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挑战

渴望从新功能和长期支持的保证中受益，工商银行希望将其核心银行系统
从IBM z / OS 2.1迁移到2.3。 它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中断呢?

转型

与IBM紧密合作，使工商银行在z / OS 2.3上获得了深入的了解，从而能够
测试新功能 --包括提供大型机管理功能的API应用接口 -- 以及积累迁移前
的经验。

商业益处:

中国工商银行

在主要核心系统迁移之前树立
部署新版本的信心

借力IBM z / OS 2.3为更高效的未
来做好准备

创建新的应用程序使用大型机
管理功能的API
获取对可能的性能和效率收益
的清晰认识

操作系统版本升级提供了有用的新功能，但存在潜在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通过
参与针对IBM®z /OS®2.3的Early Support Program，工行有机会促成功能开
发，并获得了实践经验，有助于其核心银行系统的顺利迁移。

“通过应用z/OSMF提供的开
放API，我们正在打造一个真
正面向服务的主机系统运维平
台。”
—刘利辉，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上海）项目经理

为重大升级励兵秣马
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ICBC）自然需要非常稳定、可靠、值
得信赖和高性能的系统。为支持42个国
家和地区的570万企业客户和5.3亿个人客
户，工商银行依靠IBMZ®平台运行其核心
银行系统。
拥有16万MIPS和1.2 PB磁盘容量的生产
环境运行在上海外高桥和嘉定区之间的双
活IBMGDPS®集群中，而北京则作为灾备
中心。金融交易峰值达到每秒近14,000的
速度，生产环境每天处理高达15亿次IBM
CICS®交易，平均交易响应时间为40毫
秒。配合这些核心系统的是超过7,700台
分布式服务器，配有17PB的磁盘容量。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 中心 (上海) 负责IBM Z
操作系统测试和管理项目经理刘利辉评
论说：“所有核心业务都运行在IBM Z
上，并且已经运行了近20年, 稳定性非常
好。“
根据其标准升级惯例并且为了利用IBM
z/OS® 2.3中的新功能，该银行计划将其
核心生产系统从z/OS®2.1迁移到2.3。
作为审查新版本并积累迁移其关键任务
生产系统经验的一种方式，工行接受了
IBM邀请加入z / OS 2.3的Early Support
Program（ESP）。 “我们之前并不知道
ESP，我们很高兴它能够提供与IBM更密
切合作的机会，并提前了解新软件的功能
和使用情况，包括安装和用户体验。”刘
利辉说。

增强的管理和开放的
API

从工行的角度来看，z/OS 2.3中最重
要的元素是IBM z/OS Management
Facility（z/OSMF）的整合。该软件在面
向任务的、基于Web浏览器的用户界面
中提供系统管理功能，并提供整合的用户
协助。通过精简或自动化日常系统管理任
务，z/OSMF可以节省管理大型机的大量
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它为定义和更新策
略、监控性能，维护z/OS软件和管理数
据提供了单一控制点。

中国工商银行与IBM中国团队密切合作，
对z/OS 2.3进行审查和测试，为迁移其生
产系统做准备。 “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积
极的，”刘利辉说。 “例如，我们认为
HFS to zFS在线迁移功能将有助于最大
限度地减少升级时可能出现的中断。 同
样，我们也喜欢新版z/OS知识中心不再
需要每个用户安装一个书架，这使得用户
可以更快、更轻松地找到所需的技术信
息。 我们也可以只集中更新技术信息，
然后它就可供所有用户使用。“

“就新功能的长远效益而言，我认为将z/
OSMF整合到z/OS 2.3中，这一点非常重
要，”刘利辉说。 “z/OSMF使大型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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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能够使用针对应用程序的开放接口，
有利于我们IT运营管理。从现在起，z/
OSMF是操作系统的关键组件，而不是一
个独立的产品，这使得部署和配置变得更
加简单。而且由于IBM z/OSMF主实验室
在中国，我们获得了大量技术帮助，使我
们能够快速受益。”
工行已经在z/OSMF中使用这些API来构
建三个主要的管理应用程序。 第一个将
该银行对IBM Z环境的年度灾备演练实现
了一键式自动化，节省时间和精力。 第
二个将该银行核心系统例行PTF (程序临
时修复) 维护实现了一键式自动化。第三

