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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核心银行系统面临的挑战

要点

脆弱的经济环境、日趋激烈的竞争和需满足
法规要求的持续不断的压力需要灵活且经济
有效的核心银行系统环境。然而，许多现有
的核心银行应用程序是作为纵向封闭结构开
发的，复用和优化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利用
当前的先进技术，可以创建积极响应业务变
更的 IT 系统、提供保持竞争力所需的情
报，无需妥协即可满足服务水平。 IBM 具
有端到端的愿景和解决方案，将现有核心银
行系统转变为理想的核心银行系统环境。该
解决方案的关键属性是方法、工具、可复用
的资产、框架架构和针对工作负载优化的基
础架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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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经济运作的方式以及银行间日益激烈的竞争都需要灵活的 
IT 环境。各银行必须快速满足新法规的要求、推出并捆绑产品、
进入新的市场、迅速制定业务决策以增加盈利率和收入。灵活的 
IT 环境可以轻松连续地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这是关键。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核心银行系统已经过调整、扩展、
更换和定制，由此造成庞大且复杂的定制代码网，尤其是在没有
强大且结构化的企业级监管的情况下。维护此代码需要投入大量
运营成本，并且存在巨大风险。核心银行系统 初为以产品为核
心进行设计，围绕贷款、帐户与储蓄开展。各种应用程序和流程
遵循此模型，在多种封闭式的产品环境与客户接触点之间推动服
务的重复，例如，开立帐户。核心银行系统模型还导致对系统和
监管采用基于产品的方法。在此方法中，每个操作筒仓实施决策
都未考虑其他业务部门的需求。

当前，不断变化的业务模型、不断增多的法规需求以及对更佳风
险管理的需求正迫使着银行跨各封闭式的产品线集成系统，从而
进一步增加了传统系统的规模与复杂性。此外，交易量和相关数
据在过去十年间呈爆炸式增长，导致银行运营成本的显著增加，
从而使业务复杂性呈指数级增长。此趋势预计因移动渠道的介入
而将加速发展。



图 1 显示了当前核心银行 IT 系统中 常遇到的困难。 (architecture-led) 的转型 (transformation)，因为
2 Transforming to a Smarter Core Banking Systems Environment

图 1   正如各银行所觉察到的对当前核心银行 IT 系统的不
满

通过实施新的体系架构与技术所实现的创新是保持 IT 
系统对当今业务需求做出回应所必需的。在大多数情况
下，要为当前和未来的业务发展需求奠定可持续性和灵
活性基础，转型是必需的。

选择正确的方法

各银行决定接受核心银行系统转型之后，可从多种不同
的方法中选择。某些银行更愿意专注于解决少数体系架
构问题，然后对现有系统进行翻新。有些银行更愿意完
成少数几个系统的有限转型。还有些银行更愿意接受完
整的系统更换。通常，各银行可以选择以下一种转型方
法：

更换全部或部分传统系统的打包解决方案的方法

从头重写全部或部分传统系统的重写方法

打包解决方案和重写方法相结合的混合方法

以迭代式方法变换并增强现有应用程序的定制逐步
发展方法

决定使用何种方法是复杂的思考过程。 IBM 核心银行转
型解决方案可通过定制来适应任何方法。着重关注体系
架构的同时，权衡所有可能的决定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 IBM 还使用术语以体系架构为导向 

后，体系架构基础决定了核心银行系统的敏捷性和可
持续性。

IBM 的观点是以体系架构来引领核心银行转
型项目。

图 2 显示了决定转型方法的因素。

图 2   决定核心银行转型方法

IBM 核心银行转型的解决方案

IBM 汇集了在基础架构、软件、项目管理与银行业方面
的丰富知识与经验。因此， IBM 针对核心银行转型的
方法是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其中以下所有方面都同等重
要与关键：

