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co Confidential © 2010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1 

新⼀一代智能远程银⾏行 
���᠋᠌᠍
思科虚拟柜员(VTM) 方案介绍���᠋᠌᠍
	�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



© 2010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isco Confidential 2 

• 什么是VTM	�

• VTM方案架构和功能模块	�

• 方案的特点和优势	�

• 实施路线建议与服务	�



© 2010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isco Confidential 3 

V T M

虚拟柜员是⼀一种基于⾼高清视频的远程智能银
⾏行服务，银⾏行的客户可以通过专⽤用的虚拟柜
员机终端，与位于后台视频服务中⼼心的柜员
建⽴立联系，通过语⾳音、视频及操作界⾯面与柜
员进⾏行交互，完成特定的交易过程。 
 
 
 
•  创新的服务交付模式 
•  全程⼈人性化交互、便于操作 

•  提供扩展时段的⾯面对⾯面银⾏行服务 
•  丰富24⼩小时⾃自助银⾏行服务 

•  便于银⾏行更灵活进⾏行业务部署 
•  通过精简优化的交易流程提⾼高服务效率 
•  提升银⾏行的客户体验，提⾼高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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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虚拟柜员机(VTM) 

银⾏行数据中⼼心：视频呼叫控制和应⽤用系统 (VTC)  
(视频呼叫和队列管理系统、远程柜员应⽤用系统等） 

服务中⼼心：远程柜员坐席系统 (VTA) 

①  ⾝身份验证，并发起
业务申请 

③  根据匹配规则,将
业务请求指派到
空闲的服务⼈人员 

④  柜员响应业务请求，
建⽴立视频会话和应⽤用
操作会话 

⑤  建⽴立视频会话和应⽤用操作
会话，业务开始。客户按
照屏幕提⽰示操作. 

②  受理客户请求，建⽴立
视频会话和业务请求
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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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份验证 

选择交易类型
，核查⾝身份证信

息 
•  服务⼈人员问候客户
，并提⽰示客户按照
屏幕提⽰示操作 

•  客户按照提⽰示将⾝身
份证放置在⾝身份证
读取⼝口，系统⾃自动
读取⾝身份信息并调
⽤用⾝身份证联⺴⽹网核查 

•  远端柜员通过⾼高清
视频，结合联⺴⽹网核
查信息、⾝身份证图
像确认客户⾝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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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提交表单 

按照画⾯面提⽰示填
写交易内容并提交 

•  交易屏幕显⽰示开户
申请表电⼦子表单 

•  ⽤用户在屏幕上按照
画⾯面提⽰示填写开户信
息 

•  ⽤用户可以与远程柜
员交互，询问各项
的填写⽅方法 

•  如果客户在填写过
程中遇到困难，远
程柜员可以协助进
⾏行填写，并提交给
客户确认 

•  填写完毕后检查⽆无
误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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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处理 

交易成功，进
⾏行后续处理⼯工作 

发起服务 

客户访问VTM机，
选择业务并发起服务 

4 

后台处理 

调⽤用后台程序处
理借记卡开户和
 现⾦金存⼊入交易交
易 

6 

交易完成 

交易完成处理 

•  视频屏播放本地业
务宣传视频 

•  交易触摸屏显上⽰示
服务选单 

•  客户选择所需的业
务并发起服务：借
记卡开户 

•  系统发起视频呼叫
，连通视频 

•  输⼊入检查：⾃自动
检查，⼈人⼯工检查⽆无误 

•  提⽰示客户在⼊入钞⼝口
放⼊入开户预存款项 

•  调⽤用核⼼心银⾏行接⼝口
，执⾏行借记卡开户交
易 

 

•  提⽰示客户在凭证出
⼝口取开户协议书，
并⽤用签字 

•  客户签字后将开户
协议书放凭证回收
⼝口收回，进件扫描
仪扫描凭证影像并
发送给远程柜员确
认⽆无误 

•  提⽰示客户设置卡⽚片
密码，在发卡⼝口取
借记卡 

•  提⽰示客户在凭证出
⼝口取交易凭条 

 

•  柜员询问有⽆无其
它交易请求 

•  提⽰示带好随⾝身物品 
•  与客户告别并关
闭交易 

•  视频和交易会话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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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模式创新：远程虚拟⾯面对⾯面服务 

