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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在产品检测、工程检测和运营检测的检测项目和检测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的检测、验收和运营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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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6    建筑幕墙空气渗透性能检测方法 

GB 15763.2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 2 部分：钢化玻璃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受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

抽样计划 

GB/T 7106     建筑幕墙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CJJ 183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屏蔽门系统技术规范 

CJ/T 236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屏蔽门 

BS 6206        建筑物用安全平板玻璃及安全塑料的耐冲击性能要求规范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干扰度试验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GB/T 17626.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 

GB 925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15532     计算机软件测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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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3.1 术语和定义 

3.1.1 站台门 platform screen door 

安装在站台边缘，将乘客候车区与列车运行区相互隔离，并与列车门相对应、可多级控

制开启与关闭滑动门的连续屏障，有全高、半高、屏蔽、非屏蔽之分。 

3.1.2 应急门 emergency escape door 

当列车门与滑动门不能对齐时，供疏散的门。 

3.1.3 端门 platform end door 

设置于站台门两端进出轨道区的门。 

3.1.4 门机 door mechanism 

开启与关闭滑动门的机构。 

3.1.5 门控器 door control unit 

就地对门机进行控制的装置。 

3.1.6 就地控制盘 platform screen doors local control panel 

 用于控制单侧站台门的控制装置。 

3.1.7 中央控制盘 platform screen doors central control panel 

 一个车站的站台门的控制中心。包括监视设备、单元控制器。 

3.1.8 就地控制盒 local control box 

 就地控制单樘滑动门的控制装置。 

3.1.9 紧急控制盘 platform screen doors emergency control panel 

 紧急情况下控制单侧站台门的装置。 

3.1.10 推杆锁 push bar lock 

 在轨道侧直接手动打开应急门，在设备区直接手动打开端门的装置。 

3.1.11 工程样机 engineering prototype 

在批量投入工程安装之前，研制出来作为样品的机器. 

3.1.12 滑动门 sliding door 

在正常运行时，供乘客上下车的门。 

3.1.13 固定门 Fixed door 

位于两滑动门之间，为不可开启的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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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空气室 air plenum 

一个充满空气的密闭空间。 

3.2 符合与缩略语 

符合与缩略语参见附录 A 

4．基本规定 

4.1 检测分类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系统检测根据其所处的不同阶段，可分为产品检测、工程检测以及

运营检测三种类型。 

4.1.1 产品检测 

产品检测包括型式检测和出厂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样机设计在定型前，应通过型式检测方可投入批量生产； 

b) 批量生产后，在出厂前应通过出厂检测。 

4.1.2 工程检测 

工程检测包括安装检测和验收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现场安装后应通过安装检测； 

b) 在验收或移交前，应通过验收检测。 

4.1.3 运营检测 

运营检测主要是指日常检测和定期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运营部门应建立站台门系统日常检测和巡视机制，每日运营确认站台门的状态； 

b) 运营期间，宜对站台门系统展开有计划的定期检测，及时发现设备异常，避免故障后

维修。 

4.2 检测的抽样 

4.2.1 产品检测抽样 

4.2.1.1 工程样机，应对所送检门体的所有参数进行检测。 

4.2.1.2 出厂的站台门样机应按 100%的比例进行抽样检测。 

4.2.2 工程检测抽样 

4.2.2.1 对于施工方自检，应按照 100%的比例抽样进行检测。 

4.2.2.2 对于监理方的监督检测，应按照 30%的比例抽样进行检测，且抽样数不低于 3 个。 

4.2.2.3 对于工程验收检测，抽样比例不低于 10%，且抽样数不低于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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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运营检测抽样 

