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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是T/CAMET 0400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的第12部分。T/CAMET 04004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1部分：电空制动系统通用技术规范；

——第2部分：电空制动系统装车后的试验规则；

——第3部分：空气制动防滑系统技术规范；

——第4部分：制动控制单元技术规范；

——第5部分：风源装置技术规范；

——第6部分：制动盘技术规范；

——第7部分：制动夹钳单元技术规范；

——第8部分：踏面制动单元技术规范；

——第9部分：合成闸片；

——第10部分：合成闸瓦；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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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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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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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检验认证（青岛）车辆检验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宗斌、孟庆余、张振超、郗开冲、王家兴、孙栋栋、李辉、金哲、李天一、

贾洪龙、王丽、黄先富、安文超、山丽、张萌、王文辉、何昌艳、曹忠林、姜云海、侯飞、李彦武、施

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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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大规模发展全面带动了装备制造业及产业链的发展和技术升级。按照国家

发改委《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和《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投资项目监管有关事项

的通知》要求，应积极开展城市轨道装备标准制修订，发展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完善城市轨道交通装

备标准规范，加快构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标准体系。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关键核心装备的制动系

统，有必要建立技术标准体系并不断更新完善，以更好地推进制动系统统型产品开发，提高产品的通用

性与互换性，满足制动系统产品设计、制造和运用需求。

T/CAMET 0400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已经发布了电空制动系统、电空制动系统装车后的

试验规则、空气制动防滑系统、制动控制单元、风源装置、制动盘、制动夹钳单元、踏面制动单元、合

成闸片、合成闸瓦十个部分。

差压阀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制定本文件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

动系统》标准体系的补充完善，用于指导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差压阀的设计、采购、检验、认证等相关工

作。本文件对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的统一，可有效解决城市轨道车辆差压阀产品差异性较大、类型繁多，

无法形成统型产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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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12 部分 差压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差压阀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差压阀的设计、制造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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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1804—2000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1563—2018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6414—2017 铸件 尺寸公差、几何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TB/T 3218—2009 铁道车辆空气制动配件防护件

TB/T 3459—2016 铁道客车及动车组用差压阀

3 术语和定义

TB/T 3459—201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差压阀 pressure-balancing valve

将同一转向架的两侧空气弹簧连接起来的阀，当两侧空气弹簧的压差大于理论压差时，打开内部的

单向阀并导通两侧空气弹簧，使空气从高压侧充入低压侧，直至两侧压差下降到理论压差以下。

[来源：TB/T 3459—2016，3.1]

3.2

理论压差 theoretical differential pressure

差压阀内的单向阀开启或关闭时两个接口的压力差值。理论上，开启时的压力差值和关闭时的压力

差值相等。

[来源：TB/T 3459—2016，3.2]

3.3

动作压力 opening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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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压阀内的单向阀开启时两个接口的压力差值。

[来源：TB/T 3459—2016，3.3]

3.4

关闭压力 closing pressure

差压阀内的单向阀关闭时两个接口的压力差值。

[来源：TB/T 3459—2016，3.4]

4 使用条件

差压阀的使用条件如下：

a） 正常工作海拔不超过 1400 m；

b） 环境温度在-25 ℃～+45 ℃之间，特殊环境温度在-40 ℃～+45 ℃之间；

c） 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 25 ℃）；

d） 应能承受风、沙、雨、雪的侵袭及车辆清洗时清洗剂的作用。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要求

差压阀阀体不应有影响使用的划痕、砂眼等缺陷；差压阀阀体应进行表面处理，涂漆层或化学处理

层应色泽均匀，无油污、压痕和其他机械损伤。

5.2 尺寸要求

5.2.1 差压阀外形接口尺寸应符合产品图样要求。

5.2.2 差压阀成品图样中未注尺寸公差及形位公差要求如下：

a） 未注机械加工尺寸公差应符合 GB/T 1804—2000 中 m 级规定；

b） 未注机械加工形位公差应符合 GB/T 1184—1996 中 H 级规定；

c） 未注铸造尺寸公差应符合 GB/T 6414—2017 中 DCTG9 级规定。

5.3 气密性要求

常温（25 ±10）℃时，（600±10） kPa 压力下，压降不应大于 5 kPa/min 或在水中保压 3 min 无

气泡冒出。

5.4 压差要求

常用压差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特殊要求在技术条件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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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压差性能要求

