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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实质，切中要害
银行经历了 2008 年经济危机，面临着层出不穷的
挑战，承受着巨大沉重的成本压力，此时此刻，银
行必须开辟新路，为消费者打造更为引人入胜的银
行体验，方能赢得制胜之机。当前，银行采用的系
统太过侧重于支付、分析和安全功能，生硬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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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机：前沿平台，创新利器

银行运营错综复杂，唯有精密的计算系
统方可从容应对。市场上计算系统产品
琳琅满目，哪款才能助您赢得最佳制胜
先机？不少银行发现答案就是他们公司
内部数据中心部署的大型计算机。
大型机已成为前沿平台，创新利器。在
混合云环境中运行大型机，可灵活地控
制成本，随意扩展性能，获得随需响应
的敏捷性、完善精致的功能和无与伦比
的安全性。此外，大型机还能够支持企
业开展创新、业务转型并以全新方式获
得实际效益。大型机计算的强大力量正
再次耀世而现。具体来说，我们研究了
最 近公 布的 2017 银 行业 高管 调查 报
告，发现：
•

50% 的银行业高管认为混合云及其底
层系统可显著降低 IT 拥有成本

•

47% 的银行业高管认为基于大型机
的混合云可提升运营利润

•

47% 的银行业高管深信双平台混合
云可加速企业创新 1

对银行而言，推动创新，提升盈利能力
以及维持业务稳定运营是制胜关键。事
实上，银行若想实现稳定持续处理每日
海量交易，并非无计可施。纵观全球银
行业，92% 的世界百强银行均采用大型
机，他们看重的是大型机高效处理海量
交易的出色性能。 2 举例来说，大型机
每年可处理超过 7.7 万亿美元信用卡支
付交易，助力银行每年处理 290 亿次总
额达 1.7 万亿的 ATM 交易。3 更惊人的
是，最新一代大型机每天能够处理高达
125 亿笔交易，而且这些交易数据都是
完全加密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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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每天能够处理高达 12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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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优势，制胜竞争

深度预测分析技术和认知技术可持续
洞察客户需求、偏好和意图，是银行
在竞争中的制胜法宝。然而，客户需
求、偏好和意图瞬息万变，此类洞察
转瞬即逝。银行必须快速敏捷地洞察
客户需求，并即刻根据洞察快速制定
个性化策略，方能满足客户个性化需
求。

机器学习等现代化分析工具可在不增
加成本的情况下对具备价值的数据执
行就地分析，乐于创新的银行正纷纷
为大型机配备此类工具。此外，由于
核心银行系统是每位客户与银行互动
的触点，额外的大型机功能可以帮助
银行在不影响服务级别协议 (SLA) 的
情况下对所有交易执行预测性分析。

如此，传统银行便能获得新兴竞争对
手所不具备的优势。传统银行规模庞
大，实力雄厚，是大型机计算深度功
能最佳用武之地。此外，大型机可能
是业界唯一能够同时处理交易和执行
分析的系统，并且二者性能互不干
扰。

至今，银行仍习惯于将该类敏感数据
推送至数据仓库或云平台进行分析。
一家大型国家银行就通过这种方法分
析卡片数据，洞察诈骗套路。然而，
这家银行交易量过于庞大，需要两天
时间来复制和分析数据，未待完成，
公司便已然遭受诈骗活动造成的损
失。为更高效应对诈骗，这家银行采
用了全新混合云方案，通过将分析活

动迁移至大型机，将诈骗检测周期缩
短至 10 分钟内，每年节省数百万美元
成本，还提升了客户信任度。5
数据传送不仅会影响获取洞察的效
率，更会消耗本无必要的成本。据估
计，每天复制 1T 数据，4 年下来成本
近 1000 万美元。6 而直接通过大型机
执行数据分析，能以更低的成本近乎
实时地获取洞察，制定明智的决策。
要想全方位了解客户，分析各种类型
的数据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不仅要分
析核心系统数据，还须分析社交媒
体、地理空间和公共数据库的数据。
大型机使用混合云公共组件，无需移
动数据便可跨多个不同系统执行联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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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客户信任

网络罪犯已向银行发起攻击。最近，
我们开展了一次安全事故分析，结果
显示，在 2016 年，金融服务行业最易
遭受攻击，概率比所有行业平均概率
整整高出 65%。7 个人数据丢失或高度
曝光的系统泄露是夺走客户信任的最
大黑手。
数据是新一代宝藏，核心系统数据是
银行获得客户信任的关键，也可以是
客户信任的杀手，因此，银行必须严
格保证核心系统数据安全。保护核心
系统数据，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对所有
数据进行全时加密，并将加密密钥保
存在万无一失的地方。
然而对于大多数系统，加密过程耗时
且昂贵，因此，许多银行仅选择部分
数据进行加密。如今，最新一代大型
机经过精心设计，无需更改应用便可
对所有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进行全时
加密。

这项加密功能易于使用且成本经济，集
成了专用加密协同处理器和经过最权威
标准认证的关键管理系统，为您省去了
选择加密数据的纠结。大型机显著提高
了数据安全性，这对于有效打击网络犯
罪至关重要。
在保护区域之外移动或复制数据极易导
致数据遭受攻击。无论核心银行系统和
数据在源头得到了如何周密的保护，一
旦数据因分析或其他用途脱离平台，就
会招致额外的潜在不兼容风险，极有可
能落入安全性欠佳且缺乏管理的区域。
要避免这个问题，银行需对数据进行周
密管理。

数据安全是银行获得客户
信任的关键，也可以是
客户信任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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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工作负载，提升敏捷性与效率

银行面临着从日渐稀缺
的资源中挖掘更多价值
的重大挑战。

对任何银行 IT 基础架构设计者而言，
从日渐稀缺的资源中挖掘更多价值都是
一项重大挑战。举例来讲，在过去五年
间，负责大型机的全职员工 (FTE) 比例
一直维持在 IT 部门正式员工总人数的
5.5%，而每位负责大型机的正式员工安
装的大型机性能提升了 75%。8 每一代
大型机都可以通过提高功能管理效率降
低银行总体拥有成本 (TCO)，这种现象
在分布式系统领域从未耳闻。
基于大型机的核心银行业务对于银行运
营至关重要，银行需对其加以保护，直
接控制，并适时扩展，来满足银行更高
客户忠诚度和牢不可破的信任需求。做
到这一点之后，银行还需充分发挥基于
混合云的其他工作负载服务优势，进一
步提升敏捷性和效率。

用于核心数据处理的大型机完全可以使
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和微服务来
连接、集成通用流程和工具，与之无缝
协同运行，并在此类混合云环境中提供
持续的数据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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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核心

随着大型机技术不断进步，核心银行
运营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处理更多交
易，将有更多用武之地。核心银行运
营可通过全新洞察推动银行收入增
长，建立牢不可破的关键数据与流程
专用保险库，并成为银行提升运营效
率的有效方式。
因此，银行需要重构核心银行系统，
从核心数据中挖掘出更大价值：
•

使用交易中嵌入式分析，更高效快速
提升客户忠诚度，降低诈骗事故发生
率，通过复制数据节省相关成本。

•

通过限制关键数据移动以及充分发挥
全局加密功能维持客户信任。

•

通过化异为同以及连接混合云配置中
的支持服务提升核心系统效率。

主题专家

越来越多银行采用混合云来提升银行
运营效率，运行于大型机上的核心银
行业务对构建混合云模型至关重要。
大型机具备创新型关键系统，该系统
融合可靠的原有性能、应用程序和一
致性等诸多优势。此外，大型机可实
实在在减少大量资本支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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