√  开户和发卡、签约、信贷申请、理财咨询等 

√  全新的客户体验，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客户忠诚度 

√  通过流程优化和服务整合提⾼高效率 

√  增加⾯面对⾯面服务和主动营销机会 

√  集约化运营，在众多⺴⽹网点之间保持⼀一致的服务 

•  部署于24⼩小时⾃自助服务区域 

√  为客户提供扩展时段的柜员服务 

√  扩展⾃自助服务，提供常规⾃自助设备不能完成的功能 

•  部署于合作伙伴场地 

√  直接为最终客户提供便捷的全功能⾦金融服务 

√  提升企业形象，有助于对客户资源和业务的扩展 

•  低成本快速部署，优化业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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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业务: 
 
-  ⼀一期: 

ü  借记卡开户和现⾦金存⼊入 

ü  借记卡发卡和取款密码设置 

ü  开通电话银⾏行、⼿手机银⾏行服务 

ü  开通⺴⽹网上银⾏行服务 

ü  开通短信通知服务 

ü  信⽤用卡申请 

ü  业务咨询 

 
-  ⼆二期:  
 

ü  帐户/卡⽚片挂失 

ü  密码重置 

ü  芯⽚片卡(电⼦子现⾦金) 上线 

ü  贷款申请 

ü  理财咨询 
 
	

•  公司业务 
 

ü  出售凭证( 出售⽀支票)  

ü  ⽀支票受理 

    -  转帐 

    -  汇款 

    -  取现 (⽀支票验证和预约送款)  

ü  对帐单打印 

ü  回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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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M工作场景和业务定位	�

• 架构和功能模块	�

• 方案的特点和优势	�

• 实施路线建议与支持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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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Teller Control Virtual Teller Agent   Virtual Teller Machine 

•  ⾼高清视频终端 
•  实现视频通话 

•  业务办理触摸屏 
•  提供VTM应⽤用 

•  座席⾼高清视频终端 
•  实现视频通话 

•  座席PC端VTA应⽤用 
•  视频终端通讯控制 
•  协助客户办理业务 

视频流 业务流 应⽤用集成接⼝口 

•  VTA应⽤用接⼝口 

视频控制系统 
•  座席与VTM设备管理 
•  视频智能排队 
•  辅助语⾳音提⽰示 

•  报表监控 
•  录⾳音录像 

业务应⽤用及管理平台 
•  交易管理 
•  远程协助 

交易⺴⽹网关 
 

VTC应⽤用接⼝口 

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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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C Banking, GWI, Nan Tian, 
etc,  

Cisco SX20  
with HD Camera and 

MIC 

Virtual Teller Machine 

Cisco CUCM 

Recording UCCE/UCCX 

Cisco EX60/EX90 

VTM Video Terminal 

Virtual Teller Machine 

CVP/IPIVR 

Video Call Center 

VTC Application Server 

VTA Video Terminal 

VTA Application 

Integrated into 
the VTM machine 

IPCC and Application SI Agent Desktop SI 

Virtual Teller Control Virtual Teller Agent 

By Cisco  
By partners 

Jabber Video 

Remote assistant by RDP   

Jabber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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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技术参数 说明 

VTM 

视频模块 

SX20系列视频及语
⾳音编解码器及摄
像头、全向⻨麦克⻛风 

或基于Jabber SDK

软视频应⽤用 

•  ⽀支持720P及更⾼高质量的视频呼叫功能，包含SX20编解码器、
⾼高清镜头，可与主流⼚厂商的VTM机具⽆无缝集成，提供⾼高清视
频和语⾳音通讯。 

•  整合式的专业视频终端 

•  可与多⼚厂商的VTM机具
整合 

•  统⼀一架构下，⽀支持软硬
视频终端，灵活选择。 

 

VTC 

视频呼

叫管理

系统             

视频控制平台软件 

•  实现视频呼叫排队，智能路由，远程协助，报表监控，录⾳音
录像，与业务系统整合等功能。 

•  ⽀支持虚拟化部署，部署灵活，节约资源。 

•  基于思科CUCM+UCCX 

•  完整的视频呼叫中⼼心系
统 

VTA 

视频终端 

EX60视频终端 

（选择1） 

•  21.5⼨寸⾼高清屏幕，内置⾼高保真扬声器，⽀支持720P⾄至1080P全
⾼高清，本地双流 

•  整合式专业硬件终端，
可以提供最佳⽤用户体验 

Jabber Video终端 

（选择2） 

•  ⽀支持Windows、IPAD及MAC OS等平台，⽀支持720P视频 •  软件终端，部署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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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全新的⾼高清商业视频通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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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  4路576p全编全解多⽅方视频会议 
•  1080p⾼高清视频质量和内容分享 

灵活 
• 依不同需求和场景灵活部署 
• 质量过硬，部署简单 – 思科完整
协作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特别适
⽤用于紧凑型设备部署空间 

