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付结算知识 

 

第一节 账户的开立与使用 

目前，我们在办理支付结算业务时最常用到的两类账户是银

行账户和支付账户。银行账户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

为客户开立，支付账户由非银行支付机构（也称第三方支付机构，

以下简称支付机构）为客户开立。下面，我们主要介绍一下了解

银行账户在开立和使用方面的知识。 

一、银行账户的概念和种类 

按照功能不同，银行账户可分为银行结算账户和非银行结算

账户。银行结算账户用来办理支付结算，账户状态比较活跃，有

收有付，账户余额经常发生变动。非银行结算账户是存款人与银

行之间的一种存款合约，账户余额一般只在存入、计息和支取时

才发生变化，账户状态相对静止。 

（一）银行结算账户 

银行结算账户是指银行为个人开立的办理资金收付结算的

人民币活期存款账户，是个人办理存款、贷款和资金收付活动的

基础。银行结算账户按使用主体不同，分为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和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下面就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作简单介绍。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是存款人因投资、消费、结算等业务需要，

凭个人有效身份证件以自然人名称开立的办理支付结算业务的

账户。根据个人的管理需要和账户功能，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分为

Ⅰ类银行账户、Ⅱ类银行账户、Ⅲ类银行账户和信用卡账户。其



中，Ⅰ类银行账户为个人主办账户，即当前个人在银行柜面开立、

现场核验身份的账户，具有全功能。Ⅱ类银行账户、Ⅲ类银行账

户为辅助账户，个人通过银行柜面或者互联网等电子渠道开立，

具有有限功能。 

其中，通过互联网等电子渠道开立的Ⅱ类银行账户、Ⅲ类银

行账户在开户时还需要与开户申请人的同名Ⅰ类银行账户或者

信用卡账户绑定验证身份并使用。 

各类账户的具体功能如下： 

Ⅰ类银行账户可以办理存款、存取现金、转账、消费和缴费、

购买投资理财产品、贷款和还款等，使用范围和金额不受限制。 

Ⅱ类银行账户可以办理存款、购买银行投资理财产品、银行

贷款和还款、限额消费和缴费、限额存取现金、限额与非绑定账

户转入转出资金等。其中，经银行柜面、自助设备加银行工作人

员现场面对面确认开户申请人身份的Ⅱ类银行账户，可以办理存

取现金、非绑定账户资金转入业务以及配发银行卡。Ⅱ类银行账

户限额管理要求是：存入现金、非绑定账户转入资金等入金业务

的日累计限额合计为 1 万元，年累计限额合计为 20 万元；消费

和缴费、取出现金、向非绑定账户转出资金等出金业务的日累计

限额合计为 1 万元，年累计限额合计为 20 万元。Ⅱ类银行账户

与其绑定的Ⅰ类银行账户和信用卡账户之间的转账、银行贷款和

还款以及利用Ⅱ类银行账户购买银行投资理财产品不受限额管

理。 



Ⅲ类银行账户可以办理限额消费和缴费、限额与非绑定账户

转入转出资金等业务。其中，经银行柜面、自助设备加以银行工

作人员现场面对面确认开户申请人身份的Ⅲ类银行账户，可以办

理非绑定账户资金转入业务。Ⅲ类银行账户限额管理要求是：账

户余额不得超过 1000 元；非绑定账户资金转入日累计限额为

5000 元，年累计限额为 10 万元；消费和缴费支付、向非绑定账

户转出资金等出金业务的日累计限额合计为 5000 元，年累计限

额合计为 10 万元。Ⅲ类银行账户与其绑定的Ⅰ类银行账户和信

用卡账户之间的转账不受限额管理。 

（二）非银行结算账户 

非银行结算账户按其使用主体不同，也可分为单位存款账户

和个人储蓄账户。其中，个人储蓄账户按照存款期限和支取的时

间与方式，又可分为个人活期储蓄账户、个人定期储蓄账户和个

人通知存款账户。 

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变更和撤销 

（一）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 

中国人民银行制度规定，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银行为个

人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以法人为单位）

只能开立一个Ⅰ类银行账户，已开立Ⅰ类银行账户，再新开户的，

应当开立Ⅱ类银行账户或Ⅲ类银行账户。个人可通过柜台、自助

机具和电子渠道开立银行账户。有下列情况的，可以申请开立个

人银行结算账户：使用支票、信用卡等信用支付工具的；办理汇



兑、定期借记、定期贷记、借记卡等结算业务的。个人可根据需

要申请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也可以在已开立的储蓄账户中选

择并向开户银行申请确认为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1、柜台开户。个人可通过柜面开立Ⅰ类银行账户、Ⅱ类银

