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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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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中小型银行金融科技展望

行业背景

截止 2016 年底，全国已经有 3000 多家银行类机构，除了众所周知的四大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

还有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以及 12 家股份制银行，140 多家城市商业银行，近 900 家农村商业银行和

2000 多家农信社及村镇银行，资产规模预估超过 230 万亿人民币，年度利润超过 18000 亿人民币。

而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于 2016 年下半年发布的中国前 100 家银行排名，4 家国有商业大型银行、交行、

邮储、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 82 家城商行农商行构成了中国最大的 100 家商业银行排名。

这个百强名单中，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不论资产规模还是净利润都占据了榜单的前四，但是交通银行

及 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却表现各不相同，其中交行、招行、中信、民生、兴业、浦发构成了商业银行的

第二梯队，邮储银行、光大、平安、华夏、广发、恒丰、浙商和渤海银行构成商业银行的第三梯队，而

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重庆农商行、盛京银行、徽商银行、宁波银行、上海农商

行和北京农商行等中小型银行也即将挤入这个梯队，虽然从资产规模上还略有差距，但是净利润已经不

相上下，甚至部分还有超越。但是在银行规模和经营上，小型银行与全国性的银行相比在经营规模和手

段上还有相当的差距。

根据 2017 年度中国金融 IT 应用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大型商业银行越来越倾向于自主研

发各类核心业务系统及新型业务系统，而中小商业银行虽然对核心业务系统的需求大量增加，但是却限

于科技人员不足以及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而不得不求助于各类金融 IT 公司以谋求业务系统的迅速部署。

同时，以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类电子渠道正发展成银行业务的主渠道，成为银行促进

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手段。诸如微众银行、浙江网商银行以及中信和百度合资成立的百信银行都说明了

中小银行急切的想通过金融科技的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实现弯道超车的雄心壮志。

金融科技通常被界定为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就是把最新的 IT 技术应用到金融领域，通过技术工具的变革

来推动金融体系的创新。金融科技包括了支付清算、电子货币、网络借贷、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

人工智能、智能投顾、智慧合同等领域，正在和中小银行面临的银行业急速竞争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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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发展

如果从 IT 技术对金融行业推动变革的角度看，可以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

IT

IT

IT

今年的两会首次将人工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快人工智

能等技术研发和转化。近年来，随着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的快速发展，现今社会已经进入到

一个极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现代金融已经具有明显的数字化特征。遵从金融本质，以数据为基础，以

技术为手段，变革金融业生产方式进而提高了金融生产力。专业化、自动化的智能金融服务或将取代传

统金融服务，“具有智能分析的客户需求实时感知和响应能力”将成为数字化时代商业银行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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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业务需求及联想的解决之道

银行 IT 基础架构优化

IT 基础架构作为银行各类业务的 IT 基础，支撑着上层业务架构的建设与发展，进而促进管理层愿景和战

略的顺利实施。在企业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信息系统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越来越高，IT 架

构技术支撑能力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线上支付的快速发展，金融服务的渠道和场景更加丰富，服务模式和体验更

加新颖，需要 IT 系统在支撑多渠道服务协同、信息共享联动、提高服务个性化智能化等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同时，随着互联网化和现实世界数据化趋势的不断演进，人类社会已进入了数据大爆炸时代，银行

需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助推客户营销、产品设计、风险防控和经营管理转型，这就要求 IT系统在数据存储、

分析挖掘、数据服务等方面给予有效支撑。另一方面，随着银行各类业务处理在线化和自助化的比例持

续提高，核心业务系统以外的各类系统于银行服务的基础支撑作用也日益增强，这就要求 IT 架构在安全

稳定运行、业务承载能力等方面有高的要求的前提下，同时也要能迅速响应新的业务。这些都对于 IT 架

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联想根据行业的发展趋势，推出了业界领先的“双态 IT”策略。

IT   

“ IT” “ +”

ITIL DevOps

从当前技术发展整体趋势来看，“双态 IT”可较好地契合与支持银行原有业务及创新需求，有效的促进

和加快了分布式架构的使用，推动银行信息系统从传统集中式架构为主的架构体系，向集中式和分布式

架构有机融合的架构体系进行转型。

联想提供经过验证的 U2L 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将现有应用从昂贵的 RISC 小型机架构迁移到开放的 x86

平台的整体解决方案。利用日趋成熟的 Linux 和虚拟化技术，将用户的关键业务，迁移到更高性价比，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扩展性的基础架构平台上。从而简化 IT 基础架构，为银行 IT 基础架构实现分布式改

造，进一步采用超融合、分布式存储的新技术，乃至最终实现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奠定了坚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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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开发测试环境的灵活部署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要求银行的 IT 系统可以更灵活的响应前端业务需求，新业务系统的部署也要

更为敏捷；银行需要更灵活、更弹性的基础架构平台来实现新业务的互联网化。

而传统的开发测试平台是基于传统三层架构建设的，服务器以机架为主，结合部分刀片。在业务快速增

长的同时，应用系统和服务器数量也急剧增长，运维难度不断加大，导致新业务系统上线周期长，部署

慢；而且传统 SAN/NAS 存储扩展性差，无法支撑新业务的性能需求。

另外，当前开发测试基础环境的服务标准化程度不高，开发测试基础环境需求差异较大，未形成全面统

一的开发测试基础环境配置标准，各开发中心的环境管理、监控和运维支持的方式、技术和手段存在差

异化。

联想开发测试云是依托超融合、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实现云管理环境的快速应用部署、基于策略自动

弹性控制以及对云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功能，全面提升了 IT 基础设施和业务系统的可管理性、灵活

性和可靠性，有效降低用户的软硬件采购成本和运维成本。

 ThinkCloud Manager

ThinkCloud Open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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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 VMware VMware 

 KVM VMware

所有资源整合为在逻辑上以单一整体的形式呈现，并可按需进行动态扩展和配置。按照分阶段可升级的

标准要求，为多级单位提供应用支撑基础平台服务，实现基础软硬件资源的统一管理、按需分配、综合

利用，增强数据中心的可管理性，提高应用的兼容性和可用性，加速业务系统的部署，提升硬件资源的

利用率。可在较短时间内提供相应资源，而无需复杂的硬件采购流程，并对云资源整体管控、审批，配

合相应的云资源调度，最大限度提升 IT 敏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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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票据影像文档的存储和处理

众所周知，银行在业务运营中会产生大量纸制凭证以及视频图像，但是在过去十年里，金融行业一直专

注于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即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信息方面）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相形之下，

与金融业务控制、内部管理关系十分密切的票据影像类的基础数据管理和保存相对来讲还有很大的改善

空间。

传统的票据影像业务处理方式存在着凭证保存成本高，手工录入、翻阅，效率低，无法进行历史交易统

计和关联交易分析等种种不便。随着金融电子化、流程银行及集中作业中心等理念的深入推广，许多金

融机构建设了票据影像集中管理平台。这是一个集档案录入、图像处理、智能识别、数据核对、统计分析、

海量存储、精确查询于一体的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此平台为其它业务系统提供影像管理方面的业务支持，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银行自身的生产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同时提高客户和员工的满意度。

针对票据影像的业务特点，我们认为在票据影像数据管理上需要满足以下需求：

• 银行非结构化数据既包括文档，电子票据等小文件，也包括视频、语音等大文件，如何同时满足大小

文件不同的读写负载，提供最优的性能保证？

• 票据影像的数据量未来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如何保证未来的扩容便捷性？如何和已有的票据影

像 IT 设备之间做兼容？

• 票据影像是交易中的重要凭证，如何满足监管部门对系统可靠性及数据保护的监管要求？

而联想通过 LeoStor 云存储解决方案，提供了高可靠性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NAS

F5

LAN

上述方案具备高性价比，有效的支持金融行业前端各应用系统的运行，可以解决客户高性能和灵活扩展

的海量存储需求，并在该基础上初步搭建云基础架构，满足未来发展需求。而分布式文件系统可以将原

先的 SAN 或者 DAS 存储资源统一资源池化，并作为统一的管理平台提供给客户。

http://product.yesky.com/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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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

银行业在长期的业务开展中积累了大量高价值密度的数据，比如客户基本信息、客户资产及负债状况、

资金交易信息等，经过专业的深度分析和挖掘之后，这些数据将会产生巨大价值用以指导银行的业务拓展。

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商业银行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海量数据的低成本存储和基于

海量数据的复杂计算，为商业银行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可能和支撑。人工智能可以利用认知计算、

