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D
TRADING
SERVICES
欢迎来到您未来的体育博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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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全面定制

体育博彩公司管理

Managed Trading Services

了解更多

让您的体育博彩公司享受业内最好的管理服务

业内最灵活最先进的服务

提高您的赔率。更加有效地管控风险。提高您的营

沿的技术为支撑，而其定价算法则由不断学习的

业额。

AI 数学模型生成。不仅如此，您还可以随心塑造

将 MTS 视为一个从您的体育博彩公司实现利

认识 Managed Trading Services (MTS)：全球领先的

该服务。

益最大化的途径。MTS 以体育交易专家以及最前

体育博彩公司管理解决方案。

MTS 数据展示

不仅配备您期待的一切，还能够让您灵活打造
专属内容。此外还适合各种类型、规模以及具备各
种交易体验级别的组织。

有了 MTS 这个左右手，您就能与 200 多位经营者
一道使用该产品，从而：

200+

50+

18+
亿

活跃客户

MTS ITS 客户

2020 年处理的
票数

持续提高利润率与盈利

24+
亿

大大降低运营成本与投入

稳步提高交易灵活性与效率

每月管理的选择
数量

800+
万

管理的特别玩家
数量

100+
万

平均每日 CCF
更新数量

在一众竞争企业中脱颖而出

改善客户的投注体验

1.150+

200+

100%

五大优势，只此一家

独具慧眼

内在灵活性

Sportradar 是业内领先的数据供应商，MTS

从整合到设置到日常使用，我们已将灵活

自然也不例外。结果如何？这是一项触手

性植入 MTS 流程中的每一步。结果如何？

可及的技术，它比您的任何竞争对手都更

您可以为自己量身塑造整个服务。

加了解所在市场。
密切的合作关系
AI 自主学习

您将与我们的运营客户经理以及 ITS 经理等

我们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而建立 AI 算

专家开展紧密合作。结果如何？只要您需

法来计算赔率。结果如何？提供更优的定

要，我们随时待命，如果您需要更改服务

价与更高的利润率。

的任何内容，我们将迅速采取行动。

尖端技术
我们的技术一直在不断发展，耗时且易出

时时抵御运营与业务风险。

错的流程都已实现自动化。结果如何？交
每秒票数

货币管理种数

技术驱动

易效率达到全新水平。

截至 2021 年 4 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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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体育博彩平台由三个模块组成

市场内唯一一款
跨平台服务

您可以根据需要任意选择其中任一或所有模块。

体育博彩模块

MTS 独树一帜

快速、可扩展、稳定，上线时间达 99.9997%

无论您是拥有自己的平

内容管理系统

台，还是想请人建立一个

适用于所有设备与本地应用程序
全渠道解决方案

我们的零售目录屡获奖项，其中包括 SSBT 与场外交易解决方案

平台，MTS 都是最佳之
选，让您无需忧心。
MTS 内部
围绕 MTS 打造您自己的平

PAM 模块
推广与奖金引擎

台。享受世界一流的交易

360 度全方位查看玩家活动

与核心风险管理服务。

借助实时共享钱包实现综合支付
CRM 系统带内置型 KYC 组件

合作伙伴推荐

灵活的配置程序，做负责任的博彩

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多平
台合作伙伴计划中推荐一
个团队，并且对计划中每

BI 模块

位成员的资质都进行了审

实时数据分析

查，因此您大可放心，他

即用智能可视化数据与报告
所用技术以甲骨文 BI 套件为基础

们定会出色地加入我们的

只需手机应用程序便可轻松使用

服务。

只有一个后端访问，易于处理

整合选择

可嵌入任何平台
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

了解更多

完整的业务解决方案
您可以选择全包路线，从而让 MTS 成为全渠道体

产品特色

育博彩平台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将其嵌入您自己的
平台。

强大的平台引擎

如果您选择全包路线，还能同时获取我们的所
真正的全渠道解决方案

有产品与服务。在功能上，它与大多数综合赛前报
道和实时体育报道相似，但在规模上，它是业内最

功能丰富且易于使用

大的在线直播产品。我们拥有全套的虚拟体育博彩
产品以及博彩参与工具。

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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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模块

交易模块

一体化交易

了解更多

以智能的方式管理您的体育博彩公司

全套交易与精选交易

了解更多

完整无忧的交易套餐属于您

无需高额预算就可让您的体育博彩公司更加高

有了它，您就拥有了 MTS 最先进的交易工具、

把您的体育博彩公司交给我们，为自己争取更

效。您需要的是我们的 Integrated Trading Solution

AI 交易算法以及机器学习程序。它十分灵活，让

多喘息的空间吧。通过精选交易解决方案，我们将

(ITS)。

您的体育博彩公司无论如何都不会受到约束。毕

接管具体的频道、体育项目与联赛。通过全套交易

竟，公司是属于您的。

解决方案，我们将接管一切。

它不仅会将您的交易提升至全新的高度，同时
保证您远离业务风险。

会为您的客户进行实时票务结算，他们再也不必忍
受结算延迟。
这份套餐就是最理想的选择，无论是因为您的
公司内部并未具备相应能力或合适的技能，还是因
为您想省下聘用内部员工或团队的投入。

