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
TouchGo* 自动售货机技术
第二代英特尔® 酷睿™ i3 处理器
自动售货机行业

非接触式支付技术推动自动售货机
收入增长
TouchGo* Technology 公司将灵活的非接触式和接触式（无需 pin 码）支付选项、交互式触摸屏和高清视频整合在一

起，帮助自动售货机运营商增加了交易数量和每笔交易的平均销量。

“我们的自动售货机技术采用第二

代英特尔® 酷睿™ i3 处理器，提供

了全新的动态促销方式，显著改善

了顾客体验。”

TouchGo* Technology Ltd.  
总经理 

 Per Hovland

过去几年中，自动售货机运营商一直在寻找逆转销量下降趋势的有效方法。该趋势有事

实为证，近三年来美国自动售货机商品销量持续下降，根据 Automatic Merchandiser* 

发布的 “自动售货机行业现状报告”，2010 年美国自动售货机的商品销量下降了 3%。1

为了扭转该趋势，促进自动售货式销售，TouchGo* Technology 采用了多项全新的自

动售货机创新成果，以帮助增强顾客交互和增加现有顾客数量。例如，自动售货机运营

商可利用 Visa payWave 和 MasterCard PayPass 等非接触式支付技术为更多顾客提供

服务。借助这些技术，顾客将能够进行 “Tap & Go” 支付 — 无需输入 pin 码。TouchGo 

Technology 总经理 Per Hovland 称：“借助 payWave 和 PayPass 非接触式销售，与

通过只接受现金的自动售货机所达成的销售相比，平均交易额提高了 25% 至 30%。”

基于 EMV* 2 的非接触式支付（图 1）推动了标志性的转变：从要求顾客尚未选择商品

便事先付款到允许顾客选择多个商品后再付款；顾客还可以使用优惠券，并在附近的其

它自动售货机之间协调购买行为。现在，购买多个商品的过程更轻松，而且更有乐趣。

通过自动售货机购物通常属于冲动购买行为，由支付灵活性和动态促销行为推动。

TouchGo Technology 采用交互式触摸屏，含带模仿流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设计的

按钮和屏幕控制，对顾客具备极大的吸引力。触摸屏能够同时显示广告、产品选择屏幕

和一个支持多达四个不同视图的立方体。顾客只需使用手指轻轻扫过屏幕，便可 “旋转” 

这些视图，在立方体的任意一面上查看营养和品牌信息，观看产品相关视频。该系统是

一款基于微软* 软件的解决方案，运行于英特尔® 酷睿™ i3 处理器之上，与传统的自动

售货机相比可提供更出色的未来适用性保护。

挑战

• 不断增加的交易量：允许没有携带现金的顾客安全、便捷、快速地付款购买商品

• 显著提升的交易额：为顾客提供交互性更强的购买体验，鼓励他们购买更多商品

解决方案

• 非接触式支付：使用主要信用卡公司提供的非接触式卡进行支付，或者通过近距离通

信设备（如支持 NFC 的手机）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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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触摸屏提供交互式的动态体验：借助轻扫控制、视频、特

殊优惠和额外产品内容等吸引顾客

解决方案组件

TouchGo Technology 自动售货机解决方案具备多项出色功能，

可支持非现金支付、顾客交互、机器控制与通信，其中部分功能

如下：

• 近距离通信（NFC）— 使用专门的信用卡进行支付，将来还

可通过手机、腕表、钥匙扣和 Google* Wallet 等设备进行

支付。

• TouchGo 软件 — 支持自动售货机显示大量不同的高清视频内

容，例如实时新闻、交互式广告、Twitter* feed 和订购应用

（如零售产品（唇膏）、餐点和鲜花等）。

• 打印机/扫描仪 — 发放和读取优惠券，包括购买多样产品的折

扣或手机优惠券。一个品牌交叉推广的示例是，当顾客从连锁

餐厅的某个附属合作伙伴那里购买糖果或薯片时，系统自动打

印该餐厅的优惠券/代金券。

• 基于电脑的自动售货机控制器（VMC）— 控制自动售货机的

机械组件，如制动器、电动机、压缩机、传感器、纸币识别

器、读卡器和自动换币器。

• 通信 — 通过 3G 无线或有线局域网连接至互联网。TouchGo 

软件将记录所有遥测事件，并向中央服务器报告可能存在的问

题，之后，该服务器会通过手机向运营商发送告警。

实施详情

该解决方案支持全新的自动售货机设计或传统售货机翻新。自

动售货机制造商可在全新设计中集成一个 32 英寸（81 厘米）

的触摸显示屏，也可在现有自动售货机上添加一个 8 英寸（20 

厘米）的显示屏。所有两种方法均采用英特尔® 处理器主板，用

来运行软件、控制售货机硬件和连接至互联网。传统的自动售

货机没有当前的机器控制硬件。此外，制造商还可以选择转售 

TouchGo Technology 生产的完整的自动售货机。

平台详情

通过使用微软的 .NET 4 平台和规模广泛的开发人员库，TouchGo 

Technology 软件高度灵活，能够满足新兴应用的未来需求。软

件在带集成显卡的英特尔处理器上运行，该处理器最多支持同时

播放五个视频，并能够提供必要的计算扩展空间，确保符合未来

多媒体应用的要求。旋转式 3D 立方体的视频（图 2）能够同时显

示营养信息、视频品牌推广、联合品牌推广、特殊优惠或其它市

场推广讯息。与此同时，屏幕的上半部分可持续播放高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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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TouchGo Technology 软件堆栈采用自动售货机