深度计算等技术实现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转换，将获取的“知识”再嵌入到商业银

行“端到端”的业务处理和管理流程中，替代商业银行的分析活动，实现对未知的预测，使得商业银行

逐步具有“智能化感知和响应”，也就是初步的人工智能核心能力。

借助现代自然语言处理和网络爬虫等技术，银行还能收集到客户线上线下的活动轨迹、生活习惯、社交

网络模式以及市场和行业数据、上下游产业链数据等，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线上线下及跨行业数据融合，

可以全方位的展示用户的消费偏好和习惯，进而准确的发现客户需求，并通过不同渠道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的服务。

联想大数据积极投身大数据建设，为银行业提供端到端的整体解决方案，帮助银行实现海量多源异构数

据的采集、整合和有效管理，并运用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深入挖掘客户特征、需求，

从而为银行向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和个性化产品、产品创新等提供数据支撑。

大数据
资产变现

数据
应用层

数据
管控层

数据交换层

数据生产层

 大数据
资产存储

数据存储
计算层

历史查询
应用

大数据
应用

沙盘
演练应用

 精准营销
反欺诈

运营优化 智能客户服务

大数据
资产管控

元数据
管理

数据质量
管理

数据标准
管理

数据安全与
隐私管理

数据生命周期
管理

数据架构
与模型管理

历
史
归
档
数
据
区

实时数据区

用户行为
变化数据

账户动态
实时数据

... ...

管理分析
数据区

沙盘演练
数据区

银行业数据战略目标

支
撑客户管理

非结构化数据交换 结构化数据交换 各数据区数据交换

运营管理  营销管理  客户管理    ……

汇总区
明细区

主题
数据区

运营 营销 风控 ……
用户主题 账户主题 产品主题 ……

全量
数据区

结构化
数据区

大数据存储层
访问日志 移动互联社交媒体 用户评价 音频视频

企业内外部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

个性推荐
市场监控

舆情监控 风险防范支持

电子银行    核心业务    个贷系统    CRM系统

联想的大数据具有如下优点：

• 统一高效的大数据平台 LEAP；

• 完善的大数据资产管控；

• 顶尖的数据科学分析服务；

• 业内首屈一指的人工智能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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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高效的各种 IT 服务

通过不断的建设，联想形成并不断储备了一系列的基于行业内最高标准的服务方案，从最基础的基于设

备的各项硬件维护服务到高级安装等一系列服务，再到针对客户数据中心级别的驻场服务，为客户提供

了高度标准化、流程化的 IT 服务，为客户提供线上及线下全方位的咨询通路，可以在第一时间解决困扰。

除了上述基于产品的服务，联想还通过不断实践和摸索，在数据容灾与双活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上颇有建

树，该方案为顺丰集团顺银支付建设了一个应用级的异地容灾系统。生产中心采用“双机双柜”全冗余

部署方式，防止生产系统单点故障，同时架设异地灾备；当生产中心出现灾难性故障时，可在远程灾备

中心实现应用级接管，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业务系统的持续运行。

数据中心的规划与建设

在长期 IT 服务实践经验和全球化业务能力输出积淀的基础上，联想公司总结提炼了以“双态 IT”理念为

指导、系统性、规范化的数据中心架构规划设计方法论，并在该方法论的基础上为金融行业客户量身定

制了数据中心轻咨询规划服务。

联想数据中心轻咨询规划服务可以帮助客户建立金融业务发展与科技能力建设的有机连接，以“双态战

略”为核心构建兼顾核心金融业务持续发展和金融科技变革创新所需的基础技术能力；通过解读客户的

业务发展战略目标和分析现有业务环境，结合联想自身经验以及行业先进实践为参考，提供具有技术前

瞻性（通常为 3-5 年）的数据中心架构规划设计和建设路线，帮助客户打造中长期的技术竞争力，并

降低时间、资金、技术的总体投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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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
银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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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银行业解决方案

®

联想银行业务开发测试云解决方案

方案概述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要求银行的 IT 系统可以更灵活的响应前端业务需求，新业务系统的部署也要

更为敏捷；银行需要更灵活、更弹性的基础架构平台来实现新业务的互联网化。

而传统的开发测试平台是基于传统三层架构建设的，服务器以机架为主，结合部分刀片。在业务快速增

长的同时，应用系统和服务器数量也急剧增长，运维难度不断加大，导致新业务系统上线周期长，部署

慢；而且传统 SAN/NAS 存储扩展性差，无法支撑新业务的性能需求。

另外，当前开发测试基础环境服务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开发测试基础环境需求差异较大，未形成全面统

一的开发测试基础环境配置标准，各开发中心的环境管理、监控和运维支持的方式、技术和手段存在差

异化。

联想开发测试云是依托超融合和云计算技术，实现开发测试应用环境的快速部署、基于策略自动弹性控

制以及对云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功能，全面提升了 IT 基础设施和开发测试环境的可管理性、灵活性

和可靠性，有效降低用户的软硬件采购成本和运维成本。

所有资源整合为在逻辑上以单一整体的形式呈现，并可按需进行动态扩展和配置。按照分阶段可升级的

标准要求，为多级单位提供应用支撑基础平台服务，实现基础软硬件资源的统一管理、按需分配、综合

利用，增强数据中心的可管理性，提高应用的兼容性和可用性，加速业务系统的部署，提升硬件资源的

利用率。可在较短时间内提供相应资源，而无需复杂的硬件采购流程，并对云资源整体管控、审批，配

合相应的云资源调度，最大限度提升 IT 敏捷性。

系统架构图

联想超融合产品能够帮助用户完成云平台系统建设中最重要的 IaaS 层（云计算基础架构平台）的建设。

联想 HX 云管理平台的设计追求标准化、开放性、完备性、健壮性、灵活性、可监控 / 可跟踪性、安全性、

运营性和可维护性等要求，同时遵循松耦合、模块化、可重用、可配置的原则，以 B/S 架构设计并保持

可扩展性，为客户提供可度量的标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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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存储资源是云平台的底层支撑，其建设关系到整个系统是否能安全、高效、稳定的运行，而整个平

台网络架构在满足应用 I/O 吞吐量的前提下，要求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扩展性、先进性且可以和云平台

很好的融合。

物理资源的拓扑架构图如下：

 ThinkCloud Manager

ThinkCloud OpenStack

D
as

hb
o

ar
d

N
ov

a
G

la
nc

K
ey

st
o

ne

N
eu

tr
o

n 
C

ei
lo

m
et

er

S
w

if
t 

C
in

d
er

KVM VMware VMware 

 KVM VMware

产品目录

名称 内容

超融合一体机 HX3310

云管平台 Lenovo ThinkCloud OS/ThinkCloud Manager

虚拟化平台 AHV/VMware vSphere/KVM

方案特点

• 成熟健壮：联想超融合产品采用业界领先的 System x 高可靠性技术和功能强大超融合软件为基础，

借助软件的分布式架构满足高可用性要求，实现系统架构和平台架构的无单点故障、无单点瓶颈问题，

保障新一代的业务系统健壮性，确保应用系统的高可用性。

• 运维简单：超融合使 IT 人员系统部署、安装、后期运维工作量大大降低，通过 HX 的 Prism 界面实现

所有基础架构的管理操作，包括健康检查、物理机管理、虚拟机管理、存储管理、数据保护、告警监控、

报表分析等内容。用户不再需要通过不同界面进行各种管理任务，所有任务都在同一个界面中完成，

极大地减少管理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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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可靠：联想开发测试云平台只对获得授权且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提供访问权，通过虚拟 VLAN 技

术实现不同用户之间的网络隔离，并结合弹性块存储服务将不同用户的资源指定存储在不同块中，从

物理上对租户的资源进行隔离确保安全性。数据保护手段多样，支持专业存储具备的各种存储功能：

压缩、重删、快照、镜像、乃至远程容灾。

• 定制化开发：联想开发测试云平台高可扩展的组件化体系架构和标准的 REST 开放接口，有效满足

客户对于自身云环境需求的可定制化开发及与第三方产品的衔接集成等需求，有效提高业务系统的

敏捷性。

• 平台升级能力强：在保证初期业务的前提下，预留充分的扩展空间，保证将来各种新业务的开展。也

可以平滑升级为同城和异地容灾方案，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保护。

• 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联想凭借自身强大的方案整合能力、业界领先的服务交付平台、安全的服务保

