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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11部分：高度阀》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随着行车速度的提高，轨道高低不平顺造成的轮对跳动加剧，对乘车舒适性造成

不利影响。城轨车辆上采用的高度阀是空气弹簧悬挂系统装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件，

具有良好的缓解振动的能力，空气弹簧的优点只有在采用良好的高度阀情况下，才能

充分体现出来。目前城轨车辆用高度阀技术标准迟迟没有形成，存在重复和无序设计、

执行标准不统一、整体要求不规范的情况，通过标准规范设计、研发、制造、检验和

服务的全过程，在保持产品个性要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统一高度阀的设计平台、

产品平台和制造平台。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2 年第一批团体

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22）15 号］，由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

公司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共同编制《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第 11 部分：高度阀》，

项目计划编号 2022015-T-04。本标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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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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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深

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西安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中铁检测认证（青岛）车辆检验站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表 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产品生产单位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使用厂家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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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城轨交通业主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检测认证机构 中铁检测认证（青岛）车辆检验站有限公司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 张振超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程师

牵头组织编制

主要负责编制

第 1、2、3、4、

5、6、7章节

2 王令军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

3、5、6章节

3 郭宗斌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

3、5、6章节

4 迟鹏新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5 王家兴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程师
编制、编审、

组织协调

6 孙栋栋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

5.1、5.2、5.3、

6.1、6.2、6.3

章节



7 李辉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制

5.1、5.2、5.4、

6.1、6.2、6.4

章节

8 金哲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编审

9 周锦铭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7、8章节

10 贾洪龙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7、8章节

11 王娴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7、8章节

12 祝航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7、8章节

13 李化明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7、8章节

14 李丽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7、8章节

15 郭燕辉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4章节

16 谢述武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4章节

17 胡洋 重庆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4章节

18 刘东宇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4章节

19 刘丙林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4章节

20 侯飞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4 章节

21 王冀东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

公司
工程师

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4章节

22 刘楠
中铁检测认证（青岛）车辆检验站有限

公司
工程师

编审

主要负责编审

6章节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计划、预研阶段（2021.4~2021.5）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征集 2021 年度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

知》(中城轨〔2021〕31 号)要求，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筹备成立标准编

制工作组，建立联络机制，制定标准编制方案及进度安排，并邀请行业内各生产企业

和业主企业共同参与，并征询行业内各专家意见，总结和交流相关经验，组织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拟定团体标准草稿。

2021 年 5 月，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向中城轨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

（SC04）提报了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书和团体标准草案稿。

3.2 立项阶段（2021.6~2022.02）
2021 年 6 月至 7 月，该项目通过了中城轨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组织的团

体标准初步评估，并于 2021年 11月通过了中城轨组织召开的 2021年度团体标准立项评估

会。

2022年 2 月，根据中城轨《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2年第一批团体标准

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22〕15号），该项目正式立项并列入制修订计划。

3.3 起草阶段（2022.02~2022.05）
2022年 2月 24日，中城轨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组织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

会和草案专家咨询会。会上主编单位介绍了标准内容、编制计划等内容，针对标准草案稿，

与会专家提出了以下建议：充分考虑地域差异，不应完全按照严苛条件制定标准；振动冲

击试验应明确模拟长寿命试验的加速度比例系数；技术指标、性能等级应结合最新行业实

际应用情况，检验方法具备可操作性；应确保标准内容的协调性、统一性和规范性；建议

所有文件中使用“储存”与“贮存”统一；标准格式应符合 GB/T 1.1—2020要求等。

2022年 2月～4月，主编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稿进行了修订：环境温度的要

求修订为在-25 ℃～+45 ℃之间，特殊环境温度在-40 ℃～+45 ℃之间；明确了振动冲击试

验时模拟长寿命振动试验的加速度比例系数取 7.83；梳理完善了技术指标和检验方法等；

按照铁路行业现状统一为“储存”，根据 GB/T 1.1—2020要求，修订完善了标准格式等。

2022年 5月，主编单位组织编制组内部参编单位对标准草案稿进行意见征集，并组织

召开工作组会议讨论，主编单位根据编制组内部意见对标准草案稿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

