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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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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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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负载均衡的产品动态和对应的参考文档。

2022年05月2022年05月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CLB

推出全新实例计费方式—按
使用量计费

CLB

新增按使用量计费的实例计费方式，该计费方式下
您无需指定规格，系统根据您实际使用量收取LCU
费用。

按量付费

2022年03月2022年03月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ALB

支持添加函数计算FC作为后
端服务

ALB

支持添加函数计算类型的后端服务器。您可以通过
ALB和函数计算的配置，实现ALB转发请求至函数计
算。

ALB支持添加函数计算FC作为
后端服务

2022年01月2022年01月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应用型负载均衡ALB

支持挂载跨地域跨VPC内的服
务器

应用型负载均衡ALB

服务器组支持配置IP类型的后端服务器。您可以通
过

ALB

和CEN转发路由器的配置，使ALB转发请求到其他地
域的服务器。

使用ALB挂载跨地域VPC内的
服务器

应用型负载均衡ALB

支持挂载本地IDC服务器

应用型负载均衡ALB

服务器组支持配置IP类型的后端服务器。您可以通
过

ALB

和CEN转发路由器等产品的组合配置，使ALB转发请
求到本地IDC服务器。

使用ALB挂载IDC服务器

应用型负载均衡ALB

支持使用可编程脚本AScript

应用型负载均衡ALB

支持使用可编程脚本AScript来配置转发规则。
可编程脚本AScript概述

2021年11月2021年11月

1.新功能发布记录1.新功能发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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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692.html#topic-409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18448.html#task-219670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83456.html#task-215888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91173.html#task-216147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76472.html#task-2057648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应用型负载均衡ALB

（多可用区）的服务可用性
SLA提升

应用型负载均衡ALB

（多可用区）的服务可用性SLA从99.95％提升到
99.995％。

负载均衡服务等级协议

2021年09月2021年09月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ALB

推出资源包（预付费）

ALB

资源包是

ALB

推出的预付费套餐包，购买生效后可按抵扣比例自
动抵扣

ALB

产生的LCU费和实例费。与按量付费相比，ALB资源
包享有更高的折扣优惠，并可根据业务需要灵活设
置ALB资源包的生效时间，适合有固定预算开支的
企业。

ALB资源包简介

购买ALB资源包

2021年08月2021年08月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ALB

支持绑定共享带宽

在创建

ALB

实例时，支持选择已有EIP实例和选择是否要加入共
享带宽。加入共享带宽后，您可以复用共享带宽中
的带宽，节省公网带宽使用成本。

ALB快速入门

私网

CLB

全面支持私网连接
（PrivateLink）功能

在支持私网连接的地域和可用区，所有私网类型的

CLB

实例都已经支持私网连接（PrivateLink）功能，您
均可以添加

CLB

作为私网连接的服务资源。

支持私网连接的地域和可用
区

【20210824】私网CLB全面
支持私网连接
（PrivateLink）功能

2021年07月2021年07月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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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rms.aliyun.com/legal-agreement/terms/suit_bu1_ali_cloud/suit_bu1_ali_cloud201803060942_69876.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11237.html#concept-211383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11135.html#concept-210290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0822.html#task-206518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3819.html#concept-200190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2373.html#concept-2106943


CLB

支持通过Proxy Protocol获
取源地址

CLB

四层监听支持通过Proxy Protocol携带原始连接信
息（源IP、目的IP、源端口、目的端口等）添加到
TCP数据头中且不会丢弃或覆盖任何原有数据。

通过Proxy Protocol获取客
户端真实IP（四层监听）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2021年04月2021年04月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CLB

支持高精度秒级监控功能

CLB

联合日志服务（SLS）推出高精度秒级监控功能。
您可以通过四层监听的监控指标查看

CLB

的秒级流量、新建连接数、最大连接数等信息，实
现更精细的服务监控和问题定位。

高精度秒级监控

2021年03月2021年03月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ALB

支持双向认证

ALB

的HTTPS监听中支持配置开启双向认证功能。

添加HTTPS监听

管理证书

ALB

支持响应方向转发规则

ALB

转发规则包含请求方向和响应方向，现支持响应方
向的转发规则。

管理监听转发规则

2021年01月2021年01月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CLB

优化云监控功能

CLB

联合云监控优化监控功能，默认监听的健康检查数
据将不再含有转发规则的健康检查数据。

通过控制台设置报警规则

2020年10月2020年10月

功能名称 功能概述 相关文档

ALB

公测上线

ALB

公测上线，您可以免费试用面向应用层的负载均衡
服务。

什么是应用型负载均衡A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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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0766.html#task-208965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1757.html#task-208373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8571.html#task-202092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9076.html#task-206139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8573.html#task-202145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5933.html#task-rcn-cpn-v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7202.html#concept-2011635