障体系，专业的高端技术团队，帮助企业客户获得最佳 IT 服务体验，助力企业重塑 IT 架构，提升信

息化水平。

客户收益

• 私有云平台：满足了各种类型工作负载的资源需求，也满足了各种“互联网 +”业务对 IT 基础设施

的要求，如性能、可用性、可靠性、数据安全性、扩展性等。

• 简化 IT 架构：使用超融合架构承载虚拟化应用，实现服务器数量的精简，并借助 ABS 功能取代了传

统存储的功能，使用万兆网络取代 FC-SAN，实现架构的极度简化。

• 降低运维成本：实现了显而易见的 TCO（总体拥有成本）的降低和 ROI（投资回报率）的提升。相比

采用使用传统架构虚拟化的方式，总体投资减少 35%，数据中心内的设备空间占用减少 50%，整体运

维成本降低 50%。

成功案例

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上海交通银行信用卡中心开发测试平台、兴业银行虚拟桌面云

中银国际证券、国元证券、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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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银行票据影像存储管理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众所周知，银行在业务运营中会产生大量纸制凭证以及视频图像，但是在过去十年里，金融行业一直专

注于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即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信息方面）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相形之下，

与金融业务控制、内部管理关系十分密切的票据影像类的基础数据管理和保存相对来讲还有很大的改善

空间。

传统的票据影像业务处理方式存在着凭证保存成本高，手工录入、翻阅，效率低，无法进行历史交易统

计和关联交易分析等种种不便。随着金融电子化、流程银行及集中作业中心等理念的深入推广，许多金

融机构建设了票据影像集中管理平台。这是一个集档案录入、图像处理、智能识别、数据核对、统计分析、

海量存储、精确查询于一体的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此平台为其它业务系统提供影像管理方面的业务支

持，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银行自身的生产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同时提高客户和员工的满意度。

针对票据影像的业务特点，我们认为在票据影像数据管理上需要满足以下需求：

• 银行非结构化数据既包括文档，电子票据等小文件，也包括视频、语音等大文件，如何同时满足大小

文件不同的读写负载，提供最优的性能保证？

• 票据影像的数据量未来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如何保证未来的扩容便捷性？如何和已有的票据影

像 IT 设备之间做兼容？

• 票据影像是交易中的重要凭证，如何满足监管部门对系统可靠性及数据保护的监管要求？

联想电子票据影像数字化管理解决方案借助联想 LeoStor 云存储解决方案，提供了高可靠性的分布式文

件系统，帮客户很好的解决了以上问题。

系统架构

联想票据影像数字化存储管理方案分为两部分：

数据库数据存储域：

既可利旧已有的FC-SAN存储，或采用联想V系列存储的外部虚拟化能力，优化其性能，

简化其管理，甚至可借用 SVC 存储网关，实现其双活、两地三中心的容灾需求；也可以

采用联想超融合产品来升级和替换，在满足数据生命周期保护的前提下，实现 IT 基础架

构的简化，降低运维压力，提高工作效率。

http://product.yesky.com/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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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量文件存储域：

新购联想 LeoStor 存储，实现海量大小文件的统一管理，划分为票据存储池和影像存储

池；采用不同的数据存储模式 ( 副本模式 /LeoRAID 模式 ) 和数据保护模式，实现性能

和高可用性的最佳平衡；同时，为满足各项法律法规的各种存储要求，还可以引入联想

备份解决方案来实现数据的安全存放。

LeoStor 

FC

产品目录

名称 内容

票据 / 视频服务器 超融合一体机 HX3310 或 2/4 路 x86 服务器

数据库 / 应用服务器 超融合一体机 HX3310 或 2 路 x86 服务器

存储利旧 V5030/V7000 存储

文档存储设备 分布式存储 Leo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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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合规性

完全满足银监会2016-25号文件

对于理财产品销售过程进行录音

录像的存储要求。

高性能

可以基于目录级别设置不同级别的

保护方式，可以有效的区分对待并

解决小文件和大文件的性能。
高可扩展性

按需购买，既可以横向扩展，也

可以纵向扩展的扩容方式，可以

有效解决客户未来数据增长的扩

容需求。 高性价比

可以针对用户现有的SAN或NAS

场景做存储利旧，既保证了用户

原有的设备投资，又可以体验新

IT设备带来的收益。

一体化解决方案

联想可提供从前端营业厅到后台

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实现

交钥匙工程。

稳定性

联想提供业界最稳定的服务器、

存储产品，保证业务连续、稳定

运行。

01

03

05

02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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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收益

IT

 

Le o Sto r

 

SAN DAS

成功案例

新疆汇和银行

深圳无线电管理局（2PB 容量）

上海市图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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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 U2L 迁移方案

方案概述

传统的封闭式架构日渐式微，而 x86 平台凭借快速提升的性能和可靠性，同时结合集群、分布式、云计

算等技术构建的新一代核心应用系统，正逐渐成为主流的企业核心业务系统架构，由 x86 平台和 Linux

操作系统组成的开放式架构平台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级用户的采纳。

毫无疑问，U2L 是大势所趋。但是从封闭架构迁移到 x86 平台，原来适用于封闭架构的应用是否也要

改动？从性能、架构、业务连续性和安全等方面进行考量，x86 平台是否能完全取代原有的小型机？

实施 U2L 后，谁来为用户提供后续的服务保障？ 

Unix

Unix

SAP

RT
WebSphere/NetWeaver

DB Oracle/DB2

UNIX(AIX/HP-UX/Solaris)

LPar/vPar/Container

RISC

Linux

SAP

RT
WebSphere/NetWeaver

DB Oracle/DB2

Linux/Windows

vSphere/Hyper-v/......

x86

Service

OS

Hypervisor

Hardware

为了保障核心应用顺利地从封闭系统迁移到开放平台，用户需要对现有系统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评估，

并根据系统特征选择合理的迁移方式和架构等。在迁移的过程中，持续、专业、全面的服务支撑尤为重要。

推动 IT 应用从封闭架构走向以 x86 平台为代表的开放架构，简称 U2L（Unix to Linux），联想提供经

过验证的 U2L 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将现有应用从昂贵的 RISC 小型机架构迁移到开放的 x86 平台的整体

解决方案。即：用标准的 x86 平台与开源的 Linux 或 Windows 的组合替代 Unix 解决方案，利用日趋

成熟的 Linux 和虚拟化技术，将用户的关键业务，迁移到更高性价比，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扩展性的基

础架构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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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IA

1 2 3 4 5 6

联想在全国拥有超过 600 余名通过 Unix、VMware、微软、思科、Oracle 等两类以上权威认证的技术

支持工程师，通过联想特色的迁移服务，及“One Line”迁移后运维服务，帮助客户平滑的将原有应用

从封闭的 Unix 平台顺利迁移至开放的 x86 平台。

产品目录

名称 内容

IP 网络 联想 NE 系列交换机

服务器 ThinkSystem/System x 4/8 路服务器

FC-SAN 网络 Lenovo DB 系列 FC 交换机

服务

跨平台数据库迁移服务

软 / 硬件一体化部署、实施服务 

数据库调优服务

方案特点

联想 U2L/R2IA 方案具有如下特点：

高可靠性和高性能的 x86 平台：

System x 新一代 4 路一脉相传的技术架构，保证 x86 平台也能提供高稳定性、8 路服务

器提供业界最强大的性能扩展能力，独有CPU锁频，内存加速，40度工作环境 (散热制冷 )

等特性保证其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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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迁移实施的专家团队：

全国拥有资深小型机系统架构、x86 技术架构的专家团，可为用户量身定制迁移方案，丰

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方法论组合形成坚实后盾。

特色迁移服务和周到的实施团队 :

联想特色的迁移服务，及“One Line”迁移后运维服务，以及联想遍布全国的服务支持

体系，及 Level1/2/3 支持架构。

均衡的 IT 基础设施：

通过采用集群、云等新的 IT 技术，以及联想系统级整体的调优服务器，使得 IT 平台更好

的满足不同业务负载的需要，比如 I/O 密集、计算密集和网络 I/O 密集型的各类应用的工

作负载。

客户收益

• 降低采购成本：降低设备初始投资成本不再像以前购置小型机一样，需要大量的经费；基于开放平台

的开源软件丰富，不但节约硬件采购成本也节约数据库、应用中间件乃至应用的采购成本。

• 简化管理，降低运维成本：x86 平台架构无论是硬件保修还是人工调试维护的费用都相对于小型机平

台要节省很多；同时简化 IT 基础架构可以减少设备采购，占用更少的机房空间、降低能耗，节能环保。

• 投资保护：开放的分布式架构规避传统数据库一体机、小型机、高端存储的技术锁定，更好的保护用

户投资。

• 简化 IT 基础架构：为实现分布式改造，进一步采用超融合、分布式存储的新技术，乃至最终实现软件

定义数据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功案例

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建行、南昌

银行等



联想银行业解决方案

联想银行大数据解决方案

背景介绍

随着互联网新金融模式的迅速发展，大数据技术在金融行业逐渐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这对我国的金