行账户或Ⅲ类银行账户。开立以上三类银行账户时，存款人应提

供有效身份证件，银行通过有效身份证件仍无法准确判断身份的，

个人还应提供辅助身份证明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包括：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已登记常住户口

的中国公民为居民身份证；不满十六周岁的，可以使用居民身份

证或户口簿。②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③台湾地区居民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④定居国

外的中国公民为中国护照。⑤外国公民为护照或者外国人永久居

留证（外国边民，按照边贸结算的有关规定办理）。⑥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辅助身份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①中国公民为户口簿、护

照、机动车驾驶证、居住证、社会保障卡、军人和武装警察身份

证件、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工作证。②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居民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③台湾地区居民

为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④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为定居国

外的证明文件。⑤外国公民为外国居民身份证、使领馆人员身份

证件或者机动车驾驶证等其他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件。⑥完税证明、

水电煤缴费单等税费凭证。 



2、自助机具开户。通过远程视频柜员机或智能柜员机等自

助机具开立银行账户时，银行工作人员当面核验开户申请人身份

信息的，银行可为其开立Ⅰ类银行账户；银行工作人员未当面核

验开户申请人身份信息的，银行可为其开立Ⅱ类银行账户或Ⅲ类

银行账户。 

3、电子渠道开户。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开

立银行账户的，银行可为个人开立Ⅱ类银行账户或Ⅲ类银行账户。 

（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变更和撤销 

1、银行可以通过柜面或者电子渠道为个人办理Ⅱ类银行账

户、Ⅲ类银行账户变更业务。银行通过电子渠道非面对面为个人

办理Ⅱ类银行账户、Ⅲ类银行账户的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手

机号码、绑定账户变更业务时，应当按照新开户要求重新验证信

息，并采取措施核实个人变更信息的真实意愿。 

银行通过电子渠道非面对面为个人办理Ⅱ类银行账户、Ⅲ类

银行账户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变更，且绑定账户为他行账户的，

应当要求个人先将Ⅱ类银行账户所有投资理财等金融产品赎回、

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将Ⅱ类银行账户、Ⅲ类银行账户资金全部转

回绑定账户后再予以变更。 

2、银行可以通过柜面或者电子渠道为个人办理Ⅱ类银行账

户、Ⅲ类银行账户销户业务。 

银行通过电子渠道非面对面为个人办理Ⅱ类银行账户、Ⅲ类

银行账户销户时，绑定账户已销户的，个人可按照银行新开户要



求重新验证个人身份信息后绑定新的账户，将Ⅱ类银行账户、Ⅲ

类银行账户资金转回新绑定账户后再办理销户。 

（三）银行结算账户的使用和风险防范 

1、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用途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用于办理个人转账收付和现金存取。下列

款项可以转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工资、奖金收入；稿费、演出

费等劳务收入；债券、期货、信托等投资的本金和收益；个人债

权或产权转让收益；个人贷款转存；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和期货交

易保证金；继承、赠予款项；保险理赔、保费退还等款项；纳税

退还；农、副、矿产品销售收入；其他合法款项。 

2、风险防范常识 

（1）个人不要出租、出借、出售银行结算账户，避免被不

法分子利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为提升不法分子和相关单

位、个人的违规成本，人民银行制度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

起，经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借、出售、购

买银行账户（含银行卡）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组织购买、

出租、出借、出售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假冒他人

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 

5 年内停止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3 年内

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同时，人民银行还将上述单位和个人信息

移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布。 

（2）对长期不使用的银行结算账户及时清理，确认今后不



再使用的银行账户请及时到银行作销户处理，避免产生年费和账

户管理费，造成资金损失；社会公众可以根据需要，主动管理自

己的账户，把资金量较大的账户设定为Ⅰ类银行账户，把经常用

于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的账户降级，或者新增开设Ⅱ类银行账户、

Ⅲ类银行账户用于这些支付，这样既能有效保障账户资金安全，

又能体验各种便捷、创新的支付方式，达到支付安全性和便捷性

的统一。 

（3）妥善保管个人身份证件、企业营业执照或单位证明文

件，防止个人身份信息泄露从而被不法分子利用。 

第二节 非现金支付工具 

非现金支付工具是传达收、付款人支付指令，实现债权债务

清偿和货币资金转移的载体。 

一、银行卡 

（一）银行卡种类 

银行卡是由商业银行（或发卡机构）发行的具有转账收付、

存取现金、支付商品或服务价款和循环信贷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

电子支付工具。 

银行卡的种类 

分类标准 银行卡种类 

清偿方式 信用卡、借记卡 

结算币种 人民币卡、外币卡（境内外币卡、境外银行卡） 

发行对象 公务卡、个人卡 

信息载体 磁条卡、IC 卡 

信誉等级 金卡、普通卡等不同等级 

流通范围 国际卡、地区卡 



持卡人地位和责任 主卡、附属卡 

1、信用卡 

（1）什么是信用卡 

信用卡是指由发卡机构向其客户提供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

结算、存取现金等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持卡人可依据发卡机构

给予的授信额度，凭卡在特约商户直接消费或在其指定的机构、

地点存取款及转账，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发卡机构偿还透支款项本

息。 

（2）信用卡分类 

信用卡分为贷记卡和准贷记卡两类，贷记卡是指发卡机构给

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

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须先按发卡机构的要求交存一

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账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

