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lerInfinity™ 
DYNAMIX 软件套件
整合TellerInfinity与您现有的银
行IT系统



Glory 灵活的辅助服务技术 TellerInfinity 是我们业内领先的柜员现金循
环解决方案，以及众多的中端与后台现金清点、清分和打包解决方案
等一系列促成分行转型的解决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TellerInfinity 
是目前市场上最具成本优势且非常全面的客户操作辅助服务解决方
案。

Glory的DYNAMIX软件解决方案辅助Tel ler Inf in i ty。DYNAMIX使
TellerInfinity几乎能够开展金融机构设想的任何交易，访问必要的银行
系统、管理相关工作流程，同时维护和管理所有规定的业务规则。

整合TELLERINFINITY  
与您现有的银行IT系统



DYNAMIX 软件的设计意图非常简单:

•  提供高度灵活、机构特有、易于浏览的用户界面

•  采用开放式标准连接来支持各种设备和硬件模块

•  连接到众多后端银行服务软件应用

•  组合和支持各种交易工作流程

•  让银行实现传统柜员交易的自动化

•  促成银行转型

•  以最低的实施、定制和维护支持成本实现以上所有目标，同时维持
银行系统的合法性

DYNAMIX 软件的设计意图
非常简单:



当前大多数的自助程序，即使是那些升级改造后用于操作大厅内自助
服务终端的应用程序，也只能连接到一个后端解决方案。传统上，这
种后端解决方案是一个自动取款机(ATM)网络。几乎所有ATM软件系统
的设计都是为了按照以下优先次序来满足客户和金融机构的需求：

• 维护安全

• 以最小的带宽进行连接，降低联网成本

• 连接到尽可能少的后端系统，以简化系统管理

• 维持大规模服务的速度

换言之，自助应用程序专为高效、简单的交易而设计，而且最常用的
系统都能完美地执行这些任务。

遗憾的是，这样通常都会导致一小部分交易与分行内灵活的辅助服务
终端的既定目标，以及分行转型的总体目标极其不符。 

分行需要一种能够完成大量交易的解决方案，以此来代替在分行收银
台执行各种简单或复杂的交易，最大限度减少银行工作人员的介入。

为什么 DYNAMIX 与众不同

DYNAMIX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提供各种交易而设计，无论这些交
易有多么复杂，也不用担心是否需要连接到后端系统。 它允许
客户以不同的方式验证自己的身份，并能利用员工在日常工作中
用来为客户提供支持的所有系统。

DYNAMIX 并非一个简单改进的 ATM 应用程序，而是为分行转型
而全新设计的应用程序。

当前自助服务应用程序的局限性



DYNAMIX从灵活的识别方法来开启客户交易体验。Glory根据银行自
己的业务规则和分行内程序来构建“问候”流程。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
识别典型的客户：

• 传统银行卡/密码输入

• 手机登录（条码、NFC、蓝牙、地理围栏）

• 网上银行凭证

• 通过工作人员进行个人验证

• “非客户”通过自我识别进行个人验证

根据业务规则和流程，DYNAMIX接受扫描识别卡、生物识别设备中的
数据，甚至可以根据情况集成面部识别系统。 

DYNAMIX可以连接到任何凭证管理系统及CRM系统，帮助客户验证自
己的身份，最大程度减少员工介入。

DYNAMIX确认系统用户的身份后，DYNAMIX将提供一个基于环境的
交易界面供用户使用。根据用户以及可通过银行系统访问的信息，用
户将看到一系列相关的交易类型。这些交易类型可能会涵盖提供给非
银行客户的少量交易服务，到给银行客户的丰富的交易服务选择 。

从了解客户入手



在柜员窗口，柜员能够按照明确的流程来帮助客户完成最复杂的交
易。他们能将这些交易串起来以免重复收集用户信息，即使这些信息
分布在多个银行系统。 

实现以客户为尊的舒适体验

DYNAMIX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辅助服务自助终端。客户可从广泛而简单
的交易列表中进行选择，我们的工作流程系统将通过从相应的银行系
统获取的信息来添加额外的决策请求，从而帮助该客户达成期望的目
的。只能对合理的决定提出请求，如果可能，预先确定的决定将得到
兑现。所有这些决定都将根据银行规则加以考虑。

让交易化繁为简



客户 TellerInfinity/DYNAMIX 后端系统访问

通过在线凭证登录 • 根据网上银行用户数据库验证客户
• 显示允许的交易列表，包括存款

• 网上银行
• 核心银行
• 客户关系管理数据库

客户选择“存款”选项 • 通过核心银行系统查找可用账户
• 提供支票、纸币、硬币存款选择

• 核心银行

客户根据引导帮助办理存款 • 提供引导式帮助
• 通过支票系统确认支票金额，显示金额信息以便于客户决定是

否存入或者手动输入金额
• 从 TellerInfinity 硬件中获取已经验证的纸币/硬币数据
• 显示总额和所有账户以及在各账户间拆分金额的机会

• 支票验证系统
 • 银行规章制度 (查询拆分存款规则)