单位为千帕

序号 理论压差 动作压力 关闭压力

1 50±10 ≤60 ≥40

2 75±15 ≤90 ≥60

3 80±20 ≤100 ≥60

4 100±25 ≤125 ≥75

5 120±25 ≤145 ≥95

6 150±30 ≤180 ≥120

7 180±20 ≤200 ≥160

8 200±20 ≤220 ≥180

9 220±25 ≤245 ≥195

10 250±25 ≤275 ≥225

5.5 冲击、振动要求

应能承受 GB/T 21563—2018 中 2 类规定的冲击、振动要求，冲击、振动试验后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外观和吊挂部位应无损坏；

b） 气密性应符合 5.3 的要求；

c） 压差性能应符合 5.4 的要求。

5.6 低温要求

在低温（-25 ℃或-40 ℃）条件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气密性应符合：（600±10） kPa 压力下，压降不应大于 10 kPa/min。

b） 压差性能应符合 5.4 的要求。

6 检验方法

6.1 外观检查

应使用目测的方法对差压阀外观进行检查。

6.2 尺寸检查

应使用量具检测的方法对差压阀尺寸进行检查。

6.3 气密性试验

常温气密性试验根据具体情况任选以下一种测试方法进行，低温气密性试验应选用第一种测试方法

进行：

a） 测量压降法：封闭差压阀的一个接口，在另一个接口上充入（600±10） kPa 压缩空气，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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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稳定后，保压 1 min，测试充风口压降值。调换差压阀两个接口，用同样方法测试；

b） 水中保压法：差压阀两侧进气口充入（600±10）kPa 压缩空气，放入水中保压 3min，观察是

否有气泡冒出。

6.4 压差试验

将差压阀的一个接口缓慢充入压缩空气，待另一个接口有压缩空气排出时，测试充风口处的动作压

力；然后截断充风侧压缩空气，待充风侧压力稳定后，测试充风口处的关闭压力。调换差压阀两个接口，

用同样方法测试。

6.5 冲击、振动试验

应按 GB/T 21563—2018 的 2 类规定进行冲击、振动试验，模拟长寿命振动试验的加速度比例系数

取 7.83；冲击、振动试验后，应按照 6.1 进行外观检查；冲击、振动试验前后，应按照 6.3、6.4 进行

试验。

6.6 低温试验

应按 GB/T 2423.1—2008 的规定在-25℃或-40℃的环境下放置 16h，然后在该低温环境下按照 6.3、

6.4 进行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每件产品都应进行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1.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2。

7.2 型式检验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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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其性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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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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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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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外观检查 √ √ 5.1 6.1

2 尺寸检查 √ √ 5.2 6.2

3 气密性试验 √ √ 5.3 6.3

4 压差试验 √ √ 5.4 6.4

5 冲击、振动试验 √ / 5.5 6.5

6 低温试验 √ / 5.6 6.6

注 1：标有“√”的为强制性试验；

注2：标有“/”的不做要求。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差压阀应有铭牌，铭牌上应注明以下内容：

a） 制造厂名或代号；

b） 产品名称、型号；

c） 制造日期和产品序列号。

8.2 包装

8.2.1 差压阀的包装应保证在正常运输情况下不致损伤产品，差压阀在包装前应清洁，在接口处应加

保护，箱内应有保护垫衬，以防相互挤压和碰损，防护件应符合 TB/T 3218—2009 的规定。包装要求应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8.2.2 包装箱标志应注明以下内容：

a） 制造厂名或代号；

b） 产品名称、型号；

c） 数量。

8.2.3 包装箱内每件产品应附有合格证，合格证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制造厂名或代号；

b） 产品名称、型号；

c） 产品序列号；

d） 制造厂的检验部门签章。

8.3 运输与贮存

8.3.1 产品在运输与贮存过程中应避免雨雪浸淋和机械损伤。

8.3.2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和干燥的仓库内，在正常保管条件下，自出厂之日起，制造厂应保证产品在

一年内不发生金属件的锈蚀和非金属件的老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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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如有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运输和贮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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