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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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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所涉及的 卡读写机适用于工商 税务 交通及流动人口管理等领域 该机适用的 卡应

符合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部分 物理特性 和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部分 触点的尺寸和位置 和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部分 电信号和传输协议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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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集成电路 卡读写机通用规范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集成电路 卡读写机 以下简称产品 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以及标

志 包装 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卡读写机产品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部分 总则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低温试验方法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高温试验方法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和导则 冲击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和导则 碰撞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自由跌落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和导则 振动 正

弦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信息技术设备 包括电气事务设备 的安全

信息交换用汉字 点阵字模集

信息交换用汉字 点阵字模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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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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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换用汉字 点阵字模集

信息交换用汉字 点阵字模数据集

数据处理词汇 部分 可靠性维修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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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 第一部分 体系结构与基本多文

种平面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部分 物理特性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部分 触点的尺寸和位置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 部分 电信号和传输协议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限值和测量方法

定义

集成电路 卡读写机

指各类集成电路 卡读写设备 如手持式 卡读写机 台式 卡读写机 内置或外置 宿主机为

微机 的 卡通用读写器等 该类产品可 与计算机或网络 在联机或脱机方式下对 卡完成识别和各

种操作

管理 卡

管理 卡简称管理卡 指系统管理人员用于向 卡读写机加载各种管理信息用的 卡

汇总 卡

汇总 卡简称汇总卡 指系统管理人员或用户从 卡读写机中汇总信息用的 卡

要求

功能

相互确认时间

从卡到位至读写机与卡完成相互确认的时间不应超过

字符及输出

产品应能处理 或 规定的部分或全部字符

产品中显示或打印输出应采用 规定的 点阵字型 规定的 点

阵字型 或采用有关标准规定的 点阵字型 产品中不应采用低于 点阵字

型

键盘

台式和手持式产品应按功能要求设置必要的工作键 每个键均可由程序进行定义

卡座

对适用接触式 卡的读写机 其卡座的触点位置和尺寸应符合 和

的要求

电源

由直流电源供电时 当电压在标称值 范围内时 产品工作应正常 当经交流变换器供电时 交

流电压在标称值 范围内时 产品工作应正常 产品还应有掉电 过流 过压 短路 极性反接等保护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措施 当电压恢复正常时 能自动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存储器

产品中的信息存储器容量大小可按用户需求配置 存储信息应能保存十年以上

通信

应有符合 的通信接口 经此接口可联接计算机 由计算机经此口直接给读写机下载操

作程序和管理信息以及回收信息

其他接口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脱机工作能力

具有脱机工作能力的产品 在脱机工作方式下 卡读取的信息存于机内存储器中 也能将有关信

息写入 卡中 管理信息的加载和信息的回收可以采用管理卡和汇总卡 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

外观与结构要求

外形应美观大方 表面涂覆层应均匀 不应起泡 龟裂 脱落和不应有明显的破损 划痕 变形和污染

等 零部件连接应紧固无松动 开关 按键应操作灵活可靠

电路板的布线要合理 不能有临时接线

商标 名称 型号和文字说明要清晰 端正

环境要求

气候环境条件

适用的气候条件如表 所示

表 气候环境条件

序 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工作 贮运 工作 贮运

大气压

机械环境条件

机械环境条件见表 表

表 振动适应性

初始和最后振动响应检查 定频耐久试验 扫频耐久试验

频率范围 扫频速度 驱动振幅 驱动振幅 持续时间 频率范围 驱动振幅 扫频速度
循环次数

注 表中驱动振幅为峰值

表 冲击适应性

峰值加速度 脉冲持续时间
冲 击 波 形

半正弦波形或后峰锯齿波或梯形波

注 产品标准中应规定具体的冲击波形

表 碰撞适应性

峰值加速度 脉冲持续时间
碰撞次数 碰撞波形

半正弦波



表 运输包装件跌落适应性

包装件质量 跌落高度

安全

应符合 中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规定

可靠性及寿命

的 值不应低于 卡座和键除外

卡座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次 键的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次

电磁兼容性

无线电骚扰

无线电骚扰限值应符合 中相应级别 级或 级 的规定

抗扰度

抗扰度限值应符合 中的相应规定

数据安全

卡读写机一般存在两类数据 通用数据和敏感数据

通用数据 包括时间 读写机识别号及应用记录等 外界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访问 但不允许进

行未经授权的修改

敏感数据 包括密钥 应用的内部参数等 不允许外界未经授权对这类数据进行访问或修改

数据传输时 必须采用由系统规定的加密算法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传输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本标准中除气候环境试验和可靠性试验以外 其他试验均在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 即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

外观检查

目测检查产品的外观质量 应符合 条规定

功能试验

利用生产商提供的检查程序进行以下各项测试 测试用卡必须符合 的相关规定

相互确认时间测试

手动插入本系统发行的 卡 用检查程序测试 从卡到达读写位置至读写机与卡完成相互确认的

时间 应符合 条之规定

字符及其输出检查

手动插入本系统发行的 卡 通过预先加载进读写机存储器中的检查程序 并配合键盘操作 输出

功能应符合 条之规定

键盘检查

插入合法 卡 使读写机工作 然后按动各个工作键 检查是否实现相应的功能

通过运行检查程序 检查每个键是否可由程序定义

电源适应能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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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源供电