4.2.3.1 运营期的检测应按照 100%的比例抽样进行检测。 

4.3 检测结果的判定 

4.3.1 对于每个检测项目，若检测结果符合要求，则认为该项目检测通过；若检测结果不符

合要求，则认为该项目检测不通过。 

4.3.2 对每个受试产品，若全部检测项目均通过，或参检各方明确的检测项目均通过，则认

为该受试产品合格；否则，认为该受试产品不合格。 

4.4 检测报告 

产品检测、工程检测、运营检测应分别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检测日期、检测报告完成日期； 

b）检测依据和检测内容； 

c）检测结果明细与汇总； 

d）检测过程记录与发现的问题； 

e）检测负责人和参与者签字。 

报告格式见附录 B。 

5．产品检测 

5.1 基本规定 

站台门产品检测即站台门工程样机检测，样机组成为一套完整的站台门，至少包括一对

滑动门、一扇固定门、一扇应急门，有顶箱、支撑结构以及门槛的站台门。检测应满足以下

基本要求： 

a）站台门的门体结构尺寸、机械性能、材料和加工制造应符合《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屏

蔽门》CJ/T 236 的规定； 

b）站台门新产品在正式投入生产前或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应重

新进行设备型式试验； 

c）除特殊规定外，试样应进行 24h 状态调节，试验环境温度 23℃±2℃，试验环境相对

湿度 50%±5%； 

5.2 外观检查 

5.2.1 技术要求 

a）设备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划伤、变形、污染、腐蚀等，表面涂镀层应均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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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起泡、龟裂和磨损； 

b）零部件应紧固无松动，开关及其他控制部件的控制应灵活可靠； 

c）设备的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5.2.2 检测方法与步骤 

外观检查应使用目测和尺量。 

5.3 尺寸检测 

5.3.1 技术要求 

站台门门体尺寸要求应符合《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屏蔽门》CJ/T 236 中 5.5 的要求。 

5.3.2 检测方法与步骤 

a）边长和对角线差的检测：用分度值不低于 0.1mm 的钢卷尺测量，每个尺寸分别测量

3 次，取算术平均值为测量结果； 

b）结构密封胶注胶宽度和厚度以及接缝宽检测：用分度值不低于 0.02mm 的尺具测量，

每个尺寸分别测量 3 次，取算术平均值为测量结果。 

5.4 结构测试 

5.4.1 技术要求 

站台门整体结构在工程设计给定的荷载、冲击或荷载组合作用下，安全玻璃不应破裂，

站台门应无损坏，不应发生妨碍其正常工作的功能障碍。荷载和荷载组合试验后，门体塑性

变形、变形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门体高度小于等于 4000mm，最接近列车动态包络线的构件的最大变形量不大于

15mm； 

b) 门体高度大于 4000mm，最接近列车动态包络线的构件的最大变形量不大于 20mm； 

c) 半高站台门顶部最接近列车的构件的最大变形量不大于 15mm； 

d) 半高站台门活动门扇的最大变形量不大于 50mm； 

e) 所有门体构件均不发生永久塑性变形，残余变形量不大于 1mm。 

其中，轨道侧正、负风压载荷测试和复合载荷测试仅全高门和屏蔽门需要进行。 

5.4.2 检测方法与步骤 

5.4.2.1 轨道侧正、负风压载荷测试 

风荷载的施加可以在风室里进行，也可以将风荷载折算为线性荷载后加载，按照产生的

最大应力相同的原则折算。该测试仅要求全高门和屏蔽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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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风压载荷测试试验示意图 

a) 将站台门样机密封固定密封，在门体主要受力杆件的中点及两端和门体最接近列车

动态包络线及对应箱体裂解站台门试验单元的基础部位安装数组位移计（如图 1 所示）； 

b) 预备加压，给站台门试验单元施加 300Pa 正压/300Pa 负压，并保持 5min，卸压后将

仪器调校及归零； 

c) 从零开始分级对门体施加正压（轨道侧到站台侧）/负压（站台侧到轨道侧），每级压

力不超过 250Pa,加压时间不少于 10s，直至压力达到设计的风压标准，记录位移计读数；卸

除载荷 10min 后，记录位移计读数。 

5.4.2.2 人群冲击载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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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群冲击载荷测试试验示意图 