愿景，基于行业与技术的趋势构建，并体验了当前
抑制发展的因素

方法，针对大型、复杂的核心银行转型项目而定制
设计

工具，打包为 “ 银行转型工作平台 ” （Banking 
Transformation Workbench），使用来自 IBM 的强
大的开发工具产品服务组合

加速器，帮助快速启动转型项目并节省时间

体系架构蓝图，基于当前的设计原则与技术标准

企业集成平台，提供强大的中间件以运行核心银行
应用程序

胜任此项任务与工作负载经过优化的基础架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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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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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常常在发展或者维持竞争力时遭受痛苦，原因是核
心银行 IT 环境中的制约因素。 IBM 的愿景是，这些银
行开始调查转变其 IT 环境的可能性。他们必须寻找各
种途径来加速上市、更好地复用应用程序组件与数据、
降低维护成本，并整体性地减少运营和维护风险。

核心银行转型的工作复杂且成本昂贵，因此必须予以仔
细规划。 IBM 的核心银行转型方法可以创建路线图作
为首个可交付成果之一。路线图可定义了所采取的步
骤、所需时间以及必须执行的顺序。

IBM 愿景的另一个基石是银行能够在转型第一天起就快
速开始行动并维持生产力。许多核心银行转型都是类似
的。因此，在尽可能使用参考体系架构和可复用的资产
中存在巨大的商机。IBM 核心银行转型框架 (CBTF) 
可提供这些起点。

终， IBM 的愿景是能够在理想情况下以逐步且迭代
的方式来完成转型工作。只在有限的情况下才选择一整
套更换的方案。大多数情况下，迭代的方法风险更低，
并且可以更快速地在转型第一天就提供相关功能。

IBM 的观点是，在路线图的指导下循序渐进
地执行核心银行系统转型，从而达到所需的
最终状态。

方法

IBM 的核心银行转型解决方案定义了保持业务部门与 
IT 部门协调一致的综合性方法，并且使用 IBM 业务体
系架构资产与行业模型。该解决方案还将自下而上的分
析和发现与自上而下的业务驱动转型相整合。

此方法基于 IBM 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 (SOA) 项目和
参与银行转型的经验。它是使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
线程的 “ 中间相遇方法 ”。它还使用 佳实践
与行业标准来显著加速自上而下的方法。

工具

此转型方法受到银行转型工作平台 （Banking 
Transformation Workbench） 的支持。 Banking 
Transformation Workbench 是来自 IBM 的集成工具环
境，它作为核心转型项目的一部分，实施解决方案模
板。 Banking Transformation Workbench 进一步将框
架方法和资产与来自 IBM WebSphere® 和 Rational® 
品牌的 IBM 开发和建模工具相集成。在专为核心银行
设计的协作式集成解决方案开发平台上集成了所有框架
方法和资产。

Banking Transformation Workbench 支持通过任务、工
作项和工件管理来开展接洽管控。它还提供方法和资产
指导，以支持面向任务的开发与自动化，并帮助创建和
转换工件接触。 Banking Transformation Workbench 
是一种一应俱全的综合性工具，可提供多种核心银行转
型性能模式。它支持以半自动方式从业务模型中提取和
变换 SOA 运行时工件的模式驱动开发方法。



加速器 企业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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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模板是来自 IBM 的核心银行转型解决方案的
另一部分。这些模板是预构建的加速器，可快速启动实
施。通过与客户的合作，它们被开发出来，然后公式化
与常规化，成为一组可复用的行业软件组件。模板是基
本的行业软件，具有可配置的业务流程、业务规则和数
据模型。这些模板用在整个应用程序开发生命周期中，
大大加快了上市时间。

体系架构蓝图

未来核心银行系统架构的核心是企业集成层。该层是基
于开放式标准构建的，可支持多种集成模式。此类模式
包含流程编排、服务中介和基于内容的路由、服务注册
表、业务规则执行与传统适配器或应用程序适配器。

IBM 体系架构基于以下设计原则：

SOA 有助于将问题空间分解为一套松散耦合的服
务组件，这些组件通过服务总线来集成。此原则提
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支持企业在构建新的核心银行
应用程序或更新现有应用程序时所需的敏捷性和灵
活性。

