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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

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

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该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制定，其版权归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 

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 

形式复制该标准。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68487160    传真：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Ⅰ 

http://www.china-cas.com/�


T/CAS XXX－2018  

 

目  次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要求   .............................................................................. 2

4.1 外观   .......................................................................... 2

4.2 结构   .......................................................................... 2

4.3 功能   .......................................................................... 2

4.4 性能   .......................................................................... 3

4.5 噪声   .......................................................................... 4

4.6 耐气候性   ...................................................................... 4

4.7 振动   .......................................................................... 4

4.8 电源适应性   .................................................................... 4

4.9 信息安全   ...................................................................... 4

4.10 电气安全   ..................................................................... 5

4.11 电磁兼容   ..................................................................... 5

4.12 可靠性   ....................................................................... 5

5 试验方法   .......................................................................... 5

5.1 试验环境条件   .................................................................. 5

5.2 外观和结构检查   ................................................................ 5

5.3 功能检查   ...................................................................... 5

5.4 性能试验   ...................................................................... 6

5.5 噪声试验   ...................................................................... 7

5.6 耐气候性试验   .................................................................. 7

5.7 振动试验   ...................................................................... 8

5.8 电源适应性试验   ................................................................ 8

5.9 信息安全试验   .................................................................. 8

5.10 电气安全试验   ................................................................. 9

5.11 电磁兼容试验   ................................................................. 9

5.12 可靠性试验   ................................................................... 9

6 检验规则   ......................................................................... 10

6.1 检验分类   ..................................................................... 10

6.2 出厂检验   ..................................................................... 10

6.3 型式检验   ..................................................................... 11

7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 11

7.1 标志   ......................................................................... 11



                                                                       T/CAS XXX－2018 

 

7.2 包装   ......................................................................... 12

7.3 运输   ......................................................................... 12

7.4 贮存   ......................................................................... 12

 

 

 

 

 

 

 

 

 

 

 

 

 

 

 

 

 

 

 

 



T/CAS XXX－2018  

 

前  言 

 

本标准是依据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制。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  

本标准首次制定。 

 

 

 

 

 

 

 

 

 

 

 

 

 

 

 

 

 

 

 

 

 





                                                                       T/CAS XXX－2018 

 

纸硬币兑换机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纸硬币兑换机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纸硬币兑换、计数、以及银行卡业务等功能的纸硬币兑换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部分：规范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采用反射面上方包络测量面的简易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GB/T 6107  使用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的数据终端设备和数据电路终接设备之间的接口 

GB/T 9254－2008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504  银行卡 

GB/T 16649.1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1部分：物理特性 

GB/T 16649.2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2部分：触点的尺寸和位置 

GB/T 16649.3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3部分：电信号和传输协议 

GB 16999－2010  人民币鉴别仪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554.3  识别卡  测试方法  第 3部分：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及其相关接口设备 

GB/T 17618  信息技术设备  抗拢度  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7625.1－2003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JR/T 0025.8-2005 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  第 8部分：与应用无关的非接触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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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纸硬币兑换机  notes and coins exchange machine  
用于纸币、硬币之间的兑换业务，及大额纸币的换（找）零、银行卡小额存兑等业务于一体的自助

兑换设备。 

4 要求 

4.1 外观 

纸硬币兑换机的外观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机柜表面应清洁、平整，不应有划痕、毛刺和锐角、熔接痕、凹痕、变形、污染等缺陷； 

b) 金属零部件不应有锈蚀及影响外观质量的表面机械损伤；  

c) 镀层、涂层表面色泽应均匀，不应有明显划伤、磨损、脱落、锈浊、生锈及其他机械损伤现象； 

d) 所有的标志、丝印内容正确、清晰、无重影、毛边等现象； 

e) 粘贴标志位置应正确、平整、牢固，不应有脱翘现象。 

4.2 结构 

纸硬币兑换机的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紧固件应有防震措施，紧固件应拧紧无松动或脱落现象； 

b) 操作机构应灵活，调整范围适宜； 

c) 活动部件推拉、转动应灵活方便，到位后应能可靠锁定或支撑； 

d) 连接机构应无卡阻现象；转动时无异常噪声； 

e) 连接件应有防脱措施，  连接线排列应整齐； 

f) 器件排列安装应合理， 焊接件应无虚焊、漏焊现象。 

4.3  功能 

纸硬币兑换机主要功能见表 1。 

表1 纸硬币兑换机主要功能 

功能项目 功能类别 功能内容 

主要业务 

纸币兑换硬币 
收入 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的纸币可以兑换出 1 元、5 角、1 角硬币

