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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题要内容题要



背景之一：人民银行先后制定、颁布的不宜流背景之一：人民银行先后制定、颁布的不宜流
通人民币标准通人民币标准



背景之二：背景之二：
现行现行《《不宜流通人民币挑剔标准不宜流通人民币挑剔标准》》

已不能完全满足目前社会发展和货币发已不能完全满足目前社会发展和货币发
行业务的需要行业务的需要



制订本标准的主要意义制订本标准的主要意义



本标准与现行标准的主要区别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一、规格一、规格

（一）硬（一）硬11分分

直径18毫米

重量0.67克

边厚1.35毫米

背面

正面

直径小于17.1毫米
或大于18.9毫米

重量小于0.64克
或大于0.7克

边厚小于1.22毫米
或大于1.49毫米

不宜流通规格标准规格

变化

5％

变化

5％

变化

10％



（二）硬（二）硬22分分

直径21毫米

重量1.08克

边厚1.60毫米

背面

正面

直径小于19.95毫米
或大于22.05毫米

重量小于1.03克
或大于1.13克

边厚小于1.44毫米
或大于1.76毫米

不宜流通规格标准规格

变化

5％

变化

5％

变化

10％



（三）硬（三）硬55分分

直径24毫米

重量1.60克

边厚1.80毫米

背面

正面

直径小于22.8毫米
或大于25.2毫米

重量小于1.52克
或大于1.68克

边厚小于1.62毫米
或大于1.98毫米

不宜流通规格标准规格

变化

5％

变化

5％

变化

10％



（四）硬（四）硬11角（角（19991999年版）年版）

直径19毫米

重量1.15克

边厚1.75毫米

背面

正面

直径小于18.05毫米
或大于19.95毫米

重量小于1.09克
或大于1.21克

边厚小于1.58毫米
或大于1.93毫米

不宜流通规格标准规格

变化

5％

变化

5％

变化

10％



（五）硬（五）硬11角（角（20052005年版）年版）

直径19毫米

重量3.20克

边厚1.75毫米

背面

正面

直径小于18.05毫米
或大于19.95毫米

重量小于3.04克
或大于3.36克

边厚小于1.58毫米
或大于1.93毫米

不宜流通规格标准规格

变化

5％

变化

5％

变化

10％



（六）硬（六）硬55角角

直径20.5毫米

重量3.80克

边厚1.65毫米

背面

正面

直径小于19.48毫米
或大于21.53毫米

重量小于3.61克
或大于3.99克

边厚小于1.49毫米
或大于1.82毫米

不宜流通规格标准规格

变化

5％

变化

5％

变化

10％



（七）硬（七）硬11元元

直径25毫米

重量6.05克

边厚1.85毫米

背面

正面

直径小于23.75毫米
或大于26.25毫米

重量小于5.75克
或大于6.35克

边厚小于1.67毫米
或大于2.04毫米

不宜流通规格标准规格

变化

5％

变化

5％

变化

10％



二、污渍二、污渍

◆币面单个污渍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5%，
◆多个污渍累计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10%；
◆污渍遮盖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

面额 硬1分 硬2分 硬5分
硬1角

(1999年版）
硬1角

（2005年版）
硬5角 硬1元

标准面积
（mm2）

254 346 452 284 284 330 491

单个污渍面积
（mm2）

>12.7 >17.3 >22.6 >14.2 ＞14.2 ＞16.5 ＞24.55

多个污渍累计
面积（mm2）

>25.4 >34.6 >45.2 >28.4 ＞28.4 ＞33 ＞49.1



单个污渍面积大于标准面积单个污渍面积大于标准面积5%5%的图示的图示



◆◆币面单个污渍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币面单个污渍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5%5%，，
◆◆多个污渍累计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多个污渍累计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10%10%；；
◆◆污渍遮盖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污渍遮盖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

（一）硬1角



（二）硬（二）硬55角角



（三）硬（三）硬11元元



三、磨损三、磨损

面额面额 硬硬11分分 硬硬22分分 硬硬55分分
硬硬11角角

（（19991999年版）年版）
硬硬11角角

（（20052005年版）年版）
硬硬55角角 硬硬11元元

标准面积标准面积
（（mmmm22））

254254 346346 452452 284284 284284 330330 491491

一处磨损面积一处磨损面积
（（mmmm22））

>12.7>12.7 >17.3>17.3 >22.6>22.6 >14.2>14.2 ＞＞14.214.2 ＞＞16.516.5 ＞＞24.5524.55

多处磨损累计面积多处磨损累计面积
（（mmmm22））

>25.4>25.4 >34.6>34.6 >45.2>45.2 >28.4>28.4 ＞＞28.428.4 ＞＞3333 ＞＞49.149.1

◆币面出现一处磨损，深度大于
0.1mm，磨损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
5%；
◆币面出现多处磨损，深度大于
0.1mm，累计磨损面积大于标准面
积的10%；
◆币面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受
损，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