2019年07月2019年07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健康检查探测

TCP

UDP

HTTP

HTTPS

健康检查探测

负载均衡概览页

TCP

UDP

HTTP

HTTPS

-

2019年06月2019年06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实例体检

TCP

UDP

HTTP

HTTPS

实例体检

同一个负载均衡实例内，UDP和TCP监听
同端口，新增支持地域

TCP

UDP

添加TCP监听

添加UDP监听

支持实例删除保护

UDP

TCP

HTTP

HTTPS

实例删除保护

支持添加ECS弹性网卡辅助IP

UDP

TCP

HTTP

HTTPS

通过弹性网卡添加后端服务器

2019年05月2019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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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4164.html#task-233461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3261.html#task-84456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5995.html#task-156367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6130.html#task-156367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1627.html#task-59318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4591.html#task-dvk-hbv-4fb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同一个负载均衡实例内，支持UDP和TCP
监听同端口

UDP

TCP

添加TCP监听

添加UDP监听

支持EC格式密钥 HTTPS 证书要求

支持TLSv1.3 HTTPS TLS安全策略说明

七层监听健康检查支持GET方法
HTTPS

HTTP

添加HTTP监听

添加HTTPS监听

2019年04月2019年04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通过API查询可用区支持的资源售卖
情况

HTTPS

HTTP

UDP

TCP

DescribeAvailableResource

支持IPv6

HTTPS

HTTP

UDP

TCP

IPv6实例说明

2019年01月2019年01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管理闲置实例

HTTPS

HTTP

UDP

TCP

管理闲置实例

2018年12月2018年12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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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5995.html#task-156367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6130.html#task-156367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5968.html#concept-omx-hqn-v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0740.html#concept-pvl-f1v-c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5949.html#task-156367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6438.html#task-156367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7645.html#doc-api-Slb-DescribeAvailableResource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5938.html#task-206806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6144.html#task-njr-nmg-4gb


API Inspector

HTTPS

HTTP

UDP

TCP

API Inspector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2018年11月2018年11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配置监听转发（redirect） HTTP 配置监听转发（redirect）

2018年10月2018年10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后端服务器支持添加ECS弹性网卡ENI（控
制台）

HTTPS

HTTP

UDP

TCP

通过弹性网卡添加后端服务器

包年包月实例短时升配

HTTPS

HTTP

UDP

TCP

包年包月实例短时升配

2018年09月2018年09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使用阿里云SSL证书服务中签发或托
管的证书

HTTPS

HTTP

UDP

TCP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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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0744.html#concept-kpn-tls-2g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7646.html#task-u4c-xmc-w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4591.html#task-dvk-hbv-4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4590.html#task-qsw-xz5-4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0792.html#concept-ekm-gj1-dfb


支持IPv6

HTTPS

HTTP

UDP

TCP

IPv6实例说明

转发策略自定义调度算法、会话保持和健
康检查等高级配置

HTTP

HTTPS
基于域名或URL路径进行转发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2018年08月2018年08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批量修改后端服务器端口号和权重

HTTPS

HTTP

UDP

TCP

添加默认服务器

创建和管理虚拟服务器组

2018年07月2018年07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查询Quota（API）

HTTPS

HTTP

UDP

TCP

-

新版控制台（中国站）

HTTPS

HTTP

UDP

TCP

创建和管理CLB实例

支持一致性HASH算法（同时4层支持QUIC
协议和UDP会话保持功能）

UDP

TCP

添加TCP监听

添加UDP监听

2018年06月2018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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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5938.html#task-206806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5955.html#concept-sh5-nj5-v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9197.html#task-159707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9205.html#task-159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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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6130.html#task-1563673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TLS版本自定义 HTTPS
TLS安全策略说明

