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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产品简介

概述

随着游戏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传统关系型数据库越来越难以满足高并发读写、海量数据的高效率存储和访问、

高可扩展性和高可用性等需求。NoSQL

数据库则由于其简单的拓展，快速的读写等优势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腾讯云游戏存储 Tcaplus 借鉴非关系型数据库的设计理念和技术，结合游戏特点，平衡性能和成本，专为游戏

数据存储打造。目前已为《王者荣耀》、《穿越火线》、《火影忍者》等千万级 DAU 大作提供了稳定的数据

存储服务，依托腾讯云遍布全球五大洲（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基础设备服务节点，游戏

开发商只需接入一次，便可在全球使用。 

产品简介

游戏存储（Tcaplus）是专为游戏设计的 NoSQL 分布式数据存储服务，支持 Protobuf 接口访问，Tcaplus 将

Cache 与硬盘结合，追求高性能的同时，也节省成本，很好地支持全区全服和分区分服，并针对游戏爆发增长

和长尾运维特点提供不停机扩缩容、备份容灾、快速回档等全套解决方案，安全可信赖。目前广泛应用于《王

者荣耀》、《穿越火线》、《火影忍者》等数百款流行游戏。

产品功能

Cache 与持久存储结合

功能介绍：Cache + 磁盘存储，冷热数据自动换入换出。

用户价值：不需要使用两种数据库，简化应用程序架构。  

支持全区全服

功能介绍：存储空间无上限，单表最大支持 50TB，不停服扩缩容，支持全区全服、分区分服。

用户价值：无需考虑存储空间扩容问题。  

支持 PB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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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结合 Protobuf 提供灵活的数据访问，支持指定字段的访问与抽取。

用户价值：大大节省带宽，降低成本。  

快速回档

功能介绍：快速拉取冷备并行解压，全流程自动化回档，支持数据精准时间点回档，每个节点 300GB

数据冷备，2 小时之内所有节点完成极速恢复。

用户价值：极速回档，减少故障损失。  

备份容灾

功能介绍：过载保护；双机热备；每日冷备容灾机制，数据保留达 30 天, Binlog 流水保留 15 天。

用户价值：数据安全保障，轻松应对运营故障。  

产品优势

高性能

内存和硬盘热冷数据 LRU 交换、数据落地 SSD 盘、数据多机分布等保障性能最大化，单机 QPS 达 10

万/秒，时延小于 10 毫秒。

高可用

双机热备容灾机制，保证系统故障时的快速恢复。

低成本

以内存为主、磁盘为辅的 key-table NoSQL 存储服务，提供进程内数据在内存和磁盘切换的能力，提供多进

程之间动态扩容的能力，保证活跃数据保存在内存，非活跃数据存磁盘。比全内存型存储节省约 70%

成本，比 Redis+MySQL 节省约 40%。

动态拓展

存储空间无上限，容量可以根据游戏的实际需要进行动态的扩展和收缩，且不影响游戏运营，轻松应对业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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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急剧变化。

易于使用

支持API接口调用，常用操作（如加表、改表、删表、数据清理等）WEB

化，扩容、缩容、备份等运维操作系统自动化。

专注游戏

支持全区全服和分区分服，并针对游戏爆发增长和长尾运维特点提供不停机扩缩容、备份容灾、快速回档等全

套解决方案，安全可信赖，成为最适合游戏的数据存储服务。

全球服务

依托腾讯云全球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覆盖全球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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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低成本

以内存为主、磁盘为辅的 key-table NoSQL 存储服务，提供进程内数据在内存和磁盘切换的能力，提供多进

程之间动态扩容的能力，保证活跃数据保存在内存，非活跃数据存磁盘。比全内存型存储节省约 70 %

成本，比 Redis+MySQL 节省约 40 %。

高性能

内存和硬盘热冷数据 LRU 交换、数据落地 SSD 盘、数据多机分布等保障性能最大化，单机 QPS 达 10

万/秒，时延小于 10 毫秒。

高可用

双机热备容灾机制，保证系统故障时的快速恢复。

针对游戏的个性化需求

支持分区分服模型，提供快速开服的能力，跨区访问，跨区数据合并，支持数据压缩等个性化需求，并会根据

游戏需要不断优化。

动态拓展

存储空间无上限，容量可以根据游戏的实际需要进行动态的扩展和收缩，且不影响游戏运营，轻松应对业务规

模急剧变化。

学习门槛低

继承客户端游戏的开发技术，端游团队开发经验得到延续，服务化 API 提供简单的同步和异步操作接口。

服务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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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资源申请方式，业务不再需要自行部署存储服务环境。

