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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账单
费用账单改版说明
出账时间提前 ：明确出账日期，由每月第三个工作日，调整(提前)至每月3号。
账单统一 ：账号下所有计费类别（包括后付费、按量付费及预付费）公有云的产品账单（汇总/明细）可同时查看，无
需分别下载后付费账单、按量付费账单。
账单层级化 ：按照账单概览 > 账单汇总（按 产品、按 项目制、按 计费类别）> 实例 ID 账单 > 各产品线用量明细
层级的方式，满足多维度、多粒度的对账需求。
账单数据丰富化 ：根据不同产品线的业务形态，可查看不同颗粒度的明细账单，如：更多资源详情，如资源用量、实例
名称、资源包抵扣 等信息。
页面体验升级 ：新增费用趋势，可查看近半年的账单总费用趋势图，以及 按 产品、按 项目制、按 计费类别的费用趋
势情况。
查询范围 ：2020年1月(包含)以后出具的账单数据。历史账单可在 “费用中心 > 账单概览 “ 进入后付费账单汇总
(旧版) 、实时付费(旧版) 查询历史账单数据。

查询账单汇总
登录费用中心 控制台，进入账单概览 页，可查看费用趋势，按产品、项目及计费类别查看汇总。
1. 费用趋势
费用趋势：所选月份及往前共6个月的费用汇总数据。
账单支付详情：包括总费用、现金支付及赠送余额支付等。
导出：可下载汇总账单，详见对账指引 。
2. 按产品汇总
根据产品线维度进行费用汇总，单击产品名称可以进入账单明细页面，查看该产品线下资源费用详情。
3. 按项目汇总
根据项目维度进行费用汇总。鼠标指向项目时，可查看当前项目下的产品明细金额。
单击项目进入账单明细页面，查看各资源的费用详情。
4. 按计费类别汇总
根据计费类别进行费用汇总。单击类别可进入账单明细页面，查看各资源的费用详情。
计费类别包括预付费、按量付费及后付费，说明详见对账指引 。

查询账单明细
登录费用中心 控制台，进入账单明细 页，可查看所有的公有云产品的消费详情，如商品的价格，资源包抵扣等；账单明细数
据均支持导出。
1. 场景说明
普通账号 ：即当前账号，可以查看月度的账单明细信息。
账号组管理员 ：可以查看普通账号（即 成员账号）的账单明细信息。
2. 搜索条件及数据展示
可根据产品、项目、计费类别、计费方式等筛选查看。
可输入 实例ID 搜索，实例ID支持输入多个，多个用英文逗号隔开。
可自定义设置数据默认展示项。

访 问 账 单 O p en A P I
详见 账单OpenAPI概览。

对账指引
使用场景
对账主要是将各种形式的账单进行相互核对，以确认资源的费用和账户的实际支出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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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次月3号零点之后核对本月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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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由于当月消耗汇总数据存在延迟，因此不建议对当月的消耗数据进行对账。

下载账单
1. 账单汇总
进入账单概览 页，单击导出 。
跳转至导出记录 页，需要一定时间生成账单，请您耐心等待，系统生成后单击下载 即可。
2. 账单明细
进入账单明细 页，单击导出 。
跳转至导出记录 页，需要一定时间生成账单，请您耐心等待，系统生成后单击下载 即可。

