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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通TongEASY是国内唯一、自主研发的交易（事务处理）中间件产品，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彰显东方通的技术实力。TongEASY能够保证用户业务系统多个数据库及消息中间件间的
数据一致性、正确性，适用于对数据正确性及可靠性要求极高、并且通常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并
发量非常高、响应时间非常快的行业，如银行、电信、税务、公积金、医疗、证券、财务等各种
涉及钱、账务或关键数据的行业。

东方通明星软件产品之     

填补交易中间件空白，在银行核心业务应用25年
400-650-7088
www.tong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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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面临的挑战

银行、证券等金融体系的业务，或者税务、社保等

在具体实践中，普通的应用程序无法满足上述行业

政府部门的业务，以及电信运营商业务，这些业务系统的

用户的特殊需求，需要专业的中间件作为支撑。这就是交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系统需要计算、处理、传输和保存大量

易（事务处理）中间件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

涉及企业和公民财产的数据。它们对数据的正确性与一致
性要求极高，不允许任何数据丢失、差错的发生。
此外，这些行业不仅对数据准确性要求极高，同时
大多需要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响应外部用户的查询、操作
需求以及内部业务系统的操作需求。所以，业务及服务系
统需7*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不能让用户感到任何业务中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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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EASY核心价值

事务一致性保证

提供同步、异步、会话等多种接口，并支持各种开发语言

TongEASY通过发明专利“保证交易一致性的方

在交易服务方面，TongEASY提供灵活多样的交易

法”（专利号：ZL98101433X）及两阶段提交协议，

通信机制，包括同步请求／应答方式、异步请求／获取应

可以保证多个分支事务间的一致性，从而使多个业务间、

答方式、会话方式、转发方式和可靠队列方式。支持C、

多个数据库间的数据一致，不产生任何差错。万一由于硬

C++、C#、Delphi、PB、BASIC、VC、Java等语言、

件或软件原因造成个别差错，TongEASY会进行记录并

支持Java做为服务程序或者客户端程序。

提醒人工干预。
提供多种动态配置能力
并发控制功能

TongEASY提供多种动态配置能力，包括网络节

当某类业务有大量的并发时，TongEASY会根据业

点、交易管理方式、应用程序管理方式、名字服务表以

务情况自动启动进程进行并发服务，并对各类业务的进程

及其它一些控制参数；支持系统动态增减网络节点，调

并发总数及等待总数进行控制，从而使系统的吞吐率达到

整交易和服务的管理方式。在调整绝大数配置参数时，

最优。同时，TongEASY还会根据各类业务的重要性，

TongEASY不需停机。

设置不同的调度策略，对性能进行动态调整。
故障恢复功能
名字服务集群功能

在故障恢复方面，TongEASY提供了多种保障方

当某类业务并发量很大时，可以通过增加名字服务

式。首先是网络故障恢复，自动检测网络连接，发现问题

集群进行横向扩展，当某台机器故障时，名字服务会自动

可以自动重新建立连接。第二是数据可靠传输，数据包传

将机器隔离，修复后，又会自动加入集群，同时，通过动

送任何网络环境下不丢包不重复，文件传送支持块重传和

态修改名字服务进行软件升级，升级过程不停机。这就保

断点续传。第三是自我保护，自动检查核心守护进程和所

证系统能够7*24小时不间断运行。

使用的系统资源，当出现超时将进行恢复处理。第四是系
统重新启动和恢复能力，当系统故障重新启动时，根据日

提供路由及路由备份功能

志恢复交易的完整性和系统运行状态。

TongEASY提供高效数据通道，能够把大量的前端
请求汇聚成较少的后端连接应用系统，即使在大量用户同

提供完备的日志管理功能

时请求服务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快速、稳定的工作状态。

TongEASY提供各种日志管理，帮助用户根踪、分

TongEASY提供路由功能，从而能使两个不同网段的机

析、调试应用系统，在系统出现故障时作恢复处理。其

器互联，两节点间的路由还可以备份，当其中一条损坏

中，交易日志记录交易结果，数据日志记录收发数据内

时，不影响通信。

容，系统日志记录系统错误信息和提示信息，调试日志用
于帮助跟踪TongEASY运行过程和查找运行错误。各类
日志允许分级控制，支持循环备份，避免占用过多的文件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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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间件