融生态和金融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在大数据时代，时代的特点催生了新的金融运营模式，在对传统

银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银行的传统业务提供了机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银行需要将

大数据能力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提升银行的服务能力，进而促进业务创新、产品创新以及服务模式创新。

我国的银行业当前还处于大数据的起步阶段，技术和经验的积累还不够完善，然而经过几年的发展与积累，

目前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数据总量普遍超过 100TB，其中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量呈现指数级增长趋

势。银行业在长期的业务开展中积累了大量高价值密度的数据，比如客户基本信息、客户资产及负债状况、

资金交易信息等，经过专业的深度分析和挖掘之后，这些数据将会产生巨大价值用以指导银行的业务运营。

再者，借助现代自然语言处理和网络爬虫等技术，银行还能收集到客户线上线下的活动轨迹、生活习惯、

社交网络模式以及市场和行业数据、上下游产业链数据等，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线上线下及跨行业数据

融合，可以全方位的展示用户的消费偏好和习惯，进而准确的发现客户需求，并通过不同渠道为客户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

我国的商业银行应充分认识大数据的价值，从银行的实际业务和实际需求出发，建设统一的大数据平台，

打破内部数据孤岛的同时，有效利用外部数据，建立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的综合预测分析体系，进而能

开发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精准营销。同时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的相关算法，动态实时地了解客

户的企业经营以及个人信用的变化情况，强化银行的风险识别和预警能力，实现银行业的风险管控和精

准营销的双重收益。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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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

近几年以来，联想大数据积极投身大数据建设，为银行业提供端到端的整体解决方案，帮助银行实现海

量多源异构数据的采集、整合和有效管理，并运用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深入挖掘

客户特征、需求，从而为银行向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和个性化产品、产品创新等提供数据支撑。联想基

于银行业的整体解决方案如下：

 大数据
资产变现

数据
应用层

数据
管控层

数据交换层

数据生产层

 大数据
资产存储

数据存储
计算层

历史查询
应用

沙盘
演练应用

 精准推荐
个性推荐

市场监控
反欺诈

运营优化
舆情监控

智能客户服务
风险防范支持

大数据
资产管控

元数据
管理

数据质量
管理

数据标准
管理

数据安全
与隐私管理

数据生命周期
管理

数据架构
与模型管理

历
史
归
档
数
据
区

实时数据区

用户行为
变化数据

账户动态
实时数据

... ...

管理分析
数据区

沙盘演练
数据区

银行业数据战略目标

客户管理

非结构化数据交换 结构化数据交换 各数据区数据交换

运营管理  营销管理  客户管理    ……

汇总区
明细区

主题
数据区

运营 营销 风控 ……
用户主题 账户主题 产品主题 ……

全量
数据区

结构化
数据区

大数据存储层
访问日志 移动互联社交媒体 用户评价 音频视频

企业内外部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 电子银行    核心业务    个贷系统    CRM系统

     

统一高效的大数据平台 LEAP

银行大数据平台建设基于已有的信息化基础，充分利用和整合已有信息化资源，打破行业、部门之间的

信息壁垒，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采集、加工、建模和分析，将数据价值融入到金融之中，从而提升创新

能力和产品服务能力。

联想企业大数据分析平台（LEAP）具有以下优势： 

• 率先引入 Spark2.0 计算引擎，领先主要国内

竞争对手 3-6 个月；

• 完整支持 SQL 语句，引入事务处理能力，全面

支持 MPP 业务场景；

• 提供 50 多种数据类型的适配接入，实现全源

数据整合能力；

• 突破实时计算框架，支持物联网超大吞吐率实

时业务分析；

• 一站式图形化的数据开发套件，快速实现分析

应用；

• 完整的并行数据挖掘算法库，并原创前沿机器

学习组件；

• 构建从硬件芯片级到应用的端到端最高标准安

全保障体系；

• 全球 PB 级复杂业务的实战锤炼，一流的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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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的大数据平台将数据对象作为一种全新的资产形态，围绕数据资产本身建立一个可靠可信的管理机

制，提供数据标准管理、数据资产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安全保障等，以实现数据的可管、

可控、可视，为实现数据价值增值奠定良好基础，与此同时，联想大数据有一大批深耕于银行业的数据

治理专家，为银行业提供完善的数据资产管控咨询服务。

顶尖的数据科学分析服务

联想大数据有多位精通银行业的数据科学家，建立了面向银行业的数据挖掘体系，包含银行产品分析与

运营、客户管理与体验、安全与风控三大体系近 40 个分析应用专题等，帮助银行实现数据资产增值。

典型应用

信贷风险大数据分析

贷前风险监测与违约预测 

通过对债务人或企业的基本信息、历史借贷状况、资产状况、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和分

析，预测债务人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是否有违约风险，以及发生违约的风险和金额情况，

进而指导银行做好贷前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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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后风险控制与催收

通过对贷后信息的挖掘和分析，识别出欠款账户的还款概率和欠款类型，能够帮助银行

以最低的成本尽可能多的收回资金，减少坏账和损失。

金融反欺诈

金融企业通过收集和凝聚多方位的数据源信息形成精准全面的反欺诈信息库和反欺诈用户行为画像，结

合大数据分析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进行欺诈行为路径的分析和预测，并对欺诈触发机制进行有效识别。

同时技术部门与业务部门合作，结合反欺诈运营支持，帮助银行构建欺诈信息库。最终，帮助银行提前

预测到欺诈行为的发生，准确获得欺诈路径，极大地减少欺诈造成的损失。

同时，利用知识图谱技术整合借款人的基本信息、消费记录、行为记录、网络浏览记录等，进行分析和预测，

解决复杂关系网络的难题，能够有效识别出身份造假，团体欺诈，代办包装等。

精准营销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及其衍生品的精准销售是银行业务中重要的环节，联想大数据银行精准营

销解决方案以客户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实时采集客户在银行网站、手机客户端的行为，进行深度分析

和挖掘，能够使得银行深度了解客户的行为特征、产品偏好，通过用户画像技术和知识图谱等算法手段，

可以精准识别每个客户的网络特征、金融产品消费偏好、金融渠道偏好、金融风险偏好、金融产品内容

偏好等，从而可以将客户的偏好特征与银行理财产品特征进行匹配，指导银行将更合适的产品信息推送

到有实际需求和爱好的客户。

贷中风险监测与预警

通过对债务人或企业的资金账户变动信息、借贷信息、资金流动信息、关联人信息（如

工作单位、家属信息）、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深度挖掘，还原个人债务状况和企业经营

风险状况，能够动态地检测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及时有效控制贷中风险，为前瞻性动态

监测借款企业风险提供了可探索的路径。

银行信贷前中后信息融合

通过建立大数据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关联人和企业的海量信息，大数据，有效

整合和贯通银行各个业务单元、各个信息系统的数据，能够尽可能多的综合除信贷业务

外的其他信息，进而分析预测借款企业的信用风险。



24

联想银行业解决方案

®

精准营销的具体内容包括：

实时数据分析与实时精准营销

实时精准营销是指根据客户的实时行为状态特征进行营销，例如，根据客户网上行为发

生时的地理位置、客户最后一次的消费信息、付款信息来有针对地进行营销，比如利用

某女性客户用信用卡采购婴儿用品的信息，通过建模推测该女性怀孕的概率和当妈妈的

概率，并定向推荐孕妇类和婴儿类产品和业务，经过该客户后续的反应，确定该用户为

准妈妈，进而进行更为精准的实时营销。

新客户获取

通过整合银行内部数据，整合和采集外部数据，分析和提取银行内部产品和服务的特征，

深度分析可能的客户特征，并且从多元网络渠道，如社交网站、移动端等信息中，能够

精准匹配到对银行产品和服务感兴趣和有需求的高价值和高净值客户，并且通过个性化

营销、定向实时广告推送，搜索引擎营销等技术手段将银行的产品和服务信息推送给

客户，帮助银行能够快速获取高价值客户。

存量客户交叉营销

通过对企业的存量客户的兴趣爱好进行分析，并有效整合外部信息，形成存量客户的兴

趣图谱和客户画像，帮助银行分析现有产品和服务的特征数据行，以及现有存量客户的

特征，运用机器学习算法中的人群聚类模型、相似度模型、口碑扩散模型、look-alike

模型等，为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找到有潜在需求的存量客户，或者为存量客户找到更加合

