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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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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侧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侧门的术语及定义、分类、使用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运行速度不大于120 km/h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侧门（以下简称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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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5.1—2010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

GB/T 7928—2003 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GB/T 8484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8485 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11944 中空玻璃

GB 18045 铁道车辆用安全玻璃

GB/T 21413.1—2018 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电气设备 第1部分：一般使用条件和通用规则

GB/T 21414 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 电气隐患防护的规定

GB/T 21562 轨道交通 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安全性规范及示例

GB/T 21563—2018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2636 门扇 尺寸、直角度和平面度检测方法

GB/T 24338.4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3-2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

GB/T 25119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GB/T 30489—2014 城市轨道车辆客室侧门

CJ/T 416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防火要求

TB/T 3139 机车车辆内装材料及室内空气有害物质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48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通过宽 passage width

门完全打开时门口最小宽度。

[来源：GB/T 30489—2014，3.1]

通过高 passage height

门完全打开时门口最小高度。

[来源：GB/T 30489—2014，3.2]

折页门 swing door

门在开启和关闭的过程中，门扇沿着折页转轴转动；门关闭后，门扇外侧面与车体外侧面平齐或保

持一定距离；门开启后与车体成一定角度。

内藏移门 pocket sliding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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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开启和关闭的过程中，门扇在车体侧墙体内沿车体长度方向运动，门关闭后，门扇外侧面凹进

车体外侧面。

[来源：GB/T 30489—2014，3.6]

塞拉门 sliding plug door

门在开启和关闭的过程中，门扇在车体外侧面沿车体长度和宽度方向运动，门关闭后与门框塞紧，

门扇外侧面与车体外侧面平齐。

[来源：GB/T 30489—2014，3.3]

外挂移门 outside sliding door

门在开启和关闭的过程中，门扇在车体外侧面沿车体长度方向运动，门关闭后，门扇外侧面凸出车

体外侧面。

[来源：GB/T 30489—2014，3.5]

左门/右门 left door/right door

站在司机室面向列车前进方向，左侧为左门，右侧为右门。

4 分类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侧门分为折页门（见图1）、内藏移门（见图2）、塞拉门（见图3）、外

挂移门（见图4）。内藏移门、塞拉门、外挂移门又分为手动门、电动门。

标引序号说明：

1——车体；

2——门扇。

注：箭头为开门移动方向。

图 1 折页门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车体；

2——门扇。

注：箭头为开门移动方向。

图 2 内藏移门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车体；

2——门扇。

注：箭头为开门移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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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塞拉门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车体；

2——门扇。

注：箭头为开门移动方向。

图 4 外挂移门示意图

5 使用条件

环境条件

5.1.1 海拔不超过 1400 m。

5.1.2 环境温度在-25 ℃ ～45 ℃之间。允许在不低于-40 ℃的环境下存放。

5.1.3 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 25 ℃）。

5.1.4 门应能承受风、沙、雨、雪的侵袭及车辆清洗时清洗剂的作用。

5.1.5 门应适应地下、地面和高架线路上的运营。

5.1.6 门应能承受空气中的盐雾、酸雨、灰尘及碳、铜、臭氧、硫化物、氧化物等化学物质的侵蚀；

应能预防虫蛀，防止啮齿类动物的侵害；应能防止霉变。

当使用条件超出上述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安装条件

5.2.1 车辆门框对角线差不大于 4 mm。

5.2.2 车辆门框平面度或面轮廓度公差不大于 3 mm。
注：面轮廓度只允许外凸，不允许内凹。

电源条件

供电电源应符合GB/T 25119的规定，标称（额定）电压（Un）宜为直流110 V或直流24 V。

6 技术要求

总体要求

6.1.1 门通过宽度不应小于 560 mm。内藏移门、塞拉门、外挂移门测量方法的示例见图 5；折页门测

量方法的示例见图 6。

标引序号说明：

1——通过宽；

2——门扇；

3——车体。

图 5 内藏移门、塞拉门、外挂移门通过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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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通过宽；