客户选择账户以及要存入每个
账户的金额

• 按要求将存款拆分到各账户
• 验证收到的交易
• 如果用户还要进行其他交易，则可提出请求

• 核心银行

客户选择“是” • 再次显示交易选项屏幕，记住客户的身份详情 • 适当的附加系统

客户完成最终交易 • 将收据发送到所需位置：打印机、文本、电子邮件或不发送 • 消息传递服务器
• 电子邮件服务器

对于此交易，可访问四个不同的后端系统，以完成在传统的自助服务终端上极为复杂的交易。

复杂交易示例： 
存入多个账户的各种介质的存款

客户到分行将支票存入其主账户，同时将现金分别存入两个储
蓄账户。



因为DYNAMIX会根据不同的环境访问不同的银行系统，并
且可以在一次交易过程中无限次地访问无限次个系统，因此
实际上可以通过DYNAMIX创建无限数量的交易。

• 所有账户的访问权限

• 现金提取 — 按金额或按精确面额

• 纸币、硬币、支票存款

• 账单与贷款支付交易审查

• 报表打印

• 官方支票打印

• 预约设置

• 收据发送至于电子邮件、手机或传统的机打收据

以及更多…

几乎能够实现任何交易



大多数现代银行应用程序都要为连接系统提
供明确定义的接口方法(API)。这些API通常
会采用标准连接方法，比如网络服务。只要
这些API存在，DYNAMIX就能利用API实现简
单、可靠的连接。旧有系统可能无法轻松访
问API。我们经验丰富的专业服务团队将与贵
公司的信息技术团队和供应商合作，共同建
立与这些旧有系统的连接。下例介绍我们为
您的分行转型项目应用DYNAMIX的过程中可
能会开发的几个连接功能：

连接是关键

卡处理器 支票处理

官方支票打印账单支付

£

核心银行

手机银行

数字化营销

ATM 网络

网上银行 目标营销

£

DYNAMIX



成功的分行转型需要改变：

• 分行设计

• 员工行为

• 客户行为

为了成功地改变行为，确保转型工作圆满取得成功，以下两
点至关重要：

•  必须向客户提供您的新流程或解决方案

• 您必须意识到客户在转型到新服务的过程中何时会需要帮助

DYNAMIX通过DYNAMIX Customer Service Now员工通知模块(CSN) 
来提供这两项关键服务。

CSN是一个基于服务器的交互式通知系统，当任何TellerInfinity自助服
务终端或终端旁的客户需要支持时，该系统都能通过连接的PC、平板
电脑或者其他设备向工作人员发出信号。 

现场服务自助服务终端与职员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多对多”的关系。当
任何自助服务终端向CSN服务器转发通知时，所有工作人员都会收到
通知。任何工作人员都可以接受支持请求，随后向所有其他工作人员
发出信号，告诉他们已有工作人员前往提供帮助。请求将按优先级排
队，其中需要帮助的客户优先级最高，其次是机器生成的优先级，它
们将按各自的层级排序。诸如交易审批要求等通知、系统中断警告，
甚至标准系统检查定期提醒，都可以通过CSN来加以管理。

帮助始终唾手可得



通知示例，优先级如下：

Customer Service Now确保系统能随时供客户使用，并在发现需求或特定的客户要求时即时提供支持。CSN能够无缝地为客户和工作人员提供
这些服务。

高 中 低

客户请求支持 现金存量高或低 凭条纸即将用完

交易覆盖请求 凭条纸已用完 定期清洁

需要确认客户身份 检查模块已满 检查并更换Endorser墨盒

交易期间机器故障 建议维护 更新用户密码



DYNAMIX 通过两个关键模块来实现其最终价值：

DYNAMIX CONTENT

一个交易密集型工作流程和用户界面开发环境

DYNAMIX CONNECT

一个用于连接银行 IS 系统的多方法接口工具包

CONTENT与CONNECT交互作用，可根据需要将您的客户连接到不同
的银行后端系统，无论这些交易有多么复杂，都能通过无缝的用户体
验来提供客户所需的交易。 

更为重要的是，CONTENT和CONNECT可整合为一个快速应用程序开
发方法，无论交易有多么复杂，Glory都能利用现有的连接硬件快速开
发出几乎任何可能的交易。

强大且不受限制的工作流程设计



基础型DYNAMIX软件为众多复杂的交易提供“现成”的支持。这类交易
的核心包括多种类型的身份验证，所有账户的访问权限，现金提取，
纸币、硬币和支票存款，拆分存款，多账户转账，通过现金、支票或
转账支付账单和贷款，交易审查和报表打印，官方支票打印，预约设
置以及收据输出至电子邮件、手机或传统的机打收据。

数据输入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传统自助输入设备 (如银行卡、密码键盘
和触摸屏)、条码读卡器、生物识别设备、照相机和扫描仪等设备，以
及大部分可以连接到PC的其他设备。 

我们的专业服务团队熟悉在交易中处理客户信息的要求，并能识别正
确的工作流程设计要求，在他们的细致指导下，通过CONTENT的工
作流程编辑工具来轻松构思和完成其他交易。