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对存量客户的再营销即交叉销售，提高客户满意度，增强客

户黏性。

01

02

03

04
客户全生命周期管理

客户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是帮助银行建立从新客户获取、客户存留、客户防止流失、睡眠

客户激活和客户回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的技术手段，构建新客户

发现模型、新客户获取模型、客户存留维护模型、存量客户流失预警模型、流失客户根

因分析模型以及休眠客户唤醒模型等，最终能够实现客户的全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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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案例

案例一：销售预测与客户画像

某钢铁集团是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国有重要骨

干企业，年产钢能力 3000 万吨左右，盈利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连续八年进入美国《财富》杂志评选

的世界 500 强企业。

基于客户业务发展需求，联想大数据为其构建深度学习智能应用平台，整合包括企业内部工贸一体化、

供应链系统等数据，外部社交网络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部分购买的官方数据，总计 11349 维数据。借

助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算法和知识图谱来发现和探索数据规律，实现超大量、超多维、多结构数据的融

合和分析，建立了跨品类、跨地域、跨时间的钢种和零配件需求量预测和客户画像分析。

• 预测准确度提升：相对于过去采用首席专家凭经验预估市场需求量，机器智能预测的方案大幅度提升

了预测准确率和客观程度，总体预测准确率达到 92.2% 以上。 

• 客户画像更加精准：经过大数据分析，对钢铁客户的人群特性进行用户画像根据客户订购信息计算客

户忠诚度，结合满意度调查表把客户聚成四类，完成每类用户的标签画像，从而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

案例二：行业大数据平台构建

为应对市场竞争，满足客户需求多样化的需求，国内某 500 强企业在公司层面提出数字化转型战略，以

提升企业敏捷运营能力。联想大数据结合客户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和客户运营现状，为企业提供从大数

据演进规划到总体解决方案的端到端支撑服务：

• 结合客户业务领域优先级、数据质量现状，IT 系统多样化等背景提出企业三阶段演进规划路线，指导

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

• 以敏捷商业运营为目标，以大数据商业分析为业务方向，以销售领域运营数据（CRM，SCRM，客服

中心等）和互联网舆情数据为主要数据源，构建一阶段统一大数据平台；

• 构建企业大数据分析应用方案，覆盖行业研究、销售、售后、市场、客服 5 大业务领域，30+ 关

键业务场景，构建分析预测模型，提供分钟级的关键 KPI 分析，满足客户实时运营分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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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优势

案例实践

联想大数据分析平台已经

在企业内部实践超过5年

联想数据科学团队为多个

金融机构建立数十个成熟

的业务分析模型

实施保障

专业的架构师、咨询顾问

和行业专家，全力保障前

端市场

300多位研发工程师、数

据科学家和售后保障团

队，支撑从售前，交付到

售后的端到端服务

挖掘算法

集成加权多种预测模型

经典算法的深度调优，如

C 4 . 5、B P、C N N、

RF、ARIMA、SVM等

领先的算法精度和收敛

速度

数据平台

基于优化的Hadoop和

Spark Streaming的流

式数据采集和计算框架

实时采集、实时计算、实

时监测、实时预测

快速处理新增数据和秒级

实时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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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银行数据中心轻咨询规划服务

需求分析

金融和科技的融合正在成为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无论是方兴未艾的互联网金融，还是不断升

温的 FinTech（金融科技），其目的都在以科技和数据为核心驱动力，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服务效率，

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合理的金融保障，并实现更广泛的普惠金融。

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已经在借贷、支付、征信、财富管理、保险等广泛的金

融领域引发了业务变革和创新。面对不断变化的应用环境和日趋复杂的业务需求，金融企业的数据中心

需要为业务发展提供相匹配的技术能力：既要为核心金融业务构建安全稳定的运行环境，还需要为金融

创新提供动态灵活的技术平台。因此，如何规划和设计合理的数据中心架构以适应未来的业务发展，是

金融信息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解决方案

在长期 IT 服务实践经验和全球化业务能力输出积淀的基础上，联想公司总结提炼了以“双态 IT”理念为

指导、系统性、规范化的数据中心架构规划设计方法论，并在该方法论的基础上为金融行业客户量身定

制了数据中心轻咨询规划服务。

联想数据中心轻咨询规划服务可以帮助客户建立金融业务发展与科技能力建设的有机连接，以“双态战略”

为核心构建兼顾核心金融业务持续发展和金融科技变革创新所需的基础技术能力；通过解读客户的业务

发展战略目标和分析现有业务环境，结合联想自身经验以及行业先进实践为参考，提供具有技术前瞻性（通

常为3-5年）的数据中心架构规划设计和建设路线，帮助客户打造中长期的技术竞争力，并降低时间、资金、

技术的总体投入风险。

应用场景

联想数据中心轻咨询规划服务采用“轻量级”的资源投入方式，通常由金融行业专家、咨询服务专家和

IT技术方案专家等5-6人组成技术团队、利用4-5周时间完成咨询规划服务的交付，典型的项目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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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数据中心轻咨询规划服务可以从多角度、全方位对数据中心的技术架构建设进行分析评估，并给出

合理的建议，其主要交付内容包括：

• 基础架构分析报告

问题发现

优化策略

• 数据中心目标蓝图及建设建议

目标架构设计

项目规划及演进路线建议

此外，联想公司具备从规划设计、建设实施、生命周期管理端到端的 IT 服务能力和技术方案，可支持数

据中心架构设计的交付实施，并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兼容性。

方案特点

客户收益

• 对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建立清晰的现状判断和

长期的战略规划， 更有效的满足未来业务发

展需要；

• 了解业界趋势，跟踪业界的先进技术，比如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 破除当前 IT 架构已有的瓶颈，实现 IT 基础架

构的均衡发展。

成功案例

• 某钢铁公司大数据规划

• 某飞机制造公司数据中心规划

• 某机场数据中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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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
银行业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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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银行业成功案例

银监会关键业务应用 U2L 迁移项目

背景介绍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成立于 2003年 4月 25日，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

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

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为加强国家金融安全保障水平，指导银行业实现信息技术的自主可控，2014 年银监会发布 39 号文，对

银行业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提出了 5 年规划。要求产品“整体架构自主设计、核心应用自主研发、核

心知识自主掌握、关键技术自主应用”，紧接着，年底发布 317 号文，对 2015 年的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2015 年年初又发了 317 号文的补充说明，细化了具体要求。

客户需求

银监会为践行自身职能和监管要求，将已有的基于 Unix 平台 ( 大多为 IBM Power 小型机 ) 的工作负载

迁移到开放平台上成为当务之急；

随着信息化技术与金融行业的安全生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关键应用自主可控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必然选

择。但是原有基于封闭的 RISC 系统的关键业务系统所拥有的高可靠特性和高性能特性又是保证关键业务

的连续服务所不可或缺的。

以下成为客户的关注重点：

• 平台选型：如何选择高可靠性、高性能的 x86 平台来满足应用的高可用性，提升业务连续性？

• 规避平台切换风险：如何选择同时具备 Linux 和 Unix 平台的方案提供商来降低在平台切换过程中可

能发生的风险？

• 综合服务能力：开放平台的软硬件优化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可否满足关键业务的要求？

http://baike.baidu.com/view/1945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11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28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2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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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内容

综合考虑银监会的项目需求，经过双方多次沟通，联想基于自身的最佳实践以及相关的平台参考架构为

银监会关键业务的平台迁移，提供了高可靠性平台产品 System x服务器以及相应的迁移、售后支持服务，

帮助银监会关键业务应用实现从小型机平台平滑迁移到更开放、更高性价比的 x86平台，构建安全可靠、

自主可控的 IT 基础架构。

8路服务器x3950 X6 共8台用来承载关键应用高性能数据库平台，最大扩展支持 192 Cores，12 TB内存，

为关键业务应用提供所需的最佳性能和高可扩展性，全冗余配置、组件热插拔、5-40 度的工作环境等特

性保证了其高可用性。

4 路服务器 x3850 X6 共 24 台承载主要业务的数据库平台和部分关键应用服务资源池，最大扩展支持

96 Cores，6TB 内存，具备 8 路服务器同样的架构，同样的高可靠性，为重要数据库应用的平稳运行提

供支撑。

2路服务器 x3650 M5 共 5 台组成应用服务器资源池为大量应用部署提供更高性价的选择。

Lenovo System x3950 X6 Lenovo System x3850 X6 Lenovo System x3650 M5

IP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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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高
性
能