2——门扇；

3——车体。

图 6 折页门通过宽示意图

6.1.2 通过高应符合 GB/T 7928—2003 的规定。内藏移门、塞拉门、外挂移门测量方法的示例见图 7；

折页门测量方法的示例见图 8。

标引序号说明：

1——门口侧顶；

2——地板布面；

3——通过高。

图 7 内藏移门、塞拉门、外挂移门通过高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下部门槛或门框；

2——通过高；

3——上部门框。

图 8 折页门通过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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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门与车辆的电气接口设计应满足 GB/T 21413.1—2018 中的 9.2.1 的规定。

6.1.4 门与车辆的机械接口设计应满足门的功能、性能和安装调节、维护便捷要求。

6.1.5 门槛踩踏面应设计防滑结构，比如凹凸纹或沟槽等。

6.1.6 当门窗口下边沿距地板面低于 800 mm 时，在门窗上应设有保护装置，以防止在窗户破碎时乘客

通过窗户坠落。如果安装有内部踏板，则应将该尺寸增加到 1000 mm。可以通过使用夹层玻璃系统来实

现保护，该系统通过适当的固定装置（机械固定、粘接固定）或者机械元件或等效措施进行保护。

6.1.7 门的外观应与车辆车体相协调。

6.1.8 门扇固定窗玻璃应符合 GB 18045 及 GB/T 11944 的要求，活动窗玻璃应符合 GB 18045 的要求。

6.1.9 门扇平面度或面轮廓度公差不应大于 1 mm/m，两对角线差不大于 2 mm。

6.1.10 门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安全性（RAMS）宜符合 GB/T 21562 的规定。

6.1.11 司机室侧门为塞拉门时，宜设置独立于主锁机构之外的防护装置，防止门意外打开。

安全要求

6.2.1 非金属材料应符合 CJ/T 416 的防火要求。

6.2.2 非金属材料的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TB/T 3139 的规定。

6.2.3 电气设备的设计应符合 GB/T 21414 的规定。

性能要求

6.3.1 密封性

防水密封性能应符合GB/T 30489的规定。

6.3.2 传热系数

门系统的传热系数K不大于5.5 W/（m
2
·K）。

6.3.3 隔声要求

门系统的计权隔声量（Rw）应符合下列规定：

——塞拉门：Rw≥29dB（A）；

——外挂移门：Rw≥22 dB（A）；

——内藏移门：Rw≥22 dB（A）；

——折页门：Rw≥29 dB（A）。
注：若折页门、塞拉门采用活动窗，门系统隔声量相应降低2 dB（A）～3 dB（A）。

6.3.4 耐久性

耐久性能不应低于7.5×10
5
次循环开、关门要求，试验完成后门无损坏。

6.3.5 机械强度

6.3.5.1 在距门槛 1300 mm 高度处，沿门扇宽度方向高 200 mm 的狭长范围内，均匀分布 1200 N/m 载

荷，作用在门扇内侧表面(见图 9)，门扇的最大弹性变形量应不大于 8.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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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F——载荷。

图 9 机械强度试验力的施加

6.3.5.2 以 2500 N/m 的力垂直作用于门扇宽度范围内 5 min（加载方法同 6.3.5.1），卸载后应无永

久变形，门窗完好，密封不受影响。

6.3.5.3 门的锁闭装置应能承受在开门方向上施加 1200 N 的力，其功能应保持正常，加载过程中门应

保持锁闭状态不变。

6.3.6 玻璃粘接强度

门扇玻璃水平中线位置，高200 mm的范围内，从门扇内侧向外均匀施加2400 N/m的载荷，加载5 min

后，玻璃粘接处不应出现脱胶（不适用于活动窗）。
注：仅适用于固定窗。

6.3.7 冲击、振动

按GB/T 21563—2018规定的1类A级试验环境进行振动和冲击试验后，门应能正常使用，无零部件松

脱。

6.3.8 手动开（关）门力

在平直轨道的车辆或水平放置的台架上，当门处于解锁状态时，人从车内或车外施加在开门方向上

不超过150 N的力，应能使门以不大于0.05 m/s的速度打开，见图10。对于塞拉门的塞拉部分，施加不

超过250 N的力使门以不大于0.05 m/s的速度顺着开门方向摆出。对于折页门，施加不超过60 N的力使

门以不大于0.05 m/s的线速度顺着开门方向打开，见图11。

标引序号说明：

1——车体；

2——门扇。

F1——塞拉门塞拉段的门扇开门力；

F2——内藏移门、外挂移门及塞拉门平移段的门扇开门力。

图 10 手动开（关）门力的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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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车体；

