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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BANK 株式会社
构建银行业系统连接中枢，优化现有系统价值，实现低成本
投放新服务
SEVEN BANK 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为 SEVEN BANK）是一家日本银行。

概述
需求
SEVEN BANK 需要启用 ESB（Enterprise
Service Bus，企业服务总线），快速应对
日益增加且不断变化的金融服务需求的
系统开发方法。

解决方案
采用 IBM Integration Bus 作为使系统
集成架构发挥作用的核心 ESB，对现有结
算系统和相关服务进行整合。

优势
• 构建了结算系统与各种服务相整合的
系统集成架构
• 面向借记卡的功能以及现有系统的功
能，全部整合至系统集成架构

它是伊藤洋华堂的子公司，设立于 2010 年 7 月 10 日。早期主要通过
互联网开展业务，银行的自动取款机覆盖 7-Eleven 便利店和伊藤洋华
堂在日本一般商品店， 2011 年 SEVEN BANK 和西联开始国际汇款服
务，该银行在日本全国拥有约 16000 个电话客户支持地点，支持中文，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菲律宾语。

提高开发效率的前提是构建银行业系统连接中枢
SEVEN BANK 自开行以来，业务规模不断扩大。2001 年推出了 ATM
服务，2006 年启动了结算系统，2010 年推出了面向个人的信用卡贷
款服务，2011 年开始提供境外汇款服务，2012 年账户数目突破了 100
万。但是，支持业务发展的系统却存在着一些问题。身为 SEVEN BANK
执行董事的系统部部长小山敬介绍说：“2001 年开行之初的系统，是按
照单个系统对应单项服务的思路构建的，时至今日再看，里面既有过于
繁琐的部分，也有根本没有用的部分，因此，我们认为系统必须要改。
此外，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花在系统开发上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认为，SEVEN BANK 必须通过与企业的合作、
与服务产品的合作，来完善和提升我们自身的金融服务。特别是与其他
银行相比，SEVEN BANK 的立场是比较中立的，因此，可以合作的内
容应该更加广泛。但是目前的系统结构很难支持我们进一步发展。”
明确了眼前的问题以后，SEVEN BANK 对应该构建怎样的系统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SEVEN BANK 系统部 IT 平台室室长石原健二介绍道：
“迄今为止，我们对基于结算系统的所有功能都进行了开发，但是今后，
将不会再为了提高开发生产率而对现有结算系统进行改造，而是计划采
用新系统去开发新功能。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架构，把系统的关联功能全
部整合起来的话，就不用像现在这样，每次都要通过结算系统进行新的
开 发 了 。 基 于 这 些 考 虑 ， 我 们 决 定 增 加 与 企 业 的 接 触 ， 启 用 ESB
（Enterprise Service Bus，企业服务总线），加速发展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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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现有系统价值，低成本打造混合式集成平台
SEVEN BANK 计划在目前的系统结构上，通过 ESB 构建系统集成架构。

“在 新 服 务 投 放 使 用 的
约 1 个月时间里，系

并最终在加装系统集成架构项目中，采用了 IBM Integration Bus 作为
ESB。关于为何选择 IBM 的产品，石原健二室长介绍道：“出于以下几
点考虑，我们决定选择 IBM Integration Bus。首先，这次我们的目的是

