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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維邑動 (Avazu)
藉由 IBM SoftLayer，成為全球跨媒體推廣平台
中的佼佼者
概述

艾維邑動 (Avazu) 於 2009 年創立，總部位於上海。它是一家數位行銷領
域的技術公司，業務涵蓋 PC 和行動化網際網路廣告全球投放，以及全

需求

球專業行動化遊戲營運及發行。

由於原有的雲端代管合作廠商無法穩定支
援網路連線以及急速成長的全球性業務需
求，艾維邑動 (Avazu) 急切尋求美國境內更

追求卓越，服務全球

可仰賴的雲端代管合作夥伴，支援其極速
增長的跨設備廣告業務（年複合成長率超

艾維邑動 (Avazu) 在多年的全球市場經營中，始終堅持「技術突破」與

過 700％）

「極致服務」的經營理念，致力於為全球行動式網際網路企業提供整合的

解決方案
艾維邑動 (Avazu) 利用 IBM® SoftLayer™

廣告行銷解決方案，被譽為效果廣告領導者。
有別於傳統的廣告模式，現今媒體化時代的跨媒體廣告投放業務，一定

的裸機雲端服務中可預測工作量及穩定執

要有需求方平台 (DSP) 與即時競價 (RTB)。使用者瀏覽網頁的耐心有限，

行的性能，竭盡全力盡最大可能平衡了廣

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後端可以執行許多作業。媒體多元化與受眾片段

告投放中的產能供給與需求

化，使得行動式時代的廣告主更想找到像艾維邑動 (Avazu) 這樣的廣告平

優勢

台。

IBM® SoftLayer™ 卓越的運算能力與記

艾維邑動 (Avazu) 在精準定位與海量資料演算法等方面深具競爭優勢。

憶體容量成功承載高性能工作負載，讓艾

其始終致力於整合媒體優質資源，以及媒合媒體和廣告主。此外，它還以

維邑動 (Avazu) 順利提高系統性能，並降

合理的價格幫助全球的廣告主針對目標客戶，即時購買廣告庫存以達到

低系統延遲。協助其即時競價系統的運行

具效率與投放量的媒體覆蓋率，竭盡全力盡最大可能利用自身廣告平台

速度平均提高 20%，系統延遲也從 20 毫秒

的資源。

降低到 1.5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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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全球跨媒體推廣服務的佼佼者，艾維邑動 (Avazu) 與業務合作夥

解決方案元件
IBM® SoftLayer™

伴Smaato（為一 獨立協力 廠商廣告平台） 為了能賺取 最大的廣告 營
收、實現其 DSP 流暢的廣告交互體驗、竭盡全力盡最大可能將廣告
非常精準地播放給目標客戶，以及縮短 RTB 的延遲時間；他們迫切需
要長期穩定的雲端代管夥伴。艾維邑動 (Avazu) 經過多次比較，選擇
使用 IBM® 位於華盛頓的 SoftLayer™ 裸機雲端服務架構，支援其迅速發
展的全球跨媒體廣告業務。

提高性能，降低延遲時間
針對廣告主的訴求以及自身的發展目標，提高系統性能，降低系統延遲，
對艾維邑動 (Avazu) 的即時競價需求方平台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前一秒
的延遲，可能造成後一秒未能將廣告精準投放給目標客戶，而對廣告投放
主造成實際金錢的損失，進而造成廣告主對廣告平台的不信任，以及喪失
對後續廣告時段購買的信心。

IBM Softlayer 裸機雲端可以將所有資源用於單租戶
IBM® SoftLayer™ 提供的裸機雲端服務是專屬的雲端服務資源，可以將
所有的資源全都用於單租戶，最適合用來快速處理密集型資料業務。
艾維邑動 (Avazu) 最初合作的雲端代管廠商，在穩定性與持續性等關鍵方
面，未能適切地支援其快速成長的業務需求，使得艾維邑動 (Avazu) 最終
選擇了 IBM® SoftLayer™ 位於美國華盛頓的裸機雲端伺服器，組成其雲
端架構。該架構由 100+ 個裸機伺服器組成，由虛擬區域網路進行連接，
傳送速率可達每秒 1000 個百萬位元，允許海量資料在各個伺服器之間移
轉。當使用者造訪網頁時，也會產生海量的造訪追蹤資料和使用者資料，
這些 資 料與 廣 告主 的 即時 競 價訴 求 ，可 在 極短 時 間之 內 透過 高 性能 的
SoftLayer™ 裸機雲端伺服器進行交互比對，找到高度符合的項目，在對的
時間以及對的廣告平台，呈現出目標使用者極有可能會點擊的廣告，竭盡
全力提高廣告主的廣告變現率。

IBM Softlayer 裸機雲端與虛擬機器相比的優越性
裸機雲端服務是專屬的伺服器資源，沒有安裝任何的系統，客戶可以自行
從眾多的選項中挑選適合自身的配置，然後遠端安裝系統和軟體，配置時
間只需要短短的 2 至 4 個小時。和專屬雲端相比，裸機雲端服務沒有任
何占用資源的管理程式 (Hypervisor)，性能良好，同時其網路和支援項目
與競爭者相比都是成本最低的。具有真正高性能的網路層和儲存層。更吸
引人之處，是按月租用的這些裸機雲端伺服器配置有 20TB 的網際網路
輸出量免費配額，在不同地區進行資料傳輸也不會收取任何費用，並且配
置有免費的全天候電話支援，以及在問題診斷兩小時內對故障硬體進行更
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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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管雲端伺服器，專注開發與創新
解決方案元件
IBM® SoftLayer™

透過 IBM® SoftLayer™ 提供的裸機雲端服務，使得艾維邑動 (Avazu) 從管理
伺服器基礎架構等繁冗的工作中解脫，相較於之前的雲端代管服務，其競價
系統的平均速度提高了 20%，系統延遲也從 20 毫秒降低到 1.5 毫秒，提升率
高達 92.5%。此外，IBM® SoftLayer™ 提供的裸機雲端服務在資料移轉方面
也有卓越的成效，使得艾維邑動 (Avazu) 在兩天之內完成了原有資料及應用程
式的移轉，並在第三天，就在新的雲端代管環境下全面展開了其全部的日常
業務。現在，艾維邑動 (Avazu) 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與時間投入到平台與應用程
式的開發與創新中，帶領全球跨媒體廣告業。提供的裸機雲端服務使得艾維
邑動 (Avazu) 從管理伺服器基礎架構等繁冗的工作中解脫，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與時間投入到平台與應用程式的開發與創新中，協助其成為全球跨媒體廣告
業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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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相關資訊
如需 IBM SoftLayer 產品如何為您提供協助的相關資訊，請聯繫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業務合作夥伴，或造訪以下網站：
https://www.ibm.com/cloud-computing/bluemix/zh-hant/cloud-servers

為何選擇 IBM Cloud？
採用雲端運算，為競爭優勢加上致勝手段。IBM Cloud 可確保無縫地整合
到公有和私有雲端環境。基礎架構安全、可擴展而且靈活，可提供自訂的
企業解決方案，這些都使 IBM Cloud 成為混合雲端市場的領導者。
立刻撥打 0800-016-888 按 1，預約 IBM Cloud 運算專家！如需更多
相關資訊，請造訪：https://www.ibm.com/cloud-computing/tw-zh/

造訪 IBM Cloud 官方網站

瞭解 IBM Bluemix 平台

免費試用 IBM Blue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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