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得益于 FIME 在终端集成认证项目的
丰富经验

• 通过加快测试结果分析与提高测试
迭代的有效性来节省时间和金钱

• EMV 新手可用

• 适用于所有终端：POS，mPOS， 
BBT，CAT 和 ATM

• 可以和可编程卡，卡片仿真器或实
体测试卡（FIME 测试卡）一起使用

• 支付品牌认可的测试媒介

• 测试媒介之间有一致性

•	 获得 EMVCo Level 3 卡模拟器 (L3CS)
认证

• 保持软件最新版与最新的在线自动
软件更新一致

• Savvi 完全是为收单行和商家设计的

• 采用 Savvi 和 Savvi 测试主机

 主要优势

fime.com收单行和验收测试平台Savvi

单一的测试工具为所有品牌认证

终端集成认证
收单行和商户在部署新的 EMV 支付终端时，必须根据测试品牌的需求和流程，测试并

认证他们的终端。测试和品牌认证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并且耗时的任务，特别是当品牌

认证项目是手动进行时。FIME Savvi 测试平台是一个自动化测试和品牌认证的管理工

具，它显著减少成功完成所有终端品牌认证所需的总时间。

简化整个认证项目
Savvi 简化了整个认证项目。它会选定应用的测试案例，提供测试流程指导，检索并验

证测试结果 (卡片和主机日志)。Savvi 会根据品牌需求产生并提交测试报告。Savvi 同

时也可当作一个教程，提供必要和及时的最新信息，以帮助测试人员在无需参考规范或

测试计划文件的情况下进行测试。Savvi 也可以与 Savvi 测试主机一起使用，充分利用测

试主机的自动化和实时主机日志的检索。

One Action. A billion transactions.

收单行和验收测试平台

Savvi

Savvi 所支持的三种试验介质：可编程卡，卡片仿真器和实体测试卡



测试阶段

• 决定并陈列出所选测试

• 根据屏幕上的指示进行测试

• 从测试媒介或 Smartspy 中检索卡片日志

• 自动检索主机日志和 Savvi 测试主机

• 自动分析卡片日志，主机日志，并用肉眼进行检查

• 展示测试结果状态

• 自动生成测试报告

• 将测试报告下载为 Visa CCRT 的 XML 格式

• 整理测试阶段，并存档

集成环境

• 浏览测试案例和指导

• 浏览卡片和主机模拟器日志

• 浏览 TVR 和 TSI 的细节

• 浏览交易性能

• 个人化可编程卡片

• 模拟实体测试卡

• 自动进行 Savvi 线上升级

FIME 卡片仿真器

• 双介面读卡器和卡片仿真器

• 超便携，USB 供电（没有壁充）

联系我们更多信息

www.fime.com/savvi.html

F-T-SAVVI-AJ (CN)

元件与测试套件

Savvi 由三种主要元件组成：测试库，Softcard 库和测试媒介。测试库

针对特定品牌测试执行其所有测试功能，Softcard 库包含特定品牌测

试输入（卡图）。测试媒介是可编程测试卡、卡片仿真器和实体测试

卡。测试案例的功能在所有媒介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测试者可以随意

选择最能满足其需要的媒介。當实体测试卡準備好時，可编程测试卡

和卡片仿真器可以在每个测试之前用 Softcard 庫进行个人化。

主要功能

收单行和验收测试平台

Savvi

测试库和 Softcard 库

Americas

Asia Pacific

China

E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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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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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单行测试环境

Savvi 与 FIME 卡模拟器放在一个手提箱内进行交付，其中还配有全球

品牌的测试库。之后测试者根据个人喜好选择 Softcards库或 FIME 测

试卡。实体测试卡和 Softcards 库是准备给需要后备的时候用。也可提

供当地品牌像是 ATH、DNA、ELO、PayPak 和 Troy。

全球品牌 测试库 Softcard 库

American Express •	全球 AEIPS 终端 E2E, AMEX Quick Chip
•	全球 ExpressPay EMV 终端 E2E 

•	全球 AEIPS 
•	全球 ExpressPay

China UnionPay 银联                         •	UnionPay 银联终端验证 •	UnionPay 银联接触式和非接触式

Diners Club
International

•	Diners Club 接触式 D-PAS 收单行 - 终端 E2E
•	Diners Club 非接触式 D-PAS 收单行 - 终端 E2E

•	Diners Club 接触式 D-PAS
•	Diners Club 非接触式 D-PAS

Discover Network
•	Discover Network 接触式 D-PAS 收单行 - 终端 E2E
•	Discover Network 非接触式 D-PAS 收单行
   - 终端 E2E

•	Discover Network 接触式 D-PAS 
(含 D-PAS 借记卡和 JCB)
•	Discover Network 非接触式 D-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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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stercard 套组 M-TIP / M-TIP USM /现场互通性
•	Mastercard 套组 6 / 8 / 8 USM / 8 CIR
•	 Mastercard NIV 套组3、套组5、套组7

PULSE •	PULSE 接触式 D-PAS: POS 机 PIN 借记 E2E
•	PULSE 接触式 D-PAS: 提款机 E2E •	PULSE D-PAS

UnionPay International
银联国际

•		UnionPay International 银联国际收单行认证(UAC) •	UnionPay International 银联国际接触式

Visa •	Visa 收单行设备认证, Visa Quick Chip
•	Visa 非接触式设备认证

•	ADVT 及美国借记卡
•	CD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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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