的功能 

纸币兑换纸币 收入 50 元、100 元的纸币可以兑换出 5 元、10 元、20 元纸币的功能 

硬币兑换纸币 
收入不少于兑换纸币面值的 1元、5 角、1 角硬币可以兑换出 5 元、10 元、20 元、

50 元、100 元纸币的功能 

纸币兑换整卷硬币 
收入不少于兑换硬币卷面值的 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的纸币可以兑换

出 1 元、5 角、1 角硬币卷的功能 

识别 
银行卡识别 

具备银联卡识读的功能，支持磁卡、IC 卡的读写；通过连接银联系统实现在线扣

款功能 

人民币鉴伪识别 具备流通人民币真伪鉴别和纸币冠字号码识别功能 

安全 数据录入与安全 

具备信息输入功能，通过键盘或触摸显示屏进行输入，用于在业务办理过程中输

入信息；具备数据安全性，数据录入与传输必须经过加密处理，以保证数据的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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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纸硬币兑换机主要功能（续） 

功能项目 功能类别 功能内容 

安全 

数据合法性检查 
具备银行卡及用户信息的完整性与合法性检查功能；数据输入时，软件及时进行

合法性检查，以保证数据输入的合法性 

银行卡模块 支持接触 IC 卡、磁条卡等银行卡功能，超时收卡功能、读卡器具备断电吐卡功能 

环境监视 具备不低于 200 万像素的环境监视摄像头 

卡币处理 自动检测卡币、自动清除卡币、防卡币功能，具有忘取回收  

维护 

系统设置 具备设置设备参数功能；例如定时关机、屏幕亮自动调节、语音调节 

交易异常处理 

交易中设备发生故障，即时提示客户终止交易，禁用对应功能： 

——提供复位功能，由工作人员排除故障； 

——支持查询异常交易流水信息；断电断网，终止当前交易、设备停用； 

——具有忘取回收、超时收卡功能、读卡器具备断电吐卡功能。 

 具有忘取回收、超时收卡功能、读卡器具备断电吐卡功能 

系统自检 开机时对设备所使用的各模块具有少币、出币忘取自动回收及故障自检功能 

远程监控 设备在联网时对可应具备状态时实监控功能 

设备维护 
收入 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的纸币可以兑换出 1 元、5 角、1 角硬币

的功能 

4.4 性能 

纸硬币兑换机的性能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纸硬币兑换机性能要求 

序号 项  目 要  求 

1 

纸币类模块 

完整币接受率 ≥99 % 

2 冠字号识别率 
应符合 GB 16999－2010 中表 2的要求，并具有冠字号码等信息记录和存储

功能 

3 纸币真假鉴别 任意面向放入的 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人民币纸币的真伪鉴别 

4 纸币接收速度 ≤2.0 秒/张 

5 纸币出币速度 出币速度≥4 张/秒，单笔最大出币量≥50 张 

6 纸币箱数量及容量 

纸币箱数≥3 个（2 个存币箱+1 个回收箱） 

纸币箱容量 

≥2000 张 

纸币回收箱容量 

≥2000 张 

残损纸币箱 

≥500 张 

7 

硬币类模块 

入币斗容量 支持硬币同时投入≥80 枚 

8 储币箱数量及容量 

储币盒数量≥3（可存放 1 元、5 角、1 角） 

找零箱容量≥1000 枚（1 元）；≥1500 枚（5 角）；≥2000 枚（1 角） 

回收箱容量≥10000 枚（混币） 

9 硬币处理速度 存币≥3 枚/秒；取币≥6 枚/秒 

10 硬币真假鉴别 支持所有流通的 1 元、5 角、1角币的真假鉴别能力。 

11 

接口 

通讯接口 应符合 GB/T 6107 或 GB/T 17183 的要求 

12 非接触 IC 卡接口 应符合 JR/T 0025.8 的要求 

13 银行卡接口 

尺寸应符合 GB/T 14504 中的银行卡尺寸要求 

触点应符合 GB/T 16649.2 的要求 

电气特性应符合 GB/T 16649.3的要求 

14 其它接口 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15 凭条打印速度 ≥150 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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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噪声 