（一）硬（一）硬11角角

◆币面出现一处磨损，深度大于0.1mm，磨损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5%；
◆币面出现多处磨损，深度大于0.1mm，累计磨损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10%；
◆币面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受损，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



（二）硬（二）硬55角角

◆币面出现一处磨损，深度大于0.1mm，磨损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5%；
◆币面出现多处磨损，深度大于0.1mm，累计磨损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10%；
◆币面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受损，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



（三）硬（三）硬11元元

◆币面出现一处磨损，深度大于0.1mm，磨损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5%；
◆币面出现多处磨损，深度大于0.1mm，累计磨损面积大于标准面积的10%；
◆币面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受损，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



四、变色
在流通过程中因自然氧化、火烧等原因，使币面色泽发生较大改

变、图案模糊不清，或光泽度变暗，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的。

（一）硬1角



（二）硬（二）硬55角角

在流通过程中因自然氧化、火烧等原因，使币面色泽
发生较大改变、图案模糊不清，或光泽度变暗，影响辨别
面额或真伪的。



(三)硬1元

在流通过程中因自然氧化、火烧等原因，使币面色泽
发生较大改变、图案模糊不清，或光泽度变暗，影响辨别
面额或真伪的。



五、变形五、变形

在流通过程中出现扭曲、弯折、凸起、
凹坑或其他变形，其最低面直径与最高面
直径差值大于1mm，或整体厚度与标准边
部厚度差值大于1mm的，为不宜流通人民
币。



（一）硬（一）硬11角角

在流通过程中出现扭曲、弯折、凸起、凹坑或其他变形，其最低面
直径与最高面直径差值大于1mm，或整体厚度与标准边部厚度差值大于
1mm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



（二）硬（二）硬55角角

在流通过程中出现扭曲、弯折、凸起、凹坑或其他变形，其最低面
直径与最高面直径差值大于1mm，或整体厚度与标准边部厚度差值大于
1mm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



（三）硬（三）硬11元元

在流通过程中出现扭曲、弯折、凸起、凹坑或其他变形，其最
低面直径与最高面直径差值大于1mm，或整体厚度与标准边部厚度差
值大于1mm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



六、孔洞六、孔洞

人民币硬币在流通过程中出现可见光孔洞的。



七、裂痕七、裂痕

面额面额 硬硬11分分 硬硬22分分 硬硬55分分
硬硬11角角

（（19991999年版）年版）
硬硬11角角

（（20052005年版）年版）
硬硬55角角 硬硬11元元

标准周长标准周长
（（mmmm））

5757 6666 7575 6060 6060 6464 7979

裂纹或裂口累计长度裂纹或裂口累计长度
（（mmmm））

＞＞5.75.7 ＞＞6.66.6 ＞＞7.57.5 ＞＞66 ＞＞66 ＞＞6.46.4 ＞＞7.97.9

划痕累计长度划痕累计长度
（（mmmm））

＞＞
8.558.55

＞＞9.99.9 ＞＞11.2511.25 ＞＞99 ＞＞99 ＞＞9.69.6 ＞＞11.8511.85

◆币面边沿内出现裂纹或裂口，径向深度大
于1mm，单个裂纹或裂口长度超过3mm，且累
计长度大于标准周长的10% ；
◆币面出现划痕，径向深度大于1mm，单个
划痕长度大于2 mm，且累计长度大于标准周
长的15% ；
◆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受损，影响辨别面
额或真伪。



（一）硬（一）硬11角角

◆币面边沿内出现裂纹或裂口，径向深度大于1mm，单个裂纹或裂口长度超过
3mm，且累计长度大于标准周长的10% ；
◆币面出现划痕，径向深度大于1mm，单个划痕长度大于2 mm，且累计长度大于
标准周长的15% ；
◆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受损，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



（二）硬（二）硬55角角

◆币面边沿内出现裂纹或裂口，径向深度大于1mm，单个裂纹或裂口长度超过
3mm，且累计长度大于标准周长的10% ；
◆币面出现划痕，径向深度大于1mm，单个划痕长度大于2 mm，且累计长度大于
标准周长的15% ；
◆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受损，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



（三）硬（三）硬11元元

◆币面边沿内出现裂纹或裂口，径向深度大于1mm，单个裂纹或裂口长度超过
3mm，且累计长度大于标准周长的10% ；
◆币面出现划痕，径向深度大于1mm，单个划痕长度大于2 mm，且累计长度大于
标准周长的15% ；
◆文字、数字、图案之一受损，影响辨别面额或真伪。



重要防伪特征

人民币硬币重要防伪特征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