账单说明
1. 账单文件数据
（1）汇总，包含文件如下：
统一账单 ：您可以按月查看汇总账单数据。数据是按照客户uid维度进行呈现，区分计费类别（即 预付费、按量付费及
后付费）进行统计的汇总账单，包含消费、退款的金额。
产品线汇总 ：您可以查看根据产品、计费类别维度的账单汇总数据，包括退款、上月账单金额差异。
项目制汇总 ：您可以查看根据项目制、计费类别维度的账单汇总数据，包括退款、上月账单金额差异。
（2）明细，包含文件如下：
实例ID账单明细 ：您可以在该文件中查询所有产品的账单金额、用量（即 配置/用量 字段）及资源包抵扣数据。
分产品线明细 ：为文件夹，呈现了按产品维度的账单明细文件，由于各产品业务形态不同，其计费项用量信息分列展
示，便于针对性的核对用量明细/汇总。
2. 账单字段说明
预付费折后价 ：预付费下单时的订单折后价，包括订单中的赠送余额、代金券、现金支付、云票支付等。
预付费退款金额 ：预付费产品发生退款时的金额。
预付费账单金额 ：等于 预付费折后价 + 预付费退款金额。
按量付费账单金额 ：按量付费账单排除优惠后计算的最终价格。
后付费折后价 ：后付费产品，按合同规则计算出的最终价格。
调整金额 ：只有后付费(即 月结)可以发生账单调整，即 用户在账期内发生账单调整的金额。
后付费账单金额 ：等于 后付费折后价 + 调整金额。
账单合计 ：等于 预付费账单金额 + 后付费账单金额 + 按量付费账单金额。

对账流程
1. 核对汇总账单的账单合计与结算单的本期应付款是否相等。
2. 核对汇总账单的账单合计与账单明细的成交价汇总是否相等。
3. 核对各资源（即实例ID）的成交价与使用量、官网单价/合同价是否匹配。
因按量付费产品的明细存在四舍五入，与账单汇总金额略有差异，扣款时以账单汇总金额为准。

预估消耗
预估消耗说明
预估消耗：即指月预估消耗，针对客户名下所有产品（包括预付费、按量付费及后付费产品），从本月初截至统计日
T(其中，T+1为当前日)，通过特定的预估逻辑，估算整月的账单预估金额。
累计消耗：指从本月初截至统计日T的实际账单金额，但后付费产品的数据仅作参考，非对账凭证，实际对账金额请参考
费用账单。
因四舍五入的原因，按量付费产品消耗明细之和，与消耗汇总页的累计消耗金额可能存在差异。

查询预估汇总
登录费用中心 控制台，进入预估消耗 页，可查看预估趋势，按产品、计费类别查看汇总。
预估趋势：可查看当月每天的累计、预估汇总数据。
导出：可下载当月累计消耗，包含汇总、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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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预估明细
登录费用中心 控制台，进入预估消耗 页，单击详情 ，可跳转至消耗明细 页面。
可根据产品、计费类别及计费方式等筛选查看。
可输入 实例ID 搜索，实例ID支持输入多个，多个用英文逗号隔开。
可自定义设置数据默认展示项。

后付费账单
每月系统计算完账单，生成结算单后，短信和邮件通知用户财务联系人登录控制台查看核对账单。

查看月账单
登录费用中心 控制台，进入账单概览 > 后付费账单汇总(旧版) 页，可按产品、项目查看汇总。

查看账单明细
登录费用中心 控制台，进入账单概览 > 后付费账单汇总(旧版) 页，单击 明细 按钮，可查看所有的公有云产品的消费详
情，可导出账单明细。
1. 场景说明
普通账号 ：即当前账号，可以查看月度的账单明细信息。
账号组管理员 ：可以查看普通账号（即 成员账号）的账单明细信息。
2. 账单明细样例说明
概要，账单基本信息，包括产品线、账单开始时间、计费方式等。
配置，产品服务的配置或用量信息，各产品线形态不同，会有差异。
价格，原价，按官网单价计算的原始价格；成交价，按折扣计算的最终应收价格。
成交价 = 原价 × 折扣 。（注：当折扣等于1时，表示无折扣，即 成交价 = 原价）