纸硬币兑换机空闲时声功率级不应大于 55 dB(A),运行时声功率级不应大于 75 dB(A)。 

4.6 耐气候性 

纸硬币兑换机应能承受表3规定的耐气候试验，试验后其外观及主要业务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表3 气候环境 

序号 名  称 要  求 

1 工作气候 
温度，℃ 0～40 

相对湿度，%  25～90 

2 贮存运输气候 
温度，℃ -20～55 

相对湿度（40℃、非凝露态），%  20%～93% 

4.7 振动 

纸硬币兑换机应能承受表 4规定的耐振动试验，试验后其外观及主要业务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表4 振动条件 

试验项目 试验内容 数值 

初试和最后振动响应检查 

频率范围，Hz 5～35 

扫频速度（Oct/min），            ≤ 1 

驱动振幅，mm 0.15 

定频耐久试验 频率范围，Hz 5～35 

定频耐久试验 
驱动振幅，mm 0.15 

持续时间，min 4 

扫频耐久试验 

频率范围，Hz 5～35～5 

驱动振幅，mm 0.15 

扫频速度（Oct/min），            ≤ 1 

循环次数，次 2 

4.8 电源适应性 

纸硬币兑换机的电源电压与额定电压的偏差在（-22～+22）V，电源频率与额定频率的偏差在（-2.5～

+2.5）Hz范围内时，纸硬币兑换机应工作正常，其外观及主要业务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4.9 信息安全 

4.9.1 系统安全 

纸硬币兑换机系统安全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确保账户的安全性； 

b) 监控异常访问等情况； 

c) 设置异常或故障的警告。 

4.9.2 数据安全 

纸硬币兑换机数据安全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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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非正常操作具有自保护能力； 

b) 对可能引起数据改变的人工操作具有警告提示，待确认后方可执行。 

4.9.3 密码键盘防窥视 

键盘应配备防窥罩，纸硬币兑换机各摄像头不应捕抓到密码键盘的输入。 

4.10 电气安全 

纸硬币兑换机电气安全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5 电气安全  

序  号 名  称 要  求 

1 基本要求 符合 GB 4943.1－2001 中 1.3的有关要求 

2 绝缘电阻 ≥20 MΩ 

3 接触电流 Ⅰ类设备≤3.5 mA；Ⅱ类设备≤0.25 mA。 

4 抗电强度 符合 GB 4943.1－2001 中 5.2 的有关要求 

5 接地电阻 （Ⅰ类）≤0.1 Ω 

4.11 电磁兼容 

4.11.1 纸硬币兑换机工作时电源端子骚扰电压和辐射骚扰场强的极限值应不低于 GB/T 9254－2008

中 A级的要求。 

4.11.2 纸硬币兑换机谐波电流发射限值应符合 GB 17625.1－2003中 A类的要求。 

4.12 可靠性 

采用平均失效间隔工作时间(MTBF)衡量纸硬币兑换机的可靠性水平。平均失效间隔工作时间(MTBF)

的 m1不应小于 3000 h。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环境条件 

5.1.1 除试验方法有特殊要求外，其他试验在下述试验条件下进行： 

—— 温度：15 ℃～35 ℃； 

——相对湿度：25 ％～75 ％。 

5.1.2 为防止受试样品结霜和凝露。允许将受试样品用聚乙烯薄膜密封后进行试验，必要时还可在密

封套内装吸潮剂。 

5.2 外观和结构检查 

采用感官法对纸硬币兑换机的外观和结构进行检查。 

5.3 功能检查 

按纸硬币兑换机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相应操作方法，采用高抗及低抗磁卡、IC卡来检查纸硬币兑换

机能否实现纸硬币兑换及表1中规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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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性能试验 

