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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侧门》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 2022 年 1 月 7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 2021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22〕2 号），由中车青岛

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侧门》（计划编号：

2021052-T-04）的标准制定工作。本标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提出，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计划完成时间 1 年（2022 年 12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南

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青岛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由 11 家单位共同完成。其中主编单位为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自 2003 年成功开发研制北京地铁八通线车辆起，

截止 2021 年已为北京、天津、广州、成都、沈阳、青岛、郑州、新加坡等城市提供包

括 A 型、B 型及 L 型等众多型式的地铁车辆，目前亦正在为我国各地及新加坡、阿根

廷等国际市场开发研制并提供各类新型地铁、轻轨车辆。中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在司

机室侧门产品研发和装车过程中，完成了大量试验验证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试验验证

经验。

标准编制单位涵盖司机室侧门生产制造单位、用户单位、研发设计单位，参编单

位的组成合理且全面，能够从生产设计、检验验证、运营服务、售后维修多个角度统

筹考虑，保证制定标准的合理性、科学性和通用性，具备编制本文件的技术能力。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序

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1 贾亚丽 高级工程师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牵头组织编制、编

审



2 高鹏 工程师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6章

3 毛开楠 高级工程师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6章

4 张迪 工程师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7章

5 刘光键 工程师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7章

6 袁辉
高级工程师/

标准化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组织

协调

7 姜杉 高级工程师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1章

8 宗立明
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2章

9 罗庆 工程师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3章

10 成志刚 高级工程师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4章

11 张龙 高级工程师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5章

12 黄莉莉 高级工程师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8章

13 周强 高级工程师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第 9章

14 郭蕾 高级工程师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附录 A

15 尤维秀 高级工程师 青岛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附录 B

16 王会娟 高级工程师 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附录 C

17 高纪明 高级工程师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编审附录 D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草案稿阶段

标准编制工作组收集相关技术资料，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侧门进行了标准和技

术的相关研究，确定了本标准共由 9 个章节组成，并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

2022 年 1 月，《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侧门》启动会以腾讯视频会议的形式召

开，根据各位专家对标准提出意见,会后补充了通过宽和通过高的定义，明确了耐久性

等要求，标准名称由《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侧门 技术规范》更改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侧门》。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了《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侧门》第一次

工作视频会议，编制工作组对文本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修改，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3.2 征求意见稿阶段

2022 年 8 月，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向 SC04 秘书处提交了《城市轨道

交通 车辆司机室侧门》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编制原则

1）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要求。

2）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3）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4）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质量、保障运输安全,符合行业发展

需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法律法规的内容，同时符合 GB 50490《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GB



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GB/T 7928-2003《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无

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其他内容。

4.3 本标准与上位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相比较，主要技术指标的不同点

GB/T 30489-2014《城市轨道车辆客室侧门》规定了城市轨道车辆客室侧门的分类、

使用条件、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运行速度

不大于 140 km/h 的城市轨道车辆用电控电动客室侧门。而本标准规定的是单扇司机室

侧门相关内容，与客室侧门的技术参数及要求不同，有其功能和性能的特点及重要性

需要进行规范。

GB/T 37532-2019《城市轨道交通市域快线 120 km/h～160 km/h 车辆通用技术条

件》中对于司机室侧门仅有通过宽、通过高参数（与本项目不同）以及可采用的门型

式的规定，不涉及本项目具体内容。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包括城轨车辆司机室侧门范围、术语及定义、分类、使用条件、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内容，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如表 2所示：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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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组根据司机室侧门的实际情况，参照相关轨道交通

车辆标准架构，结合城轨车辆司机室侧门的设计、生产、运

用等经验，确定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具体包括：分类、

使用条件、总体要求、安全要求、性能要求、主要功能、电

气设备及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489-201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本标准参照GB/T 30489-2014及现有项目实际情况规定

了折页门、内藏移门、塞拉门、外挂移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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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参照目前轨道交通车辆的实际情况，规定了城市

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室侧门分为内藏移门、塞拉门、折页门、

外挂移门。内藏移门、塞拉门、外挂移门又分为手动门、电

动门。

6 技术要求

6.1 总体要求

本章参照既有项目设计、运营经验给出司机室侧门通过

宽、通过高的测量方法及要求。电气接口、机械接口应满足

的规定。门槛、门心窗、外观的设计要求，RAMS 要求及塞

拉门需额外安装防护锁的要求。

6.2 安全要求
本章参照既有项目设计、运营经验给出司机室侧门有害

物质、防火需满足的要求及电气设备设计要求。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6.3 性能要求

