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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开放、连接、共享成为了新经济的关键词
金融产品需要无缝嵌入到各个场景和生态中。
平台化、开放式的商业模式或将成为大型金融
企业的普遍选择。
金融企业的架构应从单维架构向 SoX 架构演进
多维多态的 SoX 架构能够带来能力的全面提
升，助力实现无缝的客户体验、敏捷的服务集
成、灵活的组件组装、开放的生态互联、智能的
数据洞察、弹性的多云部署，以及全面的安全
管控。

分层分布的平台有助于打造开放的体系
高可用、低成本、标准化、可快速扩容的单元化
分布式金融系统技术平台，有助于打造开放的
体系，金融核心系统架构设计应遵循八大要点。

千人千面的场景推动转型浪潮

过去的数年印证了一句名言，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金融
行业的核心与实质未变，但金融企业所处的环境与过去已有
极大的差别。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

革新，深刻影响了金融行业的方方面面。开放、连接、共享成为
了新时代的关键词。金融业务正在被来自内外部的数字化趋
势彻底改造，金融企业的应对之道又在何方？

金融机构如何华丽转身，继续在客户日常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
的角色？如何使客户继续信任并托付金融机构，让其帮忙管理

他们与其他服务供应商的关系？关键在于金融行业应转变态
度，用零售业的思维思考，
“在正确的时间，对正确的客户，使用
正确的渠道，采用正确的服务，提供正确的产品和价格”。

在贸易、租赁、支付、售票等与金融行业相关的各类场景中，金

融企业的合作伙伴已经作为先行者，建立起了生态圈。金融企

业也已经在多方面展开了行动。例如，银联在停车场景开放服
务，将业务从内部转向了更开放的外部；金融企业服务的客群
从二八定律向更多过去覆盖不到的长尾客户倾斜，等等。

我们认为，金融产品需要无缝嵌入到各个场景和生态中。平台
化、开放式的商业模式或将成为大型金融企业的普遍选择。通
过将金融企业的数据、算法、交易、风控、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

开放给包括第三方开发者、科技公司、平台企业和其它合作伙

伴在内的生态系统，金融企业将得以构建新的核心竞争力；而

这些数字化竞争力的打造，除了组织、文化上的变革外，自然也
需要依靠 IT 架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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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多态的架构重塑竞争能力

通过 SoX 架构转型，
金融企业在渠道端 (SoE) 将能适应多样化的

为了支持多样化的创新场景，金融企业的应用架构应由原本的

务，作为全行统一的服务仓库；
在管理分析平台 (SoI) 提供灵活

渠道拓展，提供各渠道一致的用户体验，同时加强对业务需求、
业务流程的灵活适应能力；
在产品服务平台 (SoR)建设组件化服

大多数企业的上云之旅已超过十年。在我们最近的最高管理层

的管理分析能力，同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这些系统通过开

单维架构向 SoX 架构演进。SoX 是三类系统的合称：交互型系

放集成平台与生态合作伙伴互联，保证内部系统的独立性和内

统 (System of Engagement) 具有丰富的“触角”，提升客户交

外系统的松耦合。

互体验并全面嵌入用户情境；记录型系统 (System of Record)
是传统业务处理系统，是企业的“心脏”，不断提升系统连续可

在应对外部驱动力，建设新系统以支撑新兴业务的同时，金融企

用 性 以 及 流 程 和 交 易 处 理 能 力 ；洞 察 型 系 统 ( S y s t e m o f

业也需要保留大量传统系统，用于支撑传统业务的开展。SoX 架

Insight) 是数字化银行的“大脑”，同时处理来自内外的不同类

构完全可以做到“喜新不厌旧”, 同时兼容新旧两套体系。
记录型

型数据并实时提供洞察。再配上集成系统作为企业内外的“神

系统 (SoR) 采用组件化设计，可通过结构化的方式承接业务需

经中枢”，对内集成其他系统，对外打造 API 生态环境，便构成

求，将稳定的、较少变化的业务规则和产品沉淀下来，同时支持

了新型的多维 SoX 架构。

客户服务整合平台对业务进行灵活组装，从而支持敏态+稳态的
双速多态 IT 设计，提升研发效率，缩短响应市场时间。

在传统架构中，交易流程和数据走的是“单行道“，由渠道、产
品服务系统流向数仓和后续的管理系统，然后绝大部分数据

为了实现内聚的组件化架构，支持内外部需求，特别是支持合作

就此沉淀。而新型 SoX 架构中，客户接触银行及其合作伙伴，

伙伴的（难以预测流量的）接入，金融企业的 IT 系统必将全面转

办理业务时，对相关数据的记录、洞察与反馈贯穿始终，在各

向云端。未来的 SoR 系统应分层设计：
在平台层支持高并发、高

类系统中顺畅流动，从而能够向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体验和实

可用、灵活动态扩展；
在应用层提供公共服务，进行组件化设计，

时专属优惠等。

满足业务需求。
分布式、
支持微服务部署的平台是承载 SoR 系统
的理想框架。

图2

SoX 架构带来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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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分布的平台打造开放体系

目前，市场上已出现了一些技术上较为成熟的 PaaS 平台，可提

求。对于无须持久化的前端系统，分布式应用已大行其道；而对

供与单元化、分布式相适应的应用运行环境；
微服务套件提供分

分布式架构带来的高性能、敏捷化一直是金融业应用系统的诉
于无比“娇贵”，必须保证其正确性、可用性的金融业核心后台

系统，对开放平台体系，特别是对分布式架构的利用还在起步
阶段。

从单体架构、集中式架构到分布式架构，不同的演进路线有不

同的解决方案。IBM 基于云原生架构，采用应用分库分表的单
元化架构模式，锻造了高可用、低成本、标准化、可快速扩容的
单元化分布式金融系统技术平台。

抽象来看，单元是一个能完成所有业务操作的自包含集合，在

供通用微服务套件。因此，分布式技术平台主要提供服务编排、
分布式事务管理、高可用管理、分布式批量调度等技术功能，提
布式应用构建所需要的资源类功能和一些基础能力。