X6 系统在多个公认的行业基准测试中始终实现世界级的领先性能，x3950 X6 系统最多支

持 192 个 CPU 内核，12 TB 的系统内存，可提供优异的性能和可扩展性，为传统数据库以

及新型内存中数据库和分析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高
可
靠
性

ITIC 的调查报告显示联想 System x 服务器可靠性业界排名第一，System x 服务器利用

增强型预测性故障分析和光通路诊断等多种技术最大限度地延长正常运行时间达到与 RISC

架构小型机相同的可靠性。高可靠性为关键系统的业务连续性提供了基础。

高
可
扩
展
性

X6 服务器三个子系统均采用创新型模块化“书本式”设计：计算模块、存储模块和 I/O

模块，有利于客户创建适合其应用和环境需求的配置，并允许他们在后期灵活地扩展和

修改自己的配置。降低总体 TCO，减少采购风险。

易
维
护

模块化设计和热插拔能力使得联想提供的服务器产品实现免工具维护，有效减少了计划内

的宕机时间，从而提升了系统的业务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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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独特价值

2014
IBM x86

x86

8

x86

 System x
IBM 

x86
IBM System x

Unix x86

8

客户收益

• 合规性：联想提供的产品真正实现了自主研发、设计、生产、服务，满足银监会的政策性要求，完全

满足 39 和 317 号文的要求；

• 降低 TCO 成本：基于 x86 平台的开放性，银监会可以自主选择操作系统、中间件产品以及业务应

用平台，避免了厂商锁定，极大降低了设备初始投资成本，设备运维成本，优化了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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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数据中心 U2L 迁移项目

背景介绍

中信银行创立于 1987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中最早成立的新兴商业银行之一。中信银行自成立以来，在中

国人民银行和中信公司的领导下，坚持“稳步发展，争创一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

营思路，不断创新，快速发展，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金融业的改革与发

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近几年来，中信银行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加大科技投入，培养和吸纳了一大批优秀的金融人才，向社会

推出了具有中信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在广大客户中树立了中信银行管理水平高、

科技含量高、人员素质高的优秀商业银行形象。

目前中信银行业务体系繁多，主要包括：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贴现业务；汇兑、旅行支票、信用

卡业务；代理收付和财产保管业务；经济担保和信用见证业务；经济咨询业务；外汇存款、汇款、放款、

担保业务；在境内外发行或代理发行外币有价证券；贸易、非贸易结算；外币票据的承兑和贴现、买卖

或代理买卖及外币有价证券；外币兑换；出口信贷等。

中信银行业务主要包括五大层面，分别是管理决策层、产品服务层、流程控制层、基础应用层、渠道网关层。

中信银行在北京有 4 个数据中心，全国主要省会城市均有数据中心。

客户需求

• 系统快速部署：新业务系统上线过程从硬件安装到软件调试，再到业务上线需要 7-15天，不能满足“未

来银行”对业务快速响应的需求。

• 业务系统高可靠：除了核心系统部署 Linux 自带的 HA 高可用外，其他业务系统都单机运行，存在单

点故障。且 Linux 自身 HA 需要占用 BMC 管理口，经常与业务软件产生冲突造成误报。

• 系统资源利用率：用户机房 90％的机器在 90％的时间中，资源利用率只有 10％。

• 统一监控管理：除小型机部署 Tivoli 管理软件外，x86 服务器没有统一管理平台，系统监控依靠专人

现场巡检，故障定位需要 1 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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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内容

经过与客户多次交流和调研，我们给出了适合该客户的解决方案，首先按照银行应用层面分类，把业务应用

分为流程控制、渠道接入、OA、MIS和测试子系统，其次，每个子系统划作一个资源池，使用 8-10台联想

高性能4路服务器RQ940进行虚拟化，运行40-100个应用虚拟机，同时实现池内的资源优化和动态分配。

再次，各应用虚拟机在同一个资源池内实现HA冗余，最后，利用联想基础架构统一管理方案 LIM实现对服

务器、存储、交换机等硬件及虚拟机系统资源进行监控管理。

LIM

VMware VMware VMware VMware VMware VMware

VMware VMwareVMwareVMware

R680G7 R680G7 R680G7 R680G7

MIS

R680G7 R680G7 R680G7 R680G7

OA

R680G7 R680G7

方案特点

通过虚拟化资源池的模板和克隆功能，新业务系统可在 24 小时内部署完成上线，保障客户金融理财产品

能快速推广，提高产品竞争力。

01 所有业务子系统虚拟机均实现HA冗余，任何虚机出现故障，备用机会立即接管其应用，

切换时间几乎为零，使业务连续性由原来的 99% 提高到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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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独特价值

在本次合作中，联想为

中信银行提供了多次技

术咨询和方案可行性论

证及测试。

联想为客户提供了具备

安全可靠、高可用性和

可扩展性的虚拟化平台

方案。

新系统大大降低了能

耗，节省了空间，减少

了维护难度。

联想针对客户定制的LIM

监控方案可监控服务器、

存储、交换机等多种设

备，同时与原有的Tivoli

平台对接，方便用户运维

管理。

客户收益

• 新业务系统部署上线由 7-15 天缩短至 24 小时内。

• 虚拟机 HA 冗余使业务连续性由 99% 提高到 99.99%，且服务器整体资源利用率由原来的 20-30%

提升到 60-70%。

• LIM 系统实现全自动无人值守监控，人工成本降低 75%，平均故障处理所用时间从 42 小时降低到 10

小时，效率提升 76%。

• 联想 LIM 管理系统针对银行 x86 服务器与小型机统一监控方案，对同类客户提供借鉴和推广。

02 通过服务器池化和最优资源分配，使服务器整体资源利用率由原来的 20-30% 提升到

60-70%。

03
LIM 系统能够监控所有硬件设备，实现全自动无人值守监控，人工成本降低 75%，时间

成本降低到几乎为 0；故障定位时间缩短至 10 秒钟以内，平均故障处理所用时间从 42

小时降低到 10 小时，效率提升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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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商业银行核心计费系统建设项目

背景介绍

乐山市商业银行成立于 1997 年 2 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的“首批市地级”地方股份制商业

银行。由乐山市地方财政以及乐山骨干企业共同参股的国有控股城市商业银行，目前在乐山中心城区、

峨眉山市、五通桥、沙湾、犍为、夹江和井研县设有 27 家分支机构。自成立以来，一贯秉承“服务地方

经济，服务城乡居民，服务中小企业”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竭诚为全市人民提

供完善周到的金融服务，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客户需求

乐山市商业银行新核心计费系统是乐山银行最为关键的业务系统，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系统可靠性：

搭建最核心的系统，要求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地保障。不能因为
平台的问题而影响到前端业务。

资源利用率：

目前乐山市商业银行的虚拟化程度不高，因此很多资源没有办
法做到充分利用，繁忙的业务部门又经常出现资源不够的情
况。所以希望该次项目搭建一个资源池，既能解决资源调度不
灵活的问题，又能解决管理维护不方便的问题。

可维护性：

用户现在的IT部门的运维人员数量有限，要维护整个银行的所
有IT设备，包括：存储，服务器，网络和银行的大量桌面设
备。工作量非常巨大、经常出现加班的情况。因此要求本次的
方案一定要方便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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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内容

乐山市商业银行最终选择了 14 台联想 System x3850 X6 服务器和 4 台 System x3650 M5，其中：

数据库服务器：4 台 System x3850 X6 用于 ORACLE 数据库运行。

虚拟化服务器：10 台 System x3850 X6 装 VMware 虚拟化软件，用于虚拟资源池建设。

注：每台配置 4 颗 E7-8860V3 处理器，1TB 内存，2 块 300GB 硬盘，8 口万兆光口以太网接口，6 口

16GB HBA 卡。

管理服务器：4 台 System x3650 M5，每台配置 2 颗 E5-2630v3 处理器，32GB 内存，4 块

600GB 硬盘，8 口千兆网口，2 块双端口 16Gb HBA 卡，用做管理服务器。

LAN

Vcenter

10 System x3850 X6

Oracle RAC

4 System x3850 X6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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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 高 RAS 特性：ITIC 第三方报告显示 System x 拥有比竞争对手更为优秀的可靠性，媲美 IBM Power