a) 在站台门站台侧前方放置霰弹袋冲击实验装置（如图 2 所示），装置主要技术参数参

照《建筑物用安全平板玻璃及安全塑料的耐冲击性能要求规范》BS 6206 执行； 

b) 在霰弹袋冲击实验装置上悬挂一个 45kg 的霰弹袋，确保霰弹袋的中心距离站台门门

槛面≥1100mm，且霰弹袋的中心位于测试门体玻璃的中心位置，霰弹袋的中心距悬挂点

1525mm， 中心横截面外围距离测试门体玻璃的最近距离≤13mm； 

c) 抬高霰弹袋，使其与静止位置的落差高度为 195mm±5mm。释放霰弹袋，使其冲击滑

动门、固定门和应急门的玻璃各 3 次，并分别记录测试结果。 

5.4.2.3 人群挤压载荷测试 

 

图 3 人群挤压载荷试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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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门体主要受力杆件的中点及两端和门体最接近列车动态包络线及对应箱体裂解站

台门试验单元的基础部位安装数组位移计（如图 3 所示）； 

b) 在站台门样机的站台侧安装线荷载加压装置模拟人群对安全门的挤压载荷，人群挤

压荷载作用线高度为 1100mm； 

c) 逐步加载线荷载到 1000N/m，最大线荷载的加压时间不少于 10s，等待变形稳定后，

记录位移计读数；卸除载荷 10 min，后记录位移计读数。 

5.4.2.4 复合载荷测试 

 

图 4 负风压荷载和人群挤压荷载联合试验示意图 

a) 将站台门样机密封固定，在门体主要受力杆件的中点及两端和门体最接近列车动态

包络线及对应箱体裂解站台门试验单元的基础部位安装数组位移计（如图 4 所示）； 

b) 在站台门样机的站台侧安装线荷载加压装置模拟人群对安全门的挤压载荷，人群挤

压荷载作用线高度为 1100mm； 

c) 预备加压，给站台门试验单元施加 300Pa 负压，并保持 5 分钟，卸压后将仪器调校及

归零； 

d) 从零开始分级对门体施加负压（站台侧到轨道侧），每级压力不超过 250Pa,加压时间

不少于 10s，直至压力达到设计的风压标准，并开启人群挤压荷载 1000N/m，记录位移计读

数；卸除载荷 10 分钟后，记录位移计读数。 

5.5 密封测试 

5.5.1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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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封闭站台门需做密封测试，应满足下列要求： 

a）在站台门内外压差为 100Pa 的状态下，透过站台门的风量不会产生明显的气流束及

不能发出因气流产生的异响。 

b）在 10Pa 固定门处漏风量不大于 2m3/(h·m2），滑动门处漏风量不大于 8m3/(h·m2）。 

5.5.2 检测方法与步骤 

c）将站台门样机与空气室之间密封完好，将站台门各部件之间用胶带密封完好。在内

外压差为 100Pa 压力的情况下，观察有无明显气流束及异响测量：滑动门在 100Pa 压差下的

空气泄漏量； 

d）除去滑动门四周的密封胶带，在内外压差为 100Pa 压力的情况下，观察有无明显气

流束及异响，测量滑动门在 10Pa 压差下的空气泄漏量； 

e）用上述同样方法依次测量固定门处的空气泄漏量。 

5.6 速度曲线测试 

5.6.1 技术要求 

速度曲线的各项参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5.6.2 检测方法与步骤 

a）在滑动门上安装速度传感器（或位移传感器），连接计算机显示滑动门速度曲线； 

b）分别对滑动门进行开关门控制，每个动作至少进行 5 次，并分别采集滑动门的速度

曲线。 

5.7 加速寿命测试 

5.7.1 技术要求 

站台门加速寿命测试合格判定依据参见《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屏蔽门》CJ/T 236 B.4.4 的

要求。 

5.7.2 检测方法与步骤 

a）加速寿命测试的样机至少包括门机、门体、门控器、中央控制盘、相关电源装置等； 

b）每次开关门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时间不大于 15s，被测对象设置为不间断的循环运