添加HTTPS监听

支持IPv6

HTTPS

HTTP

UDP

TCP

IPv6实例说明

支持按量计费转包年包月功能

HTTPS

HTTP

UDP

TCP

按量计费实例转包年包月实例

2018年05月2018年05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启用HTTP 2.0 HTTPS 添加HTTPS监听

支持绑定多个证书 （SNI） HTTPS
单CLB实例配置多域名HTTPS网站
（HTTPS多域名）

发布新版访问控制支持添加黑名单和白名
单

HTTPS

HTTP

UDP

TCP

访问控制概述

开启访问控制

发布访问日志功能
HTTP

HTTPS
配置访问日志

后端服务器支持添加ECS弹性网卡
（OpenAPI）

HTTPS

HTTP

UDP

TCP

AddBackendServers

2018年04月2018年04月

动态与公告··新功能发布记录 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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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7层监听支持配置自定义超时时间
HTTP

HTTPS

添加HTTP监听

添加HTTPS监听

2018年02月2018年02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WS或WSS协议
HTTP

HTTPS

WebSocket和WebSocket Secure协议概
述

支持HTTP 2.0协议 HTTPS 添加HTTP监听

2017年11月2017年11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包年包月实例支持降配

HTTPS

HTTP

UDP

TCP

包年包月实例升配

支持查看实例级别云盾阈值

HTTPS

HTTP

UDP

TCP

DDoS原生防护（基础版）

发布性能保障型实例

HTTPS

HTTP

UDP

TCP

性能保障型实例FAQ

2017年08月2017年08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新增7层监控指标如QPS
HTTP

HTTPS
通过控制台查看监控

负载均衡 动态与公告··新功能发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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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层监听支持配置自定义超时时间 TCP 添加TCP监听

实例下监听可共享带宽功能

HTTPS

HTTP

UDP

TCP

添加TCP监听

添加UDP监听

添加HTTP监听

添加HTTPS监听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2017年03月2017年03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包年包月计费模式

HTTPS

HTTP

UDP

TCP

包年包月

2017年02月2017年02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主备服务器组
UDP

TCP
创建和管理主备服务器组

2016年11月2016年11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附加HTTP头字段
HTTP

HTTPS

添加HTTP监听

添加HTTPS监听

2016年03月2016年03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基于域名和路径转发
HTTP

HTTPS
基于域名或URL路径进行转发

2015年12月2015年12月

动态与公告··新功能发布记录 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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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多可用区部署

HTTPS

HTTP

UDP

TCP

CLB支持的地域信息

2015年07月2015年07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TCP协议监听支持HTTP健康检查 TCP 添加TCP监听

2015年04月2015年04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专有网络

HTTPS

HTTP

UDP

TCP

创建和管理CLB实例

2015年01月2015年01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支持HTTPS协议 HTTPS 添加HTTPS监听

2014年02月2014年02月

功能名称 支持的监听 相关文档

负载均衡服务正式发布
HTTP

TCP
CLB实例概述

负载均衡 动态与公告··新功能发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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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阿里云用户，为了帮助您更好的了解网络型负载均衡NLB（Network Load Balancer）的功能特性，自
2022年07月07日起，网络型负载均衡NLB开启公测，诚邀您测试体验。

说明 说明 如需体验，请您前往申请公测权限。

公测时间公测时间
公测时间自2022年07月07日起，结束时间以官网通知为准，请留意官网公告变化。

公测收费说明公测收费说明
网络型负载均衡NLB的计费项包括：实例费、性能容量单位LCU费和公网网络费。公测期间，阿里云将免去公测期间，阿里云将免去
您的实例费和性能容量单位LCU费，仅收取公网网络费。您的实例费和性能容量单位LCU费，仅收取公网网络费。如果您的使用场景不涉及公网网络，您可以免费
试用网络型负载均衡NLB产品。公测结束后将对实例和性能容量单位LCU进行收费，具体计费规则请参见NLB
计费项概述。

