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trado* 是领先的游戏服务器和应用托管服务提供商之一。通过与英特尔合作，Nitrado 

得以凭借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优势，为商业客户和最终客户造福。这是 Nitrado 

面向游戏开发者和发行工作室开启存储容量变革，确保客户继续享受稳定低价和出色性

能的重要举措。

挑战

当今复杂的游戏世界对在线游戏服务器的内存容量要求越来越高。虽然现代英特尔® 

处理器拥有出色的计算能力，但在典型的游戏服务器配置中，内存容量早在处理器不

堪重负之前就已用尽。Nitrado 希望提升 CPU 利用率和游戏实例密度，但解决方案必

须价格合理，并且能够为 Nitrado 客户持续带来所期望的出色游戏体验。

解决方案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灵活而经济高效地扩展系统内存，带来出色性能。Nitrado 

将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PMem) 模块添至其游戏托管服务器中，使单个服务器上

能够运行更多游戏实例，而无损游戏服务器的性能。

结果

通过添加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Nitrado 一台服务器上运行的 Minecraft* 实例数从 

182 个增加到了 500 个（见图 1），CPU 利用率从 40% 提升至 85%1。同时，服务器

性能仍维持高水平。基于取得的可喜结果，Nitrado 现在已开始向客户提供搭载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服务器。

消耗大量内存的游戏让 CPU 无法得到高效利用

随着在线游戏日益复杂，其对计算和内存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根据 Nitrado 的经

验，有些游戏（如 Minecraft）消耗的资源并不对称。也就是说，在单个处理器有 20 至 

24 个内核的双路服务器上，系统内存在 CPU 利用率达到高峰之前就已用尽。由于用户

体验对 Nitrado 的业务模式至关重要，这就限制了可在服务器上托管的游戏实例的数量，

并导致计算资源闲置。

Nitrado* 正掀起一场在线游戏的变革，采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扩展系统内存，

使数据中心效率显著提升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助力 Nitrado 提升游戏实例密度，降低玩家成本

结果：

•  CPU 使用率提高 112%1

•  游戏实例密度增加 175%1

•  带来满足未来业务扩张所需的灵活性，

支持更多游戏，服务更多客户

•  数据中心的效率提高带来总体拥有成本 

(TCO) 的降低，从而有助于维持较低的

托管价格

•  游戏开发者不再受内存资源所限，因

此能够打造更加奇妙的游戏世界

云服务提供商
在线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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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可能会走一步，或者玩家的健康和饥饿状况会根据玩家的

情况更新）。节拍率是服务器处理更新的频率，单位为赫兹 (Hz)。 

节拍率越快，在玩家看来游戏就越 “实时”。Minecraft 的节拍率

通常是每秒 20 次3。在 Nitrado 的测试中，采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代替部分 DRAM 不会对 Minecraft 的节拍率产生不良影

响，因而能够维持玩家的良好体验。

游戏的全新机遇正在出现

预计云游戏市场 2018 年到 2023 年之间将以 40% 的复合年增

长率 (CAGR) 增长，到 2025 年市场总规模将达到 80 亿美元（远

高于 2018 年的 10 亿美元）4。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优势

将帮助 Nitrado 跟上当前的增长趋势，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其所

能惠及到的并不仅有 Nitrado 及其客户而已。

由于在线游戏服务器安装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高达 6 TB，

这也会让游戏开发者和发行工作室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想要更

多怪物？更多海啸？更多火山？更多操作和选项？当内存不再是

在线玩家 “实时” 游戏的限制因素，游戏产业也将因此掀起变革， 

从而涌现更多奇妙的游戏世界和冒险，而这也可能产生对 Nitrado 

等提供的在线游戏服务更强烈的需求。

“我们的测试结果表明，采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PMem) 模块来扩展系统内存，可

以让我们更充分地利用 CPU，而且不会降低

性能。”

—Marco Balle 

Nitrado* 首席执行官

协作推动数据中心创新

英特尔不断进行创新，力求开发出不仅能够变革数据中心，而且

也能变革计算本身的技术。同样，Nitrado 也是一家富有远见的

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出色的游戏性能和用户体验。这样两家

公司强强联手，其结果自然令人艳羡。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在传统的数据中心级内存/存储分层架构

中引入一个全新而灵活的内存层，专供数据中心使用。通过在

内存模式下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来部署系统，Nitrado 可

以有效增加单个服务器托管的游戏实例数量，实现数据中心效率

的优化，这样一来，CPU 的利用率得到提升，而且不会影响游戏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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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

图 1. 通过采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来增加游戏实例密度， 

Nitrado 将托管价格始终维持在客户可承受的水平。

数据中心资源利用率低会抬高总体拥有成本 (TCO)，进而导致 

Nitrado 不得不向客户收取更多的游戏托管费用——但他们并不

希望这样做。

虽然购买性能略逊色的处理器可以提高 CPU 利用率，但可能会

降低用户体验。另一种方法则是在游戏服务器中添加更多或容量

更高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模块来增加内存。但是，内

存价格通常不会随 DRAM 线性扩展，而是很快就会昂贵得令人却

步。此外，即使是大容量的 DRAM 模块也很少会超过 256 GB；

总有一天，服务器会用完可用的 DRAM 插槽，无法进一步扩展

内存。

因此，Nitrado 寻求的解决方案需要能够以高性价比大幅扩展系

统内存，而不会造成成本压力或在游戏过程中降低系统性能和

用户体验。

采用一种全新大容量内存技术替换部分 DRAM 并

保持性能不变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在内存模式2下可在每个插槽中添加多达 

3 TB 的内存，这使 Nitrado 可以增加单个服务器上的游戏实例数 

（每个实例在容器中运行），从而增加容器密度，由此降低总体

拥有成本同时保持良好的游戏服务器性能。游戏性能是通过 “服务

器节拍率” 这一指标来衡量的。在 Minecraft 等复杂的游戏中，在

后台每秒运行多个仿真，为游戏中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场景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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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游戏服务器中添加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既增加了容器密度，又提高了 CPU 利用率，因此使 Nitrado* 能够在降低成本的