行，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直至完成最少 100 万次完整的运行周期。 

c）第 10 万次周期、第 50 万次周期和第 100 万次周期分别对样机的结构部件稳定性、

开关门时间、指示灯状态、障碍物探测功能、解锁力、手动开门力和阻止滑动门关闭的力进

行测量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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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电磁兼容测试 

5.8.1 技术要求 

电测兼容测试对象主要针对站台门的整套控制系统，包括门控单元（DCU）、中央控制

盘（PSC）、就地控制盒（LCB）、就地控制盘（PSL），一段照明灯带（如有）、滑动门 AC/DC、

电源系统、电源转换模块（如有）、门状态指示灯和线束等。应满足以下要求： 

a）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受检设备包括门机、PSC、PSL 性能达 b 级标准为合格。 

b）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受检设备为系统整体，性能达 a 级标准为合格。 

c）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受检设备包括交流和直流电缆以及控制电缆，性能达

b 级标准为合格。 

d）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受检设备为交流和直流电源电缆，性能达 b 级标准为合格； 

e）射频场感应的传导干扰抗扰度试验，受检设备包括交流和直流电缆以及控制电缆，

性能达 a 级标准为合格； 

f）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在安装有电源转换模块的门机处进行试验。性能达 a 级标准

为合格； 

g）电压暂降、短时中断与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性能达 b 级为合格； 

h）辐射干扰试验受检设备为受测系统整体。按 A 类 1 组工、科、医设备要求进行测试，

测试等级应达 a 级标准。 

5.8.2 检测方法与步骤 

5.8.2.1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测试方法参照《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干扰度试验》GB/T 17626.2 执

行，分别进行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试验。 

5.8.2.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测试方法参照《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GB/T 17626.3

执行。 

5.8.2.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测试方法参照《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GB/T 

17626.4 执行，选定试验等级分别对电源端口和 I/O 端口进行测试。 

5.8.2.4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测试方法参照《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GB/T 17626.5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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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试等级按第 3 类设备选定。 

5.8.2.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干扰抗扰度试验 

测试方法参照《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GB/T 

17626.6 执行，测试等级按第 3 类设备选定。 

5.8.2.6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测试方法参照《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GB/T 17626.8 执行，

磁场试验等级为 4。 

5.8.2.7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与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测试方法参照《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GB/T 17626.11

执行。 

5.8.2.8 辐射干扰试验 

测试方法参照《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 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GB 4824-

2013 执行。 

5.9 动能测试 

5.9.1 技术要求 

a）每扇滑动门最大动能不应大于 10J； 

b）每扇滑动门关门的最后 100mm 行程最大动能不应大于 1J。 

5.10.2 测试方法与步骤 

c）按照 5.6 所述方法，测试和记录滑动门关门时的速度曲线和位移曲线，测试与记录

需重复进行 5 次； 

d）根据速度曲线确定最大速度的算术平均值 vmax； 

e）根据位移曲线确定到达最后 100mm 行程的时间，并根据此时间和速度曲线，求得最

后 100mm 行程的速度算术平均值 v100； 

f）称量滑动门的质量三次，并求得算术平均值 m； 

g）根据动能计算公式得到滑动门最大动能为 Emax=1/2mvmax
2, 滑动门关门的最后 100mm

行程最大动能 E100=1/2mv100
2。 

5.10 功能测试 

5.10.1 技术要求 

a）按照设计的操作模式要求，滑动门均能进行正常的开关和指示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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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滑动门在开关门动作的过程中，夹到厚度 5mm 以上的物体时能自动进入障碍物探测