2——门扇。

F3——门扇开门力。

图 11 折页门-手动开（关）门力的施加

6.3.9 噪声限值

整个门的运动噪声限值噪音级别不大于68 dB(A)，峰值不大于75 dB(A) 。
注：噪声限值要求不适用于手动门。

6.3.10 电磁兼容

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T 24338.4的要求。
注：电磁兼容性要求不适用于手动门。

主要功能

6.4.1 开、关门功能

6.4.1.1 开门时间为(3±0.5）s，关门时间为(3±0.5）s。

6.4.1.2 在静止车辆上，当车内外空气压差不大于 50 Pa 时，门应能正常开关。
注：6.4.1.1和6.4.1.2的内容不适用于手动门。

6.4.2 障碍检测功能

障碍物检测功能应符合GB/T 30489—2014的规定。
注：障碍物检测功能要求不适用于手动门。

6.4.3 门的零速保护功能

门的零速保护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只有接收到零速信号后，才能打开门；

——零速信号丢失后，电子门控器确保不响应任何开门指令。
注：不适用于手动门

6.4.4 门的锁闭功能

门的锁闭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有一个机械锁闭装置将门锁在关闭位置；

——当锁上后，该装置保持锁闭状态，直至门允许启动并收到一个开门命令，或车内紧急解锁装

置、车外解锁装置被操作；或门用专用钥匙操作；

——当锁上后，如门或车辆的电源出故障，锁闭装置应保持锁闭状态（不适用于手动门）。

6.4.5 门的隔离功能

6.4.5.1 隔离锁应可以从车内和车外将门隔离。

6.4.5.2 隔离锁应通过方孔钥匙手动操作。

6.4.5.3 隔离锁被操作后：

a) 将门与任何开门和关门指令隔离；

b) 机械将门锁在关闭位置；

c) 可以通过列车网络或硬线向列车控制系统提供隔离锁的状态。

6.4.5.4 隔离锁的操作力矩不大于 4 N·m。

6.4.6 车内紧急解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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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1 每套门应配置一个车内紧急解锁装置（位置如图 12 所示），手动门除外。车内紧急解锁装置

应位于车内靠近门的地方。车内紧急解锁装置把手或装置面板的颜色宜为红色。

标引序号说明：

1——地板面；

2——通道。

图 12 车内紧急解锁装置位置示意图

6.4.6.2 门在没有被隔离状态下，车内紧急解锁装置可从车内将门解锁；当门的电源出故障时，车内

紧急解锁装置应不受限制，且可以正常操作。

6.4.6.3 车内紧急解锁装置的安装应能避免意外操作的发生，并避免与其它操作装置的相干扰。

6.4.6.4 在紧急情况下，可通过车内紧急解锁装置实现门的开启。车内紧急解锁装置的操作力不大于

150 N；当车内紧急解锁装置直接使用钥匙操作时，操作力矩不大于 6 N·m。力或力矩的操作方向及测

量点见图 13。

标引序号说明：

F——操作力；

T——操作力矩。

图 13 操作力或力矩的施加

6.4.6.5 操作车内紧急解锁装置，该事件应通过车辆网络或车辆硬连线通知列车网络监控系统
注： 6.4.6.5中的内容不适用于手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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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车外解锁装置功能

