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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   � 

本文档适用于阿里云·∙云盾高防 DDoS 防护包 � 

第2章 DDoS 防护包介绍 � 

2.1  DDoS 防护包简介 � 

DDoS 防护包是针对云上 ECS，SLB，WAF，EIP 等云产品直接提升防御能力的安全产品，

相比于DDoS高防 IP来讲，主要的好处是直接可以把防御能力加载到云产品上，不需要更换 IP，

也没有四层端口、七层域名数等限制，同时，DDoS 防护包的购买和部署过程也非常的简单，购

买后只需要绑定需要防护的云产品的 IP 地址立刻使用，分钟级生效。 � 

DDoS 防护包目前支持华东一（杭州）、华东二（上海）、华北二（北京）、华南一（深圳）

这几个地方的购买，保底 5G 的时候，可以弹性到 30G，保底 20G 以上的时候，最多可以弹性

到 100G。 � 

2.2  DDoS 防护包核心优势 � 

立即购买，立即生效，最短 1 分钟可以完成整体产品的部署，直接加载到云产品，免去部

署和切换 IP 的痛苦 � 

可保底、可弹性。目前可以弹性到最多 100G。 � 

阿里云 BGP 带宽，覆盖电信、联通、移动、教育网、长城宽带等不同的运营商，只需要一

个 IP 满足多个不同运营商的极速访问。 � 

海量清洗带宽，满足做大促、活动上线、重要业务的安全稳定性保障。 � 

可以独享一个 IP，也可以共享多个 IP 防御，满足多个 IP 地址都需要提升防御带宽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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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DDoS 防护包价格 � 

l 保底带宽，独享一个 IP 的报价。 � 

注意：独享一个 IP 地址，可以弹性。 � 

防护包规格

（Gbps） �  防护 IP �  线路 �  费用（月） � 

5 �  1 个 �  BGP �  ¥500 � 

10 �  1 个 �  BGP �  ¥3,600 � 

20 �  1 个 �  BGP �  ¥7,200 � 

30 �  1 个 �  BGP �  ¥14,400 � 

40 �  1 个 �  BGP �  ¥16,200 � 

50 �  1 个 �  BGP �  ¥26,400 � 

60 �  1 个 �  BGP �  ¥38,400 � 

70 �  1 个 �  BGP �  ¥50,400 � 

80 �  1 个 �  BGP �  ¥59,400 � 

100 �  1 个 �  BGP �  ¥71,400 � 

l 保底带宽，共享多个 IP 的报价。 � 

注意：共享多个 IP 不支持弹性。 � 

防护包规格 � 

（Gb） � 

防护

IP �  线路 � 

<价格/月

/5 台 � 

<价格/月

/20 台 � 

<价格/月

/50 台 � 

<价格/月

/100 台 � 

5 �  多个 �  BGP �  ¥1,750 �  ¥6,000 �  ¥12,500 �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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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多个 �  BGP �  ¥12,600 �  ¥43,200 �  ¥90,000 �  ¥144,000 � 

20 �  多个 �  BGP �  ¥25,200 �  ¥86,400 �  ¥180,000 �  ¥288,000 � 

30 �  多个 �  BGP �  ¥50,400 �  ¥172,800 �  ¥360,000 �  ¥576,000 � 

40 �  多个 �  BGP �  ¥56,700 �  ¥194,400 �  ¥405,000 �  ¥648,000 � 

50 �  多个 �  BGP �  ¥92,400 �  ¥316,800 �  ¥660,000 �  ¥1,056,000 � 

60 �  多个 �  BGP �  ¥134,400 �  ¥460,800 �  ¥960,000 �  ¥1,536,000 � 

70 �  多个 �  BGP �  ¥176,400 �  ¥604,800 �  ¥1,260,000 �  ¥2,016,000 � 

80 �  多个 �  BGP �  ¥207,900 �  ¥712,800 �  ¥1,485,000 �  ¥2,376,000 � 

100 �  多个 �  BGP �  ¥249,900 �  ¥856,800 �  ¥1,785,000 �  ¥2,856,000 � 

l 弹性按天的价格 � 

备注：在防护包内，一个防护包一天峰值算一次，取攻击峰值作为计费

依据。如果一个防护包多个 IP 都被攻击，只取这个防护包当天的总流

量峰值作为计费依据。 � 

DDoS 攻击防御峰值 � 

弹性防护费用

（天） � 

5 � Gb<攻击峰值≤30 � Gb �  ¥3,880 � 

30 � Gb<攻击峰值≤40 � Gb �  ¥4,880 � 

40 � Gb<攻击峰值≤50 � Gb �  ¥8,800 � 

50 � Gb<攻击峰值≤60 � Gb �  ¥12,800 � 

60 � Gb<攻击峰值≤70 � Gb �  ¥15,680 � 

70 � Gb<攻击峰值≤80Gb �  ¥19,680 � 

80Gb<攻击峰值≤100Gb �  ¥23,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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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DoS 防护包购买指导 � 

2.4.1   � 选择需要购买的地区和规格 � 

进入购买页面，选择对应的区域和规格。	  
l 可以选择独享或者共享，独享可以给一个 IP 使用，共享可以给最多 100 个

IP使用。	  

l 支持华东一（杭州）、华东二（上海）、华北二（北京）、华南一（深圳）这几个地方的购买。	  

l 选择保底防护弹性，攻击在保底防护带宽以下的不用额外付费。	  

l 选择弹性防护带宽，当攻击超过保底之后，仍然可以防御，但是第二天要按照防御的峰值

进行后付费。	  

	  

2.4.2  绑定 IP � 

l 购买完成后，支付订单成功后，会进入防护的控制台，在防护包列表里面可以看到自

己购买的规格、区域、到期时间和防护对象等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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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点击防护对象设置，会弹出设置防护对象，如果是共享包，可以添加多个 IP。 � 

 � 

 � 

 � 

2.4.3  查看流量信息 � 

配置完成后，可以查看到防护包的总流量信息和单个 IP 的流量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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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注意 � 

 � 弹性带宽由于骨干网的因素无法保障总是最大，如果当天设置的弹性带宽无法提供所设置

的最大弹性带宽，则当天的弹性防御费用可以申请免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