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可跟实验室一样用被认证的测试工
具做检测

• 确保您的方案能与整个研发相容

• 用于跨市场 Level 2 认证

• 通过内部测试缩短上市时间

主要优势

fime.com

安全元件与云技术安全元件合规
的测试工具

安全元件与云技术安全元件合规的测试工具Global

用 Global 帮助您取得认证

缩短上市时间
随着各种高规格 OEM Pay 平台的成功，加上市场上近场通信 (NFC) 智能手机的日益普

及，促使着 NFC 服务在全球扩张。 而兼容性和互通性是向消费者提供无缝 NFC 体验

的关键。 因此，在开发智能卡，嵌入式安全元件 (eSE) 和主机卡仿真 NFC 支付应用程

序时，对於确保跨形态并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测试是至关重要的。

在所有市场进行全面测试 
FIME 藉由对相关的标准化机构的贡献来开发 Global，以确保全面验证您的解决方案。

Global 以物理方式或云技术验证您的安全元件，从而支持支付丶电信和识别的申请。

通过整合来自多个机构的认证资格，业者可以分析应用程序如何作用于安全元件上：

•	 American Express™
•	 Discover™

•	 eftpos
•	 EMVCo™

•	 GlobalPlatform®

•	 GSMA™
•	 JCB™
•	 Mastercard®

• PURE
• RuPay
•	 UnionPay™ 银联

One Action. A billion transactions.

Global

主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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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面简单使用

• 可选擇性执行测试案例

• 自动生成多层次报告

• 易于升级扩展

• 自动载入测试计划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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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模式

• 标准模式可提供你使用 FIME 的官方测试计划

• 发行者模式可以自动导入 GlobalPlatform 的测试计

划和更新

功能性

输入

• 自动检测 PC/SC 读卡器

• 根据智能卡功能配置测试

• 可针对每套卡片选择破坏性/非破坏性测试以及卡
片的初始状态

• 按需执行调试和回归测试

• 出现错误时执行配置

测试阶段

• 执行一个单一测试，一组测试，或是一整套测试

• 多个读卡器自动化测试功能

• 在運行單一測試之前與之後运行外部程序

• 自动设置卡初始状态

• 在测试案例中一步步运行命令

• 根据需要修改测试

分析

• 产生整体或部分测试报告

• 查看高层次和详细结果汇总

• 获得到深入的功能级别和 APDU 级别的日志

联系我们更多信息

www.fime.com/global.html

F-T-GBL-AL (CN)

测试库

元件与测试套件

 Global 执行环境

根据所选库，运行测试需要以下必要硬件

设备：

•	 PC/SC 读卡器
•	 Smartware Nano 或 MP65
•	 Keolabs ContactLAB 或 MP300 TC3

工具箱内的组件

技术规范

安全元件与云技术安全
元件合规的测试工具

Global Americas

Asia Pacific

China

EMEA

India

Japan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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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CC - eUICC
• 银行交易管理
• 安全信息
• 安全域樹 (SD Tree)，安全域樹 

(SD Tree) 扩展
• 密钥管理
• 卡片内容管理
• 保密卡片内容管理
• 生命周期状态管理

• 逻辑通道管理
• 近距离支付系统环境 (PPSE)
• GlobalPlatform API
• 非接触式扩展
• SD 内存配额
• 安全通道：SCP02, SCP03, 

SCP80, SCP81
• Level 1 SWP / HCI

测试范围

基于测试库, 测试包含：

实验室服务
FIME 是一个经 GlobalPlatform® 认证合格的实验室，并且受 American
Express、Discover Network、 EMVCo、JCB、RuPay 与
UnionPay 银联认可。

电信

ETSI •	CAT_TP

GlobalPlatform

•	eUICC compliance test suite 
(based on GSMA)

•	eUICC interoperable profile 
package

•	UICC GlobalPlatform 
Configuration

•	Contactless extension with 
memory management

•	SWP / HCI
•	Amendment B / SCP81
•	Benchmark
•	Common implementation
•	Secure Element Configuration
•	Secure Element Access 

Control

支付

  American
Express 

•	Contact / contactless
   mobile / HCE

Discover •	Contactless / mobile / HCE

eftpos •	Contact / Contactless

EMVCo •	AAUI PPSE

GlobalPlatform

•	Basic Financial Configuration
•	Mapping guidelines
•	Benchmark
•	Common implementation
•	Secure Element Configuration

JCB •	Contact / contactless / 
   mobile / HCE

Mastercard •	MCBP 1.0 / 1.0+ / 2.0

PURE •	Contact / contactless / HCE

RuPay •	qSPARC contact / contactless

UnionPay • Contact / contactless
• Card personalization

识别 GlobalPlatform •	ID Configuration 
•	Benchmark

   fimeinsidesalesnalac@fime.com

   fimeinsidesalesap@fime.com

   fimeinsidesaleschina@fime.com

   fimeinsidesalesemea@fime.com

   fimeinsidesalessa@fime.com

   fimeinsidesalesjapan@fime.com

   fimeinsidesaleskorea@f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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