调节供电电压使其偏离标称值 产品应工作正常 调节供电电压使其偏离标称值 恢复正

常值后 产品应工作正常

经电源变换器由交流电源供电时 按表 的各种组合对产品进行试验 每种组合运行一遍检查

程序 受试产品工作应正常

表 交流电源适应能力

标称值组合
电压 频率

将电池反接 再恢复正常 产品应工作正常 在加电工作状态 向卡座内插入金属片 拔出后 产

品应工作正常

存储器检查

存储容量检查可在存储器的首地址和末地址分别写入常数 然后读出 检查是否与写入常数一致

保存信息检查应在加载信息后 断掉工作电源 后 重新加电 信息不丢失

通信功能检查

将产品通信接口联接计算机 借助系统软件的支持 在计算机上给该机加载信息 检查该机接收情

况 应正确无误 然后在计算机上发回收命令回收该机的数据并检查回收数据情况应正确无误

脱机工作能力检查

让产品脱机工作 然后用管理卡或其他方式加载信息 检查加载的信息并进行相应的操作应正确无

误 再用汇总卡或其他方式从该机回收信息 然后将回收的信息从计算机上读出检查应正确无误

安全检查

按 的规定进行

可靠性及寿命试验

试验条件

本标准规定的可靠性试验目的为确定产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可靠性水平 试验周期内综合应力

规定如下

电应力 受试样品在输入电压标称值的 变化的范围内工作 交流供电时电压变化为

一个周期内各种条件工作时间的分配为 电压上限 标称值 电压下限

温度应力 受试样品在一个周期内由正常温度 具体值由产品标准规定 升至表 规定的温度上限

值再回到正常温度 温度变化率的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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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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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每个周期的持续时间应不大于

电应力和温度应力同时施加

试验方案

可靠性试验按 进行 试验方案由产品标准规定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应运行检查程序

故障的判据和计入方法按附录 标准的附录 的规定 只统计关联故障数

试验时间

试验时间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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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座和键的可靠性及寿命试验按有关标准进行

电磁兼容性试验

无线电骚扰试验

按 中无线电骚扰限值的含义 规定的测量方法及评估统计方法进行 信息技术设备

就无线电骚扰限值分为 级和 级两类 对于满足 级限值但不满足 级限值的产品 应在产品使用

说明中给出 的 条中所示的声明

抗扰度试验

试验方法按 相应规定进行

环境试验

一般要求

环境试验方法总则按 的规定进行

低温试验

工作温度下限试验

按 中试验 进行 允许用非保温性物品将产品包裹或密封 以防产品结霜 凝

水 按表 要求的工作温度上限值加电运行检查程序 产品应正常工作

贮运温度下限试验

将产品放在恒温箱中 按表 要求将温度下降到贮运温度下限 恒温 然后恢复到常温 恢复时

间 再进行检测应能正常工作

按表 要求的工作温度下限值加电运行检查程序 产品应正常工作

高温试验

工作温度上限试验

按 中试验 进行

贮运温度上限试验

将产品放在恒温箱中 把温度升高到表 要求的贮运温度的上限 恒温 然后恢复到常温 恢复

时间 再进行检测应能正常工作

恒定湿热试验

工作条件下恒定湿热试验

按照 中试验 进行 按表 规定的工作条件下的温度 湿度上限加电运行检查程

序 产品应工作正常

贮运条件下恒定湿热试验

按照 中试验 进行 按表 规定的贮运条件下的温度 湿度上限 在不工作的条件

下存放 然后恢复到通常工作条件 恢复时间 再加电运行检查程序 产品应工作正常

振动试验 见表

按 中试验 进行

冲击试验 见表

按 中试验 进行

碰撞试验 见表

按 中试验 进行

包装跌落 见表

按 中试验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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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鉴定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 检验项目按表 的规定

表 检验项目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验类别

鉴定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要 求 试验方法

外观 ○ ○ 按 按

功能 ○ ○ 按 按

安全性 ○ 按 按

电源适应能力 ○ 按 按

可靠性 ○ 按 按

电磁兼容 ○ 按 按

环境条件 ○ 按 按

振动 ○ 按 按

冲击 ○ 按 按

碰撞 ○ 按 按

运输包装件跌落 ○ 按 按

○ 表示应检验的项目

表示不检验的项目

过流过压等破坏性测试在一致性检验时不做

在一致性检验中安全只做抗电强度及对地泄漏电流试验

鉴定检验

产品定型或连续生产一年以上应进行鉴定检验 批量生产后在结构 工艺 电路 主要零部件等

方面有较大改动时应进行鉴定检验

鉴定检验样品应在一致性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可靠性检验的受试样品数按表 规定

其余项目的受试样品数为 台

鉴定检验项目 除可靠性检验外 其余检验项目的故障处理方法如下

检验中出现故障或任一项通不过时 应查明故障原因 提出故障分析报告 经修复后应重新做该项

试验 之后按顺序做以下各项检验 如再次出现故障或某项通不过 在查明原因 提出故障分析报告 再

经修复后 则应重新进行各项检验 在重新进行检验中又出现某一项通不过检验时 则判通不过

表 可靠性检验的样品数

批量或连续生产台数 最佳样品数 最大样品数

全部 全部

以上



鉴定检验由产品制造单位质量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指定或委托的质量检验部门负责进行