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 

（3）信用卡消费信贷的特点 

①循环信用额度。我国发卡银行一般给予持卡人最长 60 天

左右的免息期，持卡人的信用额度根据信用状况核定。 

②一般无抵押无担保。 

③一般有最低还款额要求。我国发卡银行规定的最低还款额

一般是应还金额的 10%。 

④通常是短期、小额、无指定用途的信用。 

⑤信用卡除具有循环信贷功能外，还有存取现金、转账结算



功能，而且持卡人可以办理代收代付、网络支付等功能。 

2、借记卡 

（1）什么是借记卡 

借记卡是指银行发行的记录持卡人账户信息，具有现金存取、

转账收付和支付商品或服务价款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

工具。借记卡没有透支功能。持卡人可凭借记卡办理理财、外汇

买卖、缴费等大量增值服务。 

（2）借记卡分类 

借记卡按功能的不同分为转账卡（含储蓄卡）、专用卡、储

值卡。转账卡是实时扣账的借记卡，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和

消费功能。专用卡是具有专门用途、在特定区域使用的借记卡，

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功能。储值卡是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的

要求将其资金转至卡内存储，交易时直接从卡内扣款的预付钱包

式借记卡。 

3、金融 IC 卡 

（1）什么是金融 IC 卡 

金融 IC 卡是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的，采用集成电路技术，

遵循国家金融行业标准，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现金存取等

全部金融功能，并具有承载其他商业服务和社会管理功能的金融

工具。金融 IC 卡又称为芯片银行卡，是以芯片作为介质的银行

卡。芯片卡容量大，可以存储密钥、数字证书信息，其工作原理

类似微型计算机，能够处理多种功能，为持卡人提供一卡多用的



便利。 

（2）金融 IC 卡与传统磁条卡相比较的优势 

一是安全性更高。金融 IC 卡具备的高安全性极大地降低了

伪卡的风险，不仅提升了联机交易的安全性，也使卡片可以实现

安全的脱机交易，有效地保障了银行和持卡人资金的安全。二是

支付更快捷。金融 IC 卡能够提供脱机交易、非接触式交易，支

付效率大大提高。三是应用范围广。金融 IC 卡拓展了银行卡的

支付领域，使银行卡能满足公用事业、交通等众多行业的支付和

服务需要，实现“一卡多用”。 

我国金融 IC 卡推广规划中明确，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所

有新发行的银行卡应为金融 IC 卡。 

（二）银行卡受理市场 

银行卡受理市场是指银行卡清算机构、收单机构、商户收单

业务第三方服务商等参与主体提供的所有银行卡机具、服务的统

称。下面，主要介绍两种常用的银行卡自助设备。 

1、自助存取款机 

（1）银行自助存取款机包括取款机（ATM）和存取款一体

机（CRS），可以提供 24 小时便捷的存取款、转账、查询、更改

密码等服务。 

ATM 又称自动柜员机，持卡人自助操作办理取款、账户余

额查询、转账等业务。CRS 又称自助存取款一体机，持卡人自助

操作办理存款、取款、账户余额查询、转账等业务。 



（2）自助存取款机使用方法 

大部分银行自助存取款机的使用方法大致相同。客户可持卡

到自动存取款机上，按机器界面提示进行相关业务操作：插卡→

风险提示→输入银行卡密码→点击确认→在屏幕上点击金融交

易选项→输入取款金额（存款时直接将现金放入现金卡槽）→确

认→使用完后点击退出（如果需要继续，返回交易选项）。 

（3）自动存取款机的非接触式受理方式 

在已完成非接触式受理改造的自动存取款机上可以通过非

接触式完成自助业务办理，操作时可按 ATM 屏幕显示的提示进

入“非接交易”界面，将卡片放置在机具标识的非接感应区域进

行相关业务操作，操作完成后取走卡片即可。 

2、POS 机 

（1）什么是 POS 机 

POS 机俗称“刷卡机”。银行与签约商户合作，使消费者能

在安装有 POS 机的商家直接刷卡消费，而无须到银行取款后再

携带现金去商家消费。 

（2）在 POS 机上使用银行卡的方法 

持卡人在进行购物等消费时，由收银员在 POS 机上刷卡并

输入交易金额，持卡人通过密码键盘确认消费金额后，输入个人

密码并按确认键。POS 机成功打印出 POS 签购单后，持卡人应

注意核对 POS 签购单上的交易金额等要素并签名确认，收回银

行卡及 POS 签购单持卡人存根联妥善保管。 



（3）POS 机上的非接触式受理方式 

在完成非接触式受理改造的 POS 机上，也可以通过“非接

触式”完成交易消费。持卡人进行消费时，销售人员输入消费金

额，消费者确认金额后，手持金融 IC 卡（或移动支付设备）靠

近 POS 机上的非接标识处，之后输入密码、签字确认即可。在

