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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银行支付系统设计与实现
马钰平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2
摘 要: 电子商务随着网上银行业务的普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安全性能是网上支付发展的主要瓶颈。本文对系
统的运行环境、系统架构、后台应用的每个模块进行了详细设计说明。在外部接口、前端画面和数据库的设计中，
阐述了设计的关键事项，并对网上支付系统实现后而涉及到的系统结构进行了描述及系统页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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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ctronic business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with the population of online bank, payment safety becomes a
bottleneck in that.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designed and explained the operation environment and configuration of the system,
modules in background APP and described some key issues for the external interface, front frame and datab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login interface of the online payment was showed on the screen,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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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电子商务技术在也得了迅速的发展。根据对网
上银行支付系统的建设，构建了通过网络交易的平台，通过运用现有的网络、计算机技术使电子商
务技术得以快速发展，使网上支付系统更安全、更方便、更高效[1]。基于此，使得企业的运营成本
得以降低、企业的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并且完善了网上支付系统的功能。使银行的竞争力得以提高，
并帮助银行实现经营方式上的最终转型。

1
1.1

网上支付系统架构设计
总体结构
网上支付系统采用 B/S 结构[2]，图 1 为系统总体架构。

图 1 B/S 体系结构图
Fig.1 The structure of B/S system

在 B/S 体系结构中，除了数据库服务器之外，应用程序以动态或者静态网页的形式存放于 Web
服务器上，用户在运行某个应用程序的时候只需要在客户端上的浏览器中输入相应的 UML。
1.2

物理架构

物理结构分为三层：同业直接参加行、银行系统、行内系统。其中，银行系统包括人行第二代
支付处理中心；行内系统包括前置机、第二代大小额跨行支付系统，物理架构中各系统间通讯方式
如下：
（1）支付子前置机：与支付处理中心连接（连接方式以人行接口规范为准），完成网上银行支
付相关报文接收和发送处理；
（2）大小额跨行支付系统：完成大额支付、小额支付、网银跨行支付子系统业务处理。大小额
支付系统与前置机连接采用 MQ 通讯方式。
（3）核心系统：支付系统通过核心接口平台系统提供的统一接口与核心连接；与接口平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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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DPL 通讯方式；
（4）前端画面：投产行采用本商业银行固定的前端（一般是与所使用的核心配套的画面）；前
端画面与 CI 框架连接采用 SOCKET 通讯方式，CI 与后台（支付系统）连接采用 ECI 通讯方式；
（5）报表、交易核对系统：支付系统产生的报表通过 FTP 通讯方式传送给电子报表管理系统，
由电子报表管理系统系统提供报表存储、查询、备份等功能。系统交易流水通过 FTP 通讯方式传送
给新线交易核对系统；
（6）后线相关系统：网上银行支付系统与数据下传平台连接采用 FTP 通讯方式连接；
（7）银行卡相关系统：支付系统与银行卡数据传输服务器连接采用 FTP 通讯方式连接，将总
行集中的发卡系统发行的贷记卡、准贷记卡跨行还款交易文本通过银行卡传输服务器传送给系统；
（8）银行卡相关系统：二代大小额支付系统与银行卡数据传输服务器连接采用 FTP 通讯方式
连接，将总行集中的发卡系统发行的贷记卡、准贷记卡跨行还款交易文本通过银行卡传输服务器传
送给系统。
1.3

逻辑架构设计
整个系统分为前置机和后台服务器（前端画面为商业银行统一柜面平台），如图 2 所示。

图 2 逻辑架构层
Fig.2 Logic framework

前置机与后台服务器连接，完成人行报文收发处理；后台服务器完成跨行大小额支付子系统相
关业务处理，主要有日间支付、风险管理、对账管理、公共参数、流动性管理、批量处理、接口数
据加工七大功能模块；日间支付：完成跨行支付子系统业务逻辑处理、柜台辅助功能等业务联机处
理，以及报文、业务处理数据联机查询及简单统计功能；风险管理：完成各级机构不同的风险管理
功能，以及项计费统计、报文查询、流水管理和运行管理等功能；对账管理：完成与人行的对账信
息匹配及行内的账户对账管理；流动性管理：完成头寸流动性管理，配合人行实现各种流动性管理
的报文收发；公共参数：完成系统管理参数、业务参数、人行公共数据更新及维护、查询功能，以
及各项协议的维护和查询功能；接口数据加工：完成联机、批量与其他系统接口数据加工及通讯；
批量处理：完成业务终了系统切日、数据加工、公共数据批量更新、相关系统接口文件加工、报表
加工、数据转历史表等批量处理。

2
2.1

网上支付系统设计
支付类业务处理（日间支付）模块

此模块的功能是进行有账务的交易，即贷记交易或者借记交易。可以说本模块是整个大小额支
付系统的核心模块，属于直接面向使用用户（即银行交易柜员）的模块。本模块设计的好坏直接影
响这个系统的品质[3,4]。本模块需要处理以下交易：普通贷记交易、普通借记交易、实时贷记交易、
实时借记交易、定期贷记交易、定期借记交易和即时转账交易，整个交易的处理结构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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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日间支付处理流程图
Fig.3 Payment processes in daytime