通过将 SOA 用作一组模型驱动开发 （MDD）的
体系架构原则， IT 构建的应用程序能够使用丰富
的行业模型并得到符合业务目标的解决方案。

传统环境常常包含多种主数据来源。主数据管理 
(MDM) 中的关键提升使 IT 能够将主数据整合到
集中存储库中，呈现出客户、产品和账户的 360 
度全方位视图。此数据可通过服务总线提供给整个
企业的应用程序和业务流程使用。

业务流程管理 (BPM) 将业务流程的建模、开发和
执行从以封闭式应用程序为中心的方法升级至可进
行外部编排的公用服务组件集，以实现其灵活性。

业务规则管理 (BRM) 中的提升将管理与管控集中在
一起，使其可摆脱应用程序供应商的管理与管控。
他们加强了企业拓展新市场或优化运营所需的敏捷
性。

虽然 SOA、MDM、BPM 和 BRM 提供了体系架构、建
模、开发、执行和监控，但早先的分析和发现的关
键解决方案要素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通过使用这些
技术，银行能够浏览数百万行已建立的代码，并识
别出随后可升级至中间层的各条业务逻辑和业务规
则。此外，IT 能够开发跨各种应用程序的业务流程
（例如，跨业务线 (LOB) 产品绑定、交叉销售和追
加销售以及以客户为中心的定价）。

源自市场领先的 SOA 软件的丰富的产品服务组合的运
行时平台推动了体系架构蓝图的构建。运行时平台的关
键组件之一是 IBM InfoSphere® MDM 服务器。许多
核心银行转型项目始于客户数据整合。MDM 服务器提供
了客户数据的集成视图并且在企业服务总线 (ESB) 上
将此视图作为服务加以展示。MDM 服务器还提供产品与
合同信息的整合，通过服务接口将整合的信息提供给整
个企业的业务流程。

此集成还包含 IBM WebSphere BPM Server，以通过 
WebSphere Enterprise Service Bus 或 WebSphere 
Message Broker 提供动态、组件化、模型驱动的业务
流程编排。这两种技术提供了集成先前版本应用程序的
服务调解和数据调解。

其他的集成组件包括是 IBM WebSphere ILOG® 业务
规则引擎。此引擎将业务规则的开发、管理和执行以及
支持复杂集成模式中所需的详细事件处理的 IBM 
WebSphere Business Events 外部化。

总之，集成框架提供给健全的 IT 服务管理以 IBM 
Tivoli® 软件，该软件受到 IBM 硬件和操作系统的支
持。两者的结合可提供可扩展的高性能计算环境，支持
大量的交易处理和灵活的业务流程执行。

专用基础架构

现代化的核心银行系统环境由多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
都需要不同的服务质量。此类环境包含核心交易、分析
和报告查询、批处理作业、业务规则以及工作流程组件
等。其中大部分组件均受制于突然增加的工作负载，在
当今经济动荡且移动设备使用不断增加的环境中尤为如
此。

当着手开展核心银行系统现代化时，必须仔细设计这些
组件的放置。必须考虑到将来端到端的服务级别和灵活
性以及将部分环境部署到云的可能性。



ESB 与其他连接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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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的观点是：所选的基础架构拓扑将决
定如何满足 SLA，以及整体解决方案成功
的程度。在转型项目中尽早开始了解基础
架构方面的信息。

通过使用核心银行转型路线图和将来核心银行系统环境
的体系架构蓝图，可以开展 “ 专门 ” 的调研。此调研
将决定每种体系架构构造 （如以下一般类型） 适合的
平台：

多渠道集成

此构造包含核心银行系统的用户接口组件，但是它
是在针对多台设备上用户交互优化的公用中间件中
实施的。

业务流程管理 (BPM)

BPM 层是公共的运行时，运行包含来自多种后端
应用程序服务的业务流程。

服务注册表

服务注册表同样是公共的运行时，供整个核心银行
应用架构的所有服务请求使用。

业务规则

转型的主要关注领域之一是在 “ 业务规则管理系
统 ” 下实施业务规则，而不是将业务规则嵌入过
程代码。此业务规则层同样是多个核心银行应用程
序之间共享的公共构造。

