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测试主机终端集成优化。

• 减少主机日志和主机用户管理时
间。

• 自动化管理远程用户测试会话。

• 远程用户自动获取主机日志。

• 减少项目认证时间。

• 通过 Savvi 测试平台可轻松与 
 Savvi 测试主机相连。

• 便于配置使用。

• 通过 Savvi 测试平台支持大量测试
 媒体
 - 实体测试卡
 - 可编程测试卡
 - 卡片模拟器

• 实现 FIME 卡片模拟器、 Savvi 测试
 平台和 Savvi 测试主机的全自动。

• 经支付系统合格验证。

• 基于十余载的终端集成测试认证
之专门技术。

主要优势

fime.com收单行和验收测试主机Savvi Test Host

终端集成简化给所有品牌

测试主机给终端集成
管理终端集成测试和认证是一项挑战，尤其是需要对于品牌验收时。

主机日志管理和测试效率对收单行主机管理人和测试者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

• 您是如何优化不同品牌测试效率？

• 您花多长时间预订收单行或支付品牌的测试槽？

• 您花多长时间复取和发送主机日志给您的远程测试人员？

• 您的测试人员花多长时间取回主机日志，和这将些大文件与每个测试案例进行配对？

• 您的主机日志管理程序是如何影响测试迭代时间的？

通过选择终端集成优化了的测试主机，将可简化许多面临的挑战。

简化您的测试环境
通过使用 Savvi 测试平台上的 Savvi 主机测试，收单行能提高整个终端集成测试环境的效

率。 

Savvi 测试主机在没有收单行主机管理人的干预下，自动将主机日志传输给远程测试人员。

事实上，一旦配置了 Savvi 测试主机，几乎所有的主机和用户管理将被移除。

即便是在使用在线品牌测试主机时，远程测试人员也可以接收即时结果。

Savvi 测试平台可自动获取、加载、配对和分析主机日志。

One Action. A billion transactions.

收单行和验收测试主机

Savvi Test Host



发卡行和网络模拟器

• 授权消息格式验证

• 授权请求密码认证

• 销和销块验证

• 授权响应密文 和发卡行脚本生成

• 网络协议（基于 ISO8583）
    - American Express 全球信贷授权
 - UnionPay 银联网络接口信息格式
    - Discover Network 授权
    - Diners Club 国际快递
    - Mastercard 客户界面规范
    - Mastercard 信用卡单信息系统
    - PULSE ISO8583（1987）
 - UnionPay International 银联国际网络接口信息格式
    - Visa BASE 1, Visa SMS

•	 EBCDIC/ASCII 自动检测

•	 支持特定协议请求

• 网络连接: TCP/IP

测试阶段管理

• 对多种测试计划阶段之支持

• 对多种付款系统主机仿真器之支持

• 主机仿真器日志实时显示

• 远程与自动取得主机日志
   - 从 Savvi 测试平台，透过 TCP/IP 联机
   - 基於使用者帳戶的連線 (登入資訊/密碼)

• 网络讯息的用户层级显示

• 检视与导出主机日志 (TITF 及 FIME 文件格式)

系统需求

•	 微软 Windows 7/8 (32 和 64位元)

联系我们更多信息

www.fime.com/savvi-test-host.html

F-T-SAVTESHOS-AG (CN)

组件和测试套件
Savvi 测试主机是一款易于配置、便于操作的多品牌测试主机，遵守支

付系统测试需求执行网络和发卡行反应配置文件。

反应配置文件以测试组件方式组织且通过了支付系统合格认证，期

望不再有认定过程。Savvi 测试主机支持全球品牌 (American Express, 

Discover Network / Diners Club International, Mastercard 和 Visa)。

Savvi 测试主机专为使用 Savvi 测试平台与 Savvi Softcards 或是与  FIME

测试卡而进行的优化。FIME 也提供 Savvi  测试套件支持维护，因此您

能符合支付系统上的最新测试要求。

主要功能

收单行和验收测试主机

测试套件

Americas

Asia Pacific

China

EMEA

India

Japan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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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单行测试环境

Savvi Test Host

American 
Express

•	全球 AEIPS 终端 E2E, AMEX Quick Chip
•	全球运通 EMV 终端 E2E

China UnionPay 
银联

•	UnionPay 银联终端验证

Diners Club
International

•	DCI 接触式 D-PAS 收购方-终端 E2E
•	DCI 非接触式 D-PAS 收购方-终端 E2E

Discover 
Network             

•	DN 接触式 D-PAS 收购方-终端 E2E
•	DN 非接触式 D-PAS 收购方-终端 E2E

ELO •	PVTE
•	PVTCE

Mastercard             • Mastercard 终端集成程序
（M-TIP 接触式和非接触式 包含M/Chip Fast）

PULSE
•	PULSE 接触式 D-PAS：销售点终端借记卡识
别码 E2E

•	PULSE 接触式 D-PAS：自动取款机 E2E
UnionPay 

International 
银联国际             

•	UPI 银联国际收单行认证 (UAC)
•	UPI 银联国际闪付认证

Visa •	Visa 收购方设别验证 (包含Quick Chip) 
•	Visa 非接触式设备评估

Savvi 测试主机工具环境

SAVVI测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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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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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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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卡片
案例

终端系统 收单行主机 支付网络 发卡行主机

主机日志
许可信息  需求/反应

   fimeinsidesalesnalac@fime.com

   fimeinsidesalesap@fime.com

   fimeinsidesaleschina@fime.com

   fimeinsidesalesemea@fime.com

   fimeinsidesalessa@fime.com

   fimeinsidesalesjapan@fime.com

   fimeinsidesaleskorea@fime.com

https://www.fime.com/savvi-test-host.html
mailto:fimeinsidesalesnalac%40fime.com?subject=
mailto:fimeinsidesalesap%40fime.com?subject=
mailto:fimeinsidesaleschina%40fime.com?subject=
mailto:fimeinsidesalesemea%40fime.com?subject=
mailto:fimeinsidesalessa%40fime.com?subject=
mailto:fimeinsidesalesjapan%40fime.com?subject=
mailto:fimeinsidesaleskorea%40fime.com?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