个为PTF管理，使非专业人员能够快速获
悉特定PTF补丁在生产及测试环境的安装
及生效情况。
“z/OSMF中的开放API将帮助我们改善
用户在系统管理方面的体验，”刘利辉评
论道。 “通过使用console API、与job相
关的API和与数据集相关的API，我们可
以将大型机上的数据和逻辑向更广泛的用
户开放。 这可能是变革性的：一旦开发
人员明白他们可以通过这种开放和简单的
方式在大型机上使用服务，我认为各种新
想法就会涌现出来。“
该银行目前使用批量ETL流程将交易
数据从IBM Z环境转移至开放平台进行
分析。 随着z/OS 2.3提供实时System
Management Facilities（SMF）访问，
工行正在考虑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分析
实时数据并使用这些结果来优化IT运营
管理。
“目前，访问SMF数据需要花一到两个小
时，所以我们在发生系统异常时的响应时
间并不像以前那么好，”刘利辉评论道。
“z/OS 2.3中的实时SMF访问可以帮助我
们更快地做出反应，并以更有针对性的方
式解决IBM Z环境中的潜在问题。”
工商银行希望利用JES2中加强的功能来
改善用户体验。 “由于我们测试环境中
的资源限制，在z/OS 2.1中比较容易就
达到400,000个JES2 Job的使用限额，这

限制了登录系统的能力，”刘利辉评论
道。 “JES2的加强功能将使我们能够保
留更多空间，因此在达到限制后用户仍
然可以使用PCOMM来登录，而无需通过
Hardware Management Console。”
此外，工商银行认为，引入Dynamic
Large Page功能可为内存访问密集型应
用程序提高性能价值，有助于加速其生产
环境中的软件批处理 。

支持一个异常稳定的
平台
中国工商银行现在正充满信心地将其核心
系统迁移到z/OS 2.3。
“我对我们在z/OS 2.3上初期工作的整
个进展和结果非常满意，”刘利辉说。
“IBM中国团队提供了出色的支持，包括
帮助解决我们自己软件中的挑战。 我们
非常感谢整个IBM团队的积极努力和专业
态度。”

IBM z / OSMF开发团队的Xiaozhen Zhu
评论说：“与世界领先的工行ICBC合作
验证z / OSMF的新功能非常有价值。我
们期待继续与工行建立合作关系，互惠
互利。“z/OSMF开发团队的Qi Li补充
道：”工行为新功能做出了贡献，帮助确
保最终产品真正符合市场的要求。”

工商银行希望使用z/OSMF提供的开放式
API来推进系统管理服务化转型之路。 “
通过应用z/OSMF提供的开放API，我们
正在打造一个真正面向服务的主机系统运
维平台，期望在运维管理质量和效率双升
的同时，也能为系统运维人员提供更加友
好的用户体验。”刘利辉说。

” 迁移到z/OS 2.3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它
将提供至关重要的新功能，但从另一个角
度来说，它只是工商银行IBM Z环境演变
的全新阶段。 “工商银行使用IBM Z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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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其卓越的可靠性、安全性、可用性
和可扩展性。所有的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
都有很高的要求，但在工商银行，它们更
加重要，因为该银行是中国国家金融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使用以IBM出色的
服务和支持为后盾的IBM Z，让我们坚信
我们的核心银行系统始终可用。“

解决方案构成

中国工商银行（工行）凭借2810亿美元
一级资本的实力，连续第五年荣登“银行
家2017年世界银行千强榜”第一名。 该
银行成立于1984年，拥有570万企业和
5.3亿个人客户，并在42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业务。 该行帮助引进新思路，新金融
和新服务，支持中国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
革和经济转型。

·· IBM® CICS®
·· IBM GDPS®
·· IBM z/OS®
·· IBM z/OS Management Facility

其他步骤
要了解有关IBM z/OS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IBM客户代表或IBM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
下网站：ibm.com/it-infrastructure/z/z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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