公测限制公测限制
公测试用期间，如果您违反以下任何优惠条款，公测试用资格将失效，阿里云保留随时调整活动和结束活动
的权利。

不得将本公测试用活动转让给其他用户。

不得利用为您提供的公测试用实例从事非法活动，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您承担。

不得利用为您提供的公测试用实例违法经营互联网业务，一经发现，服务提供商有权关闭业务且不承担任
何责任。

注意 注意 公测试用商品不承诺任何服务等级协议（SLA）相关的保障条款，请勿使用公测试用商品部
署正式业务。

参与流程参与流程
1. 单击申请公测权限获取体验资格。

2. 获取体验资格后，请登录网络型负载均衡NLB控制台开始使用网络型负载均衡NLB产品。

网络型负载均衡NLB产品介绍及应用场景，请参见什么是网络型负载均衡NLB。

快速创建和使用网络型负载均衡NLB，请参见NLB快速入门。

2.【20220707】【公测公告】NLB2.【20220707】【公测公告】NLB
公测活动说明公测活动说明

动态与公告··【20220707】【公测公
告】NLB公测活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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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阿里云用户，自应用型负载均衡ALB推出以来，不断有用户提出希望在传统型负载均衡CLB上提供类似
ALB的弹性计费能力，同时也有部分比较重视成本管理的用户，对固定使用量提出了需求。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体验，我们计划对传统型负载均衡CLB的按量计费模式进行以下升级：

在CLB上推出弹性体验更好的实例计费方式——按使用量计费按使用量计费。对于业务峰值变化较大的用户而言，按使
用量计费可以更好的兼顾成本与业务可用性。

取消CLB原有按使用规格计费的弹性计费逻辑，同时实例每小时的规格费将按用户购买时所选规格固定收
取，用于满足部分用户对固定使用量有强诉求的业务场景。

具体调整和生效时间具体调整和生效时间
2022年05月05日起，新增按使用量计费方式，该计费方式下您无需指定规格，系统将根据您实际使用量
收取LCU费用。关于LCU详细定义及价格，请参见按量付费。

2022年06月01日起，将逐步取消原有按使用规格计费的弹性计费逻辑，取消后实例每小时的规格费将按
用户购买时所选规格固定收取。

说明 说明 如果您曾经购买的实例规格远高于日常业务中实际使用的规格，那么原有按规格计费的弹性
计费逻辑取消后，您的规格费用可能会有所增加，但您的业务不会受到影响，您可以选择以下方式对当
前实例进行调整：

将按规格计费方式转换为按使用量计费方式，详情请参见ᴺᵉʷ按规格计费转按使用量计费。

调整现有实例规格并选择满足您业务需求的适当规格，详情请参见按规格计费实例升降配。

实例计费方式说明实例计费方式说明
按量付费CLB实例购买页新增实例计费方式实例计费方式选项，您可以根据业务实际情况选择按使用量计费按使用量计费或按规格计按规格计
费费。

按规格计费与按使用量计费对比按规格计费与按使用量计费对比

3.【20220428】【计费公告】CLB3.【20220428】【计费公告】CLB
计费调整公告计费调整公告

负载均衡 动态与公告··【20220428】【计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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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为例说明。

取消原有按规格计费的弹性计费逻辑后，实例每小时的规格费将按用户所选规格固定收取。按规格计按规格计
费费适用于业务量较平稳的业务场景。

按使用量计费的实例性能根据用量自动弹性，且无需指定规格，每小时根据实际使用量收取LCU费。按使按使
用量计费用量计费适用于业务量有周期性或波动性较大的业务场景。

动态与公告··【20220428】【计费公
告】CLB计费调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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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阿里云用户，为了帮助您更好地了解阿里云应用型负载均衡ALB（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的功
能特性，2022年04月01日~2023年03月31日期间，阿里云对首次购买

ALB

产品的用户提供1分钱购买1000 LCU的

ALB

资源包的优惠活动。

ALB资源包简介ALB资源包简介
ALB

资源包是

ALB

推出的预付费套餐包，购买生效后可按抵扣比例自动抵扣

ALB

产生的LCU费和实例费。与按量付费相比，

ALB

资源包享有更高的折扣优惠，并可根据业务需要灵活设置

ALB

资源包的生效时间，适合有固定预算开支的企业。更多信息，请参见ALB资源包简介。

活动对象活动对象
优惠活动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参加：

持有阿里云账号（企业账号和个人账号均可），且阿里云账号已通过实名认证。

ALB

实例及

ALB

资源包首购用户。

用户账号无欠费账单。

4.【20220401】【优惠活动】ALB4.【20220401】【优惠活动】ALB
资源包首购优惠公告资源包首购优惠公告

负载均衡 动态与公告··【20220401】【优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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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首购用户是指首次购买