统集成架构从未引发

提高生产率，因此，希望不用从头编程就可进行开发。第二，用于连接

任何故障。IBM 产品

各个系统之间的产品必须足够丰富。第三，这个系统必须是已经被日本

的品质完全令我们放
心。”
- 纸中加代子，SEVEN BANK 系统部次
长、借记卡项目经理

国内金融机关的关键系统采用过的。”由此可见，客户选择最值得信赖
的系统集成架构 ESB 时，与日本国内金融机关合作的业绩如何是至关
重要的决定因素。
关于采用 IBM Integration Bus 的理由，小山敬部长补充道：“其实，我
们的候选大名单里也是有其他产品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只有在国外的
业绩，而没有在日本国内的业绩。另外，我们认为是否有日本法人的支
持体制也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这说起来或许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
项目能否顺利开展，问题能否快速解决，都取决于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信
赖关系，在这方面，我们认为 IBM 是最佳选择。”ESB 产品是连接
SEVEN BANK 最为重要的 ATM 服务和结算系统的具有支柱意义的基
础部件，因此，它必须具备绝对的安全性，出于以上考虑，SEVEN BANK
最终决定选择能够提供设计到技术支持一条龙服务且值得信赖的企业
– IBM 作为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并决定使用 IBM Integration Bus。
IBM Integration Bus 是一种市场领先的企业服务总线（ESB），使系统
和应用能够方便快捷地相互通信。因此，它有助于实现业务价值，降低
IT 复杂性以及节约开支。IBM Integration Bus 支持一系列集成选项、
技能和接口，旨在优化现有技术投资的价值。它能够执行业务事务监视
（BTM）功能，是 API 经济和分析所不可或缺的平台。IBM Integration
Bus 可帮助客户将现有系统与移动环境及云环境对接，从而创建混合式
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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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件
●

IBM Integration Bus

标准化，灵活的集成基础为金融业务拓展奠定夯实基础
SEVEN BANK 使用 IBM Integration Bus 加装系统集成架构后，在对
面向借记卡的应用进行开发的同时，还对现有系统的功能进行了整合。
SEVEN BANK 系统部次长、借记卡项目经理纸中加代子介绍道：“在新
服务投放使用的约 1 个月时间里，系统集成架构从未引发任何故障。
IBM 产品的品质完全令我们放心，这是我最大的感触。重中之重的结
算系统，以及与信用卡公司的在线连接功能，表现得十分稳定，这也保
证了我们的其他应用开发计划得以如期展开。”
负责构建系统集成架构的 SEVEN BANK 系统部 IT 平台室副调查员
柳崇之，也就 IBM Integration Bus 的出色品质谈了自己的感触。“在
基础功能的基础上加入我们公司需要的内容，对各种功能进行组合，完
成这些工作的确费了不少功夫，但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基础
部分表现得十分完美，也因此构建了一个高品质的系统集成架构。在实
际加装的试运行阶段，出现的问题也比我们预想的要少，整体表现稳定，
因此，新服务正式投放使用后所表现出来的高品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情。”
在 SEVEN BANK 使用 IBM Integration Bus 对系统集成架构进行设
计和实际加装的过程中，IBM 公司 Lab 服务部门提供了全方位的咨询
服务。尤其是 IBM 的系统整合解决方案专家，从项目启动到正式投放
使用，为我们提供了设计手册和持续不断的产品技术支持。今井介绍道：
“我们采用了与对方专家联合办公的工作形式，加上对方提供了专有技
术，所以在项目的早期阶段，我们就编写出了开发手册和标准化指南，
从而有效防止了项目整体中出现品质上的不均，为新服务得以顺利投入
使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SEVEN BANK 仍在继续对系统集成架构进行
合并和集约。石原介绍说：“借记卡系统的重新构建已经完成。目前的
工作是将其他系统的功能也整合到系统集成架构上去。基础设计在合并
操作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了，所以，我们相信开发速度会比之前的要快，
品质也可以得到保证。”
SEVEN BANK 使用 IBM Integration Bus 构建系统集成架构后，正在
从传统的适用于单项业务的系统整合，逐步向适用于各种业务、通用性
极高的集成架构转型。今后，银行计划在 FinTech、API 连接方面也应
用这个系统集成架构，为更多的业务处理流程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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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IBM Integration Bus 产品如何为您提供帮助的更多信
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ibm.com/software/products/zh/ibm-integration-bus/

为何选择 IBM 云？
采用云计算，为竞争优势加上智胜砝码。IBM 云可确保无缝地集成到
公共和私有云环境。基础架构安全、可扩展而且灵活，可提供定制的
企业解决方案，这些都使 IBM 云成为混合云市场的领导者。
立刻拨打 400-0656-183，预约 IBM 云计算专家！有关更多信息，敬
请访问：ibm.com/cloud-computing/cn/zh

关注 IBM 云公众号

访问 IBM 云官网

了解 IBM Integration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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