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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
面对严重依赖专家的手动流程，以及需要耗费数
小时的数据中心切换，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NSE) 寻求合适的工具来自动执行其灾备操作。

转型
作为印度主要的证券交易所，即使是在灾难期
间，NSE 也需要持续运营业务。通过与 IBM 技
术与咨询服务部合作实施 IBM 业务连续指挥与
自动化管理解决方案来开展灾备活动，NSE 将切
换时间缩短了 80%，同时减少了人工干预和潜在
的人为错误。

成果
缩短 80%
切换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数分钟

按钮支持
按下按钮即可进行灾备演练

减少依赖
减少对由技术高超的专家进行灾备演练的
依赖

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借助自动化技术快速高效地开展灾
备活动

GM Shenoy
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首
席技术官

“如果你问我，灾难袭来时我们
有多大把握来应对，我的回答
是，我们会做好万全准备。”
-GM Shenoy，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首
席技术官

NSE 总部位于孟买，是印度主要的证券交易所。NSE 成立于 1992 年，是印度第一
家股份化电子交易所，纵观其发展历史，该交易所一直在不断创造新的纪录：
1994 年，它是印度第一家提供全自动屏幕电子交易系统的交易所；2000 年，
它又在印度推出了第一个互联网交易系统。NSE 的总市值超过 2.27 万亿美元，
这使其成为全球第 11 大证券交易所。截至 2018 年 4 月，交易量高达
4,000 亿美元。

分享本文

直面现代风险和威胁带
来的挑战
自 1994 年作为印度第一家全电子证券
交易所成立以来，NSE 一直高度依赖于
技术。NSE Infotech Services 公司负
责领导该交易所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转
型，同时保持其 IT 系统正常运行，
避免业务中断。
NSE 首席技术官 GM Shenoy 表示，业务
中断有两种形式：“可能是网络攻击，
也可能是 IT 系统本身中断。所以，
全面的安全永续对于 NSE 至关重要，
这意味着我们的业务面对网络攻击或其
他事件仍可以正常运作。”
出于这种考虑，NSE 每月都会进行模拟
灾备演练，并且每隔六个月都会运行从
孟买的主站点到金奈的备用站点的完整
切换演练。依据法规要求，恢复时间目
标 (RTO) 为 4 小时。然而，这意味着
在演练期间，交易所可能会离线四个小
时。“大约一年前，我们开始思考，虽
然从法规的角度来看，RTO 可以是

3 到 4 个小时，但我们需要寻找一种
更快的方法来完成将交易系统单独转移
到灾难站点的工作，”Shenoy 说道。

重要的是，基于云的解决方案非常适合
在混合或多云环境中使用，就像 NSE 的
环境那样。

目前的恢复演练严重依赖于技能娴熟的
技术人员，由他们将 NSE 混用的异构
物理和虚拟系统手动切换到金奈的备份
站点。整个流程缓慢而又繁琐，根据
Shenoy 的说法，有时还会遗漏一些流
程步骤，并且总体上效率低下。

IBM 团队采用分阶段方法实施解决
方案。在第一阶段，它处理 NSE 的风险
管理系统 (RISK) 和 Connect-to-NSE
(C2N) 应用。随后的阶段则包括其指
数、信息订阅源、货币订阅源和监督
(IICS)、清算与结算 (CNS)、企业、第三
方和交易就绪应用。在扩大解决方案运
用范围之后，NSE 现在已经从实施服务
升级为管理服务支持，这项支持一直延
续到 2022 年。

“我们的第一个客户是 NSE 内部业务
部门，这些业务部门遭遇了延迟和宕
机，”Shenoy 说道。“我们需要找到合
适的工具来帮助实现灾备过程自动化，
从而继续为内部业务部门以及外部经纪
人和交易社区提供服务。”

自动执行灾备操作
NSE 与 IBM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服务部
门合作，为关键应用程序的灾备实施了
IBM 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解决方
案。这个自动化解决方案旨在缩短切换
时间，并提供简化的、可预测的灾备来
改善业务服务。IBM 团队使用该解决方
案的恢复自动化库创建了定制工作流。

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解决方案可
以自动执行灾备工作，有助于减少人为
错误和工作量，同时确保在 NSE 设定
的服务级别协议 (SLA) 范围内执行恢复
活动。NSE 现在可以轻松地每月和每隔
六个月开展演练，包括将数据中心切换
到金奈的备份中心，而不会对内部运营
或外部服务造成重大影响。

让灾备“照常进行”
通过实施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
理解决方案，NSE 将切换时间缩
短了 80%。“当我们第一次使用
IBM 的工具时，时间缩短到了一个
小时左右，”Shenoy 说道，“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实施了整个交易系统
的灾备活动，时间进一步缩短到了
只有 40 分钟。”
这种时间上的节省一直在不断上演。
“我们不仅实施并试用了这一解
决方案，现在还将它用于每月的模
拟演练，以便我们随时准备就绪，”
Shenoy 说道。NSE 的每月演练成功率
达 100%。此外，在 NSE 的主要切换演
练期间，该解决方案也运行良
好。Shenoy 解释道：“每隔六个月按
计划向金奈站点切换时，我们都会确保
使用 IBM 指挥与自动化管理工具完成
整个切换工作。这意味着我们使用该工
具在金奈运营市场。”
得益于该工具的自动化智能工作流，
切换所需投入的人力得以减少，此外，
还加快了处理速度，减少了人为干预
和错误。这使得 IT 专家可以集中精

力应对宕机期间迫在眉睫的恢复需求。
Shenoy 说道：“我手下的技术人员都很
放心，他们相信该工具能够正常运行，
并且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带来最好的
结果。” 自动化还意味着只需按下按钮
即可启动灾备演练 — 当然，这要由合
适的人员来执行。而在以前，NSE 开始
演练之前，整个灾备专家团队都需要各
就各位。
Shenoy 表示，他的内部和外部客户都很
满意。“这个解决方案的实施已经为他
们的组织带来了很多好处，尤其是业务
部分，”他说道，这里说的是内部业务
部门。“他们十分高兴，不仅因为宕机
和延迟得到了解决，还因为整个流程都
变得非常高效。”他进一步解释道：
“对于经纪人和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
完全透明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整体

切换只不过是市场上又一个正常运营的
日子。他们能够通过这一流程保持正常
运营，一切照常令他们十分满意。”

解决方案组件
• IBM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服务

Shenoy 对此工具很有信心。“如果你
问我，灾难袭来时我们有多大把握来
应对，我的回答是，我们会做好万全
准备，”他说道，“我们每月都会在模
拟环境中对它进行测试。每隔六个月就
会进行切换演练。我们已经成功地进行
了检验。”

采取后续行动
要了解有关本案例中涉及的 IBM 解
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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