小型机，仅次于 IBM 大型机，远高于友商的小型机和 x86 服务器；

• 高性能：虽然配置同样型号的 CPU（英特尔 ® 至强 ®E7-8860v3 16 核 2.2GHz 主频处理器）和同样

容量的内存（配置 1TB 内存），在第三方测试和性能 POC 环节，联想服务器展现了更高的峰值性能

和更出色的稳定表现；

• 模块化设计，方便运维：所有三个子系统均采用创新型模块化“书本式”设计：计算模块（Compute 

Book）、存储模块（Storage Book）和 I/O 模块（I/O Book）。可从前后端打开意味着您无需从

机架上卸下整台服务器即可添加组件，从而轻松扩展系统。采用书本式设计还意味可以更轻松、更迅

速地执行子系统升级，并降低对服务器剩余部分的影响。

联想独特价值

RAS

System x

IBM RAS

 

客户收益

• 联想 System x 结合 oracle RAC、VMware 虚拟化资源池搭建的新核心平台，进一步减少了计划外

宕机时间，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提高了核心业务的业务连续性。

• 联想 X6 的模块化设计和 VMware 虚拟资源池的结合 , 有效减少了业务应用的计划内宕机时间，减少

了用户的日常运维成本 30% 左右。

• 通过虚拟化资源池的建设，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减少了物理设备的采购需求，提升了客户对虚拟化技

术的认识，为用户以后的非核心应用的云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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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数金超融合桌面云系统

背景介绍

兴业数字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数金”）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成立，注册地位于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陆家嘴片区。兴业数金由兴业银行携手高伟达软件公司、金证科技公司、新

大陆云商股权投资企业共同出资，并施行员工持股。

兴业数字金融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兴业数金”）是兴业银行集团旗下一家提供金融信息

服务的数字金融企业。兴业数金通过搭建平台、运营平台的方式持有信息资产，为中小银行、非银行金

融机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信息云服务，包括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外包、金融业务

流程外包、金融知识流程外包、应用软件开发和运营服务、系统集成服务等，在信息系统建设、数据资

产运营、云计算等领域构筑了领先的解决方案优势。

兴业数金办公地点设在上海市、福州市。

决策支持管理

兴业银行业务系统架构图

技术支持
（ESB）

办公管理

开发平台环境

网银

移动银行 电子银行 柜面整合

手机银行 电话银行 电视银行 分行网点微信/互联网金融VTMATM/MICRO 
ATM/POS

测试平台环境

对公前置

分行前置

对私前置

交换平台

外联网关

服务集成

服务注册

服务发现

银联前置

风险与合规

企业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

经营分析

信息集成

报表集成

前端应用
数金云桌面

运维平台环境

中间业务平台 商户管理 分行EAI 其他

票据集中 前后台分离 支付平台 银联平台 特色业务平台

缓存服务 消息队列服务 大数据服务 日志分析服务 云监控

容器服务 数据库服务 区块链服务 操作审计服务 资源编排

交互控制

业务处理

数金云平台

企业
贷款 存款

贸易融资 结算

企业信贷

市场风险 操作风险 信用风险 流动风险 反洗钱 监管报告

资产管理现金管理 信息管理 负债管理 外汇 债券

企业组织

理财

供应链

ATM SWITCH 

个人

风险管理与控制

贷款 存款

卡

结算

综合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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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管控

• 统一、简单运维

550 170

客户需求

原有的传统桌面不太灵活，无法做到统一管理和维护；软件更新不灵活，存在数据泄密的风险等；包括：

• 需要追随总行的步伐，将传统 PC 桌面模式进行改造。

• 数据安全性的需求，防止数据泄密的风险。

• 采用桌面云架构可实现应用和数据的统一管理。

• 将研发测试环境与办公环境完全隔离，统一管控，保证接入终端的安全性。

• 确保公司的重要资产（研发的代码、文档等），安全可控、可管理。

数据云桌面主要用于研究开发环境，起到安全保障作用：

• 编译性能

• 代码安全

• 交付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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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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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金云桌面是运用虚拟化技术，通过网络统一管理多台服务器和存储整合组成虚拟化资源池，实现所有

的用户应用程序、数据运算和文件存储在服务器端处理，基于全新的云计算技术构建的云端桌面平台。

通过云桌面平台，可以打破物理空间与时间局限，更好地提升桌面使用体验与工作效率；可以统一配置

安全策略，保护公司无形资产；可以快速创建桌面系统，迅速分发办公环境。

本项目采用联想超融合 HX3310 系列服务器 15 个节点四集群，底层使用 Nutanix AHV 虚拟化平台与

Citrix XenDesktop 产品结合，用户通过访问 Web 站点方式使用虚拟桌面，实现日常办公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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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联想 HX 超融合 +Citirx 是业界最佳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相比友商整个解决方案更加成熟，对于客户的

使用体验更好；根据 POC 测试，在低配情况下我们的指标要优于友商，不论是性能指标还是功能指标。

V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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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

联想独特价值

12

716Ghz 3.81TB
120TB

2 60TB

550   2C 4G 12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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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

StoreFront
2

DDC 2
SQL Server 2

Licience

Windows AD 2

2 DDC LB

6 HDX/ICA

3 AD  

3

4  

APP
os

APP
os

OS  
APPs 
Tools 
Virtual Desktop  
Agent

User 
Settings

OS

Apps

Nutanix 超融合架构

• 上线迅速，半个工作日完成部署

• 计算、存储融合，不需要采购额外硬件

• 分布式存储，可选副本数量，可靠性高

思杰云桌面

• 占用带宽低

• 外设支持广

• 控制力度强

客户收益 

• HX超融合 +Citirx 是桌面虚拟化黄金搭档；不仅是最佳组合，也是桌面云的最佳实践方案；在 POC

过程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性能指标，能非常好的适应桌面云的需求；能有效的解决云桌面启动时的 I/O

风暴问题，通过链接克隆技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大量桌面的快速部署，减轻维护复杂度，降低

维护成本；

• 相比传统云桌面方式，该解决方案的云桌面更加的流畅，极大程度上提升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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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银行云平台

背景介绍

江西银行是 2015 年 12 月 3 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由南昌银行吸收合并景德镇市商业银

行而成。2015年 12月 11日经江西银监局批复，更名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有注册资本46.78亿元，

资产总额突破 2000 亿元。

江西银行设有 211 个营业网点，全省 11 个地市全覆盖，并已拓展至广州市、苏州市；拥有 1 家小企业信贷

中心。同时，发起设立了 1 家金融租赁公司，5 家村镇银行。全行现有在职员工 3600 余人。

江西银行始终秉承“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小微企业和社区居民”的宗旨，着力打造以“两小金融”（小

微金融、小区金融）为核心的“八大金融”体系，计划三年内实现县域机构全覆盖。

“十三五”期间，银行业国际国内竞争将更加激烈，商业银行培育特色能力，摆脱同质化竞争的需求会

更加迫切，以全面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监管政策和崭新的监管工具会不断推出，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和资产质量要求会进一步提升。

江西银行金融信息化技术框架已经建立，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开发了大量的金融信息和业务处

理系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金融信息基础设施体系。

客户需求

继核心业务系统成功投产，江西银行研制开发了涵盖全行业的经营处理、决策分析和服务渠道的全功能

银行业务系统。技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应用系统建设全面推进，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建立，金

融标准化工作稳步开展，基本完成了业务信息化的建设任务。

江西银行当前也存在信息化建设的战略性、前瞻性不足，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信息科技还不能很

好地适应业务发展的节奏，科技风险管理水平与信息化建设发展速度不匹配，缺乏行业合力，信息共享、

交互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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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江西银行主要面临来自业务和 IT 两个方面的压力：

业务压力——“3C”挑战

• 来自客户（customer）的挑战，已经到了必须

重新从根本上考量并改变过去产品导向的经营

理念。

• 竞争（competition）；如：其他商业银行、

互联网金融等

• 变化（change）；业务规模迅速扩大的压力

原有 IT 架构问题

•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安全风险

• 小机带来的运维烦恼

• 业务处理受限，敏捷度低

方案内容 

基于江西银行的现状和建设目标，经过深入沟通和江西银行最终选择基于 System x 服务器构建云管平

台，包括计算资源池、存储资源池、网络资源池、数据资源池、软件资源池的平台，将物理硬件资源进

行虚拟化，实现统一整合和管理。

从业务重要性角度出发，将计算资源划分为数据库（4 台 x3850）、虚拟化应用（23 台 x3850）、测

试开发（2 台 x3850 X6 和 x3650 M5）、以及接口服务器（10 台 x3250 M6）等四大类资源池。

Network Infrastruchure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VM

RAC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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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联想云平台方案是将物理硬件资源进行统一整合、虚拟化，构建出包括计算资源池、存储资源池、网络