3.4 征求意见阶段

8月底，主编单位向协会提交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3.5 送审阶段

暂无。

3.6 报批阶段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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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内容，为采用强制性标准。

本项目标准与 TJ/CL305-2014《动车组高度阀暂行技术条件》相比较：

1）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高度阀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技术要求、检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高度阀的

设计、制造与验收。规定和适用范围不同；

2）本标准中：未注机械加工形位公差按 GB/T 1184—1996 中 K 级规定，与 TJ/CL305

中未注形位公差按 GB/T1184-1996-H 要求不同，明确为机械加工形位公差，且非关键的未

注形位公差，执行 K级规定，增加 GB/T 6414—1999 铸件 尺寸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CT9

级要求；

3）非延时型高度阀的死区范围、气密性等性能试验指标参考 TJ/CL305，但在流量试

验技术指标中增加城市轨道车辆运用较多型号的技术指标；

4）延时型高度阀气密性采用压降法，替代冒泡法,试验过程中总风压力由 500kPa 更

改为 600±10kPa，更接近装车运用工况；

5）对非延时型高度阀的试验过程进行优化。

本项目标准与 TB/T2949-2015《铁道客车及动车组用高度调整装置》相比较：

1)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高度阀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功能及组成、技

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

辆高度阀的设计、制造与验收。规定和适用范围不同；

2)本标准中：未注机械加工形位公差按 GB/T 1184—1996 中 K 级规定，而行标中未规

定；



3)非延时型高度阀的死区范围与行标相同，但行标中对其他技术指标未明确规定，在

本标准中进行了详细明确，增加 GB/T 6414—1999 铸件 尺寸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CT9 级

要求；

4)延时型高度阀气密性采用压降法，替代冒泡法，延迟时间 2-4s 严格于行标的 1-4s。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表 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论据或依据

