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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Axway（Euronext: AXW.PA）是世界领先的数字化集成和业务集成解决方案

提供商，专注于企业内部、企业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业务互动信息化，为企业数字

化转型提供一个数字化的基础架构平台。公司成立于2001年，上市于法国，在全球

20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办事机构，11,000多家客户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在权

威市场调研机构Gartner、IDC、Forrester、OVUM有关APIM、B2BI、MFT的

市场调研中，Axway始终处于绝对领导者地位。

Axway AMPLIFY™ 平台是Axway提供的新一代数据集成平台,帮助企业和组织在数

字化时代快速适应、参与和扩展新生态系统驱动的商业模式，提供完美的客户体验。

Axway AMPLIFY™ 平台可以以独立软件、云服务和混合部署等多种形式为客户提供

如下功能服务：API Management（API管理）、Digital B2B Integration（数字

化B2B集成）、Digital MFT（数字化可管理文件传输）、Content Collaboration

（内容协同）、Operation Intelligence（智能运营）等。同时，Axway客户遍布

各主要行业，形成了各行业相关解决方案，包括：金融、制造、物流、交通运输、政

府、电信、零售、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等。

通过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帮助客户应对挑战走向成功是Axway公司对所有客户的

庄严承诺。我们将为您提供成熟先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优质的服务和丰富的成功实

施经验，请相信全球11,000多家客户的共同选择！

威络先导软件（北京）有限公司是Axway公司在中国的独资子公司，成立于

1995年，目前在北京、上海和香港设有办事机构，专业从事Axway公司软件和服务

等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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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光大银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
招商银行
交通银行
中信银行
福建农商银行
中国银联数据中心
荷兰银行中国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香港）
汇丰银行（香港）
渣打银行（香港）
创兴银行（香港）
星展银行（新加坡）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西太平洋银行
澳新银行
美国运通银行
美国花旗银行
美国富国银行

Axway 
Successful
Cases

 

成功案例

法国中央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
荷兰中央银行
希腊中央银行
伦敦金融市场
伦敦劳埃德银行
德意志中央银行
西班牙中央银行
意大利中央银行
比利时国家银行
科威特中央银行
爱沙尼亚中央银行
澳大利亚国家银行
委内瑞拉中央银行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
英国EGG网上银行
斯洛文尼亚中央银行
安盛法国人寿健康保险
荷兰国际集团（ING） 
摩根大通（JP Morgan）
日本信用局（JCB）
威士国际组织（Visa）
万事达国际组织（Master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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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way Successful Cases

金融行业

政府行业 零售行业

交通物流及口岸

健康卫生行业

制造企业及服务提供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及直属海关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及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

中国航空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

蒙古乌兰巴托铁路股份公司

香港贸易通（TradeLink）

香港数码贸易网络（DTTN）

马来西亚DagangNet

韩国KTNET

新加坡CrimsonLogic

东盟单一窗口

泰国海关

美国空军

丹麦邮政

瑞典政府

瑞典海关

法国国防部

英国国防部

美国邮政总局

瑞典邮政总局

法国电力公司

法国邮政总局

德国劳动就业部 

英国社会保障局

英国南方电力公司

澳大利亚医疗保险委员会

顺丰速运
中国外运
上海港
宁波港
青岛港
天津港
大连港
连云港
南通港
厦门港
南京港
武汉港
重庆港
广州港
蛇口港
烟台港
防城港
营口港
丹东港
日照港
洋浦港
泸州港
温州港
威海港
舟山港
秦皇岛港
江苏运联
宁波电子口岸
天津电子口岸
广州电子口岸
大连电子口岸
四川电子口岸
湖北电子口岸