5.4.1 纸币类模块 

5.4.1.1 完整币接收率 

采用面值为 5 元、10 元、20 元、50 元及 100 元的正常流通纸币各 100 张，连续放入纸硬币兑

换机纸币接收口，检测其纸币接收率。 

5.4.1.2 冠字号码误识率 

按GB 16999－2010中6.2.5规定的方法进行。并检查是否能对冠子号码进行记录和储存。 

5.4.1.3 纸币真假鉴别 

采用面值为5 元、10 元、20 元、50 元及100 元的正常流通纸币各20张，随机掺入相同面值的假币

各2 张，以任意面向连续放入纸硬币兑换机进行真假鉴别。 

5.4.1.4 纸币接收速度 

采用面值为100 元的正常流通纸币100 张，以任意面向连续放入纸硬币兑换机接收口，用秒表检测

纸硬币兑换机处理纸币所需时间，计算出单张纸币接收的时间。 

5.4.1.5 纸币出币速度 

设定纸币面值为 100 元，一次性出纸币 50 张，检查是否能正常实现。用秒表检测一次性出纸币 50

张所需要的时间，计算纸币出币速度。 

5.4.1.6 纸币箱数量及容量 

5.4.1.6.1 采用目视法检查纸硬币兑换机纸币箱的数量。 

5.4.1.6.2 采用面值为 100 元纸币 2000 张或等效尺寸的测试样块对存币箱的容量进行检测。 

5.4.1.6.3 采用面值为 100 元纸币 500 张或等效尺寸的测试样块对残币箱的容量进行检测。 

5.4.2 硬币类模块 

5.4.2.1 入币斗容量 

采用1元面额硬币80 枚，来检查纸硬币兑换机的硬币入币斗的容量。 

5.4.2.2 储币箱数量及容量 

5.4.2.2.1 采用目视法检查纸硬币兑换机储币箱的数量。 

5.4.2.2.2 采用 1 元硬币 1 000 枚，5 角硬币 1 500 枚，1角硬币 2 000 枚，分别放入对应面值的硬币

储币箱来检测其容量。 

5.4.2.2.3 采用 1 元硬币 10 000枚放入纸硬币兑换机的硬币回收箱来检测其容量。 

5.4.2.3 硬币处理速度 

采用1 元硬币80 枚，放入纸硬币兑换机入币斗，用秒表检测纸硬币兑换机处理硬币所需时间，计

算硬币处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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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 硬币真假鉴别 

采用面值为1 元、5 角、1 角的硬币各100 枚，随机掺入10 枚假币，连续放入纸硬币兑换机入币斗

进行真假鉴别。 

5.4.2.5 接口 

检查纸硬币兑换机各接口的质量保证书，或按下列方法进行检验： 

a) 通讯接口按 GB/T 17554.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b) 接触或非接触 IC 卡接口分别按 GB/T 16649.2、JR/T 0025.8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c) 银行卡接口的物理要求分别按 GB/T 14504、GB/T 16649.2、GB/T 16649.3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检验； 

d) 其它接口按相应的标准所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5.4.2.6 凭条打印速度 

用分度值为1 mm的钢卷尺检测纸硬币兑换机10 s钟所打印凭条的长度，计算其凭条打印速度。 

5.5 噪声试验 

按GB/T 3767规定的试验方法执行。测试仪器选用符合GB/T 3785.1中规定的1级声级计，分别对纸

硬币兑换机空闲及运行时的噪声，测试点距离被测噪声源1 m处。 

5.6 耐气候性试验 

5.6.1 低温 

5.6.1.1 低温工作 

按 GB/T 2423.1－2008 中规定的 Ad试验方法进行。将纸硬币兑换机放入低温箱内，温度渐进降至

（0±2）℃，持续时间 24 h后，接通纸硬币兑换机电源，检查其能否正常工作。 

5.6.1.2 低温贮存运输 

按GB/T 2423.1－2008规定的Ad试验方法进行。将包装好的纸硬币兑换机放入低温箱内，温度渐进

降至至（－25±2）℃，持续时间24  h后，将温度升至常温后取出纸硬币兑换机，在常温下放置不少于

2 h，拆开外包装，接通纸硬币兑换机电源，检查其能否正常工作。 

5.6.2 高温 

5.6.2.1 高温工作 

按GB/T 2423.2－2008中规定的Bb试验方法进行。将纸硬币兑换机放入高温箱内，温度渐进升至（40

±2）℃，持续时间24 h后。接通纸硬币兑换机电源，检查其能否正常工作。 

5.6.2.2 高温贮存运输 

按GB/T 2423.2－2008规定的Bb试验方法执行。将包装好的纸硬币兑换机放入高温箱内，温度渐

进升至（55±2）℃，持续时间 24  h后，将温度降至常温后取出纸硬币兑换机，在常温下放置不少于2 h，

拆开外包装，接通纸硬币兑换机电源，检查纸硬币兑换机能否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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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恒定湿热 