资源池、数据资源池、软件资源池的平台，可以随时支持用户的扩容需求。

简化管理

统一资源池管理（每个数据中心的不同类型的资源池）；统一监控视图；统一资产配置

信息管理；统一资源模板管理；统一资源申请、审批、开通管理；统一资源实例管理；

提供标准化的资源服务。合理划分计算存储资源，针对各类业务需求提供标准化且可按

需调整的环境配置套餐，进行环境的自动化部署和维护，快速提供标准、安全和稳定的

资源服务。统一管理各种存储，并根据存储资源的类别，制定不同级别的存储资源池，

从而提供不同服务级别的存储服务。

弹性调度、灵活分配

联想云平台将计算、存储、网络资源整合成为可以统一管理、弹性调度、灵活分配的

资源池，每个业务系统不再占用独立的物理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资源，而是与其他业

务系统一起，共享云中的资源，以虚拟机的形式独占其中的一部分逻辑资源，实现了

资源全面池化。

同时，云计算平台满足各种应用系统对计算存储资源的需求请求，实现硬件能力对应用

的按需分配与快速部署上线，在资源不足时，可在线弹性扩展资源，以满足业务需要，

确保服务级别，最大化的实现了弹性扩展资源。

快捷访问

将业务系统及其信息和数据整合到云中，满足业务部门快捷访问。使用者无论属于哪个

部门，或身在何处，都可以快速、迅捷地访问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源和业务系统，享受

云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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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独特价值

投资保护：

后续江西银行会逐渐将当前已有的IBM Power小型机纳入到资源池中进行统一管理，而联

想云管平台可以很好的兼顾当前x86和Power小型机的管理需求，保护前期用户投资，简化

管理。而目前市场上其他竞品解决方案基本不支持异构扩容，无法实现系统的平滑升级。

高可扩展性：

联想云平台系统，配置灵活，功能丰富，异构兼容性强，是当前市场上为数不多支持异构

扩容的云平台方案，可以支持用户的各种扩容需求。

客户收益

联想云平台产品依靠出色的管理、可靠的品质及灵活的扩展性，为江西银行搭建了成熟稳定的基础平台，

通过云平台，比使用传统架构的方式，资源利用率提高：CPU 提高 20%，内存提高 10%，使得投资减

少 30%，数据中心内的设备空间占用减少 50%，整体运维成本降低 50%；项目具良好的复制性。

易于扩容、迁移、回收

未来新建业务系统或扩容、迁移业务系统，只需要根据需求从资源池中直接获取资源即

可快速完成，而不必额外申请购买。在业务系统生命周期完结后，也可释放资源回到资

源池。这样既提升了业务部署效率，又提升了资源利用率，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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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某农信综合办公平台

背景介绍

华南某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是政府履行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统称农合机构）管理职能

的载体和平台。省联社党委统一领导和垂直管理全省农合机构党的工作。

2005 年以来，省联社带领全省农合机构以服务“三农”、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为宗旨，以深

化改革为契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实现了各项业务的跨越式发展，开辟了农信发展历史的新纪元。

截至2016年 12月底，全省农合机构共有各类网点5700多个，营业人员约7万人，总资产超过2.6万亿元，

是省内营业网点最多、服务面最广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9751 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1410 亿元，存贷款规模在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均位居第一。

客户需求

华南某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核心数据生产 IT 系统已建成数据大集中平台，由前台综合前置系统，核心业

务及总账系统，后台综合管理系统组成。

信息管理区

前置主机、卡系统
票务系统、财务系统

生产管理域综合办公
批量优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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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后台综合管理系统的 OA 系统、信息门户访问量巨大。根据调研，目前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方案内容

客户选择了联想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构建后台综合办公及批量优化应用平台。

采用 8 台 System x3850 X6 构建 HA 双机集群运行综合办公平台，包含 OA、人事、会议等子系统。

构建平台化办公系统，打破过去传统的竖井式应用架构，各个子系统功能重复开发，多次投入的老模式。

采用 20 台 System x3850 X6 整机柜集群交付，运行内部批量优化应用集群平台。通过把办公应用由

竖井式架构改造成平台化架构，使客户在有限的机房空间内完成对全行 OA 系统的支撑能力上线。

• 应用平台落后：原有后台管理信息综合系统采用轮状形架构，其他应用直接与中心节点

互联，由于中间节点既要处理银行业务，又承担应用互联，这种紧耦合的应用架构存在

较大性能瓶颈，如果根据业务量增长进行系统升级，费用极其昂贵；
01

• 可靠性：后台综合与中台业务核心通过数据总线互联，其中档案管理，综合报表系统，

薪酬管理需要实时更新。虽然是银行第二类非核心业务，但是必须保障系统稳定可靠，

和尽可能低的故障率；
02

• 数据安全：原有办公系统支撑的用户数有限，不能满足日常办公自动化需求，在提高员

工接入数的情况下对新数据平台要求国产化且进行过安全加密；03

• 性能：新综合办公及门户信息系统需要支持全部中台及后台员工使用，及满足未来 3 年

用户数增长及变更，预计工作日并发访问量达 3 万人次；04

• 基础平台可维护性：客户的 IT 维护人员日均工作量巨大，之前采用过友商的驻场服务但

人力成本昂贵，希望新的后台综合系统能提供可视可管可控的一体化平台，维护人员能

远程通过简单的操作完成日常巡检和维护更新的工作；
05

• 空间性价比：该客户因为近年深化服务三农和中小微企业，业务高速发展，以致业务

系统快速膨胀，中心机房已接近饱和。因为后台综合系统根据监管要求必须存放在中

心机房，因此本项目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部署高性能系统。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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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3850 X6 HA

20 x3850 X6 

8Gb FC

10Gbe

SAN

通过本次试点项目，计划未来把信息管理区的 IT 计算设备过渡到联想数据中心整机柜交付的模式，逐步

将生产管理域主机、财务系统，票务系统及前置系统统一规范为模块化设计，统一计算资源硬件平台，

以便未来统一管理、横向扩展。

新的平台化办公系统实现的统一的员工服务体验，使用组件化的模块把不同的办公模块组织在一起，形

成跨办公模块、面向服务的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

方案特点

联想数据中心方案具备多种独有优势，解决业务痛点，满足客户的先进数据中心的要求。

重新定义应用架构，应用平台化

在过去多年的办公系统发展过程中，系统和服务的推出顺序有先有后，在传统竖井式架构下，各

个应用开发各自为政，造成功能重复开发、多次投入，增加了 IT 的投入但却满足不了员工对系统

的体验要求。

本次项目通过对后台综合办公系统的平台化改造，打破竖井式应用孤立无序的组织架构，发布共

享通用的业务组件和技术组件，在降低 IT 成本的同时，在有限的空间内部署高性能数据中心运算

模块，加快了办公系统开发的效率，提高了流程自动化程度，实现统一的员工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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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独特价值

联想数据中心方案采用模块化设计，计算节点使用标准服务器，在硬件平台层可横向集成网络节点及存

储节点；在应用平台层可向上集成虚拟化软件及自动化云管理方案，物理资源与虚拟资源统一管理，极

大降低 IT 部门维护管理费用。

其次因为软硬件均为模块化设计，便于大规模快速交付，重新定义数据中心架构后应用上线时间从数周

降低至数小时，满足业务部门对 IT 需求的快速响应。

联想数据中心方案整机柜计算节点的稳定性在目前国产服务器中稳居第一（根据 ITIC2014-2016 报告），

性能强大（根据 Specpower，TPC，SAP等多项性能测评），保障银行业第二三类平台应用的高可靠性、

高可用性、高性能的需求。

客户收益

通过联想数据中心方案搭建农信综合办公系统，客户完成了企业内部协作平台的升级，构建稳定的信息

发布系统，实现了农信工作流程自动化，并且确保了与财务系统、项目管理系统的高速互联，大大提升

了农信内部工作效率。

2 TPM

UEFI

FPGA

317

XClarity

System x3850 X6

TPC-E 4 SPECvirt-sc2013 

4 SAP BW-EML 100 4

x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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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银行业成功案例

联想数据中心业务  
让计算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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