仅部分可退，需要扣减已发生费用和退订
手续费。若退订订单时，储值卡已失效，则退回的储值卡抵扣金额失效。

● 关联代售：客户购买储值卡后，若储值卡存在余额，则不允许以代售模式关联经
销商伙伴，必须先使用完储值卡余额。客户以代售模式关联经销商后，不可以退
订之前使用储值卡购买的资源。

● 渠道业绩：购买储值卡不计入渠道业绩；使用储值卡支付云服务费时，计入渠道
业绩。具体以中国区渠道政策为准。

8.3.2 购买储值卡
客户可以在华为云官网在线购买华为云储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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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储值卡的购买规则请参见储值卡购买规则。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购买华为云储值卡”页面。

说明

在华为云官网的搜索框搜索“储值卡”关键字，即可查询到储值卡的购买入口;

金融专区用户购买储值卡进入“金融专区购买华为云储值卡”页面。

步骤2 选择储值卡的面值和购买量，单击“立即购买”。

步骤3 单击“去支付”。

步骤4 选择支付方式，单击“确认付款”。

说明

仅支持现金账户余额支付或在线支付。若客户有信用账户，则不可以使用余额支付。

----结束

8.3.3 查看储值卡

客户购买储值卡后，可在“费用中心 > 优惠与折扣 > 储值卡”页面，查看已购买的储
值卡记录。

说明

仅当客户购买过储值卡，费用中心才会展示“储值卡”页面。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储值卡”页面。

步骤2 选择储值卡状态，查看储值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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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储值卡列表中，可查看储值卡的面值、余额、有效期等信息。

● 单击储值卡名称或“操作”列的“详情”，可进入详情页面，查看储值卡详情和
使用记录。

----结束

8.3.4 使用储值卡
客户购买储值卡后，有效期内，可使用储值卡抵扣云服务费。

前提条件

已购买储值卡，如何购买请参见8.3.2 购买储值卡。

操作步骤

说明

储值卡的使用规则请参见储值卡使用规则。

支付订单时，系统会自动获取可使用的储值卡，选择储值卡后，支付订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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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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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 单击商务折扣操作列的“详情”，查看商务折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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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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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合同管理

9.1 申请线上合同

9.2 申请意向合同

9.3 申请纸质合同

9.1 申请线上合同

9.1.1 管理线上合同
线上申请的电子合同带有华为云电子合同章，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直接使用。

前提条件

只有通过实名认证的客户，才可以申请线上合同。

背景信息

线上合同类型：

● 订单合同：是客户基于已成功购买的产品生成的合同，合同支持包含订单状态为
“已完成”的包年/包月订单和按需账单，客户可根据实际需要自由组合。

● 请款合同：是客户在购买华为云产品前请款生成的合同，合同支持承诺付款条款
或订单状态为“待支付”的待支付订单。

线上合同状态：

● 草稿：合同草稿仅供预览，未签署盖章，对双方均无法律约束力。

● 已完成：草稿合同转为正式合同后，系统自动加盖电子签章，状态为“已完
成”。正式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注意事项
● 客户每天最多可申请创建80份线上合同。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技）签约主体用户不能申请线上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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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销商不能申请线上合同。

● 代售模式下的子客户不支持申请线上合同，只能线下与合作伙伴签订合同。

● 一个订单只能从属于一个合同，如有需要，需先作废原合同再申请新合同。

例如：

客户甲申请过订单A的请款合同，如果订单A完成支付后要申请订单合同，需先作
废原来的请款合同，再申请订单合同。

操作介绍

客户进入“合同管理”页面后，可执行以下操作管理线上合同：

● 申请合同

– 申请订单合同

– 申请请款合同

● 转为正式合同：草稿状态的合同确认无误后，单击“转为正式合同”，草稿合同
转为正式合同。

● 查看已申请的合同。

● 作废合同：合同申请错误，可单击目标合同最右侧的“作废”按钮，作废对应合
同后可重新申请。

● 下载合同：单击目标合同最右侧的操作列，可以下载该合同。草稿状态合同不支
持下载，转为正式合同后才能下载。

● 修改合同内容：合同内容有误，且在草稿状态下，可单击“修改”，修改合同内
容（合同类型不允许修改）。

9.1.2 申请订单合同
合同类型为“订单合同”的合同为订单合同，订单合同适用于为已购的产品，即为订
单状态为“已完成”的包年/包月订单或按需资源的消费账单申请合同。

注意事项

订单合同仅适用于为已购的产品申请合同，其他注意事项可参见为什么申请订单合同
时查不到已支付订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合同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合同申请”。

步骤3 根据需要选择合同场景“订单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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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申请合同类型为“订单合同”的合同，请选择“订单合同”场景，该场景包含已支付订单的合
同，适用于已购买华为云的产品并进行合同归档。

步骤4 设置合同内容。

● 为已购的包年/包月资源申请线上合同：

在“包年/包月订单”区域，单击“选择订单”，进入选择已支付订单页面，选择
需申请线上合同的订单后，单击“确定”。

● 为已购的按需资源申请线上合同：

在“按需账单”区域，单击“选择按需账单”，选择需申请线上合同的按需账单
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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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设置合同双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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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只有企业客户申请线上合同时，合同双方信息才会展示“开户银行”、“银行账号”和“纳税人
识别号”，客户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步骤6 单击“保存合同草稿”。

系统提示合同草稿创建成功。已创建的合同草稿，合同状态为“草稿”。单击合同号
链接，可预览合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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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单击“创建正式合同”，可直接创建为正式合同，合同状态为“已完成”。

步骤7 确认合同内容无误后，单击“立即转为正式合同”。

草稿合同转为正式合同后，将具有法律效力。

说明

单击“修改合同草稿”，返回“合同申请”页面，修改合同内容。

步骤8 单击“确定”。

返回“合同管理”界面。当前合同状态为“已完成”。

----结束

9.1.3 申请请款合同
合同类型为“请款合同”的合同为请款合同，请款合同适用于购买华为云产品前的请
款，即付款条款或未支付订单申请请款的线上合同。

须知

请款合同申请完成并线下申请款项后，请尽快支付订单，否则所选折扣优惠可能会失
效而导致交易价格变动。

前提条件

通过实名认证的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可在“合同管理”页面申请请款合同。也可以
进入“待支付订单”页面，在订单支付页面申请请款合同。

本章节主要介绍如何在“合同管理”页面申请请款合同。在订单支付页面申请请款合
同具体操作参见个人客户是否可以申请请款合同。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合同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合同申请”。

步骤3 根据需要选择合同场景“请款合同”。

说明

申请合同类型为“请款合同”的合同，请选择“请款合同”场景，该场景包含未支付订单或支付
金额的合同，适用于购买华为云产品前的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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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设置合同内容。

步骤5 设置合同双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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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只有企业客户申请线上合同时，合同双方信息才会展示“开户银行”、“银行账号”和“纳税人
识别号”，客户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步骤6 单击“保存合同草稿”。

