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
简介

加速向开放的智能银行模
式转型
借助 IBM 开放银行平台推
动业务转型

W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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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金融服务行业，从新法规到不可预见的竞争压力，越

要点

来越多的问题正在给传统银行机构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推动
–

加快从封闭到开放的银行业务旅程

–

以更低的风险加快产品上市时间

–

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速、灵活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转型并满足不断变

–

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并参与 API 经济

化的客户需求。IBM® 开放银行平台帮助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

–

保持领先于监管要求

其向开放银行业务模式的转型。
由于已对核心系统进行了大量投资，金融机构正在寻求快

快速创建现代应用，同时实现低风险创新和开放银行业务。

是时候重新思考银行业务了

让我们助您获取关于 Open Bank
（开放银行）的更多信息：
业务代表热线电话（工作日 9:00 - 17:00）

400-810-1818 转 2397
800-810-1818 转 2397

发送您的需求给我们：
https://ibm.biz/ind-open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访问网站：
https://ibm.biz/cn-openbanking

转变银行业务行为，具体来说就是迎合追求更好数字体验的年
轻消费者，这会损害银行的收入和利润。全球银行业呈现的新
现实是股本回报率（ROE）低、增长缓慢，以及成本控制加
强。与此同时，支付服务指令 2（PSD2）等法规以及新兴金融
科技公司的影响对银行价值链造成了干扰。
虽然这些因素具有挑战性，但它们也为重新思考银行业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而银行业的反应是逐步转变为开放、智
能且基于平台的新模式。

解决方案：IBM 开放银行平台
IBM 开放银行平台是一个软件套件，通过基于行业标准的模块
化工具，帮助加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开放银行平台最初的
关注领域是

修订版支付

服务指令（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即 PSD2。
IBM PSD2 Payment Solution 与 IBM 开放银行平台配合，
帮助客户达成从核心银行业务系统发起基于 PSD2 标准的支
付。
IBM 开放银行平台的构建以 Kubernetes 为基础，以银行业
架 构 网 络 （ Banking Industry Architecture Network ，
BIAN）、信息框架（Information Framework，IFW）和其他
开放银行标准为指导，帮助银行：
– 开放现有系统，并通过使用现代架构工具将它们作为微服务向
外界公开
– 在云生态系统中将银行微服务作为 API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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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开放银行平台由 IBM Cloud™、IBM API Connect® 和

消费者

IBM Watson® 等 IBM 先进技术提供支持，它还包括一个生态

开发人员

系统，其中包含来自 IBM 金融服务和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的
API，使金融机构能够快速安全地构建下一代应用。
支付
API

利用 API 对于在开放银行时代取得成功至关重要。除了通过

域2
API

域3
API

开发人员
门户

API Connect

API 货币化您的核心功能外，您的银行还可以使用 IBM 和金融
科技合作伙伴的 API 为您的应用添加财务风险评估、支付、人
工智能（AI）和区块链等功能。通过人工智能为分析提供支

银行业务服务层

持，可以帮助您利用所拥有的客户数据金矿来提炼强大的洞

内部、IBM 和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 API

察，从而完善银行业务功能，并为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指明
方向。

行业平台基础

特性一览

IBM 混合云

IBM 开放银行平台解决方案的主要特性和属性包括：

– 基于 Kubernetes 构建的混合解决方案，可选择在内部或

支付系统

核心系统

核心系统

开发/测试

适配器

适配器

适配器

沙箱

云端运行

银行核心系统

– 由银行业架构网络（BIAN）、信息框架（IFW）和其他
开放银行标准提供支持的业务领域
– 从核心系统扩展到云端的全堆栈解决方案
– 访问在现有系统之上的模块化微服务层
– 模块化开放银行平台软件包采用即插即用设计
– 访问精心策划的金融科技公司潜在合作伙伴目录

支付

核心 2

核心 3

图 1：
IBM 开放银行平台解决方案架构

– 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功能

充满信心地向前迈进

– 提供关于传统系统和新兴技术的 IBM 专业知识

开放银行业务将继续存在，它正在改变金融机构的运作方
式。IBM开放银行平台帮助金融机构从核心系统建立连接到云
端的桥梁，从而恢复生机，而不是推倒重建。我们支持行业
领导者和新兴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协作，以便您可以构建更广
泛的生态系统并建立新的收入来源。
银行业的未来远不止创建下一个移动银行应用。利用 IBM
开放银行平台，您可以充满信心地向前迈进，不仅实现数字化
转型目标，还可以帮助重新构想支持全球金融交易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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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助您获取关于 Open Bank
（开放银行）的更多信息：
业务代表热线电话（工作日 9:00 - 17:00）

400-810-1818 转 2397

800-810-1818 转 2397
发送您的需求给我们：
https://ibm.biz/ind-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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