模式。 

5.10.2 检测方法与步骤 

5.10.2.1 基本控制功能测试 

分别切换到设计的操作模式，对滑动门进行开关门控制。 

5.10.2.2 障碍物探测功能测试 

将厚 5mm、宽 40mm 的钢板放置在两扇滑动门之间的中央位置，在滑动门接触到钢板

后应能够探测到，门控器控制滑动门自动进入障碍物探测模式，门控器设置的关门力阈值不

超过 150N。 

5.11 噪音测试 

5.11.1 技术要求 

测试时的背景噪音至少小于测试噪音 10dB(A）。站台门噪音目标峰值小于等于 70dB(A）。 

5.11.2 检测方法与步骤 

a）滑动门在进行开关门动作时，在距门体 1m，高度 1.5m 处，用声级计进行测试； 

b）测量 3 次，取 3 次测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试结果。 

5.12 防夹力测试 

5.12.1 技术要求 

防夹力的大小符合滑动门的设计文件。 

5.12.2 检测方法与步骤 

a）在滑动门的 1/2 行程处布置压力测试装置（如测力锤）； 

b）控制滑动门关门，记录测量值； 

c）测量 3 次，取 3 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为检测结果。 

5.13 关门力测试 

5.13.1 技术要求 

滑动门在关门过程中，在其行程的最后 1/3 处作用力不大于 150N。 

5.13.2 检测方法与步骤 

a）在滑动门行程的最后 1/3 处布置压力测试装置（如测力锤）； 

b）控制滑动门关门，记录测量值； 

c）测量 3 次，取 3 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为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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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软件测试 

5.14.1 技术要求 

软件测试应包括安装（升级）、启动与关机、功能测试、性能测试（正常的负容量变化）、

压力测试（临界的负载、容量变化）、配置测试、平台测试、安全性测试、恢复测试（在出

现掉电、硬件故障或切换、网络故障等情况时，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可靠性测试等。 

5.14.2 检测方法与步骤 

功能测试采用功能验证的方式，性能测试采用软件测试工具完成，可按照《城市轨道交

通站台屏蔽门》CJ/T 236 执行。 

6．工程检测 

6.1 基本规定 

6.1.1 站台门系统所有设备的配置、数量、型号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部件完整； 

6.1.2 站台门系统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系统应具备正常运转条件； 

6.1.3 门槛、上部结构、门体结构、滑动门等、紧固件、盖板、设备柜、线槽和线缆等安装工

程检验批已完成； 

6.1.4 设备房环境检测已按照设计完成。 

6.2 现场 5000 次运行检测 

6.2.1 技术要求 

站台门安装后每个门单元应进行运行试验和功能测试；一侧完整的站台门应连续进行

5000 次运行检测，检测期间站台门应运行平稳、无运行故障。 

6.2.2 检测方法与步骤 

在站台门系统功能测试完成的前提下，进行连续 5000 次不断电开关门试验，测试过程

中无故障、无异常声音为测试合格。 

6.3 功能检测 

6.3.1 基本操作模式验证 

6.3.1.1 技术要求 

a）可由信号系统对站台门进行开关控制； 

b）可由就地控制盘对站台门进行开关控制； 

c）可通过紧急控制盘对站台门进行开关控制； 

d）可通过就地控制盒对单樘站台门进行开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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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可在站台侧用钥匙或在轨道侧通过开门把手打开滑动门。 