系统提示合同草稿创建成功。已创建的合同草稿，合同状态为“草稿”。单击合同链
接，可预览合同内容。

说明

单击“创建正式合同”，可直接创建为正式合同，合同状态为“已完成”。

步骤7 确认合同内容无误后，单击“立即转为正式合同”。

草稿合同转为正式合同后，将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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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单击“修改合同草稿”，返回“合同申请”页面，修改合同内容。

步骤8 单击“确定”。

返回“合同管理”界面。当前合同状态为“已完成”。

----结束

9.2 申请意向合同
意向合同仅适用于客户向华为云表达采购意向。

前提条件

只有通过实名认证的企业客户向客户经理申请后，才可以申请意向合同。

须知

因业务调整，线上申请意向合同入口关闭，已通过实名认证的企业客户可线下向客户
经理申请意向合同。

9.3 申请纸质合同
客户可在线上合同的基础上申请盖有鲜章的纸质合同。提交纸质合同申请后，华为云
会在5个工作日内，将盖有鲜章的纸质合同文件邮寄给客户。

前提条件
● 只有通过实名认证的企业客户，才可以申请纸质合同。

● 已申请线上合同，且合同状态为“已完成”。

注意事项
● 纸质合同每次最多邮寄4份。

● 纸质合同不能反复申请，收到纸质合同后，请妥善保管。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纸质合同申请”页面。

步骤2 单击“选择合同”，选择需申请纸质合同的电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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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选择合同后，单击合同号链接，可预览合同内容。

步骤3 设置纸质合同信息，包括填写纸质合同用途和设置纸质合同的邮寄份数。

步骤4 选择收件地址。

说明

● 单击“新增地址”，可设置纸质合同的收件地址。

● 系统自动勾选默认地址，单击收件地址记录操作列的“设为默认”，可将地址设置为默认地
址。

步骤5 单击“申请纸质合同”。

系统提示“纸质合同申请成功”。

步骤6 单击“返回合同管理”。

返回“合同管理”页面，单击“纸质合同详情”，可查看纸质合同处理情况。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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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票管理

10.1 开具华为云发票

10.2 设置自动开票

10.3 开具云市场发票

10.4 退换华为云发票

10.5 退换云市场发票

10.6 冲抵欠票

10.7 发票字段说明

10.1 开具华为云发票
客户想要对华为云消费的金额进行报销等操作时，可以申请开具发票。开票信息中填
写的公司（或个人）视为与华为云进行实际交易的法律主体。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10 发票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14



开票流程

图 10-1 开具华为云发票流程

前提条件

客户必须先完善账户信息且进行实名认证后，才能开具发票。

华为云开票仅针对已消费金额，充值未消费部分无法开具发票。如果您想要对充值金
额进行开票，可购买储值卡后再申请开票。

注意事项
● 增值税发票仅面向中国大陆客户，港澳台及海外企业客户无法开具此类发票。

● 可开票产品包括华为云产品和在华为云市场购买的严选产品。

● 代金券消费不纳入可开票金额。

● 购买储值卡可以开票，但是储值卡消费不纳入可开票金额。

● 开票金额小于100元，且发票介质为纸质票时，客户自行承担快递费用。

● 一张发票只能有一个税率。当开具发票的产品税率有多个时，系统会自动生成多
张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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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同等税率的消费和欠票才可以冲抵。

● 客户申请合作伙伴代支付时，客户可以直接在费用中心开具发票，开具增值税发
票后，不能进行退订操作。

● 按月汇总索取发票时，如果该账期为欠费状态，则需要还清欠款后才能进行开票
操作。

● 代售类子客户请联系您关联的合作伙伴索取发票。

● 企业主客户代企业子客户开票，企业主客户和企业子客户关联关系为同一法人
时，企业主客户代企业子客户开具的发票可以选择企业主客户创建的发票模板。

● 抬头类型为企业时，才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 增值税专用发票暂不支持电子票，仅支持纸质票。

单张发票金额限制

发票介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电子票 <1000000元 不支持

纸质票 <1000000元 <100000000元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发票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华为云可开票金额”金额后面的“索取发票”。

步骤3 选择签约主体(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页签。

步骤4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开票方式，申请开票。

按账单明细开票

选择“按账单明细开票”，勾选要开票的订单号/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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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订单/账单消费发生时间由近及远展示每一笔消费明细及对应可开票金额。

● 若按账单明细开票到达选择上限1000条，建议您尝试选择按月汇总开票。

● 支持按消费发生时间，选定日期范围、输入单个订单号或账期月份搜索查询消费
明细及对应可开票金额。

● 支持按类型、产品类型和账号查询消费明细及对应可开票金额。

● 按账单明细开票（类型：包年包月消费）

– 预付费用户新购、续费、变配包年/包月产品，订单交易成功后可开具发票。

– 后付费用户新购、续费、变配包年/包月产品，产生的消费账单在次月3日出
账后才可开具上月发票。

● 按账单明细开票（类型：账单）

– 按需结算单：按需消费不能实时开票，需要在下个月3号出账后再进行开票。

– 月付结算单：客户购买和使用“半预付+月付”计费模式产品产生的账单在次
月3日出账后才可开具上月发票。

按月汇总开票

选择“按月汇总开票”。勾选要开票的账单。

● 按账单月份由近及远展示每个月账单汇总费用情况及对应可开票金额。

● 支持按账期，选定日期范围搜索查询每个月账单汇总费用情况及对应可开票金
额。

● 支持展开并查看月账单明细。

指定金额开票

1. 选择“指定金额开票”，输入开票金额（输入值不能大于文本框中的提示金
额），单击页面空白处。系统根据您输入的开票金额，按照消费时间由远及近进
行匹配可开票的账单明细/按月汇总。

2. （可选）客户也可自行指定需要开票的账单。

单击“自定义修改”，选择消费记录类型（账单明细/按月汇总），在消费明细中
选择需要开票的账单并指定开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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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指定开票总金额（即：客户自定义的开票金额总和-欠票金额）需与“输入开
票金额”保持一致。

如下图所示：当前指定开票总金额=(18.71+6.00)-14.71=10.00

步骤5 核对待开票金额，单击“下一步”。

步骤6 在确认发票信息和地址页面，新增或修改发票抬头信息、选择发票介质、新增或选择
收件地址（只针对纸质发票），填写备注信息，单击“下一步”。

● 新增发票抬头信息

单击“新增发票信息”，可新增发票抬头信息。

– 自2020年8月1日起默认每个华为云账号只能设置1个有效的发票信息。客户
已经存在多个发票信息时，只支持修改和删除，不能新增。

– 实名认证为个人或企业的客户，均可以创建增值税普通发票模板或增值税专
用发票模板。

– 实名认证为企业的客户，创建发票模板时，发票抬头必须和实名认证名称保
持一致。修改发票模板时，发票抬头不能修改。企业客户如需开其他企业抬
头发票，请在“账号中心 > 实名认证”页面变更实名认证账号主体。