5.6.3.1 工作条件  

按GB/T 2423.3－2006规定的试验方法执行。将未包装的纸硬币兑换机放入恒温湿热试验箱内,温度

渐进升至（40±2）℃试验箱内,持续时间1 h后, 在30 min内将恒温湿热试验箱相对湿度加到（90±3） %,

持续时间持续时间48 h后, 接通纸硬币兑换机电源，检查其能否正常工作。 

5.6.3.2 贮存运输条件 

按GB/T 2423.3－2006规定的试验方法执行。将包装的纸硬币兑换机放入恒温湿热试验箱内,温度渐

进升至（55±2）℃恒温湿热试验箱内,持续时间1 h后, 在30 min内将恒温湿热试验箱相对湿度加到（95

±3）%,持续时间持续时间48 h后, 接通纸硬币兑换机电源，检查其能否正常工作。 

5.7 振动试验 

按GB/T 2423.10规定的方法进行。在不工作条件下，按表4的规定值，分别对三个互相垂直轴线方

向进行振动试验。试验后接通纸硬币兑换机电源，检查其能否正常工作。 

5.8 电源适应性试验 

5.8.1 用调压器将纸硬币兑换机输入电源电压分别调至 198 V和 242 V(频率恒定在 50 Hz)，在此二种

输入电源电压状态下分别进行主要业务及纸币接收速度、纸币出币速度、硬币处理速度和凭条打印速度。 

5.8.2 用调压器将纸硬币兑换机输入电源频率分别调至 47.5 Hz和 52.5 Hz(电压恒定在 220 V)，在此

二种输入电源频率状态下分别进行主要业务及纸币接收速度、纸币出币速度、硬币处理速度和凭条打印

速度。 

5.9 信息安全试验 

5.9.1 系统安全 

系统安全采用以下方法检验： 

a) 以不同身份进行登录管理，检查是否可以访问设备； 

b) 人为设置异常情况，检查异常访问监控情况； 

c) 人为输入异常或设置软、硬件故障，检查运行页面的警告情况。 

5.9.2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采用以下方法检验： 

a) 人为误操作，检查自保护能力； 

b) 执行可能改变存储数据的操作，观察产品的警告确认提示。 

5.9.3 键盘防窥视 

采用目视法检查键盘是否配备防窥罩，打开摄像软件，观察是否捕抓到密码键盘的输入键值动作。 

5.10 电气安全试验 

5.10.1 基本要求 

    按 GB 4943.1－2011中 1.3规定的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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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绝缘电阻 