ALB

实例及

ALB

资源包（用户名下的账号从未购买过

ALB

实例及

ALB

资源包）的用户。如果一个用户拥有多个阿里云账号，其中一个账号有

ALB

实例及

ALB

资源包的购买记录，则该用户不为首购用户。

同一用户仅可参与一次优惠购买活动，如果一个用户拥有多个阿里云账号，仅其中一个阿里云账
号可参与优惠购买活动。

同一用户是指：根据不同阿里云账号注册、登录、使用中的关联信息，阿里云判断其实际为同一
用户。关联信息举例：同一证件、同一手机号、同一支付账号、同一设备、同一地址等。

不得将本优惠购买活动转让给其他用户。

活动时间活动时间
2022年04月01日~2023年03月31日。

参与活动方式参与活动方式
本优惠购买活动无需申请，可以直接进入ALB资源包购买页购买。即买即用，购买生效后可自动抵扣

ALB

产生的LCU费和实例费。

如果您符合本次优惠活动的条件，可享受1分钱购买1000 LCU的

ALB

资源包的优惠。购买时自动匹配1分钱下单，如果购买时价格不是1分钱，说明您不满足条件，请自查或联系
客服。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ALB计费项概述

购买ALB资源包

动态与公告··【20220401】【优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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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均衡

20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common-buy.aliyun.com/?commodityCode=slb_albcubag_dp_cn&request=%257B%2522ord_time%2522:%25221:Year%2522,%2522order_num%2522:1,%2522pack%2522:%2522slb_albcubag_dp_cn_20210817142239_0472%2522,%2522flowout_spec%2522:%25221000%2522,%2522showtime%2522:%2522now%2522%257D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7203.html#concept-201211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11135.html#concept-2102901


尊敬的阿里云用户，

传统型负载均衡CLB

性能保障型实例slb.s1.small优惠活动已于2021年9月30日到期。优惠到期后实例价格恢复正常，具体价格请
参见包年包月实例定价和按量计费实例定价。

原优惠活动详情原优惠活动详情
优惠对象：

传统型负载均衡CLB

性能保障型实例slb.s1.small。

优惠价格：slb.s1.small规格费按量付费5折，包年包月6折。

截止日期：2021年09月30日。

期间如果存在其他更优惠的折扣，折扣不同享。

5.【20211001】性能保障型实例5.【20211001】性能保障型实例
slb.s1.small优惠活动到期公告slb.s1.small优惠活动到期公告

负载均衡 动态与公告··【20211001】性能保障
型实例slb.s1.small优惠活动到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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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私网连接的地域和可用区，所有私网类型的传统型负载均衡CLB（Classic Load Balancer）实例都已经
支持私网连接（PrivateLink）功能，您均可以添加

CLB

作为私网连接的服务资源。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只有私网类型的

CLB

实例支持作为私网连接（PrivateLink）的服务资源。

在创建私网

CLB

实例时，无需再指定支持Privat eLink支持Privat eLink功能特性。

创建的私网

CLB

实例只有在支持私网连接的地域和可用区内，才可被添加为私网连接（PrivateLink）的服务资源。更多信
息，请参见支持私网连接的地域和可用区。

相关产品相关产品
什么是私网连接

6.【20210824】私网CLB全面支持6.【20210824】私网CLB全面支持
私网连接（PrivateLink）功能私网连接（PrivateLink）功能

动态与公告··【20210824】私网CLB全
面支持私网连接（Privat eLink）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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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阿里云用户，

应用型负载均衡ALB

现已结束公测，为了帮助您更好的了解阿里云

ALB

的功能特性，2021年6月30日前，继续免收实例费和LCU费，诚邀您体验。

免费活动截止时间免费活动截止时间
在2021年06月30日前，您可以免费使用

ALB

。

收费说明收费说明
阿里云对

ALB

产品收取实例规格费、LCU容量费和公网带宽费。免费期间，阿里云将免去您的实例规格费和LCU容量费，仅
收取公网带宽费用。如果您的使用场景不涉及公网带宽，您可以免费使用