– 实名认证为个人的客户，创建发票模板时，发票抬头可以手动设置，支持修
改。

– 抬头类型为个人或者组织时，只能创建增值税普通发票模板。抬头类型为企
业时，才能创建增值税专用发票模板。

– 保存增值税普通发票模板前请仔细阅读《申请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协议
书》。保存增值税专用发票模板前请仔细阅读《申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协
议书》。

● 修改发票抬头信息

– 修改发票类型（普通发票和专用发票切换）：从“发票类型”下拉框中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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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头类型为“个人”或“组织”时，只支持普通发票，不支持切换。

▪ 发票抬头是“企业”时，从专用发票切换成普通发票，直接从下拉框选
择即可。

▪ 发票抬头是“企业”时，从普通发票切换成专用发票，从下拉框选择专
票时，如果专票信息不完整，需要根据页面提示补充相关信息。

– 修改发票模板：单击操作列“修改”。

– 删除发票模板：单击操作列“删除”。

– 设置默认发票抬头：单击操作列“设置默认”。

● 选择发票介质

– 电子票

电子票申请通过后，可以直接在费用中心进行下载。

– 纸质票

纸质票申请通过后，华为云的客服人员会在3个工作日内将发票邮寄给客户。
如果开票金额小于¥100.00，发票邮寄方式为顺丰到付，客户需要支付快递费
用。

● 设置收件地址（针对纸质发票）

单击“新增收件地址”，可新增收件地址信息。也可单击“修改”，对已新增的
收件地址进行修改。

● 填写备注信息

备注信息会生成在发票的备注内容区域。

步骤7 在发票预览页面，不同税率的发票会分页展示。

核对发票信息无误后，单击“提交”，完成开票申请。

图 10-2 增值税普通发票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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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增值税专用发票样例

----结束

后续处理
● 在“开票记录”的右上角的查询框中，输入订单号或者账期月份，可以查询到对

应订单或账期已申请开票的发票信息。

● 在“开票记录”列表中，支持按照“签约主体”、“开票方式”和“状态”查询
已申请开票的发票信息。

● 提交开票申请后，对于不同状态的发票，可执行不同的操作，详细信息请参见发
票状态说明。

发票状态说明

状态 说明 可进行的操作

待审核 等待发票专员审核。1个工作日可完成
审核。

撤销、详情、发票预
览

已驳回 发票审核时被驳回，可在发票列表中查
看驳回原因，客户也会收到驳回通知。

删除、详情、发票预
览

开票中 正在开具发票。纸质票需要1-3个工作
日，电子票一般实时开具。

该状态下的纸质票可以申请撤销。

撤销、详情、发票预
览

撤销中 纸质票为“开票中”时发起撤销申请，
需要发票专员审核，1-3个工作日可完
成撤销。

详情、发票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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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可进行的操作

已撤销 发票申请已经撤销成功，客户可以重新
申请开票。

详情、发票预览

开票中（撤销失
败）

客户发起的撤销申请被驳回，会导致发
票撤销失败。客户可以在发票列表中查
看撤销失败原因，也会收到撤销失败的
通知。

详情、发票预览

待签收 纸质票已经邮寄给客户（具体邮寄时长
以物流信息为准），客户收到发票后需
要进行签收（单击操作列“确认”）。

确认、详情、发票预
览

已开票 发票已开具完成。

● “已开票”的电子票可以进行下
载，也可以申请退票。

● “已开票”的纸质票表示客户已经
签收成功，该状态下可以申请退
票。

下载（电子票）、退
票、详情、发票预览

已开票（退票
中）

客户发起退票，退票处理中。纸质票需
要1-3个工作日。电子票一般实时开
具。

下载（电子票）、详
情、发票预览。

已开票（退票驳
回）

客户发起的退票被驳回，可以在发票列
表中查看驳回原因。

下载（电子票）、退
票、详情、发票预览

已退票 退票已完成。 详情、发票预览

 

10.2 设置自动开票
客户开启自动开票功能后，系统会在每月8号自动开具发票，无需手动操作。仅对上个
月消费金额开票，并且会自动冲抵其它账期的负向消费和欠票金额。

注意事项
● 开启自动开票后，若该月的可开票金额为负，则不会自动开该月的票。

● 开具电子发票后可在页面的开票记录中下载。

● 如开具纸质发票，且开票金额不足100元时，快递费用需客户自行承担。

● 如开具纸质发票，开票成功后，纸质发票预计3个工作日内通过顺丰快递寄出。

● 自动开票仅针对华为云产品和云市场严选商品，云市场通用商品不会自动开票。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发票管理”页面。

步骤2 在“开票记录”区域，单击右上角“按月自动开票”后的滑动按钮。

步骤3 设置发票信息、发票介质等信息，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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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票日期：设置成功后，系统会在每月8号为您开具上个月的发票。

● 开票金额：默认根据上个月账单金额开具发票。

● 发票信息：发票抬头、发票类型等信息，发票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如何设置发
票信息。

● 发票介质：如果是纸质票，则会通过顺丰进行邮寄；如果是电子票，可以直接在
页面进行下载。

● 自动备注：打开开关后，发票的备注内容区域将自动添加客户账号信息、账期信
息。

图 10-4 按月自动开票

----结束

如何设置发票信息

1. 在“发票信息”区域，单击“管理发票信息”。

2. 单击“新增发票信息”。

3. 设置发票模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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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自2020年8月1日起默认每个华为云账号只能设置1个有效的发票信息。客户已经存在多
个发票信息时，只支持修改和删除，不能新增。

● 实名认证为个人的客户，创建抬头类型为企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时，请仔细阅读
《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协议书》并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协议
书》”。

● 抬头类型为个人或者组织时，只能创建发票类型为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信息。

● 企业客户创建或修改发票信息时，发票抬头必须和实名认证的名称保持一致，不能手动
修改。企业客户如需开其他企业抬头发票，请在“账号中心 > 实名认证”页面变更实
名认证账号主体。

4. 单击“新增”。

10.3 开具云市场发票
客户想要对云市场商品消费的金额进行报销等操作时，可以申请开具发票。开票信息
中填写的公司（或个人）视为与云市场进行实际交易的法律主体。

前提条件

● 客户必须先完善账户信息且进行实名认证后，才能开具发票。

● 如果您华为云中存在欠票，建议核销欠票后再申请云市场发票。否则如果开票总
金额大于历史到款金额，会导致无法开票。

注意事项

● 在云市场购买的通用商品，发票由服务商提供，该服务商能否开具您所需类型的
发票（如“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开票、退票进展，请
您咨询该产品的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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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申请云市场发票只支持纸质票，如需电子票，请及时联系服务商获取。

● 开票金额小于100元，客户自行承担快递费用。

● 抬头类型为企业时，才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 在发票投递时间起90天内，若客户或客户经理没有进行回执确认，90天后系统自
动进行回执确认。