CONTENT的“外观和感觉”可借助现代Web设计技术来为每个客户量身
定制，从而打造一个独具创新的触摸环境，可作为客户各自的独特“品
牌”被轻松辨识出来。每个客户都能在CONTENT中采用不同的颜色、
字体、按钮形状、屏幕布局、品牌标语，同时进行交易中和闲置时的
屏幕推广。这一切都始终会在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与每个客户的营销
和业务团队的密切合作指导下展开。

CONTENT



大多数自助银行应用程序都是通过单一入口来访问您的银行系统。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单一入
口功能有限，或者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定来管理网络安全。这样就会限制这些应用程序提供大量
交易来取代传统柜员职务的能力，同时严重限制开展交易的灵活性。 

而CONNECT可以更改规则，允许DYNAMIX按照CONTENT的要求，以基于环境的方式在交易
过程中访问银行的任意系统组合。CONNECT可用于创建连接到各银行系统的信息交换接口，
通过访问这些系统来收集数据或为每个客户的交易做出决定。在每个交易期间更新不同的系
统，以反映整个交易过程中的进展情况，从而形成一个高度可追踪的工作流程，满足大多数客
户的交易请求。

CONNECT



用户应用程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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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X CONNECT

DYNAMIX系统架构将系统组件设计在最适合现有IS基础设施的位置。核心组
件可以位于自助服务终端（软件非常简单）上，也可以位于网络中更高的位
置。DYNAMIX会按模块来管理自助服务终端、触摸屏用户界面、所有工作流
程以及所有后端银行系统连接。DYNAMIX适当地将系统性能信息公开到自己
的客户支持模块 (CSN) 和银行帮助台/监控系统。

此处并未显示DYNAMIX Kiosk Manager模块和构建在整个环境中的各个系统安

全层。

系统架构概述 



DYNAMIX在设计时考虑了持续改进的需要。CONTENT可随时添加
其他交易功能；CONNECT可随时连接到新的银行系统；Customer 
Service Now (CSN)可随时接受新的通知或客户数据。此外，还可随
时与新的外围设备建立连接。 

通过DYNAMIX Kiosk Manager，或任何支持XFS SNMP消息传递的第
三方监控解决方案，可对系统状况加以监控。此外，还可通过CSN通
知系统将系统故障情况推送给连接到该环境中的所有员工。无论您具
体的监控和管理能力如何，DYNAMIX都能及时为您提供故障信息。

通过DYNAMIX Kiosk Manager，一个用于管理DYNAMIX控制的应用的
程序，可将内容、营销方案和其他更新从集中式IS桌面轻松推送到自
助服务终端。

轻松升级,  
简便的远程管理 



通过与良好的IS实践和适当的IS警示相结合，DYNAMIX提供了一个极
为安全的环境。安全环境可扩展到逻辑、物理和客户信息领域。

客户信息安全可通过数据加密、完成后忘记以及其他隐私保护
策略来维护。除了符合KYC、AML和其他操作监管标准预期外， 
DYNAMIX还符合EMV L2 标准，并通过了PCI-DSS 3.X认证。当交易会
话结束时，除非管理当局存在相关要求，否则任何客户识别信息都不
会在DYNAMIX 中保留。

逻辑安全包括以防止任何未经授权从外部访问系统，通过ID和密码控
制访问所有的系统行政功能，包括通过Active Directory管理登录系统
以及完全锁定用户界面。专有安全shell技术被用于防止对底层操作
系统的访问。DYNAMIX与防病毒/反恶意软件技术和网络安全协议协
同使用，共同防止中间人及类似攻击。此解决方案既可与大多数企业
防病毒/反恶意软件策略配合使用，也可与独立的AV解决方案配合使
用。

物理安全活动包括监督系统的所有物理入口点，与读卡器和密码键盘
集成识别侧录攻击，集成板载摄像头和报警系统，以电子方式控制机
器上除物理控制外的某些接入点。根据每个客户同意的配置，可以针
对客户网络中的任何位置，甚至外部位置发出通知和警告。

安全设计

系统安全

网络安全 客户保密

监管要求

安全



Glory是现金技术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者，帮助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
的企业优化现金处理、流通和管理。虽然业务遍布全球，但我们仍致
力于帮助客户应对各种挑战并实现以下目标：提升员工效率、降低运
营成本，以及创造更值得信赖的客户体验。

我们让您省心安心，我们帮您改造企业，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我们
提升用户体验。所有这些，是因为我们可以为您消除现金管理的负
担，使您的现金有效运作，增加员工和设备为企业创造的价值。

我们是Glory。We Secure the Future。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glory-global.com。

通过 GLORY打造一
致的分行体验。





相关解决方案...

TELLERINFINITY™

集成式柜员协助服务解决方案; 一台能够执行
许多在过去只有柜员才能交付的交易的设备。

VERTERA™ 6G

Vertera 6G 柜员现金循环机提供简单、灵活、
全面的集成式柜员自动化解决方案。

专业的服务

从交易分析、接入、咨询、用户培训，
到整个项目的管理。

Glory, 中国 上海市长宁区淞虹路207 号 明基商务广场A 栋2 楼A D 单元 邮编: 2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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