其他特点

安全性
TongEASY提供多种安全措施保证系统运行的安全
性，包括节点连接的安全认证、应用程序的安全认证、提
供加密／解密函数和交易完整性管理。

有效的网络管理
TongEASY的网络管理能力，支持在各种不同类型
线路上进行有效的数据传递。在低速线路上支持流量控
制、数据块传输时间控制和故障处理能力。

跨平台支持
TongEASY支持几乎所有UNIX以及Windows95
/98/NT，并且所有平台上的API都是一致的，平台间的数
据表示的差异通过XDR协议由TongEASY自动屏蔽，极大
地拓宽了用户对平台的选择范围。

多标准支持
包括X/OpenDTP模型、两阶段提交协议（Twophase commit）、应用接口规范TX、应用与通讯资
源管理器接口规范XATMI、资源管理器接口规范XA和
ISO8583。

应用架构
应用程序

监控运行日志

系统管理工具

数据管理

均衡负载

程序管理

交易管理

程序库管理

名字管理

传输管理
逻辑网络（连接）管理
传输协议

高可用高负载高安全

APP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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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华夏银行TongEASY新综合前置系统同城双活方案
华夏银行1992年在北京成立，2003年9月首次公

━━ TongEASY集群均衡负载方式部署：在渠道系统的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成为全国第五家上市银行。截止

TongEASY上将集群设置成均衡负载功能，并设置

2015年9月末，华夏银行在87个中心城市设立了38家一

相应用的分发比例，比如设置成1:1模式，当有两笔

级分行、43家二级分行和10家异地支行，营业网点达到

交易时，两个中心分别分发一笔。同时均衡负载功

638家，形成了“立足经济发达城市，辐射全国”的机构

能还具备热备功能。即其中的一个前置通讯机上的

体系，与境外1千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业务关系，代理行

TongEASY故障时，会将交易都转发到其它的前置

网络遍及五大洲115个国家和地区的329个城市，建成了

通讯机上。保证交易都能正常处理。具有其中一个

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区的结算网络；总资产达到19501.15

节点故障时，其它节点能够接管交易，并且故障节

亿元，资产规模稳步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业务结构

点恢复之后，重新自动分配到这个节点上的功能。

不断优化，服务质效进一步提高，规范运营扎实推进，保

在使用均衡负载功能之后，在渠道系统上的日志中

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会记录交易类型、交易序号、交易发起/接收节点等

华夏银行按照“两个生产中心”的双活策略进行系

详细信息，方便跟踪。

统建设。其渠道系统要实现以下需求：1.满足向两个中心

━━ T o n g E A S Y 集 群 热 备 方 式 部 署 ： 正 常 运 行 时 ，

以均衡负载的方式部署；2.满足两个中心以热备的方式部

交易都发到前置通讯机A，当有前置通讯机上的

署；3.满足在两个生产中心各自独立部署，互不影响。

TongEASY或者网络等有故障时，就会自动将交易

华夏银行采用东方通交易中间件TongEASY集群满
足上述需求，并有两个方案实现：两个中心及渠道系统的

转发到前置通讯机B上。此种方案适用于主备两套系
统做热备，而不是均衡负载的情况。

TongEASY采用均衡负载方式部署；两个中心及渠道系
统的TongEASY采用热备方式部署。

渠道系统
（Socket通讯）

渠道系统
（TONG通讯）

负载均衡器

网上银行
TongEASY

TPOS
TongEASY

银行前置
TongEASY

二代支付
TongEASY

柜面系统
TongEASY

影像流
TongEASY

交付融资
TongEASY

超级网银
TongEASY

国债系统
TongEASY

黄金系统
TongEASY

B2B
TongEASY

基金代销
TongEASY

综合前置
TongEASY

核心系统
信用卡系统

通讯机

理财系统
TongEASY

通讯机

前置应用

前置应用

数据库

第三方存管
TongEASY

BEAI
TongEASY

核心系统

分行特色业务
TongEASY

信用卡系统
TongEASY

供应链金融
TongEASY

信贷管理
TongEASY

E商宝
TongEASY

财税库行
TongEASY

国际结算
TongEASY

其他
TongEASY

通过与东方通深度合作，东方通交易中间件
TongEASY集群完全满足上述需求。总体来说，华夏银

数据库

行现在有50个业务系统使用了TongEASY产品，同时有
3U

数据拷贝

3U
数据存储

前置系统

数据存储

前置系统

3U

229台TongEASY服务器在运行。每天华夏银行的交易量

3U

在540万左右，经过TongEASY的交易占比约为70%。

了解东方通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tongtech.com
或关注东方通官方微信：tong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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