● 一张发票只能有一个税率。当开具发票的产品税率有多个时，系统会自动生成多
张发票。

● 云市场只支持根据订单进行开票。

● 云市场的可开票金额不纳入华为云可开票金额范围内。

● 发票金额不能自定义，只能根据订单金额进行开票。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发票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发票信息。

1. 单击“发票信息”区域的“管理发票信息”。

2. 单击“新增发票信息”。

3. 设置发票模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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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自2020年8月1日起默认每个华为云账号只能设置1个有效的发票信息。客户已经存在多
个发票信息时，只支持修改和删除，不能新增。

– 实名认证为个人的客户，创建抬头类型为企业的发票模板时，请仔细阅读《申请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协议书》并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协议书》”。

– 抬头类型为个人或者组织时，只能创建发票类型为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模板。

– 企业客户创建发票信息时，发票抬头必须和实名认证的名称保持一致，不能修改。企业
客户如需开其他企业抬头发票，请在“账号中心 > 实名认证”页面变更实名认证账号
主体。

4. 单击“新增”。

步骤3 添加发票的收件地址。

1. 在“收件地址”区域，单击“管理收件地址”。

2. 单击“新增收件地址”。

3. 设置收件地址信息。

4. 单击“新增”。

步骤4 申请开票。

1. 单击“云市场可开票金额”后面的“索取发票”。

2. 选择需要开票的订单，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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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有多个不同税率的订单时，系统会分别展示不同税率的待开票金额。

如果您华为云中存在欠票，建议核销欠票后再申请云市场发票，否则如果开票总金额大于
历史到款金额，会导致无法开票。

3. 选择发票模板。

4. 通用商品线上申请发票只支持开具纸质票，纸质票申请通过后，需要服务提供商
的客服人员邮寄给客户。

客户需要选择寄送地址。如果没有合适的寄送地址，也可以单击“新增收件地
址”，新增一个发票接收地址。

5. 填写备注信息。

备注信息会生成在发票的备注内容区域。

6. 单击“提交”。

完成开票申请。

说明

提交开票申请后，当开票申请状态为“待签收”时，您可以查看到快递单号。收到发票
后，需要单击“确认”进行回执确认操作。

----结束

后续处理

在“发票管理”页面的右上角的查询框中，输入订单单号，可以查询到对应订单已开
票的发票信息。

10.4 退换华为云发票
客户想要对已开票的金额进行提现，或者对已开具发票进行重新开票时，需要先进行
退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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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票流程

图 10-5 退回发票流程

注意事项
● 不支持部分金额退票。

● 退回纸质发票时，由客户自行承担快递费用。

操作步骤

步骤1 客户提供退票材料。

● 如果是电子发票：无需邮寄材料。

● 如果是纸质普票：邮寄发票联原件。

● 如果是纸质专票（未抵扣）：邮寄发票联和抵扣联原件。

● 如果是纸质专票（已抵扣）：提供整张发票金额《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表》扫描件（红字发票信息表金额需要与您申请退票的发票金额保持一致），无
需邮寄材料。

说明

退票材料寄送地址请在“退票”页面查看。

步骤2 进入“发票管理”页面。

步骤3 选中待退回的发票列，单击“退票”。

说明

● “已开票”状态的发票才可以进行退票操作。

● “待签收”状态的发票需要先进行“确认”操作，再进行退票。

步骤4 填写退票信息，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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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客服确认收到客户的退票材料后，进行退票操作。

华为云工作人员收到退票材料后，会及时进行退票操作，请耐心等候。

● 如果是电子发票：预计当天内可完成退票。

● 如果是纸质普票：收到发票原件后2-3个工作日内完成退票。

● 如果是纸质专票（未抵扣）：收到发票原件后2-3个工作日内完成退票。

● 如果是纸质专票（已抵扣）：收到《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扫描件
后，2-3个工作日内完成退票。

步骤6 客户进入“发票管理”页面，检查发票是否已退票。

发票状态为“已退票”，表示已经退票成功。

----结束

10.5 退换云市场发票
客户想要退订云市场商品时，需要先完成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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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云市场发票仅包括在华为云市场购买通用产品开具的发票。

操作步骤

云市场的通用商品开票后想要退票时，可将之前开具的云市场纸质发票线下邮寄给服
务提供商。服务商收到客户寄回的发票后完成后续退票操作。

10.6 冲抵欠票
客户根据到款开票，存在华为核销，或者对已开票的资源进行退订、降配时，系统会
把到款开票金额、核销金额、退订金额、降配差额记录为欠票。

欠票的产生原因

● 按到款的开票金额

● 退订金额

● 降配差额

● 华为核销

注意事项

云市场的开票申请不支持欠票冲抵。

欠票全部冲抵后，客户才可以继续开具发票。

只有同等税率的消费和欠票才可以冲抵。

后付费用户的退订金额、降配差额不纳入欠票范围内。

不同签约主体的发票不能互相冲抵。

欠票冲抵包含如下两种方式：

● 使用待开票金额进行欠票冲抵。具体的操作步骤请参见操作步骤。

● 退回发票后，对应的欠票将会被自动冲抵。具体的退票流程请参见退换华为云发
票。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发票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索取发票”。

步骤3 进行冲抵欠票操作。

如果当前客户为预付费客户时，仅支持根据订单进行开票（按需消费根据账期生成虚
拟订单）。

如果当前客户为后付费客户时，仅支持根据消费账单进行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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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已选开票金额小于等于欠票金额时，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 当已选开票金额大于欠票金额时，单击“下一步”。

系统会自动对欠票金额进行冲抵，并对剩余部分（已选金额 - 欠票金额）进行开
票处理。后续的开票操作请参见开具华为云发票。

----结束

10.7 发票字段说明

表 10-1 发票字段说明

参数 说明

华为云可开
票金额

华为云可为客户开具发票的金额，包括购买的华为云产品、严选产品
消费未开票的金额。

云市场可开
票金额

服务商可为客户开具发票的金额，包括在云市场购买的通用产品消费
未开票的金额。

消费可开票
金额

消费产生的可开票金额。后付费客户的消费可开票金额不包括当月消
费，当月产生的消费账单在下个月3号后才可以索取发票。

开票方式 如果当前客户为预付费客户时，仅支持按订单开票（按需消费根据账
期每月3号生成上个月的虚拟订单）。

如果当前客户为后付费客户时，仅支持按消费账单开票（每月3号生成
上个月的账单）。

经销商伙伴客户既支持按订单开票，也支持按消费账单开票。

可开票总额 当前账期或订单中，可开具发票的总金额。

可开票余额 当前账期或订单中，可开具发票的剩余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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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欠票金额 客户对已开票的资源进行退订/降配或存在到款开票、华为核销时，系
统会把按到款的开票金额、核销金额、退订金额、降配差额记录为欠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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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权限管理