搭载了银行卡的移动支付方式中也可以使用此方式在 POS 机上

完成消费。 

二、电子支付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型电子支付工具不断

出现，满足了客户多样性和个性化的支付需求。其中，以互联网

支付和移动支付为典型代表的电子支付方式蓬勃发展，业务量大

幅增加，逐渐成为我国非现金支付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常用电子支付工具 

1、个人网上银行 

个人网上银行业务是指银行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客户提供账

户查询、转账汇款、投资理财、在线支付、缴费等金融服务的网

上银行服务。客户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安全便捷地管理活期和定

期存款、信用卡及个人投资等金融业务。您若想办理网上银行业

务，只需到柜台办理签约手续或者直接登录银行官网网页点击申

请即可成为网上银行客户。 

2、手机银行 

手机银行业务是指利用移动电话技术为客户提供的金融服



务。手机银行是网上银行的延伸，也是继网上银行、电话银行之

后又一种方便银行用户的金融业务服务方式，有贴身“电子钱包”

之称。手机银行提供的服务包括:账户查询、转账、缴费、外汇

买卖等。 

3、电话银行 

电话银行业务是指银行通过电话自助语音及人工服务应答

（客户服务中心）方式为客户提供的银行服务。银行客户除了拨

打固定电话之外，也可通过手机接入银行语音服务系统，使用电

话银行服务。电话银行的服务功能包括:各类账户之间的转账、

代收代付、各类个人账户资料的查询、个人实盘外汇买卖等银行

服务。部分电话银行功能需要在银行柜台办理签约手续后才能开

通。 

4、支付机构提供的互联网支付服务 

支付机构是指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为

收付款人提供互联网支付等资金转移服务的机构。 

按照支付机构提供的支付服务方式不同，互联网支付分为银

行账户模式和支付账户模式。银行账户模式是指支付机构将自身

系统与银行支付网关相连，付款人通过支付机构向其开户银行提

交支付指令，直接将银行账户内的货币资金转入收款人指定账户

的支付方式，我们常用的快捷支付属于银行账户模式。支付账户

模式是指付款人先把资金充值到支付机构提供的账户，在需实际

支付时，付款人直接向支付机构提交支付指令，将支付账户内的



余额资金转入收款人指定账户的支付方式。 

（二）创新的移动支付方式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电信网络快速发展，人们更加习惯

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来完成日常的消费支付需求。在此背景

下，以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为代表的市场主体不断创新，推出了

多种便捷、快速、安全的移动支付工具，在满足消费者移动支付

需求的基础上，极大地激发了移动支付市场的活力，促进了我国

电子支付产业的快速发展。下面介绍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移动支付

方式。 

1、中国银联“云闪付” 

云闪付是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联）联合

国内外众多手机厂商和商业银行推出的移动支付产品，通过将实

体银行卡映射到手机中，利用近场通信技术（NFC 等），实现“刷

手机”支付的新体验。我们常见的苹果支付、华为 Pay、三星智

付等均属于该业务范畴。消费者通过一部具有 NFC 功能的 iOS

系统或安卓系统的手机和银行卡，即可开通云闪付业务。在线下

消费时，通过将手机靠近支持闪付的受理终端，不需要点亮手机

屏幕，不需要打开支付软件，即可快速支付。云闪付业务采用动

态密钥和令牌技术，能够有效保护用户银行卡信息和交易安全，

具有安全性高、支付体验优的特点。 

2、条码支付 

条码支付是以条码为信息载体，通过移动终端或商户受理终



端直接或间接获取支付要素以完成交易的支付方式。常见的条码

包括二维码、条形码等类型。以常见的二维码为例，消费者可通

过移动设备生成个人二维码供别人扫描，或扫描商户的二维码，

完成支付过程。二维码支付准入门槛低，使用便捷，一经推出便

受到了消费者和小微商户的欢迎，但由于二维码加密及传输的技

术特点，客观上仍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应将其定位于小额支付，

在使用过程中要做到不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不轻易将个人二

维码信息泄露给他人，不通过二维码支付进行大额交易，从而保

护个人信息和资金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