分析中间件

此构造是一组用于所有核心银行操作的中间件。
低限度下，它包含业务数据仓库、用于报告的商业
智能环境以及用于统计与预测的分析环境。

此共享中间件构造需要整个通信基础架构，此架构
用在核心银行系统中的各项服务之间，也用在核心
银行系统与银行内其他系统之间。此构造可结合由
不同级别的通信技术组成：

– ESB，将 SOA 样式的功能应用于集成

– WebSphere MQ，用于面向消息的集成

– 远程过程 (RPC) 样式的连接器

主数据管理服务器

如上文所释，核心银行转型中优先级更高的事项之
一是实施主数据管理。 MDM 服务器也是所有核心
银行系统之间共享的公共中间件构造。

核心银行服务

核心银行服务是导致数据库更新的核心银行交易。
这些服务按照产品或产品类型加以组织。这些服务
包含业务逻辑和业务规则，并且有权访问操作数
据。用于这些核心银行服务的技术各不相同，它们
无需使用相同的编程语言、数据库或交易管理器。
但是， 好以组件化服务形式来实施各种功能。

图 3 显示了这些构造及其如何与业务功能相关联。

图 3   核心银行系统组件

终完成蓝图（如 ? 3 中所示类似）以及非功能性需求
之后，各银行应遵循结构化的基础架构设计方法来决定
所需基础架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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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平台 核心银行转型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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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许多银行依靠 IBM 大型机来运行其核心银行交
易并托管其核心银行数据。从可扩展性、可用性、可靠
性、完整性以及安全性的视角，这些银行将 IBM 大型
机视作运行核心银行交易的 佳选择。

从可扩展性、可用性、可靠性、完整性以及
安全性的视角，许多银行将 IBM 大型机视
作运行核心银行交易的最佳平台。

IBM 解决方案为核心银行提供了一种体系架构，在此架
构上现有的核心银行交易可被保存在 IBM 大型机上。
同时，针对 BPM、 ESB、 MDM 和 BRM 的附加层可
被放置在满足各构造的非功能性需求的任何平台上。通
过这种方式，接近数据的交易和需要高级别完整性的交
易从大型机卓越的服务中获益匪浅。

大型机上运行的核心银行交易可以通过使用中间件和连
接器与其余作为组件化服务的体系架构无缝集成。

新一代的 IBM 大型机、 IBM zEnterprise® 可提供混
合式计算环境，有助于核心银行系统架构中所有构造的
“ 专门 ” 放置。

实现核心银行系统现代化的银行已在其整体运营和盈利
能力方面看到了显著改善。此类转型包含以下各种利
益：

改善新产品与服务上市时间

实施产品绑定与关系定价

减少日常营业开支

减少运营费用

快速进入新市场

加速项目交付

提高生产力

减少测试工作

缩短上市时间

通过整合降低成本

通过外包降低成本

改善质量

通过应用流程改善决策制定并节省成本

使用单一客户视图改善客户保留并实施关系定价



后续步骤：IBM 能够提供帮助  IBM 银行业框架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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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企业感受到核心银行系统环境灵活性欠佳所带
来的痛苦，那么请开始了解转移至包含此观点中所解释
的所有利益的现代化环境的各种选择。通过使用业务架
构、 IT 架构与框架、生产性开发软件、执行硬件和结
构化方法的组合，您即具备
成功的所有要素。

欲知该主题的更多观点，请参考以下额外资源：

 IBM 银行卓越中心

http://www.ibm.com/systems/services/bankingcoe

 IBM 核心银行转型解决方案的登录页面

http://www.ibm.com/software/industry/banking/
transformation.html

 核心银行转型所属的银行业框架

http://www.ibm.com/software/industry/banking/
framework/index.html

 IBM 银行业框架说明书

ftp://public.dhe.ibm.com/software/industries/
frameworks/pdf/BZD03001_BANKING.pdf

http://www.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
28401.w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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