11.1 权限介绍

11.2 创建用户并授权

11.3 创建自定义策略

11.4 策略语法：细粒度策略

11.5 策略语法：RBAC

11.1 权限介绍
如果您需要在华为云上访问费用中心或帐号中心，需要给企业中的员工设置不同的访
问权限，以达到不同员工之间的权限隔离，您可以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IAM）进行精细的权限管理。如果华为云帐号已经能
满足您的要求，不需要创建独立的IAM用户进行权限管理，您可以跳过本章节，不影
响您使用费用中心、帐号中心。

IAM是华为云提供权限管理的基础服务，无需付费即可使用，您只需要为您帐号中的
资源进行付费。关于IAM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AM产品介绍》。

系统权限

默认情况下，新建的IAM用户没有任何权限，您需要将其加入用户组，并给用户组授
予策略或角色，才能使得用户组中的用户获得对应的权限，这一过程称为授权。授权
后，用户就可以基于被授予的权限对云服务进行操作。IAM系统预置了各服务的常用
权限，例如管理员权限、只读权限，您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系统权限。

根据授权精细程度分为角色和策略。

● 角色：IAM最初提供的一种根据用户的工作职能定义权限的粗粒度授权机制。该
机制以服务为粒度，提供有限的服务相关角色用于授权。由于华为云各服务之间
存在业务依赖关系，因此给用户授予角色时，可能需要一并授予依赖的其他角
色，才能正确完成业务。角色并不能满足用户对精细化授权的要求，无法完全达
到企业对权限最小化的安全管控要求。

● 策略：IAM最新提供的一种细粒度授权的能力，可以精确到具体服务的操作、资
源以及请求条件等。基于策略的授权是一种更加灵活的授权方式，能够满足企业
对权限最小化的安全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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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1-1所示，包括了费用中心、帐号中心的所有系统权限。

表 11-1 系统权限

策略名称 描述 类别

BSS
Administrat
or

费用中心、帐号中心的所有执行权限。一般为管理员使
用。

系统角色

BSS
Operator

拥有费用中心、帐号中心的查询权限，可以对云服务做
变更、管理、使用信息等查看处理，不提供财务相关功
能。一般为开发人员、运维人员等技术使用。

系统角色

BSS
Finance

财务相关的操作权限，可以提供支付、消费、发票等财
务相关功能，不提供云服务的变更等功能。一般为财经
人员使用。

系统角色

 

表11-2列出了费用中心、帐号中心常用操作与系统权限的授权关系，您可以参照该表
选择合适的系统权限。

表 11-2 费用中心常用操作与系统权限的关系

页面 功能 BSS
Administrator

BSS
Operator

BSS
Finance

总览 待支付订单 √ × √

查看待续费 √ × √

充值 √ × √

收支明细 √ × √

索取发票 √ × √

提现 √ × √

余额预警 √ × √

消费账单 √ √ √

消费统计 √ √ √

我的订单 导出 √ √ √

详情 √ √ √

支付 √ × √

取消订单 √ × ×

包年/包月转按需 √ × ×

释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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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自动续费策
略

√ √ ×

消费汇总 消费走势 √ √ √

消费统计 √ √ √

消费账单 √ √ √

导出 √ √ √

消费明细 消费明细 √ √ √

导出 √ √ √

收支明细 充值账户 √ × √

奖励金账户 √ × √

导出 √ × √

付款历史记录 账单 √ × √

导出 √ × √

优惠券 优惠券 √ √ √

激活优惠券 √ √ √

发票管理 发票列表 √ × √

邮寄地址&发票信
息

√ × √

索取发票 √ × √

合同管理 合同列表 √ √ √

合同申请 √ √ √

按需资费变更 资费记录展示 √ √ ×

变更操作 √ √ ×

导出 √ √ ×

退订管理 退订记录展示 √ √ ×

退订操作 √ √ ×

帐号管理 帐号信息显示 √ √ √

实名认证 √ √ √

信息修改 √ √ ×

管理我的凭证 √ √ ×

业务信息设置 √ √ ×

联系信息变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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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特权 特权信息展示 √ √ ×

特权记录操作 √ √ ×

联系人管理 联系人信息显示 √ √ √

联系人增加、修
改、删除

√ √ ×

我的合作伙伴 绑定提交 √ √ ×

 

11.2 创建用户并授权
如果您需要对您所拥有的费用中心、帐号中心进行精细的权限管理，您可以使用统一
身份认证服务（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IAM），通过IAM，您可
以：

● 根据企业的业务组织，在您的华为云帐号中，给企业中不同职能部门的员工创建
IAM用户，让员工拥有唯一安全凭证，并使用费用中心、帐号中心。

● 根据企业用户的职能，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以达到用户之间的权限隔离。

● 将费用中心、帐号中心委托给更专业、高效的其他华为云帐号或者云服务，这些
帐号或者云服务可以根据权限进行代运维。

如果华为云帐号已经能满足您的要求，不需要创建独立的IAM用户，您可以跳过本章
节，不影响您使用费用中心、帐号中心的功能。

本章节通过简单的用户组授权方法，将费用中心、帐号中心的策略授予用户组，并将
用户添加至用户组中，从而使用户拥有对应的费用中心、帐号中心权限，操作流程如
图11-1所示。

前提条件

给用户组授权之前，请您了解用户组可以添加的权限，并结合实际需求进行选择，费
用中心、帐号中心支持的系统权限，请参见：权限介绍。若您需要对其它服务授权，
IAM支持服务的所有权限请参见系统权限。

费用中心
用户指南 11 权限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35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am/iam_01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am/iam_01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illing/authority_topic_000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ermissions/policy_list.html?product=billing


示例流程

图 11-1 给用户授权流程

1. 创建用户组并授权

在IAM控制台创建用户组，并授予费用中心所有操作权限“BSS
Administrator”。

2. 创建用户

在IAM控制台创建用户，并将其加入1中创建的用户组。

3. 用户登录并验证权限

新创建的用户实名认证后登录费用中心，验证是否具体费用中心的充值权限。

进入“资金管理 > 充值”页面，输入充值金额，验证是否可以充值成功。如果充
值成功，表示“BSS Administrator”已生效。

示例场景
● 如果客户需要访问费用中心的所有操作权限，请授予“BSS Administrator”权

限。

● 如果客户仅需要查看费用中心的账单权限，请授予“BSS Operator”权限。

● 如果客户想要查看账单、发票等财务相关的权限，请授予“BSS Finance”权限。

● 如果想要对客户权限做更细粒度的限制，可以创建自定义策略。自定义策略的授
权项（Action）说明请参考授权项说明。

示例：如何授予IAM用户不能支付订单、可以提交订单权限

11.3 创建自定义策略
如果系统预置的费用中心、帐号中心权限，不满足您的授权要求，可以创建自定义策
略。自定义策略中可以添加的授权项（Action）请参考授权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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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华为云支持以下两种方式创建自定义策略：

