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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
业务软件用户越来越多地要求简化使用
与其他业务系统灵活集成的应用程序。因
此，IT 组织需要提供现代化用户界面，并将
多个业务系统集成在一起。与此同时，IT 通
过在普通平台上针对其所有应用程序实现
标准化，不断致力于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
这样，不同的团队即可使用相同的工具和
流程，而与最初使用哪种编程语言进行构
建无关。Microsoft .NET 框架和 Java 虚拟
机 (JVM) 被广泛视为标准的首选框架。 

迁移到商用硬件和受管代码框架可以节省
大量成本，并提升业务灵活性。但是经常遇
到的情况是，IT 组织必须应对长期在老化
甚至不受支持的软硬件环境中运行的应用
程序。IT 组织和独立软件供应商曾经认为
他们实现创新的唯一选择是利用 Java 或 
C# 等新型语言重写业务应用程序。这种策
略的成本和风险相当高，而业务价值却不
大。但在 Visual COBOL 帮助下，应用程序
的核心业务逻辑获得重复使用，使得应用
程序提供商可以在包括 Linux、.NET、JVM 
或云在内的各种企业平台上部署新功能。
这一策略使组织可以保留成熟应用程序
投资的传统优势和可靠性，同时又能利用
下一代技术。 

IT 组织还必须想方设法迅速掌握或传授专
业技能和资源，以便支持现有的应用程序
投资，避免掉入应用程序孤立开发陷阱中。
通过在 Visual Studio 和 Eclipse 集成开发
环境 (IDE) 中实现标准化，IT 小组可以迅速
对已经熟悉这些现代工具和流程的新开发
人员开展培训，使其能够承担新的企业应
用程序开发和维护任务。这种方法可加快
入职速度，降低新员工成本，并提供下一代
人才的未来培养策略。 

解决方案概述 
Visual COBOL 是一套软件产品，旨在利用
以 COBOL 语言编写的现有应用程序投资
来满足 IT 组织的需求。 

Visual Studio 和 Eclipse 中的高级 COBOL 
应用程序开发工具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与 
Java 和 C# 开发人员一致的现代开发体
验，可促进快速、敏捷的开发体验，并方便
新员工轻松参与其中。 

荣获专利的编译器技术可在本机平台（包
括 Windows、UNIX 和 Linux 系统）和受管代
码环境（例如 .NET 和 Java 虚拟机 (JVM)）	
中提供灵活的部署选项。现有 COBOL 应
用程序能与 C# 或 Java 系统无缝集成，	
从而加快开发过程和服务交付。 

业务优势
Visual COBOL 让 IT 组织能够利用现有
的应用程序投资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
通过重复使用核心应用程序逻辑，Visual 
COBOL 消除了重写或替换策略带来的风
险，这些风险会使企业面临成本不确定和
交付时间范围延长的问题。 

拥有 Visual COBOL 之后，组织可以迅速、
安全地响应新业务需求和现代 IT 用户需
要，最终实现可预测且具有高经济效益的
成果。 

功能概述
荣获专利的编译器技术
Visual COBOL 编译器包含专利技术，可以
为 COBOL 应用程序开发提供独特和丰富
多样的方案。COBOL 程序可以编译为各种
可执行的格式，其中包括：

图 1. 使用 Visual COBOL 中提供的图形 Web 服务工具箱创建 REST Web 服务



3www.microfocus.com/zh-cn

	■ 中间代码 (.int)：这是 Micro Focus 平台
上可移植和可执行的格式 
	■ 生成代码 (.gnt)：这是针对目标平台优
化的 Micro Focus 可执行格式 
	■ 共享对象 (.so)：这是针对 UNIX/Linux 
平台的本机共享对象可执行格式 

 ■ Windows 可执行文件 (.exe/dll)：这是
本机 Windows 可执行格式 

 ■ Java 字节码 (.class)：这是在 JVM 中
编译为 Java 字节码和可执行文件的 
COBOL 

 ■ .NET 组件 (.exe/.dll)：这是在 Microsoft 
通用语言运行时 (CLR) 环境中编译为 
MSIL 和可执行文件的 COBOL。 

Visual COBOL 编译器广泛支持新式和老
式 COBOL 方言变体，包含 ANSI 和 ISO 标
准、Enterprise COBOL 以及许多其他功能。 