6.4.7.1 司机和维修人员可通过车外解锁装置从车外实现机械解锁和手动开门。车外解锁装置应位于

靠近门的地方，高度应满足在站台和车辆段内线路两侧可以操作的条件。

6.4.7.2 如果门没有被隔离，在电源出现故障时，车外解锁装置应能正常解锁（不适用于手动门）。

6.4.7.3 车外解锁装置的安装应能避免意外操作的发生，并应避免与其它操作装置相干扰。

6.4.7.4 车外解锁装置的操作力不大于 200 N；当车外解锁装置直接使用钥匙操作时，操作力矩不大

于 8 N·m。力或力矩的施加方向及测量点见图 13。

6.4.7.5 操作车外解锁装置，该事件应通过车辆网络或车辆硬连线通知列车网络监控系统（不适用于

手动门）。

6.4.8 电解锁开关门功能

司机室侧门可根据需要设置电动控制装置，具有电动开、关门功能，或仅具有电动关门功能。
注：6.4.8中的内容不适用于手动门。

电气设备

6.5.1 电子门控器硬件的设计应符合 GB/T 24338.4 的规定。

6.5.2 门控制软件的研发应符合 GB/T 24338.4 的规定，以满足整套门的安全要求。软件的功能应在型

式检验中予以验证，软件应具有故障诊断记录功能。

6.5.3 驱动门的电机的寿命不应低于 15 年。

6.5.4 电气设备的绝缘耐压应符合 GB/T 21413.1—2018 的规定，接地应符合 GB/T 21414 的规定。

7 检验方法

门扇尺寸

门扇尺寸测量按GB/T 22636的规定进行。

防火

非金属材料的阻燃性试验按CJ/T 416的规定进行。

有害物质

非金属材料有害物质试验按TB/T 3139的规定进行。

防水密封

防水密封性能试验按GB/T 30489—2014中附录A的规定进行。

隔热

隔热性能试验按GB/T 8484的规定进行。

隔声

隔声性能试验按GB/T 8485的规定进行。

耐久性

将门安装在试验台上，经7.5×105次循环试验后，门系统的功能和性能应处于正常状态。每1.5×

105次循环后，按需进行开、关门功能试验、障碍物检测试验（不适用于手动门）、手动开（关）门力

试验。试验过程中，允许进行预防性维护，结果应符合 6.3.4 的要求。

机械强度

机械强度试验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

玻璃粘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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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粘接强度按GB/T 30489—2014中附录C的规定进行。

冲击、振动

门的振动和冲击试验按GB/T 21563—2018规定的1类A级试验环境进行。

手动开（关）门力

手动开（关）门力的试验按附录B的规定进行。

开、关门噪声

静止条件下，测量位置在高度距车辆地板面为1.2 m，车内水平距机构中心1m处测量噪声，其测量

噪声的仪器应符合GB/T 3785.1—2010规定的A频率计权2型声级计（慢档）。

电磁兼容

电磁兼容试验按GB/T 24338.4的规定进行
注：电磁兼容试验不适用于手动门。

开、关门功能

开、关门功能试验按附录C的规定进行。
注：开、关门功能试验不适用于手动门。

障碍检测功能

障碍检测功能试验按GB/T 30489—2014的规定进行。
注：障碍检测功能试验不适用于手动门。

零速保护功能

门安装在车辆或台架上，只有接收到零速信号后，才能打开门。
注：零速保护功能试验不适用于手动门。

锁闭功能

门安装在车辆或台架上，当正常手动或电动关门后，门应锁闭到位且锁到位开关触发。

隔离功能

隔离锁功能试验按附录D的规定进行。

车内紧急解锁、车外紧急解锁功能

门安装在车辆或试验台架上，用测力计或测力矩扳手测量解锁操作力或力矩，在门允许操作状态下，

操作解锁装置，门应能被打开或关闭。

电解锁开关门功能

门安装在车辆或台架上，操作电解锁开关，门应能被打开或关闭，或者仅能被关闭。
注：电解锁开关门功能试验不适用于手动门。

8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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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检验方法

