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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编写目的 

《丝路通移动收单平台—机具运维手册》依照《丝路通移动收单平台—需求规格说明书》

中对机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给出一些基本的解决办法，同时给出 

日常保养得相关提示。  

预期读者：POS 操作员,商户。 

背景 

收单业务是指签约机构或银行向商户提供的本外币资金结算服务。持卡人在丝路通签约

商户处刷卡消费，丝路通移动收单平台负责处理所有移动收单交易，并为签约商户提供结算

服务。 

任务提出者：丝路通 

开发者：丝路通移动收单项目组 

用户：丝路通签约商户，业务运营人员，持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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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名称 编写 定义 

手机刷卡器 手机刷卡器 手机刷卡器，类似一款外接读卡器，主要是读取磁

条卡信息的工具，通过 3.5mm 音频插孔来传输数据的。 

手机刷卡器本身没有支付的功能。是要有支付通道的

软件来配合才可以有支付、收单的功能。 

手机刷卡器分为简易型、加密型、密码键盘型、EMV

和 NFC 等系列。 

 

操作员 操作员 操作手机刷卡器的相关人员。 

 

参考资料 

《中国银联企业标准-银行卡信息交换术语.pdf》 

《中国银联 POS 终端规范（2006 年修订版）.pdf》 

《BOC IST-DIRECTLINK-POS SPEC 正式稿 v3.0.3.pdf》 

《深圳建行 POS 接口规范 2008.doc》 

《工行通用支付平台接口规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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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运行 

运行环境 

功能模块 技术要求 

CPU 32 位高性能安全 CPU 

存储器 4 MB 大容量存储器 

显示 

128x64 点阵图形液晶显示,，支持 12 点阵字符，5 行显示

（包含状态栏） 

LED 背光 

可支持 GB2312，GB18030 标准字库显示 

按键 

10 个数字键（0-9） 

4 个功能键（功能、退格、取消、确认） 

1 个电源键，具有防误按和硬件关机功能 

带按键提示音 

磁卡阅读器 

支持 1/ 2/3 磁道双向读卡 

符合 ISO7810、ISO7811、ISO7813 规范 

IC 卡阅读器 

支持 1 张接触式 IC 卡阅读 

支持 1.8V、3V、5V 卡片阅读 

支持存储卡、CPU 卡 

符合 EMV、PBOC3.0、ISO7816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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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机制 

符合银联 PIN 输入规范要求 

符合 ANSI X9.8/ISO9564，ANSI X9.9/ISO8731 ANSI 

X9.24 /ANSI X9.52 规范 

支持 DES，3DES，RSA2048，SHA-256 等算法 

支持 MK/SK, FIXEDKEY, DUKPT 

通信 

蓝牙，兼容 2.1、4.0 规范，支持休眠和低功耗传输模式 

蓝牙适配性：超过 600 款手机 

电源 

工作电源：DV 5V、500 mA 

Micro-USB 标准充电接口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续航能力 

支持节能模式和自动关机功能 

支持磁卡连续交易 500 笔 

支持 IC 卡连续交易 300 笔 

物理接口 

1 个 micro-USB 接口 

1 个 IC 卡槽 

指示灯 

1 个充电状态指示灯（红色） 

1 个电量指示灯（绿色） 

蜂鸣器 内置蜂鸣器，最小声压 82db/10cm 

环境适应性 

工作温度： -10℃～50℃ 

储藏温度： -20℃～70℃ 

相对湿度：10%～95%无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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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银联卡受理终端产品安全认证-PIN 输入设备 

PBOC3.0 Level 1&2 

EMV4.3 Level 1&2 

 

日常运行 

 要正确的开关机（开机时，观察各种设备是否接通电源）。天气潮湿时，要尽量保持机

子处于干燥环境中。 

 注意保持好手机刷卡器的清洁卫生。 

 注意经常检查各条接线的接口接触是否松动。 

 长时间不用的机子要关闭机器。 

安全注意事项 

 本机只能使用指定的电源适配器工作，切勿用其他电源替代，否则有可能会导致机

器工作不正常甚至损坏机器！ 

 使用本机电池的一般注意事项： 

 本机只能使用指定的电池工作，请勿使用其他型号的电池替代； 

 切勿拆卸、挤压、刺破或短路电池； 

 切勿将电池放置于火中或水中； 

 切勿放置在 60℃以上的高温环境中，只能在 20℃~60℃温度下储藏； 

 只能使用 ME30 机器或指定的充电设备对本机电池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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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厂商的支持，正确更换电池，当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不可随意丢弃，需

根据当地的环保要求，予以妥善处理。 

 请勿用酒精或其他腐蚀性液体清洁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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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功能列表说明 

1.1 收款 

     轻松收款，避免尴尬，无需找零，省心省力。 

 

1.2 资金管理 

历史交易折线图、账户余额查询、冻结金额查询、账务历史、冻结历史、提

现历史。 

 

1.3 交易管理 

交易笔数柱状图、交易成功金额、交易失败金额、交易记录。 

 

1.4 商户信息 

   基本信息、商家信息、结算信息、渠道信息、交易限制。 

 

1.5 设置 

   修改密码、修改结算信息、主密钥下载、IC 卡参数下载、自定义 POS 文字、

版本号、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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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退出登录 

   注销、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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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操作步骤 

2.1 开机 

长按绿色“确认/开机”键，直至屏幕亮起。 

2.2 关机 

长按红色“取消/关机”键，直至屏幕关闭。 

 

 