6.3.1.2 检测方法与步骤 

通过上述 5 级操作模式控制站台门的启闭，进行功能测试，验证站台门系统基本操作模

式功能的设计符合性。 

6.3.2 监视系统检测 

6.3.2.1 技术要求 

a）站台门监视系统宜采用标准开放式的通讯协议； 

b）监视系统应能实时监视站台门系统的状态，收集存贮系统关键信息； 

c）中央控制盘宜设置与控制中心进行通讯的接口； 

d）网络拓扑结构宜为总线型。 

6.3.2.2 检测方法与步骤 

分别对单台站台门、多台站台门进行开关控制，模拟门体故障，并在站台门监控系统终

端上验证其监视功能的符合性。 

6.3.3 系统接口功能测试 

6.3.3.1 技术要求 

a）低压配电系统能向站台门提供各类电源等级电源以及接地端子，且运行正常； 

b）信号系统能向站台门系统发送各类开/关门指令以及其它状态信号，并能接收到站台

门系统传送的开/关门等状态信号，信号线路连接正确，信号发送/接收运行正常； 

c）站台门系统能向设备监控系统发送开/关门状态信息、系统故障报警信息等,线路连接

正确，信息发送/接收正常； 

d）站台门系统正常开/关 200 次，系统与系统接口均运行正常，无故障发生。 

6.3.3.2 检测方法与步骤 

对照设计文件核查，功能试验。 

6.4 力学性能检测 

6.4.1 阻止滑动门关闭的力检测 

6.4.1.1 技术要求 

阻止滑动门关闭的力不应大于 150N（最后 1/3 行程处测量）。 

6.4.1.2 检测方法与步骤 

检测方法与步骤参见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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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手动解锁力检测 

6.4.2.1 技术要求 

滑动门、应急门和端门的手动解锁力不应大于 67N。 

6.4.2.2 检测方法与步骤 

在滑动门、应急门和端门关闭的情况下，用精度等级大于 0.5 的拉力计拉动推杆锁（垂

直作用于最大力臂处），完成解锁动作，记录解锁完成时拉力计的读数。测试 3 次，取算术

平均值。 

6.4.3 解锁后的滑动力检测 

6.4.3.1 技术要求 

解锁后手动开启单扇滑动门的动作力不应大于 133N。 

6.4.3.2 检测方法与步骤 

在滑动门完成解锁之后，用精度等级大于 0.5 的拉力计水平匀速拉动于单扇滑动门至关

门位置，记录此过程中拉力计的最大读数。测试 3 次，取算术平均值。 

6.5 噪音检测 

6.5.1 技术要求 

测试时的背景噪音至少小于测试噪音 10dB(A）。噪音目标峰值小于等于 70dB(A）。 

6.5.2 检测方法与步骤 

检测方法与步骤参见 5.11。 

6.6 接地与绝缘检测 

6.6.1 系统接地 

6.6.1.1 技术要求 

a）当站台门有等电位要求时，门体连接至钢轨； 

b）门体应保持有效的电气连接，其总电阻值小于等于 0.4Ω； 

c）滑动门应与门体其他部分结构保持等电位。 

6.6.1.2 检测方法与步骤 

将一侧站台门作为整体，用精度 0.5 级分辨率 0.01Ω的毫欧表在最左端门体与最右端门

体之间进行测量，测试 3 次，求算数平均值，即为门体总阻值。 

6.6.2 门体绝缘 

6.6.2.1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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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常情况下人体可触及的站台门金属构件应与土建结构绝缘，单侧站台门体与土建

结构间的绝缘电阻在 500VDC 下不应小于 0.5MΩ； 

b）在站台门站台侧、端门内外的地面应设置距离门体不小于 900mm 的绝缘区域；在端

门内外两侧墙面高 2m 范围内应设置距离门体不小于 900mm 的绝缘区域； 

6.6.2.2 检测方法与步骤 

a）用精度 1.0 级、500V 的兆欧表在门体金属结构与土建结构间进行测量； 

b 用精度 0.1 级的量具对绝缘区域进行测量。 

6.7 电源系统检测 

6.7.1 技术要求 

a）站台门系统必须按一级负荷供电，必须设置备用电源； 

b）驱动电源和控制电源的供电回路宜相互独立设置； 

c）驱动电源的后备电源容量应符合完成 30min 内本站全部滑动门开关 3 次的需要，控

制电源的后背电源容量应符合系统满负载持续工作 30min 的需要； 

d）驱动电源、控制电源与外电源的隔离阻抗不应小于 5MΩ； 

e）应具有过流、过压保护，当电压在±10%范围内波动时，站台门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当电压超过±10%时，站台门系统应自动保护。 