● 可视化视图创建自定义策略：无需了解策略语法，按可视化视图导航栏选择云服
务、操作、资源、条件等策略内容，可自动生成策略。

● JSON视图创建自定义策略：可以在选择策略模板后，根据具体需求编辑策略内
容；也可以直接在编辑框内编写JSON格式的策略内容。

具体创建步骤请参见：创建自定义策略。本章为您介绍常用的费用中心自定义策略样
例。

策略样例
● 示例1：授权用户拥有费用中心、帐号中心的所有权限。

{
    "Version": "1.1",
    "Statement": [
        {
            "Action": [
                "BSS:*:*"
            ],
            "Effect": "Allow"
        }
    ]
}

● 示例2：授权用户拥有查看订单和消费汇总的权限。
{
    "Version": "1.1",
    "Statement": [
        {
            "Action": [
                "bss:account:update",
                "bss:order:view",
                "bss:bill:view",

            ],
            "Effect": "Allow"
        }
    ]
}

11.4 策略语法：细粒度策略

策略语法

在IAM左侧导航窗格中，单击“策略”，单击策略名称，可以查看策略的详细内容，
以“BSS Administrator”为例，说明细粒度策略的语法。

{
    "Versi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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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
        {
            "Action": [
                "BSS:*:*"
            ],
            "Effect": "Allow"
        }
    ]
}

● 作用范围：策略的生效范围，该策略需要全局授权。

● Version：Version：策略的版本号，RBAC策略版本为“1.0”，细粒度策略版本为
“1.1”。

● Statement：策略的授权语句，包含Action（授权项）和Effect（作用），Action
和Effect结合构成用户具备的权限。

– Action（授权项）：操作权限，格式为：服务名:资源类型:操作

"BSS:*:*"：表示对BSS的所有操作，其中BSS为服务名；“*”为通配符，表示
对所有的资源类型可以执行所有操作。

– Effect（作用）：定义Action中的操作权限是否允许执行。Allow：允许；
Deny：拒绝。

系统预置策略仅包含允许的授权语句，自定义策略中可以同时包含允许和拒
绝的授权语句，同一个Action的Effect如果既有Allow又有Deny时，遵循Deny
优先的原则。

策略结构

策略结构包括：Version（策略版本号）和Statement（策略权限语句），其中
Statement可以有多个，表示不同的授权项。

检查规则

用户在发起访问请求时，系统根据用户被授予的访问策略中的action进行鉴权判断。检
查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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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发起访问请求。

2. 系统在用户被授予的策略中寻找请求对应的action，优先寻找Deny指令。如果找
到一个适用的Deny指令，系统将返回Deny决定。

3. 如果没有找到Deny指令，系统将寻找适用于请求的任何Allow指令。如果找到一
个Allow指令，系统将返回Allow决定。

4. 如果找不到Allow指令，最终决定为Deny，鉴权结束。

授权项说明

表 11-3 授权项列表

权限 授权项 说明

编辑帐号 bss:account:update 修改手机、邮箱、密码、实名认
证、应用行业、联系信息、首选
项、合作伙伴等。

查看账户 bss:balance:view 查看账户信息，包括总览页面的
现金余额、可用额度等

操作账户 bss:balance:update 充值、提现、欠费还款等。

查看续费 bss:renewal:view 查看续费管理信息，查询可按需
转包年/包月资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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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授权项 说明

操作续费 bss:renewal:update 续费、转包年/包月、释放、设
置自动续费、按需转包年/包月
等。

查看订单 bss:order:view 查看订单信息、查看按需套餐
包。

操作订单 bss:order:update 下单、购买&查看按需套餐包、
申请公测、支付、取消、合并支
付等。

查看账单 bss:bill:view 查看账单、用量明细、收支以及
总览页面的费用走势、累计剩余
应还金额、近期扣费资源等。

操作账单 bss:bill:update 账单导出。

查看消费账单 bss:billDetail:view 消费明细、账单分析查看。

操作消费账单 bss:billDetail:update 消费明细、账单分析导出。

查看消耗数据 bss:consumption:view 消耗分析页面查看。

操作消耗数据 bss:consumption:updat
e

消耗数据导出。

查看优惠折扣 bss:coupon:view 优惠券、现金券、代金券查看。

操作发票 bss:invoice:update 发票申请、查看信息。

查看合同商务 bss:contract:update 合同商务信息查看。

操作退订 bss:unsubscribe:update 退订、查看退订记录。

支付订单 bss:order:pay 订单支付。

 

11.5 策略语法：RBAC

策略语法

给用户组选择策略时，单击策略下方的 ，可以查看策略的详细内容，以“BSS
Administrator”为例，说明RBAC策略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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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1.0",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BSS:*:*"
                        ]
                }
        ]
}

参数说明
● Version：策略的版本号，RBAC策略版本为“1.0”，细粒度策略版本为“1.1”。

● Statement：策略的授权语句，包含Action（授权项）和Effect（作用），Action
和Effect结合构成用户具备的权限。

– Action（授权项）：操作权限，格式为：服务名:资源类型:操作

"BSS:*:*"：表示对BSS的所有操作，其中BSS为服务名；“*”为通配符，表示
对所有的资源类型可以执行所有操作。

– Effect（作用）：定义Action中的操作权限是否允许执行。Allow：允许；
Deny：拒绝。

● Depends：策略的依赖关系，给用户组授予该策略时，需要同时勾选依赖的权
限，否则该策略不会生效。

– catalog：依赖的策略的所属服务。

– display_name：依赖的策略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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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录

12.1 我的套餐（旧版）

12.2 账单数据存储（旧版）

12.3 开具华为云发票（旧版）

12.1 我的套餐（旧版）
客户订购的按需套餐包可以在“我的套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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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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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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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阈值类型：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按照剩余使用量百分比或者绝对值来设置
提醒阈值。

– 百分比：剩余使用量占资源包总量的百分比 。
– 绝对值：根据不同区域，设置剩余使用量的绝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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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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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账单数据存储（旧版）

12.2.1 开通消费数据存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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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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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末扣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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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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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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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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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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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创建访问密钥
（AK和SK）的1中获取。

● bucketName：订阅账单使用的桶名称。可以从图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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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Transaction)_”：为流水详单。

– “Spendings (ByResource)_”：为资源详单。

– “ReconciliationList_”：为对账单。

● localFileDir：本地目录，用户保存下载的账单文件。

图 12-1 如何获取自动下载订阅账单的参数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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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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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户从对象存储服务中下载的账单为zip包的格式。

3. zip包中包含包周期资源消费记录和按需资源消费记录两个账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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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penditures(
Period)_YYYYMMDD
Resource_Expenditures(
Pay-per-
Use)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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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展示前一个月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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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penditures(
Pay-per-
Use)_MonthlyBill_YYYY
MM

 

账单内容说明

表 12-1 资源消费记录参数说明-包周期 Resource_Expenditures(Period)_YYYYMMDD

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消费时间 String 产品的消费时间。包周期产品，消费时间为产品的支付
时间。

资源ID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资源标签 String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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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供应商 String 当前产品的供应商：

● 华为云

● 分销商

计费模式 String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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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资源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产品 String 云服务的名称。