高性能 COBOL 运行时环境
Micro Focus COBOL Server 为 COBOL 应
用程序的执行提供高性能跨平台移植运行

时环境。凭借可移植 API 层，应用程序在各
种受支持平台表现出一致的行为，使得开
发人员可以采用“一次编写，随处部署”的
方法。

COBOL Server 为各种 COBOL 应用程序
提供许多必要服务，比如文件处理、排序功
能和关系数据库支持。COBOL Server 还
能提供应用程序跟踪和诊断工具。

最新版本的 Visual COBOL 包含全新编译
器和运行时优化功能，而且在广泛的基准
测试中，已证明全新编译器和运行时优化
功能可使 Intel 系统上的应用程序性能提
升 20-30%。

跨平台部署
Micro Focus COBOL 编译器和 COBOL 
运行时系统提供普遍的平台覆盖范围，使 
COBOL 应用程序能够在各种分布式系统
中部署，从而确保跨不同平台的兼容性和
一致行为。可从 COBOL 应用程序调用的
标准库例程使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以实
现“一次编写，随处部署”，同时仍能访问
操作系统级别的功能。

图 3. Eclipse 环境中的混合语言 COBOL 和 Java 开发

图 2. 面向 COBOL 应用程序的高性能、可移植运行时执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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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V 可以针对具有相同 COBOL 代码库的
多个平台，扩大市场覆盖范围并减少应用
程序测试开销。应用程序所有者可以快速
更改操作平台，以利用商用硬件和更加灵
活敏捷的部署选项。

该版本的 Visual COBOL 还包括对 Docker 
容器平台的支持，进一步提升了应用程序
开发和部署的灵活性。新产品打包选项支
持将 Docker 部署到 Windows Server 和 
Linux 平台。

高级 COBOL 开发工具
Visual COBOL 对 Visual Studio 和 Eclipse 
IDE 进行了扩展，从而能够在全球最流
行的应用程序开发平台上打造丰富的 
COBOL 开发环境。通过提供对 COBOL 开
发所需 Visual Studio 代码的访问，此版本
的 Visual COBOL 进一步扩展了应用程序
开发选项。

Visual COBOL 在集成开发环境中提供高
级编辑和调试功能： 
	■ 持续的背景编译可捕获出现的语法错
误，从而为开发人员提供即时反馈 
	■ 自动完成提示可协助开发人员编写语
言结构代码。它自动提供框架 API 和文
档的建议并支持访问这些资源 
	■ 高级调试工具支持 JIT、“附加到进程”
和远程调试选项
	■ 多个工具窗口提供应用程序结构和布
局方面的额外信息 
	■ 内嵌编辑器视图提供 COBOL 程序的单
一窗口视图，其中包含所使用的所有字
帖和 COPY REPLACING 结果
	■ 多种代码导航工具可协助开发人员识
别代码中的兴趣点，包括转到定义、查
找所有引用及导航栏 
	■ 片段和模板便于开发人员访问常用结
构，而且可以针对开发人员和开发小组
的特定需求进行自定义 

	■ 代码分析工具能使开发人员创建可自
定义的分析查询，而且这些查询可以
按需要执行，或在构建过程之后执行。
开箱即用型查询可发现性能瓶颈和死
代码。

可逆调试和 Live Recorder
此版本的 Visual COBOL 包含使用由 Undo 
提供且获得专利的可逆调试工具的集成点。 

传统调试技术只能使开发人员向前调试所
执行的代码，而可逆调试技术能使开发人
员向后调试应用程序的执行路径。与审查 
CCTV 录像有些类似，可逆调试工具可以
让开发人员回顾性检查应用程序的行为，
以识别和解决逻辑错误。除了 Eclipse IDE 
内的标准可逆调试工具，Live Recorder 实
用程序还能让开发人员在应用程序运行时
捕获其执行情况。Live Recorder 跟踪文件
随后可以加载到 Eclipse，以满足调试和诊
断目的。在此版本的 Visual COBOL 中，可
逆调试和 Live Recorder 工具可用于 Linux 
x86 平台。这些工具可从 Undo.io 单独获
得许可，并可从 Micro Focus Marketplace 
下载。

敏捷开发 
此版本的 Visual COBOL 包含专门支持灵
活开发小组的功能。

Micro Focus COBOL 单元测试框架能使
开发人员为新的应用程序代码创建单元测
试。单元测试可作为持续集成系统的一部
分自动执行，以便为开发人员提供关于最
新检入代码结果的即时反馈。单元测试框
架可用在 Visual Studio 和 Eclipse IDE 中，
而且这些环境提供了测试案例自动创建工
具和结果可视化工具。

