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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达云
携手 IBM® Cloud Infrastructure，护航游戏企业出海
概述

迅达云（SpeedyCloud）于 2012 年创立，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成

需求

都设有分公司，并且在加拿大设有办事处，是业界领先的云计算服务提

迅达云需要提供一套完整的，助力其客户

供商。其创始团队来自网宿，蓝汛，世纪互联等上市公司，始终专注于

实现游戏内网全球同服的出海解决方案。

服务互联网业务。其产品涵盖计算、网络、存储三大 IT 基础设施领域，

为此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有实力

目前已在国内建立了 9 大云服务节点和超过 120 个云分发节点，覆盖

的云底层架构供应商，为其客户进行网络

了全国 90%以上的城市和地区，同时在新加坡、洛杉矶、迈阿密、温哥

资源的有机耦合，实现全球节点之间的互
联互通

外云服务节点，是中国覆盖地区最广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之一。

解决方案
迅 达 云 采 用 了

华、纽约、法兰克福、莫斯科、东京、曼谷和胡志明市建立了 10 大海

IBM®

Cloud

Infrastructure (SoftLayer) 位于日本，韩
国 ，巴西，英国，美国达拉斯，香港等
地的虚拟服务器节点，满足了其客户搭建
Nginx，全球同服等商业需求

优势

迅达云目前拥有企业客户 5000+，覆盖各大门户网站、流媒体、游戏、
电子商务、搜索、社交等众多类型的互联网企业。
同时迅达云还是 IBM 的优质合作伙伴，自成立之初至今已携手 IBM 为
游戏行业的客户提供了完备的行业解决方案。其核心产品游戏云平台服
务已经得到业界多家有影响力的游戏运营商的广泛认同。

IBM® Cloud Infrastructure (SoftLayer)
全球节点之间采用 10G 光纤直连，而且
IBM 全球 40 多个数据中心之间的传输费

游戏出海的机遇与挑战

用为 0。这些优势满足了迅达云客户对数

现如今，海外发行几乎是国内很多游戏厂商的必经之路。据报道，2016

据远程传输的需求，并且低延迟、低丢包

年中国自研网络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 7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率的卓越特性对游戏业客户尤为关键

36.2%，增长率远远高于其它行业。游戏是全球最容易共通的一种“语
言”，具有很强的海外拓展能力。然而，游戏出海的各家厂商也同时面
临着很多纷繁复杂的棘手问题：
一、出海业务网络基础架构极其复杂，各国电信网络供应商服务差异巨
大，互相之间的协调，配合都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
二、文化，法律，宗教的区别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本地化挑战。
比如某款游戏，精美古装 UI 设计，在国内获得很高的评价，然而投放
东南亚市场之后，营收数据却不尽如人意。在咨询了当地团队之后，对
UI 和界面进行了重新设计，符合了当地的文化与习惯后，才取得了优
良的效果。
还有宗教问题，中东地区比较复杂，穆斯林都分好几派，在制作产品的
时候就要格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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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相关海外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困难，存在语言，作息时间的不同步

“SoftLayer 满足了我们国
内游戏业客户期望链接
全球玩家，数据远程传
输的一切需求。”
- 刘宇鹏，迅达云高级销售总监

问题。
四、出海还会面临政治挑战、国家外交政策调整、突发事件等，这些都
可能会带来大量不可预期的变化。

云架构链接全球无界限
针对以上一系列游戏客户出海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迅达云携手 IBM 为
出海厂商设计了更为灵活的出海解决方案。以下两家游戏企业的出海经
验十分值得准备出海的企业作为借鉴：
某家国内知名游戏发行商，代表作有以三国为背景的大型角色扮演策略
类的知名游戏。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决策层决定将此游戏项目发布到
全球市场，然而由于游戏架构的特殊性，源站只能设计在北京，网速受
限导致链接全球玩家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迅达云为此家企业做的架构设计：在香港设立中心节点，采用 IBM
Cloud 全球内网支持全球数据通信，将各大洲各个国家的玩家请求汇集
到本地机房，再推往源站。
游戏生命周期共 12 个月，期间无任何宕机或其他事故，效果远超各方
预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IBM Cloud 满足了我们国内游戏业客户期
望链接全球玩家，数据远程传输的一切需求，并且丢包率低。”迅达云的
高级销售总监刘宇鹏高度评价道。
另外一家知名的游戏创作公司，其作品中一款角色扮演类、采用即时战
斗系统的游戏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日 4000 万以上的活跃
玩家。在国内的游戏界创造了一个传奇。目前上线的一款属于当下游戏
圈最热类型的 RTS 即时策略游戏，正在通过 IBM Cloud 推向全球。
目前迅达云为此家企业做的架构设计为：各大洲选择一个中心节点，节
点间通过 IBM Cloud 的全球内网进行通信，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国战。
这一架构在公测期间已取得巨大成功，计划将采用 IBM Cloud 物理机
进行全球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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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达云携手 IBM，护航游戏企业出海
解决方案组件
●

IBM® Cloud Infrastructure
(SoftLayer) Virtual servers

由于游戏行业的特殊性，每一款游戏的每一个区服，都需要至少一台虚
拟服务器来支撑。既要考虑管理的方便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又要考虑
成本。
IBM® Cloud Infrastructure (SoftLayer) 提供随需应变的云基础架构，
其中包括物理裸机服务、虚拟服务器、存储器以及网络，它们都在一个
平台上，客户完全可以进行访问和控制。这些企业级组件能够让企业创
建他们所需要的公有云、私有云或者混合云等基础架构环境，用来支持
企业最苛刻的开发、测试和生产需求。全球节点之间采用 10G 光纤直
连，而且 IBM 全球 40 多个数据中心之间的内网传输费用为 0。这些优
势满足了迅达云客户对数据远程传输的需求，并且低延迟、低丢包率的
卓越特性对游戏业客户尤为关键。
游戏厂商出海任重而道远，仅靠自研游戏的品质提升，如果没有灵活多
变的出海策略，出海仍将是空谈。过去的一年，中国游戏在海外已经大
展拳脚，未来之路 IBM® Cloud Infrastructure (SoftLayer) 将携手合作
伙伴，助力更多有志于出海的企业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共同为全球玩家
提供无与伦比的极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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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IBM Cloud Infrastructure 产品如何为您提供帮助的更
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
站：ibm.com/cloud-computing/cn/zh/newinfrastructure/

为何选择 IBM 云？
采用云计算，为竞争优势加上智胜砝码。IBM 云可确保无缝地集成到
公共和私有云环境。基础架构安全、可扩展而且灵活，可提供定制的
企业解决方案，这些都使 IBM 云成为混合云市场的领导者。
立刻拨打 400-0656-183，预约 IBM 云计算专家！有关更多信息，
敬请访问：ibm.com/cloud-computing/cn/zh

关注 IBM 伙伴 e 家

访问 IBM 渠道大学

了解 IBM Cloud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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