产品规格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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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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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号 String 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的订单唯一标识号。

原订单号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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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项目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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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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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类型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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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时长 String 订单购买时长。

官网价总金
额

BigDecim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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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cima
l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如商务折扣以及促销优惠
等减免的金额。基于官网价的优惠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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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消费金额 BigDecim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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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
种折扣。

交易时间 String 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表 12-2 资源消费记录参数说明-按需 Resource_Expenditures(Pay-per-
Use)_YYYYMMDD

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消费时间 String 产品的消费时间。按需产品，消费时间为云服务生失效
时间段。

账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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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资源标签 String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供应商 String 当前产品的供应商：

● 华为云

● 分销商

计费模式 String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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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资源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产品 String 云服务的名称。

产品规格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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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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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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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企业项目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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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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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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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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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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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产品使用量的度量单位。

官网价总金
额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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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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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金额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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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
种折扣。

交易时间 String 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12.2.3 流水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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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详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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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的账单为zip包的格式。

3. zip包中包含包周期流水详单和按需流水详单两个账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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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流水详单 每天 前一天的流水详单数据 Spendings(ByTransaction-
Period)_YYYYMMDD
Spendings(ByTransaction-
Pay-per-Use)_YYYYMMDD

每月3号 上个月按月结算的按需
流水详单。

下个月3号导出的流水详
单中，单独展示前一个
月按月结算的流水详单
数据。

说明
不存在按月结算的按需详
单数据则不展示该账单。

Spendings(ByTransaction-
Pay-per-
Use)_MonthlyBill_YYYYMM

 

账单内容说明

表 12-3 流水详单参数说明-包周期 Spendings(ByTransaction-Period)_YYYYMMDD

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消费时间 String 包周期产品，消费时间为产品的支付时间。

供应商 String 当前产品的供应商：

● 华为云

● 分销商

订单ID/退
订单ID

String 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的订单唯一标识号。

原订单号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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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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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订单类型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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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服务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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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资源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资源ID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资源标签 String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企业项目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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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项目ID为0。

企业项目名
称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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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项目名称为default。

产品 String 云服务的名称。

产品规格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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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周期

● 按需

● 预留实例-零预付

● 预留实例-全预付

● 预留实例-半预付

购买时长 String 订单购买时长。

官网价总金
额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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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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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
种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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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支付状态 String 支付的状态，包含：

● 已支付

● 未支付

● 欠费

● 已核销：调账

● 未结算：未出账

● 未结清：已出账，未结清

现金支付 BigDecim
al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信用额度支
付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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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金券抵扣 BigDecim
al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现金券抵扣 BigDecim
al

通过现金券抵扣费用的金额。

储值卡抵扣 BigDecim
al

通过储值卡抵扣费用的金额。

奖励金支付 BigDecim
al

通过奖励金抵扣费用的金额。

交易时间 String 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折扣优惠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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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零金额 BigDecim
al

按需计费等模式中实际只扣费到最小货币单位分，分以
后不扣费直接抹去的金额。示例：当前产品消费
512.12456789元，实际扣费金额为512.12元，则
0.00456789元为抹零金额。

备注 - 补充信息。

 

表 12-4 流水详单参数说明-按需 Spendings(ByTransaction-Pay-per-
Use)_YYYYMMDD

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消费流水号 String 按需计费等模式时的扣费唯一标识号。

消费时间 String 包周期产品，消费时间为产品的支付时间；按需产品，
消费时间为云服务使用的起止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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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账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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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 String 当前产品的供应商：

● 华为云

● 分销商

云服务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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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资源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资源ID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资源标签 String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企业项目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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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项目ID为0。

企业项目名
称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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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项目名称为default。

产品 String 云服务的名称。

产品规格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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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计费模式。

● 包周期

● 按需

● 预留实例-零预付

● 预留实例-全预付

● 预留实例-半预付

使用量类型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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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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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量单位 String 产品使用量的度量单位。

官网价总金
额

BigDecim
al

选择购买的产品和周期后，华为云官网显示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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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消费金额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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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
种折扣。

支付状态 String 支付的状态，包含：

● 已支付

● 未支付

● 欠费

● 已核销：调账

● 未结算：未出账

● 未结清：已出账，未结清

现金支付 BigDecim
al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信用额度支
付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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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金券抵扣 BigDecim
al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现金券抵扣 BigDecim
al

通过现金券抵扣费用的金额。

储值卡抵扣 BigDecim
al

通过储值卡抵扣费用的金额。

奖励金支付 BigDecim
al

通过奖励金抵扣费用的金额。

交易时间 String 某条消费记录对应的扣费时间。

折扣优惠 BigDecim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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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零金额 BigDecim
al

按需计费等模式中实际只扣费到最小货币单位分，分以
后不扣费直接抹去的金额。示例：当前产品消费
512.12456789元，实际扣费金额为215.12元，则
0.00456789元为抹零金额。

备注 - 补充信息。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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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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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户从对象存储服务中下载的账单为zip包的格式。

3. zip包中包含包周期资源详单和按需资源详单两个账单文件（每月3号导出的zip包
中，还包含前一个月的按需和包周期资源详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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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od)_YYYYMMDD
Spendings(ByResource-Pay-
per-Use)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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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后一天。

Spendings(ByResource-
Period)_YYYYMMDD
Spendings(ByResource-Pay-
per-Use)_YYYYMMDD

 

账单内容说明

表 12-5 资源详单参数说明-包周期 Spendings(ByResource-Period)_YYYYMMDD

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账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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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资源标签 String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云服务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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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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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产品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资源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产品 String 云服务的名称。

企业项目
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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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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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当前产品的供应商：

● 华为云

● 分销商

计费模式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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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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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ci
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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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ci
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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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种折扣。

折扣优惠 BigDeci
mal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如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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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6 资源详单参数说明-按需 Spendings(ByResource-Pay-per-Use)_YYYYMMDD

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账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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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唯一标识ID。

资源名称 String 云服务资源的名称。

资源标签 String 用户给云服务资源设置的标签。

云服务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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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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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产品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资源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产品 String 云服务的名称。

企业项目
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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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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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当前产品的供应商：

● 华为云

● 分销商

计费模式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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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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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ci
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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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ci
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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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种折扣。

折扣优惠 BigDeci
mal

用户使用云服务享受折扣优惠如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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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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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账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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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的账单为zip包的格式。

3. zip包中包含包周期对账单和按需对账单两个账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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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 账单周期 导出数据范围 文件名标识

对账单 每月3号 上个月的对账单数
据

ReconciliationList(Period)_YY
YYMM
ReconciliationList(Pay-per-
Use)_YYYYMM

 

账单内容说明

表 12-7 对账单参数说明-包周期 ReconciliationList(Period)_YYYYMM

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账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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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退订时
间

String 产品的消费或退订时间。包周期产品，消费时间为产品的支
付时间。

订单号 String 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的订单唯一标识号。

订单类型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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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订单号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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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云服务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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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云服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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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产品规格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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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周期-包天