采用测试电压为直流 500 V的绝缘电阻测试仪分别检测纸硬币兑换机的电源两极之间、电源两极与

接地可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电源两极与未接地的可触及部件之间的绝缘电阻。 

5.10.3 接触电流 

按 GB 4943.1－2011中 5.1规定的方法执行。 

5.10.4 抗电强度 

按 GB 4943.1－2011中 5.2规定的方法执行。 

5.10.5 接地电阻 

如果被测电路的电流额定值小于或等于 16 A，根据电压降计算出保护导体的接触电阻。试验电流、

试验电压和试验时间应满足以下要求： 

—— 试验电流为被测电路电流额定值的 1.5 倍； 

—— 试验电压应不超过 12 V； 

—— 试验时间为 60 s。 

5.11 电磁兼容试验 

5.11.1 无线电骚扰限值 

纸硬币兑换机无线电骚扰限值测量按 GB 9254－2008中第 9章、第 10章规定的方法执行。 

5.11.2 抗扰度限值试验 

纸硬币兑换机抗扰度限值测量按GB/T 17618规定的方法进行。 

5.11.3 谐波电流限值试验 

纸硬币兑换机谐波电流发射限值测量按 GB 17625.1－2012中第 6章规定的方法执行。 

5.12 可靠性试验 

5.12.1 试验条件 

电应力和温度应力按以下方法进行试验： 

a) 电应力：受试样品在输入电压标称值 220V的±10%变化范围内工作，一个周期内各种条件工作

时间的分配为：电压上限 25%、标称值 50%、电压下限 25%； 

b) 温度应力：受试样品在一个周期内由正常温度升至高温工作的温度值（40±2）℃再回到正常

温度，温度变化率的平均值为（0.7～1）℃/min 或根据受试样品的特殊要求选用其他值，在

一个周期内保持在上限和正常温度的持续时间之比为 1：1左右； 

c) 一个周期称为一次循环，在总试验期间内循环次数不应小于三次，每个周期的持续时间应不大

于 0.2 ms，电应力和温度应力应同时施加。 

5.12.2 试验方案 

可靠性试验按GB/T 5080.7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方案由产品规范具体规定。在测试环境中运行纸

硬币兑换机系统软件，进行纸硬币兑换交易，要求每种业务类型均进行测试。故障的判据和计入方法按

GB/T 5080.7中的附录B的规定执行，并统计关联的故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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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试验时间 

试验时间持续到总试验时间及总故障数均能按选定的试验方案作出接收或拒收判决时截止。多台受

试样品试验时，每台受试样品的试验时间不得少于所有受试样品的平均试验时间的一半。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纸硬币兑换机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每台纸硬币兑换机应经生产者质量检验部门出厂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2.2 纸硬币兑换机出厂检验项目按表６的规定执行。 

表6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全检 抽检 

1 外观和结构 4.1、4.2 5.2 ○ － ○ 

2 功能 4.3 5.3 ○ － ○ 

3 

性能 

纸币类模块 

完整币接受率 

4.4 

5.4.1.1 － － ○ 

4 冠字号识别率 5.4.1.2 － － ○ 

5 纸币真假鉴别 5.4.1.3 ○ － ○ 

6 纸币接收速度 5.4.1.4 － ○ ○ 

7 纸币出币速度 5.4.1.5 － ○ ○ 

8 纸币箱数量及容量 5.4.1.6 － － ○ 

9 

硬币类模块 

入币斗容量 5.4.2.1 － － ○ 

10 储币箱数量及容量 5.4.2.2 － － ○ 

11 硬币处理速度 5.4.2.3 － ○ ○ 

12 硬币真假鉴别 5.4.2.4 ○ － ○ 

13 

接口 

通讯接口 

5.4.3 

－ － ○ 

14 非接触 IC 卡接口 － － ○ 

15 银行卡接口 － － ○ 

16 其它接口 － － ○ 

17 凭条打印速度 5.4.4 － ○ ○ 

18 噪声 4.5 5.5 ○ － ○ 

19 耐气候 4.6 5.6 － － ○ 

20 振动 4.7 5.7 － － ○ 

21 电源适应性 4.8 5.8 － － ○ 

22 信息安全 4.9 5.9 － － ○ 

23 电气安全 4.10 5.1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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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项目（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全检 抽检 

23 电气安全 4.10 5.10 ○ － ○ 

24 电磁兼容 4.11 5.11 － － ○ 

25           可靠性 4.12 5.12 － － ○ 

注：表中的“○”表示需要进行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检验的项目。 

 

6.2.3 出厂检验为全检项目的检验结果若有不合格项，则判该台纸硬币兑换机为不合格。 

6.2.4 出厂检验抽检项目、检验水平、抽样方案及接收质量线按表 5的规定执行。 

表7 出厂检验抽检项目、检验水平、抽样方案和接收质量线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水平 抽样方案 接收质量线 AQL 

1 

性能 

纸币类模块 
纸币接收速度 

S-2 
按 GB/T 2828.1 中规定

的正常一次 
2.5 

2 纸币出币速度 

3 硬币类模块 硬币处理速度 

4 凭条打印速度 

6.3 型式检验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正常生产每三年进行一次；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3.2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６的规定进行。 

6.3.3 型式检验样机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两台。经型式检验所有检验项目合格，则判

定型式检验合格，当出现有不合格项目时，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7.1 标志 

7.1.1 每台纸硬币兑换机应在明显而适当位置固定标牌，标牌的尺寸和要求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 

7.1.2 产品标牌上至少应标明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型号； 

c) 生产者名称； 

d) 电源额定值； 

e) 生产日期或出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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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产品执行标准等。 