湖南电子口岸
南通电子口岸
珠海电子口岸
张家港电子口岸
连云港电子口岸
云南电子口岸
重庆电子口岸
河南电子口岸
厦门电子口岸
福建电子口岸
广东电子口岸
海南电子口岸
新疆电子口岸
蛇口招商国际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上海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网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川山甲物资供应链
深圳港航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索尼物流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鹏海运电子数据交换有限公司
天威国际货运有限公司（Sky Way）
香港航空货运总站
北欧航空运输
英国航空公司
联邦快递(Fedex)
德国汉莎货运航空公司
BTL 交通运输（欧洲联盟）
DHL国际航空快递有限公司
德国辛克物流公司（DB Schenker）
英国皇家邮政包裹公司Parcel Force

联想集团

中信集团

华为集团

海尔集团

华晨宝马

宝马汽车

大众汽车

福特汽车

丰田集团

通用汽车

上汽通用

标致雪铁龙

长安标志雪铁龙

神龙汽车

东风汽车

东风雷诺

戴姆勒集团

沃尔沃汽车集团

尼桑汽车制造公司

爱斯达克

吉兴集团

米其林轮胎

沈阳佛吉亚

北京威卡威

沈阳金杯延锋

绵阳新晨动力

沈阳金杯安道拓

魅族科技

奇宏科技

华勤通讯

闻泰通讯

与德通讯

雷度电子

北电网络

上海电信

上海联通

福建联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瑞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

阿尔卡特

索尼

东芝

惠普

希捷

富士通

惠而浦

飞利浦

西门子

伊莱克斯

ABB集团

英国石油

卡夫集团

宝洁
欧尚
易买得
大润发
沃尔玛
麦德龙
家乐福
百安居
塔吉特
亚马逊
联合利华
可口可乐
吉列集团
普尔斯马特
法雅客集团
美国Dialcorp
美国Prescient
德国Lekkerland

Mackays 连锁店
莎莉集团（Saralee）
雄狮食品（Foodlion）
美国Schnucks超市
美国H-E-B食品公司
全球网络交易（Gnx）
瑞士库普集团（Coop）
英国Somerfield连锁店
美国Transora网络市场
美国超价商店Supervalu
百事食品公司（Frito-lay）
荷兰Hagemeyer贸易公司
美国乐柏美（Rubbermaid）
家乐福网络超市（Ooshop）
美国Pigglywiggly食品连锁店
法国佳喜乐零售集团（Casino）
荷兰皇家阿霍尔德公司（Ahold）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EMEA)
泰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TFDA)
日本厚生劳动省
辉瑞（Pfizer）
赛诺菲（Sanofi）
拜耳（Bayer）
罗氏（Roche）
雅培（Abbott）
诺华（Novartis）
默克（Merck）
礼来（Eli Lily）
吉利德科学（Gilead）
强生 (Johnson and Johnson)
健赞公司（Genzyme）
阿斯利康（Astrazeneca）
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
康泰伦特（Catalent）

葛兰素史克 (GlaxoSmithKline)
百时美施贵宝
    (Bristol-Myers Squibb)
胡玛娜（Humana）
麦肯森（Mckesson）
美国信诺（Cigna）
艾尔健（Allergan）
百健艾迪（Biogen）
伯根（Amerisourcebergen）
美国康德乐（Cardinal Health）
美国联合健康集团（UHG）
美国尊享医疗（Dignity Health）
凯撒医疗集团
   （KAISER PERMANENTE）
美国沃尔格林(Walgreens)
美国Lannett药品公司
美国OneHealthPort



面对新的意想不到的竞争威胁，企业和组织

正在寻找新的方式参与数字经济，以愉悦的数字

化客户体验来赢得市场份额，并重塑和改造市场

占有率。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始或者实施过诸如

CRM、SRM、客户自助服务、全渠道等项目来

改善客户体验，这些行动的成功取决于掌控流过

数字生态系统的巨量数据，大部分数据和见解都

落在了其他组织中，只有大概三分之一落在自身

企业内部，三分之二在云、移动设备和其他事物

中，而且这些数据还在呈指数级增长。您可以通

过使用Axway AMPLIFY™平台扩展可利用的数

据空间，安全地解锁相关数据的价值，从而提高

 