检验后要提交鉴定检验报告

质量一致性检验

产品出厂时需全数经质量一致性检验 检验中出现任一项不合格时 返修后重新进行检验 如再

次出现任一项不合格时 该台产品被判为不合格品 合格品由专职检验员在合格证上签章后方可出厂

功能检查及外观结构检查按 进行抽样检验 抽样方案 合格质量水平与检查水平应

在产品标准中具体规定

质量一致性检验由产品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负责进行

标志 包装 运输 贮存

标志

产品的标志为生产厂家产品统一注册商标 标示位置由生产厂家自定

另外 每个产品还应附有标牌 上面应标志以下内容

生产厂家的名称

生产厂家的地址

产品名称 型号和产品编号

包装

包装箱外应标有制造厂名称 地址 产品名称和型号 出厂日期 包装箱内应有装箱清单 产品出厂

检验合格证 备附件及有关的随机资料

运输

运输标志应符合 的规定 包装后产品应方便运输 并应避免雨雪或接触有害化学物质 搬

运中防止机械损伤

贮存

该类产品贮存时应放在原包装箱内 贮存存放产品的包装箱应垫离地面至少 距离墙壁 热

源 冷源 窗口 通气口至少

贮存期一般为 个月 若在生产厂存放期已超过 个月 则应在出厂前重新进行出厂检验 产品仓

库的环境温度为 相对湿度 库房内不允许有各种有害气体 易燃 易爆物品

及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 并应远离强电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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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标准的附录

故障分类及判据

故障定义

按 规定的故障定义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均为故障

受试样品在规定条件下 出现了一个或几个性能参数不能保持在规定值的上下限之间

受试样品在规定条件下 出现了机械零件 结构件的损坏或卡死 或出现了元器件的失效或断

裂 而使受试样品不能完成其规定的功能

故障分类

故障类型分为关联性故障 简称关联故障 和非关联性故障 简称非关联故障

关联故障是受试样品预期会出现的故障 通常是产品本身条件引起的 它是在解释试验结果或计算

可靠性特征值时必须要计入的故障

非关联故障是样品出现非预期故障 这类故障不是受试样品本身条件引起的 而是试验要求之外引

起的 非关联故障在解释试验结果或计算可靠性特征值时不计入 但应在试验中记录 以便于分析和判

断

关联故障判据

必须经更换元器件 零部件或设备才能排除的故障

损耗件 如电池 在其寿命期内发生的故障

需要对接插件 电缆等进行修整 消除短路和接触不良 方可排除的故障

出现造成测试和维护人员的不安全或造成受试样品和设备严重损坏而必须立即中止试验的故

障 一旦出现此类故障 应立即做出拒收判定

程序的偶然停运或运行失常 但无须做任何维修和调整 再经启动就能恢复正常 这种偶然的跳

动故障 凡累积数达三次者 指同一类试品 计一次关联故障 不足三次者均做非关联故障处理

不是同一因素引起而同时发生两个以上的关联故障 则应如数计入 如果是同因素引起的 则只

计一次

承担确认试验的检测单位 根据故障情况和分析结果 有资格认定某种故障为关联故障

非关联故障判据

从属性故障

由于受试样品某一元器件 零部件失效或出现设备故障而直接引起受试样品另一相关元器件或零

部件的失效所造成的故障 或者由于试验条件变化已超出规定范围 如突然断电 电网电压和频率的变

化 温湿度变化 严重的机械环境变化和干扰等 而造成的故障

误用性故障

由于操作人员的过失而造成的故障 如安装不当 施加了超过规定的应力条件 或者允许调整的部

件没有得到正确的调节而造成的故障

诱发性故障

在检修期间 因为维修人员的过失而造成的故障

承担试验检测的单位 根据失效分析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可以做出关联故障或非关联故障的判定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集成电路卡读写机检查程序的规定

编制原则

本规定提出的检查程序是指由生产厂家提供的用以严格检查集成电路卡读写机产品各个硬件部件

的综合性自检程序 该程序应提供易于暴露各硬件部件出现故障的测试方法 程序应功能清楚 调用方

便 使用灵活 便于人工控制和选择 对被检查部分的工作状态和检查结果应能给出清晰的指示

检查内容

应包括下列检查内容

字符及其输出检查

键盘检查

电源适应力检查

存储器检查

可靠性试验

其他接口的功能性检查

检查步骤

检查步骤应在产品标准中详细规定 在做电源适应能力检查和环境条件检查中 都要运行检查程序

检查 规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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