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银行服务：
nCino帮助银行加快贷款速度、

提升工作效率

目标

集成来自各式各样的云端和本地核心银行系统的贷
款数据

实现实时集成以简化银行业务操作

在降低开发成本的同时，充分利用贷款量增长机会

解决方案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集成来自  
120 多个银行客户系统的夜间批处理数据

借助预构建连接器将可信数据导入 Salesforce， 
便于银行处理更多贷款

Informatica Clou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流程
将数据推回到银行客户的核心系统，从而实现
贷款和存款的自动记录、征信机构报告提取、
账户文档提取等诸多功能。

成果
 
借助数据集成，银行的贷款发放和关账时间缩短
了 34%

实时集成的上线时间缩短了 30%

帮助 nCino 在降低开发成本的同时实现逐步增长

“  Informatica 让我们能够灵活地集成数据。 
使得我们能够轻松地与客户实现数据交互。”

Mark Wood
nCino 数据集成服务执行总监



借款方在申请贷款时通常关心两个问题：申请能否被批准以及自己何时能收到款项。贷款方也希望能迅速完

成贷款发放流程并快速关账，因为这样更高效，不仅可提高客户满意度，还有助于贷款方大幅增加贷款量。

典型的贷款流程可能很冗长，办理时间通常需要超过 30 天，并需要借款方出具大量的文件。信用记录、现

金流预测、企业和个人财务报表以及所得税申报表还只是大多数贷款方要求提供的一部分内容。收集完毕

后，需要将这些信息录入贷款方的核心银行系统。每一个借款方都有如此多的信息要收集、处理和跟踪，使

贷款方难以跟上数据量增长的步伐。

2012 年，一个由企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团队创办了 nCino公司，旨在消除耗时的商业贷款流程中的低效现

象。通过为金融服务市场带来安全的运营方案，nCino 成为全球云银行服务领域的领先企业。以银行家需要

的质量和透明度为后盾，全球各种规模的金融机构都依赖 nCino 来提供客户所期望的速度和数字体验。

为实现贷款管理的简化和现代化，nCino 以自动化流程取代将借款方信息录入贷款方的贷款处理系统的手

动流程。nCino 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跟踪、定位和审计贷款的功能，整个审批流程完全可见，使金融机构

能够更快地关账。nCino Bank Operating System 建立在 Salesforce 平台上，并与其金融服务客户的核心系

统和交易系统集成，帮助他们提高贷款管理生命周期内的服务速度。作为基于云的解决方案，nCino Bank 
Operating System 让银行的员工和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一个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获得对银行真实状况的了解。

这个解决方案将客户关系管理 (CRM)、贷款发放、开户、工作流、内容管理和即时报表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平

台上。

将贷款处理时间缩短 34%
nCino 为许多不同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因此必须从包括 FIS、Jack Henry 和 Fiserv 在内的诸多不同核心银

行系统和交易系统提取数据，而这些系统全部运行在不同的 IT 平台上。nCino 每晚都要处理来自这些客户系

统的大批量的贷款信息，以更新 nCino 应用程序中的数据。这些数据有许多不同的格式和结构：电子表格、

数据库、XML 文件以及非结构化数据提取内容。每一位新客户都可能给 nCino 提出不同的要求。

业务要求：

•  接受从平面文件到数据库的多种不同格

式的银行客户数据

•  更快更高效地映射财务数据，包括实时

集成

•  随着 API 的变化维护与 Salesforce 的云

数据集成

关于 nCino
nCino 是提供云银行服务领域的全球领先

企业。借助建立在 Salesforce 平台上的 
Bank Operating System，金融机构可以依

靠银行家需要的质量和透明度，从而为客

户提供他们期望的速度和数字体验。关注 
@nCino 或访问 www.ncino.com。

http://www.ncino.com


为了快速安全地将客户数据、文件和图片录入 Bank Operating System，nCino 使用了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IICS) 进行云数据集成。除了提供优化、故障排除和维护服务来确保满足客户的数据需求，

nCino 每天还要为其客户处理超过 2 亿次交易。

“数据集成中最困难的部分通常是连接性，这需要持续的维护、关注和供给。”nCino 集成服务执行总监 
Mark Wood 表示，“Informatica 针对平面文件和 Salesforce 提供了无需维护的预构建连接器，让我们不必

纠结于是选择与外部厂商合作还是自行构建。这相当于为我们省下两名高级开发人员的工作量。”

在使用 Informatica 产品的短短一年时间里，nCino 的客户群扩大了一倍，在数据集成成本方面也节省了大

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源。nCino 还将新客户数据的载入时间从数周缩短到数天，从而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如

今，nCino 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200 个金融服务客户。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帮助我们更快地集成客户数据，并提升了我们客户银行的操作效

率，将他们的贷款发放和关账时间平均缩短了 34%。”Wood 说到。

转向实时集成
如今 nCino 的数据集成平台能够轻松扩展以支持其增长计划，该公司还在通过新功能补充夜间批量负载能

力。例如，nCino 借助 Informatica Clou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将数据从其贷款发放平台推回到客户的核

心系统，实时自动记录贷款和存款。

Wood 表示，“Informatica 让我们能够灵活地集成数据。我们能够轻松地与客户互相传送数据。借助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我们的客户无需手动将贷款信息录入其核心银行系统，在提高准确

度的同时，也帮助客户实现了员工效率的大幅提升。”

能够像批量处理一样轻松地映射实时数据集成，也为 Wood 的团队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促使我们使用 Informatica Clou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的原因之一就是该产品能让我们快速、轻松地映

射数据。”他说到，“它使初级开发人员能够使用图形工具来建立过去需要特定编程技能方可完成的集成。

我们实时集成的上线时间缩短了大约 30%。”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帮助

我们更快地集成客户数据并提升银行的运

营效率，将他们的贷款发放和关账时间平

均缩短了 34%。”

Mark Wood
nCino 数据集成服务执行总监

“



保持快速增长
借助强大的可扩展数据集成平台，nCino 发现其客户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他们的贷款量不仅平均增长了 
19%，且运营成本下降了 17%。nCino 现在不仅可以自信地保持业务的快速增长，并有高度信心为更大的金

融机构服务。

Wood 表示，“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让我们可以快速、敏捷地集成客户数据，并大幅降低

了我们在快速增长期间的开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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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构成：

•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 Informatica Clou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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