Axway AMPLIFY™
平台简介

Axway AMPLIFY™ Platform

API

API lifecycle 
management 

Integration foundation

App 
development

Analytics and monitoring

Content
collaboratio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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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delivery
Wearables

VPA
BOTS

IOT

Enterprise services

让您置身于一个将所有事情结合在一起的平台

效率，并以更快的速度完成创新和赢得客户。

Axway AMPLIFY™ 平台是下一代数据集成和参

与平台，使企业和组织能够适应、参与和扩展新

生态系统驱动的商业模式与客户体验网络。

全渠道的应用，比如：Web应用、Mobile

应用，已经不足以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企业还

需要获取用户的行为数据。Axway AMPLIFY™

平台让你融合并利用所有人和所有人之间的互动

——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开发者、智能机

器，实现一个难忘的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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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Foundation
通过多种集成连接器，将企业的原生数据进行抽取和处理，以REST API

的形式提供服务，即将多种类型的系统和以人为中心的内容流-B2B/EDI、

MFT和API集成到一个集中式的数字共享服务平台中。

API Lifecycle Management
解锁现有的内部和第三方资产，让开发者生态系统具备丰富的数字、移

动、云和物联网（IOT）体验，以更快的投资回报率实现全生命周期API

管理。

App Development
提供移动开发平台，基于Node.js运行时，只需要使用JavaScript一次

开发Native Mobile Apps就可以自动生成部署到iOS、Android等平台

的应用程序。

Analytics and Monitoring
实时监控系统状态、性能以及被调用的服务，有助于预测未来增长以及支

持持续改进。

Content Collaboration
重新激活组织的工作方式，组成一个数字工作场所，在整个企业中解锁非

结构化数据，并在任何时候、任何时候为用户提供对文件的安全访问（共

享、读写），以便进行内部和外部协作。

Identity and Data Security
保护关键数据并在整个数字生态系统中实施身份认证，以防止数据泄露或

未经授权的用户受到任何潜在损害。

Community Portal Services
Axway提供公共Web社区供开发者进行交流和沟通，通过文档、技术支持、用

户社区、知识库和培训为每个开发者提供不同的个体体验。

AMPLIFY Marketplace
Axway提供Web形式的公共Marketplace供所有用户自由共享自己基于Axway 

AMPLIFY平台构建的服务、连接器、Policies、仪表板、Apps等，可收费或

免费，Axway本身也会持续发布免费或收费的相关不同形式的应用程序。

High Scalability，Hybrid Deployment
Axway AMPLIFY™平台支持多种部署模式，包括：独立软件部署、用户私有云

部署、Axway私有云部署、Axway公有云服务、或者混合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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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way AmplifyTM

Axway AMPLIFY™ 平台包含如下核心产品组件
Axway AMPLIFY™ API Gateway

Axway AMPLIFY™ API Manager

Axway AMPLIFY™ API Portal

Axway AMPLIFY™ API Builder

Axway AMPLIFY™ B2B Integration

Axway AMPLIFY™ Central Governance

Axway AMPLIFY™ SecureTransport

Axway AMPLIFY™ Transfer CFT

Axway AMPLIFY™ Endpoints (Activator, Secure Client, WebTrader)

