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IBANGO™ 
冠字号管理解决方案
中国的商业银行



2010 年: 首次在江苏南京实施: 江
苏任何一台ATM发放的所有钞票
均须遵守中国中央银行的新规。

2013 年: 在中国各地出台：银行分
支机构、现金中心和ATM（包括离
行设备）发放的所有钞票均须符
合新规。

中国的冠字号管理法规给商业银行带来重大且
独有的挑战。

中国人民银行规范了国内的所有现金管理流
程，包括要求记录和跟踪流通中的每张钞票的
冠字号。

2010年，在广州举办“亚运会”之前，中国的银行
对中国中央银行出台规范货币流通的措施的需
求就已经日益增加。这些银行特别关注伪钞的
流通，特别是在著名的国际性运动会期间。 

为防止伪钞的再次流通，中央银行出台新规，要
求记录人民币的冠字号。国内任何ATM发放的
钞票均应遵守这些法规，目的是让中央银行能
够确定伪钞的来源地。这一新要求是中国的现
金处理组织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全世界
首次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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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和 GLORY 
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这些新规提出的挑战很重
要: 

•  要求记录通过分行和现金处理中心处理的所
有钞票的冠字号。 

•  记录和管理大量数据。 

•  对于在柜员柜台或通过ATM发放的钞票，具体
交易详情需要记录冠字号：时间/数量/明细/
新旧程度/操作人员ID/终端ID/现金处理设备
ID等。

•  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现金处理流程发生
重大变化或现金处理速度降低是不可接受
的，因为这将对银行业务本身产生不利的财务
影响。

•  更换现金处理设备也是不可接受的方案，因为
这将需要大量的额外投资。

要求在识别钞票面额、辨伪和确定每张钞票
新旧程度的同时，读取高速处理设备（12张纸
币/秒）内的冠字号（多达10个字符），这种技术
尚未实现。

将现有的现金处理硬件与可靠的软件解决方案
集成，且不影响现金处理速度，这一点至关重
要。 

到目前为止，仅当现金处理设备的处理速度降
低时才能进行冠字号识别，这是不可接受的性
能和效率水平。 

Glory决定迎难而上，向中国的商业银行提供
解决方案，成功开发了先进的软件解决方案 
KIBANGO，其有能力存储和管理在联网设备上
处理的每张钞票的冠字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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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的现金处理解决方案，从银行分行的桌
面点钞机到现金中心的中型清分机，都有能力
读取钞票冠字号。作为整体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KIBANGO出现后，Glory能够提供更具突破性
的解决方案，在以最快机器速度处理钞票的同
时，准确读取和记录冠字号。

全面的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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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的冠字号识别功能

现金处理设备:

•  通过扫描图像跟踪任何钞票，全部或部分
•  通过冠字号黑名单检查拒收可疑纸币
•  通过双冠字号验证拒收可疑纸币

软件:

•  记录冠字号并将数据实时传输到终端/本地
服务器/云 

•  灵活的数据库检索功能 
•  向中央银行报告有关可疑伪钞的信息

VT8836046562
KI7829710083
UA1321016811
DF9714683276

FO9511124822
FR4572659134

HL9916248560
PY8520324081
ZP7480036219
TD0682674057

NX0511884827
SR1074692184

RA7369206843
ER0344912872
MS9004576156



冠字号管理流程

•  在分行或现金中心的Glory设备上处理的钞票
冠字号数据通过LAN/USB存储在本地服务
器上 

•  存储在本地服务器上的数据传输到云或银行
的内联网

•  数据由银行总部在数据库中进行管理 

•  数据库由各家银行控制，随时可以向中央银行
转呈或报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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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伪钞的对策

冠字号“黑名单”由中央银行定期更新，此信息向
各商业银行开放。每家银行都可以利用“黑名单”
上的信息，防止分行的柜员接受可疑的伪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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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

•  根据各商业银行提供的报告，定期更
新有关伪钞的信息。 

•  伪钞冠字号“黑名单”可共享，每家银
行都能访问。

商业银行

•  分行的现金存款与中央银行提供的
伪钞信息进行对比。

• Glory设备和软件可检查预先设置的
冠字号黑名单，同时验证钞票上的双
重冠字号。

•  当检测到可疑纸币时，立即停止流通
•  分行将拍摄的可疑钞票图像发送到

相关的现金处理中心。
•  银行向中央银行报告发现的可疑纸币

信息。

共享

报告



1. 符合中央银行的法规，投资支出极少

中国的银行能够建设现金处理基础设施，以符
合新规，投资支出极少。没有必要更换现有的现
金处理设备，因为Glory提供的解决方案只需软
件应用程序以及现有硬件小幅升级。Glory的现
金处理设备已包含扫描完整钞票图像的高分辨
率传感器，包括打印钞票的冠字号部分。硬件升
级包括新增一个小巧实惠的处理板。

高分辨率成像传感器被植入一系列能够识别冠字号的GLORY设备。

商业银行如何从实施KIBANGO
解决方案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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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如何从实施KIBANGO 
解决方案中获益?  
[续]

2. 客户和银行充满信心

•  柜员能够自信地处理客户交易，确保真钞

•  通过利用中央银行提供的“黑名单”数据，杜绝
分行接受伪钞

“在中国，柜员接受伪钞会受到处
罚，但冠字号识别功能可以帮助我
们检测到可疑的纸币。此外，我也可
以放心地把现金交给客户。”
资料来源: 一家商业银行的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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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挑战

Glory是冠字号管理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先提供商，此类解决方案用于专门应对中国中央银行颁布的
法规。目前，中国各地已有超过50台服务器和5,000个客户端使用Glory的KIBANGO应用程序。原因
很明确:

•  Glory的全面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能满足中国
金融机构的特定需求

•  Glory能提供优质产品，得到银行的高度信任
和信赖

•  KIBANGO可供银行分行和现金中心的Glory 
现金处理设备使用，以符合冠字号管理需求

•  Glory的KIBANGO应用程序可适应每家银行
不同的冠字号识别需求；例如，可通过OCR保
存数据，可以扫描并保存捕获的部分纸币图
像或完整的纸币图像。

Glory的创新型冠字号管理方法目前正向新一代
现金处理解决方案转型。Glory现已推出“一体
式”设备，可在同一台设备上进行现金处理和冠
字号管理，无需外部软件或个人电脑连接。

此外，冠字号数据现在可以保存到SD卡等智能
介质上，提供更灵活的数据输出方法。客户现
在可以选择通过LAN连接实时传输到本地服务
器/云。另外，还可以进行离线数据处理，让存储
用的智能介质脱离设备，分开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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