我们会为您管理全部交易，包括票务和风险管
理。我们会高效完成管理，为您降低成本。我们还

产品优点

产品优点

完全的灵活性

适应您的公司

您可以时刻掌控

无平台约束

大大降低 BI 与
IT 开发成本

优化交易

容量与功能问题
的终结者

自动化程序与内
置 AI

采用最新的交易
工具

获取 MTS 交易
专家的帮助

更加安全

精确获取选手资料、比赛与活动评
分，防止赛事造假（可疑活动）

密切合作

无所不能的领先
交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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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固定成本结
构

提高具体操作的
投资回报率

与我们的运营客户经理以及ITS 经理开
展紧密合作

随时查看 MTS
开发路线图

百分百高枕
无忧

借助市场领先的交易服务、VIP 玩家管
理服务以及实时票务结算服务，为您
提供量身定制的全套体育博彩公司管
理服务

风险管理、欺诈监测以及保证汇报等
无与伦比的服务为您提供全套保障

物超所值

省下聘请内部专家与开发内部技术的
投入

得益于收益共享与回报保证，只需付
出较低的固定成本，即可享受优质的
体育项目数据与管理服务

业内最佳

密切合作

从 Sportradar 获
取业内领先的体
育数据与直播视
频

每一天您都将与
您的运营客户经
理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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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定价与交易策略，并与领先
的体育博彩公司抗衡

根据需要整合第
三方内容

我们将与您畅谈体育博彩公司管理，
因此您再也不必独自扛下这项工作

评估您的业务策
略，为您的成功
出谋划策

节省 40% 的
CPA*

AD:S 的营销服务

AD:S 的营销服务

AD:S 的营销服务

让您真正高效地赢得并留住客户

程序化获取

AI 玩家留存

发展您的客户群。
为您降低高达 40% 的 CPA*。

为您提高玩家的生命周期价值。
加强宣传力度。

了解更多

数据&技术驱动的营销服务- 专为体育博彩公司设计
近年来，体育博彩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

您将获得什么

今，能吸引并留住最多客户的公司都依靠丰富的数
据，并根据当地市场量身定制。
这正是我们植入 ad:s 营销服务的理念 - 专为

不仅让您的客户更具价值，还能防止客户流失。

借助我们的程序化客户获取模块，以更加高

完整服务的营销平台，它借助程序化营销

效、可持续的方式获得新客户。它专为博彩业打

我们的 AI 玩家留存模块让您的营销与奖金获

与 AI 驱动方式保持客户回头率

造，使用更加优化和个性化的客户挖掘与重新定位

得高效利用，这就是借助 AI 深度学习引擎，以最

技术。这样，您就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信息

快的速度提供市场上最准确的玩家生命周期价值

MTS 客户设计。作为全球领先的博彩服务供应
商，我们一路积累了大量深层、快速、可靠又瞩目

专门针对博彩行业的营销能力，让您的现

传达给正确的人群，让您的营销更加有效，同时将

（PLTV）预测以及玩家流失预测。一切只需基于

的数据，这项服务正是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它们

有客户更具价值，且客户获取成本更加

CPA 最多降低 40%*。

2-3 天的活动**，准确率高达 85% 以上***。

可以帮助您尽可能以最高效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客

低廉

我们的算法还能让您按照价值细分玩家，发现

户群。
让您的体育博彩公司以更快的速度成长，
获取高回报的同时保持低风险

简言之
降低成本，提高回报。还能借助深层数据、人工智
能衍生算法以及针对博彩行业的程序化技术，提升

您可以选择完整套餐，也可以单独选择客

每位玩家的生命周期价值。

户获取服务与客户留存服务

潜在的 VIP 客户并为每位玩家推荐最佳奖金。另

产品优点

外还有实时下注定制服务，创建超级定制信息，

降低 CPA
转化率更高

将点击率提升 2-4 倍，将 AI 推荐下注的投注额提

扩大客户群

高 3 倍。

增加收入
产品优点
尽早了解您的客户
提升 PLTV
防止客户流失
让您的推广活动更加有效

事实证明：
为您节省 40% 的
单个客户获取成本
（CPA）*

在玩家活动 2-3 日
后做出精准预测**

PLTV 与未来投注准

将推荐赌注的点击
率提升 2-4 倍

确率不低于 85%***

将 AI 推荐赌注的
下注额提升至最
高3倍

将累计下注次数提
高 27%

*对比经营者目标指数为 100 **标准 BI 需耗费 2-3 周 ***市场平均数为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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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Sportradar AG
Betradar 是 Sportradar 的旗下品牌。
www.betradar.com

更多信息请发邮件到我们的邮箱
sales@betradar.com
或者发邮件给我们的客户支持邮箱
support@betradar.com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 Sport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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