Axway AMPLIFY™ Syncplicity

Axway AMPLIFY™ Accounting Integration Suite

Axway AMPLIFY™ Decision Insight



Axway 
Industry Solutions
行业解决方案

Axway在金融行业拥有众多客户案例，在全

球有1500家以上金融客户。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   数字化银行和保险

随着科技进步，金融业透过API串联起Fintech的

发展，传统银行服务渐渐转型，Fintech成为新

型态的营运模式，为移动消费、投资理财、集资

募款等各方面带来新变革，也为传统金融产业掀

起新的革命，Axway AMPLIFY™的API全生命周

期管理解决方案支持广泛的格式，具有开发容易，

使用便捷，安全控制严格且方便管理等特性，被

国内外银行金融保险业广泛的应用在Fintech创

新应用中。

包括：

●   给予第三方对数据和服务的安全访问

●   整合现有金融服务系统（比如：借贷、风险评

    估、支付）创造新数字化服务

●   在智能手机、在线门户、Call Center、ATM

    和营业网点提供一致的客户体验

●   合作伙伴的生态系统，实现优势互补并提供

    更有价值服务，以及拓展分销渠道和信息

    共享

●   依托强大的实时监控和分析统计能力，实现数

    字服务的货币化

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   安全数据传输解决方案

实现银行、金融机构内部各应用或与分支机构之

间大量数据传输的安全、可靠、可管理和可监控，

提供离线交易数据所需要的各种安全保护和权限

管理功能，满足银监会对数据传输安全方面的合

规性要求。同时，实现银行与第三方合作伙伴之

间的标准化数据传输，提供传输安全保障以及多

协议支持。

■  会计信息系统集成

实施IFRS、美国会计准则和其他会计准则，将源

系统整合到总分类帐和其他报告系统，并将财务

会计/报告过程与法规要求和风险管理系统对齐和

协调。

有效地重新设计和扩展会计集成流程和系统，以支

持会计流程的大幅度增长，并自动化处理流程和

降低运营成本。增强财务和IT团队对会计方法和

规则的管理，以主动降低会计过程风险。

■  SWIFTNet 集成解决方案

为金融企业搭建一个和SWIFTNet无缝集成的平

台，全面支持Fin和XML标准，在协同欧洲金融

平台TARGET2、欧洲统一支付平台SEPA等方

面处于领先地位。获得SWIFT组织全球第一基金

认证、及2006、2007年度金牌方案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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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way在制造行业的解决方案覆盖从传统