考虑到在系统设计中可被抽象出的公共功能，系统的业务逻辑
部分也可抽象出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应用框架层和负责具体业
务功能实现的业务应用层。

综上，基于“关注点分离”的思想，可设计业务、技术能力分离，通

用、专用能力分离的多层系统架构，PaaS 层、技术平台层、应用
框架层、
业务应用层等各层中可进一步进行组件化设计。

这个集合中包含了该单元对应业务所需的所有服务，以及分配
给这个单元的数据和基础资源。在单元化模式下，系统按业务
维度切分数据，每个单元拥有独立的应用和数据。分布式平台

针对单元化与分布式化后应用的开发和运行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提供相应的功能。

图3

分布式系统的分层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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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布式技术平台设计中，我们考虑了金融核心系统架构设计
的八大要点：

1. 数据切分策略：可通过客户、机构等多种维度进行业务数据
的切分，支持大容量数据的分库分表管理。

2. 标准化部署单元：
如前所述，通过按单元的标准化部署，可最
大化地发挥其面向横向扩展的弹性收益，降低相应的维护难

度，实现快速应急切换和故障隔离。根据架构功能的不同定

位，系统中可设计不同类型、不同部署策略的标准化单元。

3. 交易处理策略：包括根据数据切分策略设计的路由策略、跨

单元策略、高并发策略等，使在分布式平台上运行的应用面向
单元化和分布式化透明。

4. 微服务实现策略：
根据业务模型，匹配业务场景，采用适当的
拆分粒度，最大限度地避免跨单元事务。

5. 分布式事务：实时监测服务运行状况，采用 SAGA 机制、可靠

消息重发等多层策略进行失效应急处理，并在交易结束后进行
核对，从而保障分布式架构下的最终数据一致性。

6. 业务连续性保障：对于技术平台各组件，针对其功能特性及
所属单元的运维特性，结合资源及运维成本、性能等方面进行
平衡，设计高可用和灾备切换方案，提供客户端熔断、服务端限
流、集群及单机流控等能力。

7. 优化开发与部署：适应开发建设实施要求，支持敏态与稳态
分离，支持服务快速部署、灰度发布。

8. 运维支撑：基于微服务化架构服务节点多、纵向层级多、技术

组件丰富、系统迭代快的特征，建设敏捷的运维支撑体系，实现
自动差错发现及快速处理、多维数据分析、敏捷交付等能力。

图4

核心系统平台建设要点

5. 分布式事务

1. 数据切分策略

•支持十亿级数据容量
•划分策略方便二次扩展
•预留单库数据量及性能空间

2. 标准化部署单元

•支持标准化快速扩容
•易维护

3. 交易处理策略

•支持多单元的服务路由
•减少跨单元访问
•支持高并发处理

4. 微服务实现策略

•匹配业务场景
•保持合适的拆分粒度
•最大限度的避免分布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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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高并发处理能力
•保证业务一致性
•减少对应用的侵入

8 大要点

6. 业务连续性保障
•弹性故障恢复
•多数据中心多活
•支持跨地域容灾

7. 优化开发与部署

•双速支撑
•敏态稳态分离
•蓝绿/灰度发布

8. 运维支撑

•标准化的多维度日志分析
•数据异常及时告警
•具备高效多级的差错处理能力

转型之路上必定会有艰难坎坷。企业转型要顺利渡过风雨，见

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专业铸核
心，
新一代架构开创零售银行新历程

金融业新的生态系统、新的业务场景、新的开放技术体系不仅

后的目标运营模式，实现从战略目标到业务需求，再到 IT 实施

有勇有谋的转型提升企业价值
得云开日出，则既要有勇，也要有谋。

是对企业及员工的技术能力的挑战，更是对既有业务模型、组
织架构、企业文化的冲击。转型过程中，在业务上会遇到惯性

和惰性带来的层层阻力，在技术上会遇到向云原生、开放体系
迁移的实施困难。这就需要企业在转型中由领导挂帅，集中力
量，坚定不移，迎难而上，攻克技术实施难关。

同时，金融企业也应慎重制订转型路线。从企业级架构看，应

建设怎样的分层架构，整体应具备何种能力，如何能满足企业

业务战略和 IT 战略的发展目标？从系统级架构看，哪些组件应
当重点建设，哪些系统应当优先上云，开源选型与自主研发如

何平衡？这就需要企业在转型中谋定而后动，面对纷繁复杂的

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采用企业级业务建模的方法，面向 3-5 年

的一体化，将战略能力需求和管理需求转化为可执行的企业级、
结构化、
层次化的业务模型。

该项目建立了企业级业务架构和 IT 架构，建设了新一代分布

式核心技术平台原型系统，并建设了存款、汇款组件，完善了新
一代分布式核心技术平台。

企业级业务建模，使得该银行的方案设计既可落地又有前瞻

性，既能解决现状问题，又满足了未来的创新要求。通过端到端
的企业级架构转型，实现了技术和业务的统一。

金融场景，制订未来的业务战略和商业模式，对未来的数字时
代的企业架构做出高瞻远瞩的规划。

智者不惑，勇者无惧。智勇双全的金融企业必然能在数字化浪
潮中脱颖而出，平步青云，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 您在场景创新和打造开放体系方面遇到哪些
问题？
– 您是否打算构建分布式核心系统？
– 您打算从哪里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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