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秒钟都有大量玩家等待押注，通过使用 SQL Server 2014 的内存中 OLTP 功能，

我们的网站载入速度更快，整体体验更流畅，玩家可以更畅快地押注玩游戏。”

Rick Kutschera，bwin.party 数据库工程经理

在线数字化娱乐公司 bwin.party 提供的在线游戏与其他服务用户数超过两百万。为

了向快速增长的业务提供更好的支持，改善网站性能，该组织部署了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中的内存中联机事务处理（OLTP）解决方案。现在该公司每秒可以处理 

250,000 个请求，为玩家提供更快速流畅的游戏体验。bwin.party 在硬件成本方面节

约十万美元，并实现了增收。

bwin.party 是全球最大的受管制在线游戏公司。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玩家访问公司网站，

针对各种体育赛事、摇奖彩票及扑克游戏下注上百万次。

该公司是由在线博彩巨头 bwin 与 Party Gaming 于 2010 年底合并而来的。合并后的 

bwin.party 将两个大流量网站合并在一起，由于来自两个网站的访客都被重新定向到

同一个网站，该网站需要提供原本由两个网站提供的数十个游戏，遭遇严重的扩展问

题。“我们所用的技术不足以通过扩展支持大量新增用户，”bwin.party 数据库工程

经理 Rick Kutschera 说：“原本的游戏系统每秒只能处理大约 15,000 个请求。考虑

到增长率，这样的数量已远远不够。”在游戏中，一次押注需要每秒批处理大约 50 

个请求。但由于峰值时期的负载太高，公司需要系统的会话状态服务器每秒能够处理 

30,000 个批处理请求。

由于扩展性方面存在问题，Web 服务器超时情况愈加严重，有时网站甚至会停机长达

数分钟时间。“缺乏可用性就意味着玩家无法押注，无法获得好的体验，”Kutschera 

说。“这个行业的竞争很严峻，我们需要确保客户能获得良好的体验。任何性能问题

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玩家无法大量押注，也会给我们造成经济损失。”

虽然该公司最近部署了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Enterprise 软件，后续还安装了更

多硬件，但依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断尝试优化系统，提升扩展能力，但我

们无疑需要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帮我们进一步完善。”

在线数字化娱乐公司 bwin.party，
经扩展每秒处理 250,000 个请求，改善玩家体验 

概况
国家 / 地区：直布罗陀

客户规模：2,000 名员工

行业：媒体、娱乐、博彩

网站：www.bwinparty.com

客户资料
领先的在线博彩公司 bwin.party 每天要

处理共 40 场体育赛事超过一百万次押

注。该公司由全球最大的在线游戏公司  

bwin.party 数字娱乐公司所有。

业务背景
bwin.party 是全球最大的受管制在线游戏

公司。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玩家访问公司网

站，针对各种体育赛事、摇奖彩票及扑克

游戏下注上百万次。公司现有技术不足以

通过扩展，支持大量新增用户，Web 服务

器不但超时情况愈加严重，也缺乏可用性，

这使得玩家无法获得好的体验，直接对公

司造成经济损失。”

解决方案
bwin.party 部署了 SQL Server 2014 内存

中联机事务处理（OLTP）解决方案。该解

决方案使用主内存优化技术及 no-locking/

no-latching 并发控制机制消除纵向扩展导

致的瓶颈。解决了扩展问题，使处理请求

的数量得到了巨大提升。

企业收益
·  通过扩展每秒处理 250,000 个玩家请求

·  为玩家提供更快速流畅的体验 

·  降低硬件成本，实现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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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背景



通过扩展每秒处理 250,000 个玩家请求

通过内存中 OLTP 技术，bwin.party 的游戏系统可扩展至每秒

处理 250,000 个请求，使得该公司可更轻松地迎接新玩家到

来。“通过使用 SQL Server 2014，有必要时我们的网站完全

可以应付数量激增 20 倍的玩家，”Kutschera 说：“如果美

国重新让在线博彩行业合法化，我们的用户数量一天就可以

提高三倍，而我们现有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不会造

成任何性能问题。我甚至觉得就算全球都让在线博彩合法化，

我们也不会遇到问题。”

为玩家提供更快速流畅的体验

在该公司原有网站上，玩家的标准系统响应时间为 50 毫秒。

通过使用内存中 OLTP 技术，这一时间被缩短至 2–3 毫秒。

“ 通 过 使 用 SQL Server 2014， 玩 家 体 验 更 快 更 流 畅，” 

Kutschera 说。

随着性能大幅提高，访问 bwin.party 网站的玩家在页面载入

和玩游戏时无需再等待。“每秒钟都有大量玩家等待押注，

通过使用 SQL Server 2014 的内存中 OLTP 功能，我们的网站

载入速度更快，整体体验更流畅，玩家可以更畅快地押注玩

游戏。”

降低硬件成本，实现增收

bwin.party 预计，在 SQL Server 2014 中的内存中 OLTP 技术

正式发布后，他们还将降低硬件运维成本。“一旦该技术在

更广泛的系统中使用，我们的维护工作将变得更简单，长期

范围内可以帮助我们节约大量资金，”Kutschera 说：“届时

将能用更少量硬件运行内存中 OLTP 技术，让我们每年节约

十万美元。以前为了解决扩展与性能问题，我们必须不断投

入大量新硬件，但现在我可以通过软件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因为该解决方案可支持更多玩家，bwin.party 发现系

统中押注的数量也大幅增加。“通过使用内存中 OLTP 技术，

我们的玩家数量激增，对公司来说就意味着增收，”Kutschera 

说：“ 但 最 大 的 问 题 始 终 是 扩 展 性。 我 们 的 系 统 在 使 用  

SQL Server 2014 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性能，这正是我们期

待已久的解决方案，这场赌局我们终于赢了。”

在与微软讨论过后，bwin.party 部署了 SQL Server 2014 内存

中联机事务处理（OLTP）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使用主内存

优化技术及 no-locking/no-latching 并发控制机制消除纵向扩

展导致的瓶颈。

在首次听说该技术后，bwin.party 就决定尽快测试内存中 

OLTP 功能，并因为在生产环境中使用该解决方案成为微软最

早期的客户之一。“在用上这个软件之前，我们就知道这正

是我们需要的，”Kutschera 说：“当时我们为了解决扩展问题，

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

公司预计该解决方案能将每秒处理的请求数量提高一倍，

从 15,000 个增至 30,000 个。“首次测试运行时每秒处理了 

150,000 个请求，我们都惊呆了，”Kutschera 说。

很快 bwin.party 就将该解决方案集成到原有的 SQL Server 

2012 环境中。

通 过 使 用 SQL Server 2014 中 的 内 存 中 OLTP 技 术， 

bwin.party 网站可支持的用户数量提高了 20 倍，并为玩家提

供了更快速，更流畅的体验。该公司不仅节约了成本，而且

实现了增收。

了解详情
有关更多 SQL Server 2014 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microsoft.com/zh-cn/SQLServer/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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