外观要求
参考 TJ/CL305-2014 和 TB/T2949-2015，对高度阀表面、表面

处理、标识提出了要求。

尺寸要求

参考 TJ/CL305-2014 和 TB/T2949-2015 对图样、未注机械加工

尺寸公差、形位公差提出了要求，并增加“未注铸造尺寸公差

应符合 GB/T 6414—1999 中 CT9 级执行”的要求，用于指导零

部件采用铸件的高度阀生产、制造和检验。

非

延

时

型

杠杆动作要求 参考 TJ/CL305-2014 和 TB/T2949-2015，描述形式与前者一致。

死区要求 与 TJ/CL305-2014 和 TB/T2949-2015 保持一致。

气密性要求 与 TJ/CL305-2014 相同，此种方法为业内常用方法。

流量特性

参考 TJ/CL305-2014，对试验方法中不易实现或描述不清晰的

部分进行了修改，指标要求给出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高度阀常

用的三种流量特性。

冲击振动要求

高度阀阀体安装于车体上，按照标准要求其冲击振动执行 1类

A级要求，按照当前最新振动冲击标准 GB/T 21563—2018，模

拟长寿命振动试验的加速度比例系数取较为严苛的 7.83。

低温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特点，不同地域环境温度差异较大，低温

要求规定了两个等级：-25℃和-40℃，可根据不同项目选择相

应的低温试验要求，低温试验时长与 TJ/CL305-2014 和

TB/T2949-2015 保持一致。

延

时

型

杠杆动作要求 参考 TJ/CL305-2014 和 TB/T2949-2015，描述形式与前者一致。

不感带

TJ/CL305-2014 和 TB/T2949-2015 不一致，TJ/CL305-2014 要

求更严格，按照 TJ/CL305-2014 执行。将供风压力由 500kPa

增大为 600±10kPa，更接近装车运用工况。

延迟时间

TJ/CL305-2014 和 TB/T2949-2015 不一致，TJ/CL305-2014 要

求更严格，按照 TJ/CL305-2014 执行。将供风压力由 500kPa

增大为 600±10kPa，更接近装车运用工况。

气密性 试验过程总体参考 TJ/CL305-2014 和 TB/T2949-2015，但将供



风压力由 500kPa 增大为 600±10kPa，更接近装车运用工况，

并将气密性的冒泡法更改为压降法，有助于自动化试验。

流量特性
试验过程总体参考 TJ/CL305-2014 和 TB/T2949-2015，但将供

风压力由 500kPa 增大为 600±10kPa，更接近装车运用工况。

单侧垂向最大位移 参照 TJ/CL305-2014。

冲击振动要求

高度阀阀体安装于车体上，按照标准要求其冲击振动执行 1类

A级要求，按照当前最新振动冲击标准 GB/T 21563—2018，模

拟长寿命振动试验的加速度比例系数取较为严苛的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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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结合多家业主单位、车辆厂和生产厂家对高度阀的技术要求和实际运用工况

进行总体分析，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高度阀的使用条件、技术要求、检验方法等

提出了详细要求，试验项点能充分验证高度阀的结构和功能，为保证高度阀装车运用提供

保障。

图 1 非延时型高度阀死区试验、气密性试验报告示例



图 2 非延时型高度阀流量试验、低温试验报告示例

图 3 非延时型高度阀冲击振动试验报告示例



图 4 延时型高度阀不感带、气密性试验报告示例

图 5 延时型高度阀延迟时间、流量试验报告示例



图 6 延时型高度阀冲击振动试验报告示例

6.2 综述报告

自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以来，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关键技术

的城轨车辆制动系统（包括高度阀）技术一直掌握在国外供应商，包括德国克诺尔、法国

法维莱、日本纳博克等公司手中，由于这些国外公司几乎垄断了高度阀关键技术，加上国

内没有城轨车辆用高度阀的相关技术标准，所以进入中国城轨市场几乎没有任何技术门

槛，其产品占据了我国大部分城轨制动产品市场，同时，不同国外公司的产品设计理念和

结构形式的不同，加上不同车辆对高度阀流量特性、杠杆长度、空簧接口位置、阀体安装

方向、死区范围等的不同要求，使得国内高度阀产品的形式各异，种类繁多。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大力发展铁路车辆制动技术，目前动车组高度阀已有暂行技

术条件，但城轨车辆用高度阀技术标准迟迟没有形成，且动车组高度阀暂行技术条件并不

能完全指导城轨车辆用高度阀的设计研发工作。在城轨车辆制动系统领域，目前我国已掌

握高度阀核心技术并形成研发和生产能力，产品种类齐全，但鉴于国外公司先入为主，加

上缺乏技术标准支撑，为满足用户的不同技术要求和个性化定制需求，目前城轨车辆高度

阀产品差异性较大、类型繁多，无法形成统型产品。

6.3 技术经济论证

为改变目前存在的重复和无序设计、执行标准不统一、整体要求不规范的情况，通过

标准规范设计、研发、制造、检验和服务的全过程，在保持产品个性要求的基础上，最大



限度的统一高度阀的设计平台、产品平台和制造平台，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建立良好的产

品标准化工作秩序，促进企业创造最佳效益，有必要制定城轨交通车辆高度阀技术标准。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发布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高度阀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储存运

输等提供可执行的、统一的标准；解决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高度阀在机械安装、气路连接的

简统化设计难题；改变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高度阀领域无标准要求的状态；实现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高度阀设计的规范化，以适应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高度阀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以及

配合“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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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由标准提出单位组织标准培训与宣贯，由业主单位在技术合同中引用本标准作为

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安全事件记录仪的通用技术要求，由产品设计制造单位严格遵循本标

准进行设计与检验，标准归口单位最终对标准贯彻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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