维护（AVMA）Shell，有助轻松安装自动售货应用（VAPPS）

和第三方软件。该定制 Shell 在后台运行，包含一个应用编程接

口（API），支持自动售货机制造商和运营商根据微软可扩展框

架添加插件。结果，软件堆栈简化了集成新服务的流程，可帮

助确保自动售货机能够满足未来需求，进而保护自动售货机运

营商的投资，并提高长期盈利能力。

Microsoft .NET 4.0 Framework 是必不可少的 Windows* 组件，

可为构建和运行应用及 XML Web 服务提供有力支持。它提供

了一个协调的面向对象的编程环境，目标代码可在本地存储和

执行，或在本地执行但通过互联网分散存储，或在远程执行，

全部没有影响。.NET 框架主要具有两个组件：通用语言运行时

和 .NET 框架类库。代码执行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软件开发

部署，推动安全的代码执行，包括由第三方创建的代码。

除连接至 .NET Framework 之外，AVMA Shell 还负责管理不

同软件组件的执行，例如 VAPPS、外设管理器、支付管理器和 

WiSE 软件等。WiSE（无线销售和工程）是一个报告系统，支

持 Shell 的各个组件，能够访问与自动售货机的销售和运营相 

关的数据。它还可提供遥测功能，与服务器系统进行通信，认

证支付并自动更新软件。例如，自动售货机每隔几分钟便会连

接至服务器，迅速地向运营商或所有者报告外设问题（如卡纸

的打印机），每个外设的管理流程全部可单独配置。

硬件系统

如今，大多数自动售货机受微控制器和用于管理系统（涉及电

动机、制动器、传感器和其它设备）的定制硬件的控制。对于

自动售货机制造商，设计和验证硬件平台通常会浪费大量资源

且极为耗时。此外，此类平台通常面向专门用途构建而成，结

果限制了它们满足未来需求或运行创新应用的能力。

恰恰相反，通过充分利用 TouchGo 自动售货机技术和英特尔处

理器，可能能够实现更出色的灵活性，大大减少开发负担。制

造商只需对现有机电系统进行极少的更改，便可添加 TouchGo 

Technology 硬件系统，为计算密集型数字标牌、视频分析和广

泛的自动售货应用（VAPPS）提供支持。

软件堆栈



触摸屏自动售货机能够接受所有 Mastercard PayPass 和 Visa 

payWave 非接触式支付，与支付设备的外形无关（如借记卡/

信用卡/预付卡、带钱包功能的 NFC 手机、NFC 腕表、标签

等）。自动售货机配有 Ingenico* 公司生产的非接触式支付终

端，Ingenico* 公司是世界领先的支付解决方案提供商，在全

球超过 125 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超过 1500 万个支付终端。支

付系统通过收单银行和支付卡收单机构使用在线授权。每个自

动售货机站点均将作为支付卡收单机构的一个商户，针对通过

自动售货机购买的所有商品向银行进行 2/3 日支付，除去任何

相关费用。

如图 4 所示，自动售货机控制主板采用英特尔酷睿 i3 处理器和

英特尔® H55 高速芯片组设计而成，可提供充足的计算扩展空

间和 I/O 灵活性。芯片组采用标准 USB 端口与不同系统组件进

行通信，其中包括 MDB 发话器板、接口板、非接触式支付终

端、收据和优惠券打印机/扫描仪，以及日后将推出的近距离通

信设备如移动设备上的蓝牙*。控制主板还支持多个高清（HD）

显示屏和音频。这个基于英特尔处理器的平台可为开发人员和

自动售货机运营商提供高级别的软件灵活性，并能够凭借一流

的电子商务安全技术确保交易安全。

TouchGo 与位于英国的 DarenthMJS* 有限公司签订了独家设

计和生产协议，基于电脑的 TouchGo 32 英寸触摸屏自动售货

机便由 DarenthMJS* 公司生产。目前，该款自动售货机及相

关软件在全球范围内均有销售。

自动售货机的全新时代

TouchGo Technology 为自动售货机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改进，

正逐渐改变着顾客进行自动售货交易的方式。凭借支持非接触

式支付且具备高交互性的自动售货机，运营商能够增加顾客数

量并拓展销售价值，最终显著提高销量。计算技术方面的进步

不断推动产品制造商开发创新的方式来推广自身产品，吸引更

多的自动售货顾客。

如欲了解有关 TouchGo 产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ouchgotech.com

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零售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tel.com/go/ic

1 资料来源：http://media.cygnus.com/files/cygnus/document/AUTM/2011/JUN/soi_vending_reportemf_10287869.pdf
2 EMV* 是 EMVCo 公司的注册商标。EMVCo 公司由美国运通、JCB、MasterCard 和 Visa 公司共同所有，致力于管理、维护和增强 EMV 集成电路卡规范，确

保基于芯片的支付卡与卡片受理设备（包括销售点终端和 ATM 机）的全球可互操作性。EMV 代表 Elektromagnetische Verträglichkeit（德语：电磁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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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关注英特尔物联网，第一时间知晓业界热点、英特尔物联网行业洞见和从设备到云的

解决方案。

英特尔物联网中文官网：intel.cn/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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