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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RBL Bank
駕馭 API 經濟，顛覆傳統現金管理方式

概述
需求
新 興技 術讓 印度 金融 業發 生全 面性 的巨

RBL Bank Ltd. 成立於 1943 年，透過在印度 16 個州和聯邦屬地的 200 多
個分行和大約 365 台 ATM 組成的網路，為 140 多萬客戶提供金融服
務。該銀行由以下五個主要部門組成：企業和機構銀行、商業銀行、零售

大 變 化 。 為 了 應 付 這 一 巨 大 變 化 ， RBL

銀行、農業和開發銀行，以及金融市場。2010 年，RBL 的一個新管理團隊

Bank Ltd. 希望將自身改造成更符合現代

啟動了一個重大的轉型計劃，該計劃致力於透過專業管控、關係建立、技術

所需的數位化機構。

基礎架構的建構、高品質的資本和地區擴張來達成其業務的快速增長。

解決方案
該銀行以 IBM® API Connect™ 軟體和
IBM DataPower® Gateway 設備為基礎

參與 API 經濟

建立了一個解決方案。它仰賴於使用各
種微服務，這將協助該銀行未來擴大使用
應用程式介面 (API)，使之涵蓋零售客
戶 解 決 方 案 。 這 為 該 銀 行 使 用 IBM

新興技術讓印度金融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了應付這一巨大變化，RBL
Bank 希望將自身改造成更符合現代需求的數位化機構，這相當於進行一

MobileFirst™ 平台建構的現有零售應用

次對該銀行的成功不可或缺的轉型。RBL Bank 的副總裁 Abhijeet Davane

程式，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支撐。

說：「我們是一家小銀行，所以創新對我們而言至關重要。」

優勢
30 個 API 已建立完成，這在實施該解決

該銀行的數位化轉型始於為其企業級客戶提供數位交易解決方案。
Davane 也說：「我們的業務目標是透過開放我們的 API（應用程式介

方案的短短幾個月內就已完成。

面），為傳統的現金管理方式提供一種現代化的替代方案，Web 型或
預計當解決方案日益健全和擴大，可節省
5700 萬印度盧比的金額。

Host2Host 型的現金管理解決方案還是不夠靈活。」透過使用 API，該
銀行可以簡化客戶交易流程，同時減少銀行自身的操作以及技術成本。

減少了產品上市準備時間，藉由支援可重複
使用的資產能達成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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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API 解決方案

「我們的業務目標是透
過開放我們的 API，為
傳統的現金管理方式提

RBL Bank 於 2014 年開始開放其數量眾多的 API，並很快認識到這些
API 需要一個能夠支援高業務量的 API 管理解決方案。Davane 說：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可支援至少每秒 2,000 個 API 連線，讓我們能隨
業務量的增長而靈活擴展的解決方案，『可調整性』實際上是我們選
擇 IBM API Connect 解決方案的主要原因之一。」

供一種現代化的替代方

該 銀 行 與 IBM 攜 手 建 立 了 一 個 以 IBM® API Connect™ 和 IBM

案」

DataPower® Gateway 裝置為基礎的解決方案。IBM 的技術和安全團

- Abhijeet Davane，RBL Bank Ltd. 副總裁

隊與 RBL Bank 人員緊密合作，確保該解決方案能夠滿足銀行的各項
業務需求。
Davane 說：「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來討論我們的具體作法，然後準確
而詳盡地說明應如何進行這一項目，以及應該具有哪種客戶體驗。遇到安
全問題時，我們共同商榷如何解決。」
該解決方案仰賴使用各種微服務，這將協助該銀行未來擴大使用 API，
使之涵蓋零售客戶解決方案，為該銀行使用 IBM MobileFirst™ 平台建
構的現有零售應用程式，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支撐。Davane 說：「甚至客
戶的支票簿也可以是一個 API，當我們將其開發成一個微服務時，客戶
就能方便地使用。」
進入 API 經濟後，RBL Bank 決定採用 DevOps 開發方法。「如果客
戶期望某項更動，我們不能等待一兩週才交付它」，Davane 如此說道。
該銀行正在研究使用 IBM Bluemix® 平台來支援其 DevOps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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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開發新 API
解決方案元件

RBL Bank 為它的第一家企業級客戶上線了六個 API，具體包括針對

●

IBM® API Connect™

支付、提醒和收款的 API。該銀行很快開發了其他 30 多 個 API，其

●

IBM DataPower® Gateway

中一部分可公開使用，例如針對利息和貸款利率的 API。API 平台上線後，

●

IBM® DevOps

RBL Bank 在 前 三個月內節省了 198 萬印度盧比的操作成本和 100
萬印度盧比的技術資本開支。「隨著我們不斷擴展解決方案，我們
預計未來幾年內所省下的金額，將增加到大約 5700 萬印度盧比」，
Davane 如此說道。
根據 Davane 所說，IBM 解決方案解決了該銀行在其 API 環境中面對
的兩個重大問題：可重複使用性問題和安全性問題。因為 RBL Bank
現在可以建立具有重複利用價值的資產，協助該銀行縮短產品上市的
準備時間。而且 RBL Bank 不再需要擔憂安全功能的開發問題，因為
DataPower 裝置已內建多種可直接呼叫的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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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相關資訊
如需 IBM API Connect 產品如何為您提供協助的相關資訊，請聯繫您
的 IBM 代表或 IBM 業務合作夥伴，或造訪以下網站：
https://www.ibm.com/cloud-computing/bluemix/zh-hant/infrastructure-api

為何選擇 IBM Cloud？
採用雲端運算，為競爭優勢加上致勝手段。IBM Cloud 可確保無縫地整合到
公有和私有雲端環境。基礎架構安全、可擴展而且靈活，可提供自訂的企業
解決方案，這些都使 IBM Cloud 成為混合雲端市場的領導者。
立刻撥打 0800-016-888 按 1，預約 IBM Cloud 運算專家！如需更多相
關資訊，請造訪：https://www.ibm.com/cloud-computing/tw-zh/

造訪 IBM Cloud 官方網站

瞭解 IBM Bluemix 平台

免費試用 IBM Blue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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