 
⼀一致性 
• 可选配置触摸板 
• ⽤用户接⼝口、功能集和API与思科
其他视频解决⽅方案产品保持⼀一致 

• ⾃自动交付服务，⾃自助式安装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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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I 软件模块： 
•  ⽀支持基于技能的路由和柜员分配 
•  ⽀支持基于图形的流程定制⼯工具 
 

⾃自动语⾳音交互（CVP/IPIVR）： 
•  ⽀支持基于客户输⼊入和后台数据库的语⾳音引导 
•  ⽀支持基于图形的流程定制⼯工具 
•  ⽀支持同第三⽅方的TTS 、ASR 的集成 

   

报表模块： 
•  ⽀支持预设的多种报表（包括实时报表和历史） 
•  ⽀支持报表定制⼯工具 
•  ⽀支持简体中⽂文 
 

柜员监控与管理模块： 
•  ⽀支持同IP 硬件电话和软件电话集成。 
•  ⽀支持实时数据弹出。 
•  ⽀支持柜员和班⻓长席应⽤用。 
•  ⽀支持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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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熟、完善的视频呼叫中⼼心技术构建 

CUCM UCCE/UCCX 

根据客户选择的不
同交易类型，进⼊入
不同的交易队列 

根据客户信
息确认客户
交易优先级 

交易类型 CIF 

不同级别柜员 

不同技能岗柜员 

VIP 

排队时间 

Class 1 

Class2 

Class3 

VTM业务量 

服务策略配制和管理 

1、分层服务: 按照不同的业务类别进⾏行专业分组 

2、技能匹配：将客户业务请求与坐席员技能相匹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3、基本规则：先到先服务，加权优先等基本服务规则定义 

4、智能调整：可以识别重点客户、紧急事件等，并进⾏行智能调度 

柜员岗位分类： 

1.  按级别分：普通客户岗、贵
宾客户岗、理财客岗等。 

2.  按技能分：个⼈人业务岗，公
司业务、理财业务岗、普通
业务、复杂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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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60/EX90 
21⼨寸/24⼨寸⾼高清显⽰示屏 
内置多点会议功能 
⽂文本摄像机功能 

 

 桌⾯面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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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bber /Jabber SDK 
即时消息与状态呈现 

 

 个⼈人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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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P /60fps 视频质量下： 

−  视频与语⾳音占⽤用带宽：768Kb 

−  其它⺴⽹网络带宽占⽤用：应⽤用数据、控制信息 

−  总计：1Mb/终端 

•  1080P/60fps 模式下： 

−  视频与语⾳音占⽤用带宽：1.5-2Mb  

−  其它⺴⽹网络带宽占⽤用：应⽤用数据、控制信息 

−  总计：2Mb/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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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视频终端和编码/解码模块 

-  客户端(VTM)：SX20 

-  座席端(VTA)：EX60/EX90 

•  整合的VTC⽅方案： 

-  基于新⼀一代IP呼叫中⼼心技术 

-  企业协作服务器：CUCM 

-  呼叫路由和排队：UCCE/

UCCX 

-  辅助语⾳音提⽰示：CVP/IPIVR 

-  录像系统：Media-Sense，

TCS，第三⽅方录播设备 

操作简便，响应迅速 
远程监控，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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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的路由规则编辑器，便于定义多种灵活的路由规则。 

UCCE系统提供图形化的管理和流程
定制⼯工具，包括以下功能： 
•  ⽀支持中⽂文的流程定制⼯工具 
•  通过⿏鼠标拖拽进⾏行流程定制 
•  提供基于Web的系统管理⼯工具 
•  基于⺴⽹网络的管理⼯工具，实时查询
系统和⺴⽹网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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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应⽤用的路由，为不同的业务定义相应的路由规则。 

•  基于技能的路由，将客户业务申请与服务⼈人员的技能相匹配 

•  数据库呼叫处理，允许与客户信息数据库（CIF）等整合，将数据库信息⽤用于呼
叫路由规则。 

•  逐个呼叫路由 

•  基于等待时间的呼叫重路由 

•  条件路由 

•  负载均衡 

•  前向排队 

•  ⺴⽹网络内溢出 

•  优先级排队 

•  ⽆无应答重路由 (R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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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悬浮 

•  可嵌⼊入 

•  可定制 

•  ⽀支持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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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C核⼼心系统 

CUCM 
协作服务器 

CVP/IPIVR 
⾃自动语⾳音系统 

UCCE/UCCX 
CTI/视频排队系统 

Internet 

ASA 

⺴⽹网联⺴⽹网视频服务 

视频录播系统 

   智能⼿手机App视频 

VTM视频 

⼿手机视频⺴⽹网关 

ASA 
内⺴⽹网 
LAN 

CVP 

防⽕火墙/SBC 

VTA座席系统 

EX60/EX90 
硬件⾼高清视频终端 

Jabber  Video 
软件⾼高清视频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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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VTM 
 