对应条款
备注在门制造

厂家进行

在车辆制

造厂进行

1 门扇尺寸 √ √ - 6.1.9 7.1

2 防火 √ - - 6.2.1 7.2

3 有害物质 √ - - 6.2.2 7.3

4 防水密封 √ - √ 6.3.1 7.4

5 隔热 √ - - 6.3.2 7.5

6 隔声 √ - - 6.3.3 7.6

7 耐久性 √ - - 6.3.4 7.7

8 机械强度 √ - - 6.3.5 7.8

9 玻璃粘接强度 √ - - 6.3.6 7.9

10 冲击、振动 √ - - 6.3.7 7.10

11 手动开（关）门力 √ - √ 6.3.8 7.11

12
噪声限值及

开关门的噪声
√ - - 6.3.9 7.12

不适用于

手动门

13 电磁兼容 √ - - 6.3.10 7.13
不适用于

手动门

14 开、关门功能 √ - √ 6.4.1 7.14
不适用于

手动门

15 障碍检测功能 √ - √ 6.4.2 7.15
不适用于

手动门

16 零速保护功能 √ - √ 6.4.3 7.16
不适用于

手动门

17 锁闭功能 √ - √ 6.4.4 7.17
不适用于

手动门

18 隔离功能 √ - √ 6.4.5 7.18
不适用于

手动门

19
车内紧急解锁、

车外紧急解锁功能
√ - √

6.4.6

6.4.7
7.19

不适用于

手动门

20
电气布线绝缘、

耐压和接地
√ - - 6.5.4 6.5.4

不适用于

手动门

21 电解锁开关门功能 √ - - 6.4.8 7.20
不适用于

手动门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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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合格证的内容至少应包含：

a) 制造厂名及商标；

b) 出厂编号；

c) 检验人员姓名或代号；

d) 合格印章；

e) 检验日期；

f) 执行标准号。

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时；

b) 产品结构、材料、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时；

c) 停产 2 年以上再生产时；

d) 已定型产品转场生产时；

e) 连续生产 5 年时。

组批规则和抽样方法

8.4.1 组批规则

在相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同型号产品为一批，每批数量不应大于200套。

8.4.2 抽样方法

出厂检验时，表1中的出厂检验项目应全数检验。型式检验时，从生产批中随机抽取1套或2套进行

试验，耐久性试验和冲击、振动试验可不在同一产品上进行。

判定规则

8.5.1 出厂检验

当出现任一项检验项目不合格时，则判定该件产品不合格，允许返工返修后对该项目进行复验，复

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8.5.2 型式检验

当出现任一检验项目不合格时，应在同一批产品中另行抽取加倍数量的产品，对不合格品项目进行

重新检验。如仍不合格，则应采取措施后再进行检验，直至合格为止。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每件产品应设置标志，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型号；

b) 产品名称；

c) 制造厂名或商标；

d) 出厂编号；

e) 出厂日期。

包装

9.2.1 门应按部件、零件、标准件采取防潮措施和标识后，装入包装箱内，应保证运输过程中不窜动

和相互碰撞。

9.2.2 在关键部件或零件表面应有产品标识。

9.2.3 包装箱外部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标志内容还应包括：

a) 产品型号、名称；



T/CAMET XXXXX—XXXX

13

b) 产品数量；

c) 收发货标志；

d) 出厂日期；

e) 制造厂名、地址。

9.2.4 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单，装箱单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型号、名称；

b) 出厂编号；

c) 产品数量；

d) 装箱人员签章；

e) 装箱日期；

f) 制造厂名或商标；

g) 随箱文件名称及数量、附件名称及数量；

h) 联系方式。

运输

包装成箱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振动和挤压，雨、雪淋袭，化学物品的侵蚀。运输过程中

应避免产品出现擦痕、划伤等现象。

贮存

包装成箱的完整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库房内。产品贮存期不应超过1年，

当超过1年，应按出厂检验项目要求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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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机械强度试验