B2B/EDI供应链协同，到网联汽车、智慧工厂领

域。全球前16大整车厂中的8家，近60%的全球

前100强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

前3的ODM厂商等都在使用Axway的解决方案。

■ 互联网+制造解决方案

●   与全世界的供应商、货运商和物流公司、金融机

    构、设计伙伴、经销商和工厂建立安全连接

●   整合、安全和优化跨多个域和地理分布数据中

    心的数据流

●   使内部和外部用户能够看到、控制和理解驱动

    他们业务协作的数据流

●   充分利用云和Mobile等多种数字化整合渠道

●   通过实时监控和统计分析，实现生产、物流、

    库存等方面的优化

■ 网联汽车（Connected Car）解决方案

Axway API管理平台为网联汽车提供对外开放和

制造行业解决方案 零售、快速消费品行业解决方案

    
■ Connected Retailer 解决方案

基于现有基础架构，结合API、MFT和B2B/EDI

建立一个安全灵活的数据集成和参与平台，以便

与合作伙伴共享服务，继而专注SLA和订单执行

情况，实现完美客户体验。

●   通过API将现有的应用和服务安全地开放给移

    动应用和门户

●   通过 Web、Mobile 和社交媒体跟踪关联消

    费者

●   对新趋势和机遇作出迅速反应

●   提高消费者信心和品牌意识，从手机购物者手

    中赢得钱包份额

目前，

●   全球前4的零售商中有3家在使用Axway

●   沃尔玛12家顶级供应商中的9家使用Axway

●   全球前10的食品店和药店中的一半都在使用

    Axway

●   全球最大的饮料制造商在使用Axway

口岸、交通物流行业解决方案

B2B/EDI/API Integration是口岸、物流企业

的核心系统，它可以帮助物流企业实现自动化接

收客户订单，同时集成内部WMS、TMS系统，

为客户提供实时运单状态以及库存等服务，正确

及时的电子通信，可以防止延迟，并降低用于处

理、储存、运输和包装货物的费用。由于未来正

在向数字API经济发展，物流企业认识到有必要

安全地暴露他们的内部服务，通过数字渠道来支

持实时访问，为其物流合作伙伴提供增值服务，

以便通过使用API的数字通道功能随时了解其运

输情况，对接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全球前5大物

流供应商中的4家，国内的中外运、顺丰速运，以

及绝大部分港口，地方电子口岸等都在各个领域

使用Axway的物流解决方案，

比如：

●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   国际联运数据交换平台

●   地方电子口岸数据交换平台

●   智慧物流数字服务平台

连接功能，服务于最终消费者、外部合作伙伴和

开发者，极大增强驾驶人员的数字体验，提高了

车辆安全性，创造了新的数字服务收入，以及为

第三方提供客户化的增值服务。

■ B2B/EDI Integration 供应链协同

Axway B2Bi 可帮助制造企业与渠道、客户、供应

商、OEM、服务合作伙伴、银行、海关、承运人、

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等建立快速的B2B/EDI连接，可

以有效地实现制造商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之

间的自动化电子数据交换，实现从订单到发票过

程的完全自动化。同时，集成企业内部ERP系统，

有效管理生产、库存和物流，避免缺货和积压，

在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纸张、人力、网络VANs）

的同时防止数据丢失、误差和被伪造。

■ 可管理文件传输（MFT）解决方案

有效实现制造企业内部和外部，系统与系统、系统

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安全可靠文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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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采用，可以造就更有效，更透明，

更具生产力的政府。通过使用Axway公司的协同

业务解决方案，世界范围的政府机构在降低成本

的基础上，提高了便利化，加强了法规遵从，并

为市民和企业提供更有质量的服务。

■ 统一的安全文件传输管理平台

通过升级和整合各部门之间的文件传输管理平

台，减少专线投资，实现办公内网及内外网之间

自动，安全，可靠的文件传输。

■ 综合贸易服务平台

为各企业提供综合的贸易服务平台，以帮助企业

实现高效，自动，全面的B2B交易。

■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贸易商和政府当局提供服务的公共平台，能够促

Axway 的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行业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安全、可靠和高效率的供应链，

同时满足一系列不断发展的政府法规和贸易伙伴

协定。例如：

■ 药品追溯（Track & Trace）

拥有GS1, EPCGlobal等认证，为药品制造、药

品 分 销 、 药 品 物 流 、 药 品 零 售 企 业 提 供 符 合

EPCIS、美国DSCSA、欧盟E.U.Compliance

标准的药品追溯管理系统，功能涵盖序列号管理、

生产线和包装线集成、EPCIS事件库、序列号真

伪识别等。

■ 电子提交（eSubmission）

帮助药品制造企业和CRO等企业快速接入CFDA、

FDA、EMEA、MHLW等全球各大药品和食品监

管机构，自动化提交新药申请NDA、研究性新药

申请 IND、个例安全报告 ICSR、eCTD 等电子

数据。

进贸易商和政府机构之间、政府机构与政府机构

之间国际贸易相关信息交换。

■ 海关领域数据交换平台

●   为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各应用系统以及各地

    分中心、政府部门及应用现场之间提供可靠、

    可管、可控、可扩展的高效稳定的数据交换服

    务。新数据交换平台将为实现“大通关”、        

    “大物流”、“大加贸”以及地方电子口岸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实现海关与外部单位、海关总署与各直属海关

    以及海关内网跨网数据的传输与访问，并满足

    数据交换新的业务需求和挑战，从而建设一个

    统一的、安全的、可靠稳定的新一代数据交换

    平台

●   通过API管理平台的应用，为各种智能通关系

    统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

■ 医疗信息数据交换

基于HL7（Health Level Seven）标准，实现各

类医疗卫生信息系统（HIS、CIS、PACS）之

间的信息共享与交换，也为卫生管理机构与各医

院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数据交换提供便利，同时也

可实现公共卫生机构与公安、保险、行政机构之

间的数据共享与交换。

■ 供应链协同

为药品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采用各类

标准进行电子订单等流程化，提供了自动化的

工具。

●   全球排名前 20 的制药商使用 Axway 公司解决

    方案

●   所有主要的美国医疗保健批发商和分销商都在

    使用Axway公司解决方案

●   全球主要监管机构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欧盟医药管理局EMEA, 日本厚生劳动省

    MHLW)均使用Axway公司解决方案

政府行业解决方案 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行业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