访 问 后 付 费 账 单 O p en A P I
详见 账单OpenAPI概览。

实时付费账单
按量付费服务介绍
1. 按量付费
金山云根据用户实际使用用量以小时或日为周期自动扣款的结算方式，具体包括“按量付费”、“按量付费（日峰
值）”、“按量付费（流量）”。
该类别结算方式在下订单时，需要保证余额中至少有100元的可用资产（代金券、试用额度除外），支付订单时无
需支付任何费用，后续以实际的资源使用量在指定周期进行实时扣费。用户可根据自身业务需要随时购买、释放资
源。
2. 下单流程
下单方式：支持控制台下单或通过OpenApi接口下单。
客户在控制台下单时，选择按量付费的商品，会展示“按量付费”页签。
客户购买了按量付费的产品，确认订单后，会生成对应商品金额为“0”元的订单。
客户提交订单时，校验若可用资产（代金券、试用额度除外）大于等于100元，自动确认订单；若不满足，生成订
单时，提示用户补齐差值金额后，也可确认订单完成购买。
成功创建的订单若超过24小时仍未完成金额的补齐，系统将自动取消订单。
3. 余额预警机制
第一次使用按量付费服务时，订单支付确认完成后，自动开启50元的账户余额不足预警（当账户余额小于预警阈值
时，每天短信提醒客户余额不足）。
用户可以通过 控制台-账户余额 自行关闭预警或调整阈值，开通按量付费类商品不建议关闭余额预警。
4. 账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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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维度：按客户ID，产品线名称，项目制名称，计费周期（天/小时）汇总。
当汇总账单在单一计费周期内金额不足0.01元时，需按照0.01元补齐，即账单至少金额为0.01元。

5. 账单明细样例说明
概要，账单基本信息，包括产品线、账单开始时间、计费方式等。
配置，产品服务的配置或用量信息，各产品线形态不同，会有差异。
价格，原价，按官网单价计算的原始价格；成交价，按折扣计算的最终应收价格。
成交价 = 原价 × 折扣 。（注：当折扣等于1时，表示无折扣，即 成交价 = 原价）
6. 扣款流程
扣费周期分为按小时、按日两种。每个扣费周期内，计算上一计费周期内的实际使用量，生成账单，并实时扣款。
客户账户进入欠费状态时，需要在约定时间补齐欠款，超过约定时间，所使用资源将被关停并收回资源。
7. 服务范围
满足按量付费的服务包括云主机、弹性IP、RDS等资源，相关单价详情及促销活动，具体参见各产品介绍文档。

退订、欠费回收及提醒
1. 欠费处理
按量付费类账单一旦扣费失败，若在2小时内没有结算成功，会对全部按量付费类实例进行关停。
关停期间对应实例停服但维持计费；在关停状态下，用户可以充值进行恢复服务，实例状态恢复为可用后，是否需
要手动重启服务依赖各产品设置，请访问您所购买产品对应控制台进行确认操作。
欠费后24小时若仍然处于欠费状态，则针对按量付费类实例进行回收，该状态不可逆，即资源一旦被回收，不可被
找回；所以建议您开启余额提醒服务，保证账户余额充足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 欠费提醒
金山云在您按量付费实例欠费时、关停时、回收时以及恢复时均会向您的财务联系人发送短信和邮件提醒。设置
财务联系人。
3. 实例退订
在计费周期内退订时，发起退订时刻起停止计费。

公有云区域名称调整
金山云自2021年3月2日起，将对以下区域名称进行调整。可能会存在新旧名称共存的情况，可参考下方进行对照。

中国地区
原名称
北京6区(VPC)
北京金融
华北1(政务)
上海2区(VPC)
上海金融
华中1
广州1区(VPC)
西南1

原英文名称
修改后名称
TJWQRegion
华北1（北京）
CN
BJFINRegion
华北金融1（北京） CN
BJGOVRegion
华北政务1（北京） CN
SHPBSRegionOne 华东1（上海）
CN
SHFINRegion
华东金融1（上海） CN
WHRegion
华中1（武汉）
CN
GZVPCRegion
华南1（广州）
CN
CQRegion
西南1（重庆）
CN

修改后英文名称
North 1(Beijing)
North Finance 1(Beijing)
North Government 1(Beijing)
East 1(Shanghai)
East Finance 1(Shanghai)
Central 1(Wuhan)
South 1(Guangzhou)
Southwest 1(Chongqing)

海外地区
原名称

原英文名称

修改后名称

修改后英文名称

新加坡1区(VPC) SGPRegionOne 新加坡
Singapore
俄罗斯1区(VPC) RUSSRegionOne 俄罗斯（莫斯科） Russia (Mo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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