● 包周期-包月

● 包周期-包年

● 按需

● 预留实例-零预付

● 预留实例-全预付

● 预留实例-半预付

购买数量 Intege
r

购买资源的数量。

时长 BigDe
cimal

包周期产品的购买数量。示例：计费模式为包月，购买数量
取值为3，表示购买3个月。

官网价总金
额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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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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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种折扣。

现金支付 BigDe
cimal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信用额度支
付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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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金券抵扣 BigDe
cimal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备注 String 补充信息。

 

表 12-8 对账单参数说明-按需 ReconciliationList(Pay-per-Use)_YYYYMM

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账期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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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类型 String 主要指云服务的分类。

云服务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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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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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类型 字段描述

产品 String 云服务的名称。

产品规格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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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计费模式，订单类型为退订时，该参数无取值。

● 包周期-包天

● 包周期-包月

● 包周期-包年

● 按需

● 预留实例-零预付

● 预留实例-全预付

● 预留实例-半预付

使用量类型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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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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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量单位 String 产品使用量的度量单位。

官网价总金
额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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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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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折扣等各种折扣。

现金支付 BigDe
cimal

通过现金支付费用的金额。

信用额度支
付

BigDe
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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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金券抵扣 BigDe
cimal

通过代金券抵扣费用。

备注 String 补充信息。

 

12.3 开具华为云发票（旧版）
客户想要对华为云消费的金额进行报销等操作时，可以申请开具发票。开票信息中填
写的公司（或个人）视为与华为云进行实际交易的法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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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票流程

图 12-2 开具华为云发票流程

前提条件

客户必须先完善账户信息且进行实名认证后，才能开具发票。

华为云开票仅针对已消费金额，充值未消费部分无法开具发票。

注意事项
● 可开票产品包括华为云产品和在华为云市场购买的严选产品。

● 代金券消费不纳入可开票金额。

● 购买储值卡可以开票，但是储值卡消费不纳入可开票金额。

● 开票金额小于100元，且发票介质为纸质票时，客户自行承担快递费用。

● 一张发票只能有一个税率。当开具发票的产品税率有多个时，系统会自动生成多
张发票。

● 客户申请合作伙伴代支付时，客户可以直接在费用中心开具发票，开具增值税发
票后，不能进行退订操作。

● 按账期索取发票时，如果该账期为欠费状态，则需要还清欠款后才能进行开票操
作。

● 后付费客户仅支持根据已生成的消费账单进行开票（每个月3号生成上个月的消费
账单）。

● 代售类子客户请联系您关联的合作伙伴索取发票。

● 企业主客户和企业子客户的关联关系为同一法人时，企业子客户可以选择企业主
客户创建的发票模板。

● 抬头类型为企业时，才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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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专用发票暂不支持电子票，仅支持纸质票。

单张发票金额限制

发票介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电子票 <1000000元 不支持

纸质票 <1000000元 <100000000元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发票管理”页面。

步骤2 设置发票信息。

1. 在“发票信息”区域，单击“管理发票信息”。

2. 单击“新增发票信息”。

3. 设置发票模板信息。

说明

– 自2020年8月1日起默认每个华为云账号只能设置1个有效的发票信息。客户已经存在多
个发票信息时，只支持修改和删除，不能新增。

– 实名认证为个人的客户，创建抬头类型为企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时，请仔细阅读
《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协议书》并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协议
书》”。

– 抬头类型为个人或者组织时，只能创建发票类型为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信息。

– 企业客户创建或修改发票信息时，发票抬头必须和实名认证的名称保持一致，不能手动
修改。企业客户如需开其他企业抬头发票，请在“账号中心 > 实名认证”页面变更实
名认证账号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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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新增”。

步骤3 （可选，如开电子票跳过此步骤）添加发票的收件地址。

1. 在“收件地址”区域，单击“管理收件地址”。

2. 单击“新增收件地址”。

3. 设置收件地址信息。

4. 单击“添加”。

步骤4 申请开票。

1. 单击“华为云可开票金额”金额后面的“索取发票”。

2. 选择需要开票的订单或账期，单击“下一步”。

说明

如果当前客户为预付费客户时，仅支持根据订单进行开票（按需消费根据账期每月3号生成
上个月的虚拟订单）。

如果当前客户为后付费客户时，仅支持根据消费账单进行开票（每月3号生成上个月的账
单。）。

当有多个不同税率的订单时，系统会分别展示不同税率的待开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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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发票模板。

4. 选择发票介质。

客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开电子票还是纸质票。电子票申请通过后，可以直接在费
用中心进行下载。纸质票申请通过后，需要华为云的客服人员邮寄给客户。

5. 当发票种类为纸质票时，客户需要选择寄送地址。

如果没有合适的寄送地址，也可以单击“新增收件地址”，新增一个发票接收地
址。

6. 填写备注信息。

备注信息会生成在发票的备注内容区域。

7. 单击“下一步”。

进入发票预览页面，不同税率的发票会分页展示。

图 12-3 增值税普通发票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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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增值税专用发票样例

说明

提交开票申请后，您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当开票申请状态为“待审核”或“开票中”时，您可以撤销该开票申请。

– 当开票申请状态为“待签收”时，单击操作列的“详情”，您可以查看到快递进展。收
到发票后，需要单击“确认”进行回执确认操作。

– 当电子票的申请状态为“完成”时，可以单击“下载”进行下载电子票。

8. 单击“提交”。

----结束

发票状态说明
● 待审核：等待发票专员审核，1个工作日可完成审核。“待审核”状态发票可撤

销。

● 已驳回：发票审核时被驳回，可在发票列表中查看驳回原因，客户也会收到驳回
通知。

● 开票中：正在开具发票。电子票一般实时开具。纸质票需要1-3个工作日，该状态
下的纸质票可以申请撤销。

● 撤销中：纸质票为“开票中”时发起撤销申请，需要发票专员审核，1-3个工作日
可完成撤销。

● 开票中（撤销失败）：客户发起的撤销申请被驳回，会导致发票撤销失败。客户
可以在发票列表中查看撤销失败原因，也会收到撤销失败的通知。

● 已撤销：发票申请已经撤销成功，客户可以重新申请开票。

● 待签收：纸质票已经邮寄给客户（具体邮寄时长以物流信息为准），客户收到发
票后需要进行签收。

● 已开票：发票已开具完成。“已开票”状态的电子票可以进行下载，也可以申请
退票；“已开票”状态的纸质票表示客户已经签收成功，该状态下可以申请退
票。

● 已开票（退票中）：客户发起退票，退票处理中。纸质票需要1-3个工作日。电子
票一般实时开具。

● 已开票（退票驳回）：客户发起的退票被驳回，可以在发票列表中查看驳回原
因。

● 已退票：退票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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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处理

在“发票管理”页面的右上角的查询框中，输入订单单号或者账期月份，可以查询到
对应账期或订单已开票的发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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