7.1.3 包装箱上至少应标明下列内容： 

a) 生产者地址或电话； 

b) 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c) 包装箱重量； 

g) 包装箱外形尺寸。 

7.2 包装 

7.2.1 纸硬币兑换机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的规定。 

7.2.2 包装箱应牢固，适应运输装卸的要求。 

7.2.3 随机专用工具及易损件应包装并固定在包装箱中。 

7.2.4 包装应具有防潮措施，包装箱内至少包括下列技术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装箱单。 

7.3 运输 

包装后的产品应能以任何交通运输工具和方式运送到任何地点，在长途运输时不得装在敞篷的船舱

和车厢，中途转运后不得存放在露天仓库中，不允许与易燃、易爆、易腐蚀性的物品同车装运，产品不

允许经受雨、雪、液体物质的淋袭与机械损伤。 

7.4 贮存 

7.4.1 产品贮存时应放在原包装箱内，存放产品的仓库环境温度为-25 ℃～55 ℃，相对湿度为 20 %～

93 %。仓库内不能有各种有害气体、易燃、易爆的产品及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并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

冲击和强磁场的作用。 

7.4.2 包装箱的木制底座下部铲入空隙高度应至少 10 cm，距墙壁、热源、冷源、窗口、空气入口至

少 50 cm。 

7.4.3 若无其他规定时，贮存期一般应为 6个月。若存放超过 6个月，则应重新进行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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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纸币面值为100 元，一次性出纸币50 张，检查是否能正常实现。用秒表检测一次性出纸币50张所需要的时间，计算纸币出币速度。

	纸币箱数量及容量
	采用目视法检查纸硬币兑换机纸币箱的数量。
	采用面值为100 元纸币2000 张或等效尺寸的测试样块对存币箱的容量进行检测。
	采用面值为100 元纸币500 张或等效尺寸的测试样块对残币箱的容量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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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1 元硬币1 000 枚，5 角硬币1 500 枚，1角硬币2 000 枚，分别放入对应面值的硬币储币箱来检测其容量。
	采用1 元硬币10 000枚放入纸硬币兑换机的硬币回收箱来检测其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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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动试验
	电源适应性试验
	用调压器将纸硬币兑换机输入电源电压分别调至198 V和242 V(频率恒定在50 Hz)，在此二种输入电源电压状态下分别进行主要业务及纸币接收速度、纸币出币速度、硬币处理速度和凭条打印速度。
	用调压器将纸硬币兑换机输入电源频率分别调至47.5 Hz和52.5 Hz(电压恒定在220 V)，在此二种输入电源频率状态下分别进行主要业务及纸币接收速度、纸币出币速度、硬币处理速度和凭条打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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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电流
	抗电强度
	接地电阻

	电磁兼容试验
	无线电骚扰限值
	抗扰度限值试验
	谐波电流限值试验

	可靠性试验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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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每台纸硬币兑换机应经生产者质量检验部门出厂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纸硬币兑换机出厂检验项目按表６的规定执行。
	出厂检验为全检项目的检验结果若有不合格项，则判该台纸硬币兑换机为不合格。
	出厂检验抽检项目、检验水平、抽样方案及接收质量线按表5的规定执行。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６的规定进行。
	型式检验样机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两台。经型式检验所有检验项目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合格，当出现有不合格项目时，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标志
	每台纸硬币兑换机应在明显而适当位置固定标牌，标牌的尺寸和要求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
	产品标牌上至少应标明下列内容：
	包装箱上至少应标明下列内容：

	包装
	纸硬币兑换机的包装应符合GB/T 13384的规定。
	包装箱应牢固，适应运输装卸的要求。
	随机专用工具及易损件应包装并固定在包装箱中。
	包装应具有防潮措施，包装箱内至少包括下列技术文件：

	运输
	贮存
	产品贮存时应放在原包装箱内，存放产品的仓库环境温度为-25 ℃～55 ℃，相对湿度为20 %～93 %。仓库内不能有各种有害气体、易燃、易爆的产品及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并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和强磁场的作用。
	包装箱的木制底座下部铲入空隙高度应至少10 cm，距墙壁、热源、冷源、窗口、空气入口至少50 cm。
	若无其他规定时，贮存期一般应为6个月。若存放超过6个月，则应重新进行出厂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