图 4. Visual COBOL for Eclipse 远程开发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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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COBOL 包含对通用持续集成 (CI) 
工具集的支持，例如 Microsoft TFS 和 
Jenkins。文档指南有助于配置 CI 系统，以
编译 COBOL 应用程序并运行单元测试。

CI 渠道可以使用附加验证检查进行强化，
比如使用 Micro Focus COBOL Analyzer 
的编码标准规则、带有代码覆盖率的单元
测试、性能评估以及使用 Live Recorder 捕
获失败的测试案例。

面向 UNIX 和 Linux 的远程开发 
Eclipse 平台的高生产力同样体现在 UNIX 
平台上的 COBOL 应用程序开发中。远程
开发选项能使开发人员能够在 Windows 
或 Linux 平台上使用 Eclipse，而应用程序
源代码和数据则位于远程 UNIX 服务器上。
该功能使开发小组能够在 UNIX 应用程序
开发中保留传统的客户端-服务器方法，同
时在 Eclipse 中提供统一的无缝开发体验。
编译和调试通过 Eclipse IDE 启动和控制，
并在远程服务器上执行。 

RESTful Web 服务 
Visual COBOL 提供多种按照 SOA 或 
API 开发策略构建应用程序的选项。在
针对 .NET 或 JVM 使用环境完成编译
后，COBOL 应用程序便可以在 Web 服务
支持的本机框架中调用。 

此外，Visual COBOL 还提供本机代码 
COBOL 应用程序服务器，能为基于 SOAP 
或 REST-JSON 的 Web 服务提供 J2EE 应
用程序服务器集成和 Web 服务选项。图形
工具集便于开发人员利用现有的 COBOL 
应用程序迅速创建 Web 服务。完成创建
后，可以在高性能 COBOL 应用程序服务
器环境 Micro Focus COBOL Server for 
SOA 中调试和部署这些服务。

JSON 
此版本的 Visual COBOL 支持使用 COBOL 
记录生成 JSON 数据。JSON GENERATE 谓
词可接受 COBOL 记录结构和发出 JSON 
字符串；该谓词还提供重命名或抑制某些
字段的选项。随着 JSON 迅速成为数据交
换标准，以及可以使用 JSON 的开发工具
占有明显优势，这种格式的 COBOL 数据
可以轻松传送到外部应用程序进行处理。 

容器
希望更快交付业务成果的愿景加速了 IT 
组织内的敏捷和 DevOps 实践。工程团队
采用容器化架构来对更多的软件交付提供
支持，从而获得更高的成功率。

Visual COBOL 使用 Docker 提供容器化开
发和部署选项。Visual COBOL 本机 Web 
服务工具箱为 Kubernetes 可以编制的容
器化 API 交付提供支持，以提供可扩展且
可靠的应用程序交付。 

UI 现代化 
对于许多组织，应用程序用户的体验经常
与当今用户的需求脱节。绿屏或命令行驱
动的数据输入司空见惯，但用户迫切需要
更新的现代化外观。 

通过与 .NET 和 JVM 框架集成，Visual 
COBOL 提供多种对过时的用户界面进
行革新的独特选项，同时又保留现有的
业务逻辑。通过使用用于实现前端功能的 
Java、C# 或 VB.NET 以及用于实现后端服
务交付的 COBOL，可以直接以 COBOL 或
组合语言开发现代化 UI。 

Java
Visual COBOL 为同时使用 COBOL 和 
Java 的组合应用程序提供多种创建选项。
其中包括： 
	■ 使用 Micro Focus OO COBOL Java 域
的 JNI 机制 
	■ 针对 EJB 集成使用 Java 连接器体系结
构 (JCA) 的 Java EE 
	■ 使用 COBOL JVM 的直接字节码生成

COBOL JVM 选项能使 COBOL 应用程
序直接编译为 .class 文件。这样可以使 
COBOL 应用程序在 JVM 中直接运行，并
能让其他的 JVM 语言访问。COBOL 开发
人员还能使用 Java SDK，或者调用其他
语言在单独的 .class 文件中实施的功能。 

