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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文档目的 
  本配置指引用于指导农信银第二代支付系统参与者按照配置指引描述，准备参与者接入端软件部署所

需的软硬件设备。 

  本配置指引的期望读者包括：农信银二代支付系统参与者的系统建设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1.2 参考资料 
  《第二代农信银清算支付系统(NCS2)与成员机构行内系统互联规范》 

1.3 引用标准 
  GB/T  8567‐2006《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该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6 年 3 月 14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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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员接入前置系统(MFE)简介 
2.1 应用功能 
  成员接入前置系统（MFE）是连接支付系统和行内系统的桥梁，是支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MFE的主

要功能包括报文转发、报文格式检查、安全管理等，即对行内系统提交的报文和支付系统发来的报文进行

相应的报文格式检查，并根据系统安全规范实现报文的可靠传输和交换。MFE 不参与业务相关处理，如业

务合法性检查、重账检查、业务核对等，以降低其运行维护复杂度。 

  MFE只提供直连接入功能，不提供业务录入、来帐打印等间连接入功能。MFE由农信银中心负责开发，

免费提供给系统行内使用，物理部署在系统行内端，并由系统行内进行系统维护与管理。 

2.2 系统结构 
  系统行内使用 MFE 通过支付系统专用网连接第二代支付系统，行内接入端服务器上部署行内接入端软

件，物理摆放在系统行内系统内部，使用消息中间件和支付系统交换业务报文。 

  系统组成结构示意图如下： 

参与者接入端服务器

（部署MFE应用软件）

路由器 防火墙

支付系统专用网

参与
者接
入端

软件

农信银二代支付系统

行内系统

加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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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员接入前置系统软硬件配置指引 
3.1 概述 

按照参与者业务量的不同，推荐两类直联前置机配置分别对应不同需求： 

类型 报文业务笔数/天 适用对象 

基于 AIX 前置机 >20000 业务量较大的参与者； 

基于 Linux 前置机 <=20000 业务量较小的参与者； 

注： 

1. 直联前置机的运行环境不要求必须新购设备，但运行环境需满足以下配置要求。 

3.2 基于AIX操作系统的前置机配置指引 

3.2.1 硬件需求 
  IBM P系列服务器。 

3.2.2 软件需求 
 操作系统 

AIX 6.1 以上。 

 消息中间件 

IBM WebSphere MQ 7.0 版本以上或 Tonglink/Q 7.0 版本以上。 

对于该接入方式，以下系统软件通过了测试，建议用户采用： 

软件  版本  备注 

操作系统  AIX 6.1   

IBM WebSphere MQ  7.0.1.5   

3.2.3 性能指标参考 

指 标 项 要 求 附 注 

机型 低档 64 位 UNIX 服务器，采用 SMP 结构  

CPU 数目>=2，主频>=1.5G 赫  

CPU 缓存 >=2MB/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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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M-C 值 >=50000，可扩展到 100000 以上  

总线带宽 >=1GB/s  

内存 4GB 或以上  

提供 I/O 插槽 >=5  

内置硬盘 数目>=2，单盘容量>=140GB，转速>=10000 转  

网络接口 10/100/1000 以太网  

其它 配置光驱、键盘、鼠标、磁带机等等自选设备  

3.3 基于Linux操作系统的前置机配置指引 

3.3.1 硬件需求 
  高档 PC服务器，  CPU  主频 1.5GHz以上，内存 1G以上。 

3.3.2 软件需求 
 操作系统 

Red Hat Linux Enterprise。 

 消息中间件 

IBM WebSphere MQ 7.0 版本以上或 Tonglink/Q 7.0 版本以上。 

对于该接入方式以下系统软件通过了测试，建议用户采用： 

软件  版本  备注 

操作系统  Red Hat Linux Enterprise  

IBM WebSphere MQ  7.0.1.5   

3.3.3 性能指标参考 

要 求 附 注  指 标 项  

机型 PC 服务器  

CPU 个数 ≥2   

CPU 主频 ≥1.5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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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缓存 ≥2MB  

内存 ≥4GB，ECC 或更好 

扩展能力>= 16GB 

 

RAID 阵列卡 支持 RAID1、RAID5  

RAID 卡带内置硬盘 （≥100GB）×2  

可靠性 冗余热插拔电源、风扇  

网卡 基 本 要 求 ：  64 位 PCI Ethernet 

10Mbps/100Mbps/1000Mbps 全双工 

配置数量：>=1。 

 

其它 配置光驱、键盘、鼠标、磁带机等等自选设备  

3.4 签名验签服务器配置指引 
第二代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采用数字签名保证业务数据的可靠性和抗抵赖性。参与者发送往帐业务报

文前，需加编数字签名，接收来帐业务报文后，需核验数字签名。对业务量较大的参与者，可以考虑在行

内系统部署专用的硬件签名服务器，以实现快速的编签、核签处理。对业务量较少的参与者，可以不必部

署专用的硬件签名服务器，而使用 CFCA 提供的 API 完成数字签名的编制和核验。根据测试结果，如参与者

峰值业务量超过 10000 笔/小时，建议配置签名服务器。第二代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的数字签名机制采用的

是目前业界的标准数字签名算法（PKCS#7 或 PKCS#1 裸签），参与者可根据情况自行选配符合要求的签名验

签服务器，并在业务联调期间和农信银中心验证签名验签服务器的互操作性。具体测试指标如下表： 

加核签方式 加签 TPS 验签 TPS 备注 

硬件签名服务器加核签方式 150 500 基于格尔签名验签服务器 E-2010 参数指标 

CFCA 软件加核签方式 70 80 
基于 IBM P7（4 核 CPU、3G 内存）测试机

测试得出，CPU 平均使用率 15%。 

 

3.5 硬件加密机配置指引 
  第二代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采用数字加密方式来保证数据传输的私密性。参与者接入端软件发送往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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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报文前，需对 PIN 字段进行转加密和对全报文加密，参与者接入端软件接收到来帐业务报文后，需对

PIN 字段进行转加密和对全报文解密。参与者接入端软件使用行内加密客户端(BankApi)与中心密码服务平

台同步密钥，加密解密过程需要通过行内硬件加密机完成。需参与者配置硬件加密机，可沿用第一代支付

系统使用的硬件加密机。 

3.6 部署建议 

3.6.1 主备模式 
  主备模式下，主用直联前置机与 NCC 两台服务器连接，负责完成报文收发。备用直联前置机同时保持

与 NCC 服务器的连接，具备与支付系统接入网关的报文收发链路，但正常情况下不启用报文收发功能。当

主用直联前置机发生故障时，可即时启用备用直联前置机的报文收发功能，将其切换为主用直联前置机，

同时将原主用直联前置机置为备用模式。部署示意图如下： 

NCC接入网关A

行内系统

MFE MFE

NCC

参与者

NCC接入网关B

主用

NCC接入网关A

行内系统

MFE MFE

NCC接入网关B

备用

主用NPS-MFE发生故障

主用备用

 

注：NCC接入网关的地址，农信银中心将在上线时统一向参与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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