ALB

。

免费活动结束后将对实例和LCU容量进行收费，具体费用请参考ALB计费项概述。

7.【20210416】【公测结束】【免7.【20210416】【公测结束】【免
费活动】ALB公测结束和免费活动费活动】ALB公测结束和免费活动

负载均衡
动态与公告··【20210416】【公测结

束】【免费活动】ALB公测结束和免费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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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应用型负载均衡ALB（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的引入，原负载均衡SLB（Server Load
Balancer）现称为传统型负载均衡CLB（Classic Load Balancer），负载均衡SLB为负载均衡产品家族的总
称。

负载均衡SLB产品家族包含：应用型负载均衡ALB、传统型负载均衡CLB。更多信息，请参见负载均衡SLB产品
家族介绍。

8.【20210301】【更名公告】负载8.【20210301】【更名公告】负载
均衡SLB更名说明均衡SLB更名说明

动态与公告··【20210301】【更名公
告】负载均衡SLB更名说明

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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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使用体验，满足细粒度监控告警功能的需求，阿里云近期会陆续对不同地域的SLB云监控功能进行优
化提升。

优化内容优化内容
云监控告警设置，支持对默认监听和转发规则路径分别设置告警规则。

优化影响优化影响
如果您过去设置过“后端健康ECS实例个数”或“后端异常ECS实例个数”监控指标的告警规则，在本次调整
后，默认监听的健康检查数据将不再含有转发规则的健康检查数据。如对转发规则的健康检查有监控需求，
请在云监控上根据不同的转发规则设置不同的告警规则，具体设置方法请参见设置报警规则。

说明说明

该优化仅修改健康检查上报的逻辑，不会影响业务流量的转发。如因告警逻辑优化产生非问题告警，请
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告警设置，具体请参见设置报警规则。

9.【20210113】【优化公告】云监9.【20210113】【优化公告】云监
控功能优化公告控功能优化公告

负载均衡 动态与公告··【20210113】【优化公
告】云监控功能优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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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阿里云用户，负载均衡

CLB

于2020年04月结束性能保障型实例slb.s1.small的限时免费优惠。2020年04月后创建的实例，将开始收费。

收费原则收费原则
slb.s1.small规格定价各地域略有差异，更多信息，请参见包年包月实例定价和按量计费实例定价。具体收费原则
如下：

包年包月实例

在收费生效日之前购买的slb.s1.small实例，在预付费周期内，不会额外收取费用，以下情况除外：

当前预付费周期内，如果对实例变配，新配置将开始计费。

当前预付费周期到期后，对实例续费时需要付费。

按量计费实例

在收费生效日后，新购买的slb.s1.small的实例将开始收取规格费。

在收费生效日前购买的slb.s1.small实例将继续维持免费，如果在收费生效日后对实例规格进行变配，将
开始收取规格费。

在收费生效后，任何高于slb.s1.small规格的按量付费的实例，当实例运行的规格回落为slb.s1.small
时，将按照slb.s1.small规格的定价收费，详细说明请参见按量计费-规格费。

说明 说明 上述调整自2020年04月起，逐步实施，各地域和各站点收费生效日可能略有差异，请关注
实例账单。

优惠变更优惠变更
优惠期间如果存在其他更优惠的折扣，折扣不同享。

2020年04月：slb.s1.small规格费按量付费5折优惠，包年包月7折优惠，优惠截止日期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slb.s1.small规格费按量付费5折优惠，包年包月6折优惠，优惠截止日期2021年09月30日。

10.【20200401】【计费公告】性能10.【20200401】【计费公告】性能
保障型实例slb.s1.small计费调整公保障型实例slb.s1.small计费调整公
告告

动态与公告··【20200401】【计费公
告】性能保障型实例slb.s1.small计费
调整公告

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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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更加安全的云上网络环境和更好的云上用户体验，阿里云将于2020年11月27日起停止售卖经典网
络类型的私网

CLB

实例。

停售内容停售内容
阿里云将于2020年11月27日起停止售卖经典网络类型的私网

CLB

实例。

停售时间停售时间
2020年11月27日

停售影响停售影响
从2020年11月27日起，您将无法购买经典网络类型的私网

CLB

实例。

新购的

CLB

实例将不再支持添加经典网络类型的ECS实例作为后端服务器。

存量

CLB

实例不受影响。

11.【20201127】【停售公告】停止11.【20201127】【停售公告】停止
售卖经典网络类型的私网实例售卖经典网络类型的私网实例

负载均衡
动态与公告··【20201127】【停售公
告】停止售卖经典网络类型的私网实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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