第三章 收款详解 

3.1 下载安装 

下载 APP 网址：http://www.silupay.com/download/SilupayMR.apk 

下载方法 1：手机端下载 

使用安卓手机浏览器开打上述网址（注意大小写）打开后提示下载，下载后安装即可。 

下载方法 2：PC 端下载 

使用浏览器打开上述网址，将安装包下载到 PC 本地，然后通过数据线或其他方式传输

到安卓手机上，使用手机管理软件安装。 

下载方法 3：二维码下载 

使用手机扫描下面的二维码，访问下载页面进行下载安装。 

http://www.silupay.com/download/SilupayMR.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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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方法 4：在豌豆荚，91 助手，安卓市场，360 手机市场，机锋，小米应用，应用宝

等市场搜索“丝路通商户版”安装。 

3.2 商户号和密码 

与丝路通签约成功开通代理商户后，我们的销售人员会将告知您一个 15 位的代理商户

号和一个默认六位数的密码。请牢记代理商户号和密码，此商户号和密码为访问丝路通商户

版 APP 和代理商户后台的账号和密码。建议您首次登陆后，及时修改登录密码，以保障您

的信息财产安全。 

3.3 查找设备 

登录丝路通商户 APP，同时将身边 M35 设备开机，手机端输入收款金额（建议金额为

1 元以下），点击确认。首次收款会出现蓝牙配对请求，要求填写 PIN 码。（如下图）PIN

码为 M35 设备背面条形码上方“S/N：03376586”的后四位。（请参照具体设备号，上述

号码仅供演示使用）输入正确 PIN 码后，点击确认后查找设备（默认连接为蓝牙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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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签到 

查找到设备后，默认自动签到，无需人为操作。签到成功后，进入支付换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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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支付 

进入支付环节后，不需操作手机，只需在 M35 设备上提示进行操作即可。 

第一步：刷卡 



 
                 

                                         丝路通 POS 收单 M30 机具运维手册 

 

 

宁夏丝路通网络支付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17 / 35 
 

 

第二步：确认交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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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输入交易密码 

 

第四步：上送交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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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签名 

支付过程完成后，刷卡人在手机端进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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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提交签购单 

刷卡人提交签名，点击下一步提交签购单。 

 

 

 

 

 

3.8 交易完成 

完成提交签购单后，点击下一步，上传签购单成功后则交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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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查看银行卡余额 

在首页收款页中，点击左上角导航按钮，或向右滑动屏幕后显示导航页。点击银行卡

余额查询。 

选择要操作的设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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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配对成功后，自动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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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刷卡器上进行刷卡操作，输入银行卡密码，显示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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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微信支付、支付宝收款使用说明（以支付宝为例） 

3.10.1 输入收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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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点击支付宝，弹出扫码页面 

 

也可输入付款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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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支付成功 

 

3.11 查看账务 

在首页收款页中，点击左上角导航按钮，或向右滑动屏幕后显示导航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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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资金管理，进入在资金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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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金管理界面中，你可以查看账务历史，冻结历史和提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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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查看交易记录 

在首页收款页中，点击左上角导航按钮，或向右滑动屏幕后显示导航页。点击交易管

理，进入交易管理界面。 

 

交易管理界面分为交易统计和交易分布两个标签页，可以查看当月交易数据和成功交

易数据统计，成功交易、失败交易、未支付和撤销笔数及分别占比、以及交易记录等，点

击交易记录可进入，点击交易记录里面的交易条目，可以详细查看交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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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查看商户信息 

在首页收款页中，点击左上角导航按钮，或向右滑动屏幕后显示导航页。点击商户信息，

进入商户信息界面。 



 
                 

                                         丝路通 POS 收单 M30 机具运维手册 

 

 

宁夏丝路通网络支付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32 / 35 
 

 

   在商户信息界面中，你可以查看基本信息，商家信息，结算信息，商家证件，渠道信

息，交易限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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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设置 

在首页收款页中，点击左上角导航按钮，或向右滑动屏幕后显示导航页。点击设置，进

入设置界面。 

 

 

设置界面可以修改丝路通商户版登陆密码，修改结算信息，自定义 pos 文字，检查当

前版本，和查看关于我们。 

为了保障您的信息及财产安全，修改密码需要输入旧密码。修改结算信息，需要输入

密码后方可修改，提交修改结算信息申请后，公司将在收到申请的 1 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

信息的审核，有可能联系商户，核对是否由本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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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可致电客服咨询。 

3.15 注销账户 

在首页收款页中，点击左上角导航按钮，或向右滑动屏幕后显示导航页。点击注销账户，

会弹出退出当前账户确认窗口。 

询问是否确定要退出当前账户，点确定则注销账户，跳转至重新输入账号，密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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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见问题处理 

4.1 无法开机 

长按绿色“确认/开机”键，直至屏幕亮起，如长按后屏幕扔无反应，请插上充电器

为设备充电后，再次开机。 

4.2 设备无法连接手机 

   设备蓝牙有效距离为 10 米，请将设备与手机距离保持在 10 米内，且 10 米内无物

体遮拦。 

4.3 支付过程中刷卡后设备无反应 

     请仔细查看手机端屏幕配图，是否按图片方向进行的刷卡操作。检查磁条卡或 IC 卡是

否卡头（磁条位）朝下且卡正面朝向前。正确的刷卡方式为：将卡片倒置，卡正面朝前，从

设备左端向右端方向刷卡。 

4.4 设备无法签到 

请检查手机信号是否正常，如连接 WIFI，请检查 WIFI 网络是否正常。 

4.5 无法上传签购单，交易如何判断 

  设备上面输入密码正确后，手机上页面跳转到签名界面，系统即判断扣款完成。如手

机端显示交易失败，及失败原因等，则证明交易失败，未扣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