 
 
 
 
 
 

 
分⾏行1 VTA坐席服务中⼼心 
 
 
 
 
 
 
 

数据中⼼心 
VTC 

思科视频调度控制系统 

思科视频录像控制系统 

视频服务坐席 

VTA 

WAN 

视频录像仪 

VTM-1 VTM-N 

 
         ⺴⽹网点-VTM 
 
 
 
 
 
 
 
VTM-1 VTM-N 

 
⺴⽹网点-VTM 
 
 
 
 
 
 
 

 
                                分⾏行2 VTA坐席服务中⼼心 
 
 
 
 
 
 
 

视频服务坐席 

VTA 

视频录像仪 

VTM-1 VTM-N 

 
        ⺴⽹网点-VTM 
 
 
 
 
 
 
 
VTM-1 VTM-N 

总⾏行VTC-系统控制中⼼心 

总⾏行/分⾏行-VTA-坐席服务中⼼心 

⺴⽹网点-VTM-客户服务终端 

VTC⽀支持统⼀一集中部署并⽀支持多中⼼心备份 
统⼀一的系统架构，便于系统建设、开发和运维 

架构不会因业务需求和系统规模⽽而改变 
只需在⽀支⾏行和营业⺴⽹网点部署VTA和VTM即可快速扩容 

VTC只通过WAN⺴⽹网传递控制数据，不产⽣生视频流量 

VTA可在总⾏行或分⾏行层⾯面灵活部署 
⽀支持地⽅方特⾊色业务和⽅方⾔言服务 

区域运营中⼼心利于服务和成本优化 
视频通话和录制在分⾏行局域⺴⽹网承载 

不占⽤用远程⼲⼴广域⺴⽹网带宽 
快速建设新中⼼心和扩容 

营业⺴⽹网点只需部署VTM机具 
开放性好，兼容多品牌VTM机 
可以快速扩容和增加⺴⽹网点覆盖 

带宽分配管理,充分利⽤用现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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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呼叫中⼼心架构 

MCU 
视频会议架构 

智能路由 
统⼀一监控 
统⼀一报表 

开放式系统
架构，兼容
第三⽅方产品 

⾼高清视频 
服务体验 

⼤大规模推⼲⼴广
部署灵活性
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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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M工作场景和业务定位	�

• 架构和功能模块	�

• 方案的特点和优势	�

• 实施建议与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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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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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Virtual Teller Machines Deployment 

Step 1 

5-20 

Step 2  

50 100+ 

Step 4 

•  选择典型业务 
•  简易后台服务 
•  点到点视频连接 

	

•  完善业务种类 
•  建设视频呼叫中⼼心 
•  完善视频监控、录制、业
务稽核等功能 

•  离⾏行部署模式 

	

 
 
 
 

•  采⽤用虚拟化模式部署 
•  共享服务 
•  建设控制管理中⼼心 

 
 
 

	

 
 
 
 

数据中⼼心增强 
•  服务器多机热备 
•  灾难备份考虑 

 
 
 

	

St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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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生命周期服务包含多个组成部分，构成了⼀一种全⾯面、可靠的技术⽀支持模型。这些组件包括： 
•  Cisco.com 在线⼯工具和资源 
•  技术帮助 
•  软件⽀支持 
•  硬件更换 
•  实施服务 

实施服务内容包括（联合Cisco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  硬件系统集成 – VTM、VTC和VTA涉及的硬件系统的安装调试⼯工作，并协助机具⼚厂商
进⾏行联调测试等⼯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相关⽂文档； 

•  应⽤用软件开发和集成 – VTM、VTC和VTA涉及的软件系统的安装调试⼯工作，并协助软
件应⽤用开发商进⾏行链条测试等⼯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相关⽂文档； 

•  运维和升级服务 – 提供对VTM解决⽅方案中涉及的Cisco软硬件产品提供运维和系统升级
服务，以及必要的现场⽀支持服务。 



© 2010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isco Confidential 33 

合作伙伴名称 VTM 
机具 

MCU 
⽅方案实施 

IPCC 
⽅方案实施 

IPCC 
应⽤用开发 应⽤用开发 

Wafer 

ECCOM 

Jowin 

Nantian 

IBM 

GRG  
 

Sunyard 

YuchengTech 

GWC 

NICE 提供SPAN⾼高清视频录像和VTA桌⾯面录像应⽤用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Thank you.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