本章参照既有项目设计、运营经验给出司机室侧门密封

性、隔热、隔音、耐久性、机械强度、玻璃粘接强度、冲击

振动、手动开关门力、噪声、电磁兼容应满足的要求。

6.4 主要功能

本章参照既有项目设计、运营经验给出司机室侧门开、

关门功能、障碍物检测功能、零速保护功能、锁闭功能、隔

离功能、车内外解锁功能、车外电解锁开关功能应满足的要

求。

6.5 电气设备

本章参照 GB/T 30489-2014 给出司机室侧门门控器硬

件、控制软件应满足的要求，电机的使用寿命、车门绝缘耐

压、接地应满足的要求。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中车各主机厂已完成多个项目及标准体系的司机室侧门生产，具有丰富的技术储

备及经验，同时结合相关标准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可确保本标准内容科学、可实施、

经济适用、成熟稳定，符合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生产运营的实际情况。

针对车辆的不同类型的车门，中车各主机厂已进行相关试验验证，包含 20 多项试

验内容，具体有门扇尺寸、防火阻燃试验、有害物质试验、隔音试验、隔热试验、耐

久性试验、机械强试验度、玻璃粘接强度试验、冲击及振动试验、开关门噪声试验、

电磁兼容试验、开关门功能试验、障碍物检测试验、零速保护试验、锁闭功能试验、

隔离功能试验、车内紧急解锁试验、车外紧急解锁试验、电气布线绝缘、耐压及接地

试验。试验结果均可符合本项目的技术要求。



图 1 部分试验检测报告

6.2 综述报告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及其制造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的水准

迅速与国际接轨，其不断向高速、高可靠性、舒适性、智能化方向发展。司机室侧门

属于地铁列车上的重要部件，司乘人员需要频繁使用该部件进出列车。该部件同时起

到车内外空间物理隔离的作用。目前无其它相关标准对城轨车辆司机室侧门进行规定，

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可以提高司机室侧门设计单位、制造单位、运营单位标准执行的

规范性和统一性，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的制造水平，降低运营及检修维护成本。

目前国内外针对城轨车辆司机室侧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仅有客室侧门

标准可参考，但司机室侧门与客室侧门使用工况、结构特点、技术参数及要求有很大

的差异性，不能按照客室侧门标准内容执行；司机室侧门中有其功能和性能的重要性

需要进行规范。

申请立项的该标准能够有效规范地铁列车司机室侧门的设计、生产、试验、采购、

运用与储存的行为，促进各车门厂之间统型。本项目提出解决现有城轨车辆司机室侧

门技术规范缺失问题、明确了司机室侧门的型式、技术参数以及试验要求等，实现司

机室侧门的规范化、系统化。并将上述技术形成技术标准以指导后续项目的规范化执

行。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包括城轨车辆司机室侧门范围、术语及定义、分类、使用条件、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内容等。本标准结合城轨车辆

司机室侧门的设计、生产、运用等经验，确定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具体包括：分

类、使用条件、总体要求、安全要求、性能要求、主要功能、电气设备及检验方法、

检验规则。结合司机室侧门的设计单位、制造单位、运营单位等各方的运用经验，形

成指导后续项目的规范标准。

6.3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按照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原则进行编制，结合工程实践情况，综合考虑

不同供应商的技术要求和运营方的适用性。

本标准的编制，填补了国内城市轨道车辆司机室侧门的标准空白，为完善我国城

市轨道交通车门系统标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对规范车辆装备的生产，指导车辆装备

的检测和验收，推动城市轨道交通产业的技术发展以及项目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通过制定本标准，解决现有城轨车辆司机室侧门技术规范缺失问题，引领轨道交

通行业技术发展，提高司机室侧门设计单位、制造单位、运营单位标准执行的规范性

和统一性。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的制造水平，降低运营及检修维护成本。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标准编制组将在协会的协调推进下，有针对性的开展《城市轨

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侧门 技术规范》宣贯和集中培训，增强相关单位实施标准的自觉

性。

通过标准的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活动，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和不断完善，按

照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适时对标准进行复审和修订。

本标准确定的指标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及相关企业实际情况，可直接在行业内推荐

实施。建议相关单位在采用司机室侧门时贯彻执行。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2022 年 1 月 20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

（SC04）组织召开了标准启动会，与会多位专家认为，本标准内容和架构符合产品标准类

型，标准名称可以直接用产品名称命名，不需要有“技术规范”字样；且部分专家认为规

范类标准通常作为强制性标准，还应包含合格评定程序等内容。综上，起草组一致同意标

准名称由《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机室侧门 技术规范》更改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司

机室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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