A.1 试验目的

检验门刚度、强度以及在关闭到位时锁闭装置的锁闭能力。

A.2 试验条件

实验条件应满足：

——门安装在模拟车体安装接口的试验台架或车辆上；

——试验温度：-25℃～45 ℃。

A.3 使用仪器

加载装置、施力装置、温度计、游标卡尺、百分表。

A.4 试验步骤

A.4.1 门刚度试验

门刚度试验步骤为：

a) 将门关闭至锁闭位置后，按图 A.1 所示固定百分表。

b) 将 6.3.5.1 要求的载荷由内向外均布作用在距门槛高度 1300 mm、宽度 200 mm 范围内（见图

A.1）。

c) 预加载 1 次，加载 5 min 后卸载，5 min 后各百分表调零。

d) 再次加载 5 min 后，各百分表中读数中的最大值即为最大变形量。

A.4.2 门强度试验

门强度试验试验步骤为：

a) 将门关闭至锁闭位置后，按图 A.1 所示固定百分表；

b) 将 6.3.5.1 要求的载荷由内向外均布作用在距门槛高度 1300 mm、宽度 200 mm 范围内（见图

A.1）；

c) 预加载 1 次，加载 5 min 后卸载，5 min 后记录各百分表数值 X1；

d) 再次加载 5 min 卸载，5 min 后记录各百分表数值 X2；

e) 计算门残余变形量值 X2-X1,考虑到各种因素引起的测量误差，允许该值不超过 0.2 mm。

A.4.3 锁闭能力试验

门锁闭能力试验步骤为：

a) 将门关闭至锁闭位置后，按图 A.2 所示放置施力装置。

b) 按图示加载 1200 N 载荷，加载 5 min；

c) 检查锁的位置状态；

d) 卸载；

e) 试验过程中门保持关闭和锁闭状态，试验完成后锁闭系统无损伤，门能正常开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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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6——测量点；

7——百分表。

图 A.1 门刚度、强度试验方法示意图

图 A.2 锁闭能力试验方法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车体；

2——门扇。

注：箭头为开门力施加方向。

图 A.3 折页门锁闭能力试验方法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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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扇。

注：箭头为开门力施加方向。

图 A.4 移门锁闭能力试验方法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车体；

2——门扇。

注：箭头为开门力施加方向。

图 A.5 塞拉门锁闭能力试验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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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手动开（关）门力的试验

B.1 试验目的

检验门所需的手动开门力和手动关门力。

B.2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门安装在试验台架或车辆上。

——试验温度：-25℃～45 ℃。

B.3 使用仪器

测力计、温度计、专用测量装置。

B.4 试验步骤

B.4.1 手动开（关）门力测试

手动开（关）门的试验步骤为：

a) 内藏移门、外挂移门测试及塞拉门平移段测试；

b) 操作门门锁或紧急入口装置；

c) 打开门，测量平移运动过程中的开门力（见图 B.1）。在门扇上加力测试时，直接读数；

d) 关闭门，测量平移运动过程中的关门力（见图 B.2）。在门扇上加力测试时，直接读数。

图 B.1 手动开门力测量示意图

图 B.2 手动关门力测量示图

B.4.2 塞拉门塞拉段手动开门力测试

塞拉门塞拉段手动开门力测试步骤为：

a) 操作门门锁或紧急入口装置；

b) 在门内门扇扣手处沿塞拉轨道方向施加作用力，使门板以不大于 0.05 m/s 速度摆出。测量此

时作用力即为塞拉段的手动开门力（见图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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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手动关门力测量示图

B.4.3 折页门手动开门力测试

折页门手动开门力测试步骤为：

a) 操作门解锁；

b) 操作门扇上的把手锁；

c) 在门内把手锁处沿开门方向施加作用力，使门板以不大于 0.05 m/s 线速度打开。测量此时作

用力即为折页的手动开门力（见图 B.4）。

图 B.4 手动开门力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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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开关门功能试验

C.1 试验目的

检验电压变动范围内门的开、关门功能。

C.2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门安装到试验台架或车辆上；

——试验温度：-25℃～45 ℃；

——电动门的电压：额定电压。

C.3 使用仪器

卷尺、秒表或示波器、温度计。

C.4 试验参数

试验参数为：

——电源电压为额定电压（Un）；

——供电电压：0.7 Un、 Un、1.25 Un；
——门应平稳工作。

C.5 试验步骤

门的开、关门功能试验步骤为：

a) 在完全自由开度下执行门的开关门动作；

b) 测试门的开关门动作、开关门应平稳；

c) 测试标称电压和电压变动范围内的开关门动作、开门时间、关门时间以及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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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隔离锁功能试验

D.1 试验目的

检验门隔离锁的功能是否正常。

D.2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门安装在试验台架或车辆上；

——试验温度：-25℃～45 ℃。

D.3 使用仪器

测力矩扳手。

D.4 试验步骤

隔离锁功能试验步骤为：

a) 检查隔离锁的开启、关闭操作是否灵活自如；

b) 测量隔离锁的操作力矩；

c) 检查“门隔离”限位开关是否动作；

d) 隔离锁被操作后，检查开/关门指令是否无效或者手动开门是否无效；

e) 隔离锁被操作后，车内紧急解锁装置或车外解锁装置被操作，检查门是否能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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