2.2

外部接口设计

2.2.1 前置机接口 网上银行支付系统的前置机接口设计相对一代来说简单了很多。银行不再是提供
API 供商业银行自行开发接口，而是明确了接口规范，大家统一使用 MQ 进行与银行进行报文首发。
此接口由银行提供，商业银行按照要求进行购买、配置即可。
2.2.2 核心接口及柜面接口 网上银行支付系统的重点业务是支付业务，这部分与账务相关的业务就
必须与核心进行交互。如果该支付系统可以自行开发画面，则柜面接口无需开发，但是目前大部分
商业银行使用的柜面是与核心配套的，也就是说该支付系统只能作为后台处理系统，前端画面需要
在已有柜面系统下开发。这样的话还需要进行柜面与支付系统的接口设计及开发[7]。
以商业银行为例，柜面接口开发依托于行内自己开发的产品 OTCP，双方定义好接口配置文件
即可，非常简单。至于核心接口，会有一个接口平台产品，网上银行支付平台按照接口平台的要求
发送报文即可。
现在其他的大部分的商业银行都无法直接与核心进行交互，通常需要经过一个网关系统，相当
于对核心系统形成一个保护。与柜面的交互也是如此。所以这些商业银行进行柜面或者核心接口开
发时，只要按照网关的要求定义好接口格式即可。
2.2.3 渠道接口 渠道是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前端系统，当这些系统交易时需要进行
跨行转账的业务，那么这些系统发起的交易将作为渠道接入到支付系统。各个渠道本来业务差异性
较大，接口设计开发相对来说较为繁复，本着尽量减少风险的原则，目前正在运行的这些系统应该
保持原接口不变，由网上银行支付系统按照原来系统的接口进行设计开发，移植过来即可[8]。如碰
到必输项目不同的情况，则网上银行支付系统可以与业务人员商议，后天自动补入即可。
2.3

前端画面设计及数据库设计

2.3.1 前端画面 前端画面设计以业务人员给出的输入输出要素为准，但是要检查业务人员给出的要
素必须符合人行标准。
在前端画面的设计中，可以考虑在使用率最高的现金汇款和普通汇款业务中，提供一个无需业
务选择报文类型、甚至大小额都不用选择的业务。由后台自动根据金额来判断应该组大额报文还是
小额报文。这样可以提高柜台效率。
2.3.2 数据库 数据库设计要遵循一致性、完整性、安全性和可伸缩性的原则。除了对于银行下发的
各个参数需要由专门的数据表设计外，要着重进行账务类业务往来报、信息类业务往来报的登记表
设计。应该根据业务量大小，对一些常用的表，尤其是账务类业务的往来账登记表，要建立索引，
提高检索的效率。如有需要，可以对某些数据表进行分区。
支付系统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支付系统中所有存储的交易信息要和银行保持一致，同样，涉
及到账务的交易要同时保证与核心系统一致。支付系统是一个强大的平台，承接着银行、核心系统
和各渠道交易的联系枢纽作用，在进行数据库设计时，既要考虑与各个系统的关联性，也要根据自
身模块的设计进行分类，结合整理的数据字典进行综合考量。

3
3.1

系统的实现
系统的主要页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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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主要页面包含系统登录页面、注册页面、个人账户查询页面、用户账户密码修改页面等。
详细信息见表 1。
文件名 File
Index.asp
Login.asp
Style.css
Register.asp
transfer.asp
Inquiry.asp
Changpassword.asp

3.2

表 1 系统页面信息表
Table 1 Information on the system
说明 Description
首页面
登录页面（用户只能已经注册好的用户名和密码）
页面样式表
新用户注册页面
用户转账
账户查询页面（查询余额和其他服务）
修改密码页面（对帐号密码进行修改）

系统的用户登录页面

用户可以通过用户的框架和密码的框架进行了页面登录，如果所要输入用户名和所要输入密码，
如果不想用键盘输入同时也可以用鼠标在页面上使用虚拟键盘。输入万用户名和密码之后再点击
“Sign-in”进行整个操作的界面，如果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不符合的话将会出现用户和密码不符合的
信息，如图 4 所示。
3.3

用户转账功能模块

用户可以通过转账的模块完成资金交易，在银行网上支付的系统当中，用户可以在“Internal
Account Transfer”的界面实现这个功能，其过程是，选定金额的转入和转出账户，需要用户输入要
转出的金额，然后点击“Save and Submit”按钮。用户可以从主页界面通过点击“My Payment”然
后再点击“Internal Account Transfer”按钮进行转账的具体交易，具体如图 5 所示。

图 4 用户登录界面
Fig.4 Login interface for user

4

图 5 用户个人网上转账
Fig.5 Online transfer interface for user

结 论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行业飞速发展，金融体系逐渐完善，银行业及整个金融行业都在向国际靠拢，
一个先进的支付系统建设当然也是势在必行。本文根据银行的要求并结合商业银行自身的特点，对
整个系统建设进行了详细的需求分析，并划分了功能架构，总结并提供了网上银行支付系统建设方
案，此方案可以对类似工程的建设提供参考，为网上银行支付系统的开发奠定了功能基础，为相关
的工程建设设计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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