同时将性能保持在高位。

英特尔为 Nitrado 提供了测试服务器（搭载内存模式下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英特尔工程师与 Nitrado 团队合作选择了可

实现经济高效、高效率和高性能结果的 DRAM 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配置比。Nitrado 当前产品使用了 1.5 T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未来可能会在每个 CPU 插槽中部署多达 3 TB 内存 

（系统中的 DRAM 另计）。

提高数据中心效率而无损性能

如图 2 所示，在游戏服务器中添加内存模式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后，并发运行的 Minecraft 实例数从 182 个增加到了至少 

500 个，CPU 利用率从 40% 攀升到了 85%。更高效的 CPU 利

用率和更大的游戏实例/容器密度既使数据中心的成本得以减少，

又带来了服务扩展机会（更多游戏、更多客户），而且不会降低

游戏性能。Nitrado 和英特尔对由此为 Nitrado 及其客户，甚至

是游戏开发社区带来的种种可能性感到欢欣鼓舞。英特尔将与 

Nitrado 继续通力合作，让 Nitrado 的客户能够持续从英特尔的

创新优势中获益。既然内存已不再是一种约束，就让我们尽情畅

想可能创建出的神奇世界吧。

找到适合贵企业或机构的解决方案。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或访问 

intel.cn/csp

Nitrado* 简介

在线游戏越来越受欢迎，而 Nitrado* 能让客户以较高性价

比轻松拥有专属的游戏服务器。客户无需成为技术专家就可

以租用服务器，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与朋友一起畅玩。拥

有一台 Nitrado 的游戏服务器有很多优势，因为 Nitrado 的

数据中心遍布世界各地，能带来出色的低延迟。Nitrado 的

目标是优化游戏体验，为此 Nitrado 提供的先进服务器可防

止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并已经过定制，可自动、

动态地运行超过 130 款游戏。

Nitrado 的用户可通过简单直观的网页浏览器界面或智能 

手机应用来租用服务器、启动游戏、添加并删除玩家， 

甚至可在游戏之间切换，而保持文件和配置不变。用户可

专注于游戏，而不是忙着处理服务器管理任务。此外， 

Nitrado 还针对 Xbox* 和 PS4* 游戏机提供服务、向游戏

工作室和发行商出租专用服务器，并提供托管解决方案， 

Nitrado 在其中负责处理专用服务器上运行的实例。

Nitrado 成立于 2012 年，在法兰克福、伦敦、纽约、 

迈阿密、洛杉矶、悉尼和新加坡设有数据中心。Nitrado 

的数据中心总计运行约 40,000 个英特尔® CPU 内核。

了解更多信息

以下资源可能对您有所帮助：

• Nitrado* 主页

• Nitrado Enterprise

•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http://intel.cn/csp
https://server.nitrado.net/usa/rent-gameserver
https://enterprise.nitrado.net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xeon/scalable.html


案列研究 |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助力 Nitrado 提升游戏实例密度，降低玩家成本 4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仅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

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
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更多信息，详见 www.intel.cn/benchmarks。

1  截至 2019 年 2 月 7 日 Nitrado 进行的测试。

全 DRAM 配置：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8 处理器（8 个 64 GB DDR4-2666 DRAM），安装的总内存 = 512 GB。

可用系统内存 = 512 GB。

Minecraft* 实例数：182

CPU 利用率：40%

DRAM +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混合配置：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2 处理器（12 个 128 GB (1.5 T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 12 个 16 GB 
(192 GB) DDR4-2600 DRAM），安装的总内存 = 1,692 GB。可用系统内存 = 1,536 GB。

Minecraft 实例数：500

CPU 利用率：85%

最终结果根据 Nitrado 的测试数据推断得出。
2  请注意，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在两种模式下运行。在内存模式下，应用和操作系统可以感知单个易失性内存池，这一点与仅使用 DRAM 的传统

系统没有差别。在这种模式下，无需在应用中对持久内存进行专门编程，在发生断电的情况下，数据将不会保存。Nitrado* 使用的正是这种模式。在 
App Direct 模式下，应用和操作系统可清楚地判断出平台中有两种类型的直接加载/存储内存，并可以确定哪种类型的数据读取或写入适合 DRAM，
哪种类型适合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需要较低延迟且无需永久数据存储的操作可在 DRAM 上执行，例如数据库 “Scratch Pad”。需要持久存储或
结构很大的数据则可以传输到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3 数据来源：https://minecraft.gamepedia.com/Tick
4  数据来源：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19/07/01/1876481/0/en/Cloud-Gaming-Market-to-exceed-8bn-by-2025-

Global-Market-Insights-Inc.html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配置中所示日期进行的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信息披露。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
全的。

优化声明：英特尔编译器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可能与针对非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不同。这些优化包括 SSE2、SSE3 和 SSSE3 指
令集和其他优化。对于非英特尔微处理器上的任何优化是否存在、其功能或效力，英特尔不做任何保证。本产品中取决于微处理器的优化是针对英
特尔微处理器。不具体针对英特尔微架构的特定优化为英特尔微处理器保留。请参考适用的产品用户与参考指南，获取有关本声明中具体指令集的
更多信息。

声明版本：#20110804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请您审查该内容，咨询其他来源，并确认提及数据是否准确。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
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或请见 intel.cn。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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