优化资源利用率提升运营效率

集成告警等基础系统，提供进程级监控能力，服务化 API

提供接入服务器扩容、负载均衡、容灾的能力，降低产品接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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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手游

移动游戏时间碎片化，玩家之间交互多，数据量大，全区全服和分区分服都很普遍，游戏发展变化快，运营活

动多，数据存储层对低时延要求高。Tcaplus 采用批量操作、自动合服、不停服无损扩缩容、冷热数据交换等

技术对手游这些特点做了针对性支持和优化。同时 Tcaplus

对数据回档，高可用，数据更新多等游戏数据特点也专门做了支持和优化。

端游

玩家在线时间长，游戏业务生命周期较长，大部分是分区分服，数据记录大，对低时延要求高。Tcaplus

采用自动容灾、数据分区、记录自动分包、Cache

结合高速硬盘存储等技术对端游这些特点做了针对性支持和优化。

页游

开服合服频繁，一般是 7 x 24 小时不停服，浏览器数据缓存能力弱所以对后台数据存储系统要求高。Tcaplus

采用自动合服、不停服无损扩缩容、Cache 结合高速硬盘存储等技术对页游这些特点做了针对性支持和优化。

社交

用户可以自由创建数据，评论使用频繁，内容按主题聚合，文本、链接、时间等字段长度比较稳定，数据活跃

度按时间分布，读多写少。Tcaplus

采用列表存储、异构数据类型支持、冷热数据交换、读写分离等技术对社交这些特点做了针对性支持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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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条款

产品可用性

1. Tcaplus 承诺 99.95% 的业务可用性，即用户每月 Tcaplus 可用时间应为30 天 × 24 小时 × 60 分钟

× 99.95% = 43178.4 分钟，即存在 43200 - 43178.4 = 21.6 分钟的不可用时间。

2. Tcaplus 接口层采用负载均衡，当一台接口服务机器挂掉时，自动剔除些主机，其它主动继续提供服务

。同时每隔一定时间，会发采样请求给失败的机器，如果能正常响应，则请求逐步分担到恢复的正常的

机器上。同样接入层的自动扩容和缩容也采用此种策略。对用户侧完全透明。

3. Tcaplus 的数据存储机采用主从（Master-Slave） 这种热备方式，Master

上的每一次数据变更都会记录成带版本号的 binlog , 同时 Slave 会请求与 Master的 binlog seq

差异，将最新的流水请求得到后写入本地，以保证与 Master 的数据一致。

4. Tcaplus 中控会实时监控 Master 的服务质量包括成功率和时延及成活状态，Master

不可用时，会自动触发故障切换（Failover） , 主 Slave 切换成新的 Master 提供服务，原来的

Master 的会切成 Slave 并产生告警。

5. Tcaplus 的数据存储机采用 SSD

存数据，内存做数据缓存，数据的读写效率非常高，绝大部分的读写都在 10 ms 以内。

6. 业务可用性计算公式：100% - Σ(故障持续时间 * 模块系数比例 * 影响用户数) / 当月总时长 * 100%。

产品计量准确性

Tcaplus 的费用在用户的选购页面和订单页面均有明确展示，用户可自行选择具体服务类型并按列明的价格进

行购买。具体价格以腾讯游戏服务官网公布的价格为准，腾讯游戏服务按照用户选购的云服务规格和使用时长

进行收费。

补偿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由腾讯游戏服务故障原因导致用户购买的云产品不可正常使用或完全不可访问，以及腾讯游戏服务故障

导致游戏无法访问时，用户要求腾讯游戏服务针对事故或故障而进行的补偿。

补偿标准原则

Tcaplus 的故障百倍赔偿：由于是后付费模式，赔偿方式是补偿现金券，现金券金额 = 发生故障的域名故障前

24 小时费用 / 24 / 60 * 故障时间 * 100。 

第10页　共11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介绍产品文档

故障时间 = 故障解决时间 - 故障开始时间。按分钟计算故障时间，故障时间小于 1 分钟的按 1

分钟计算。 例如，故障时间为 1 分 01 秒，按 2 分钟算。

如果用户没有使用到 24 小时，按实际使用时长计算平均每分钟费用。

赔偿金额不超过用户针对该故障域名历史支付的费用总额。

数据可审查性

腾讯游戏服务在依据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下，出于配合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或安全取证调查等原因的需要，在符

合流程和手续完备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游戏存储相关信息，包括关键组件的运行日志、运维人员的操作记录、

用户操作记录等信息。

故障恢复能力

腾讯游戏服务提供专业团队 7x24 小时全面维护，并以工单和电话保障等方式提供技术支持，具备完善的故障

监控、告警、定位及故障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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