Microsoft .NET
Visual COBOL 编译器技术能将 COBOL 
应用程序直接编译为 Microsoft 中间语
言 (MSIL) 组件。这样可以使 COBOL 应用
程序在通用语言运行时 (CLR) 环境中直
接运行，并能让 C# 或 VB 语言等其他的 
.NET 语言访问。COBOL 开发人员还能使
用 .NET 框架 API，或者调用其他语言在单
独组件中实施的功能。 

最新版本的 Visual COBOL 包含
全新编译器和运行时优化功能，而
且在广泛的基准测试中，已证明全
新编译器和运行时优化功能可使 
Intel 系统上的应用程序性能提升 
20-30%。

https://www.microfocus.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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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 COBOL 语法
COBOL 语言经过了改进，可以更好地满足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在 .NET 和 JVM 平台中
的开发需求。面向对象的扩展轻量级语法
可用于创建 COBOL 类，还可用于从传统
程序化 COBOL 中调用面向对象的代码。 

这些扩展还将现代化结构添加到 COBOL 
编程中，例如用于声明局部字段的功能。 

SmartLinkage
为 Java 字节码或 Microsoft 中间语言 
(MSIL) 编译 COBOL 应用程序时，可以指示 
Visual COBOL 编译器自动生成可供 C#、	
VB.NET 或 Java 开发人员使用的封装程
序类。通过实施可消除 COBOL 系统转换
所涉及的复杂性的例程，这些类有助于其
他开发人员调用现有的程序化 COBOL 应
用程序。 

运行单元
在多用户环境中重复使用程序化 COBOL 
应用程序时，例如 .NET 和 JVM 环境中基

于 Web 的部署，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和架构
师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COBOL 程序传统
的架构是将用户状态隔离在单个进程中，
但这会与 .NET 和 JVM 中的 Web 服务器
模式产生冲突。 

Micro Focus 运行单元技术通过支持顶层 
COBOL 程序来使所有数据和子程序都与应
用程序的其他用户隔离开，从而解决了这一
难题。您可以构建顶层程序的多个实例，而
且每个实例都对应单个用户，因而无需更新
或重新构建现有的 COBOL 应用程序，从而
简化了向 .NET 和 JVM 平台的迁移。

数据库文件处理程序
对于使用传统文件处理程序数据存储的 
COBOL 应用程序，Visual COBOL 提供了
一种可自动将文件记录发送至关系数据库
中的新机制，从而使用现成的数据库工具
提供改进的报告工具，并改进了应用程序
的可扩展性和可用性。 

数据工具 
全面的 COBOL 数据工具套件专门用于编
辑和维护 COBOL 数据文件。COBOL 文件
编辑器支持对 COBOL 数据类型进行格式
化编辑，而数据文件转换器能使文件从一
种格式转换为各种其他格式。 

应用程序再托管
Visual COBOL 是大型机应用程序再托
管项目的首选。Visual COBOL 能够集成
领先的事务进程监视程序和中间件供应
商产品，其中包括 IBM TX 系列和 Oracle 
Tuxedo。我们的众多专业合作伙伴在应用

程序再托管和现代化方面拥有数十年丰
富经验，可确保为客户提供最有效的解决
方案。 

专门的编译器指令用于模拟源平台的行
为，并且包含了平台特定功能，比如 Little 
Endian (LE) 例程。 

此外，我们还提供数据转换工具，并且支持 
ASCII 和 EBCDIC 数据格式。

“借助 Visual COBOL，我们在 AWS  
中创建了一种 CI/CD 和容器管道
方法，使我们具有了快速部署能力。 
在过去 12 个月里，我们部署了 
800 次，而不是每年发布两次重要
版本。”

MARK BELL
虚拟机环境 - 更换计划副主管
就业与养老金部

“当我们在几十年前首次对 
COBOL 进行投资时，谁会想到流
媒体音乐甚至会成为受欢迎的事
物？可瞧瞧现在，我们正顺顺利利地
引领着我们行业的数字转型，时间
证明了 COBOL 的生命力，也证明 
Micro Focus 的战略方向是对的。”

MARK ATKINS
业务支持和基础架构经理
APRA AMCOS

产品
 应用程序开发 

 ■  Visual COBOL for Visual Studio 
 ■  Visual COBOL for Eclipse 
 ■  Visual COBOL Development Hub

 应用程序部署
 ■  COBOL Server

 可以在本地或所有主要云提供商（包括 AWS、	
Azure 和 GCP）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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