6.7.2 检测方法与步骤 

a）切断市电输入开关，观察备用电源是否能够正常切换，并在 30min 内控制本站全部

滑动门开关 3 次，观察电源状态； 

b）检查电源系统的产品说明书和检测报告等文件，核对是否符合 6.7.1 的要求。 

7．运营检测 

7.1 基本规定 

7.1.1 站台门正式投入运营后，在其全生命周期内，应定期进行功能检验和性能检测。 

7.1.2 投入运行的站台门基本要求 

a）机械、电气设备功能正常。门体结构完整、门机驱动系统功能正常； 

b）控制方式功能正常。手动解锁、LCB、PSL、IBP、信号控制功能正常；且控制优先

级正确；关闭且锁紧及互锁解除功能正常； 

c）电源系统功能正常。直流电源或 UPS 电源的整流与逆变功能、充放电功能正常，蓄

电池组的电压在规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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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监视系统功能正常。站台门运行和故障信息与站台门状态相符。 

7.1.3 运营期间站台门检测分为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测。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测宜随维修工作同

步进行。 

7.2 日常检查 

指每日对站台门设备进行检查，主要检查项目宜包括以下内容： 

a）检查门体外观。检查各滑动门、固定门、端门、司机门、灯带、门机梁检修盖板外

观是否完整。 

b）检查单门指示灯显示。检查单门状态指示灯显示与门开闭状态是否相符。 

c）检查 PSL 状态。检查 PSL 钥匙开关、指示灯、面板、按钮外观是否完好。  

d）站台门设备房检查。检查 PSC 的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应无故障报警。 

e）站台门设备房电源系统完好性检查。包括驱动电源和控制电源各类电源模块、仪表、

指示灯、空开的完好性检查；蓄电池柜蓄电池连接导线外观检查、蓄电池温度检测，蓄电池

组单个蓄电池的电压检测；一级负荷配电箱外观及内部电气元件外观检查。 

f）与相关专业接口设备检查。检查 PSC 与信号专业接口线缆及端子的外观、连接是否

完好；检查 PSC 与综合监控系统通讯线缆和协议转换器的外观、连接是否完好。 

g）监控终端设备检查。检查车站综控室站台门显示图与列车运行状态是否相符；IBP 开

门指示灯、关门指示灯是否正常，使能开关是否完好。 

7.3 定期检测 

指在一个年度内，以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为周期对站台门主要功能、技术参数指

标的检测。 

7.3.1 门体结构 

a）月检应检查滑动门、应急门、端门的手动解锁装置是否灵活，操作可靠；检查端门

闭门器及应急门定位器安装可靠状况、检查门体玻璃外观、胶条和毛刷安装紧固情况。 

b）半年检应对滑动门的开关门时间、解锁力、阻止滑动门关闭的力等运行指标进行抽

测；检查接轨导线、接地线缆的状态；检查滑动门导靴、门槛间隙；检查顶箱或固定侧盒前、

后盖板安装紧固及密封情况；检查限位挡板、螺杆、螺母、轴承、联轴器状态；检查滑动门

与吊挂件的连接状态。 

c）年检应检查门扇玻璃、支架和胶条的状态；检查等电位电缆状态，并进行等电位测

试；检查门槛支撑件绝缘件状态，并进行等电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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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门机 

a）月检应对障碍物探测功能进行检测；检查电机及齿轮箱、传动装置、门锁机构、滑

动门锁紧装置及检测开关、门机供电部件、顶箱或固定侧盒的安装紧固情况。 

b）季检应检查皮带连接状况或传动装置的润滑状态，检查门滚轮、惰轮和皮带轮转动

状况，检查电线电缆的连接状况。 

c）半年检应检查碳刷磨损及变形程度，紧固件固定及锈蚀情况。 

7.3.3 控制系统 

a）月检应检查和测试中央控制盘和就地控制盘的元器件及指示灯工作状态；检查监控

软件及时钟信息；检查中央控制盘内各类继电器、盘内布线和器件安装状况。 

b）季检应对就地控制盘、综合控制盘和紧急控制盘的功能与逻辑进行检测；应检查站

台门设备房到门机线缆线槽状态；检查中央控制盘与信号系统借口记录、功能确认检查；检

查中央控制盘与其他系统通信功能；检查就地控制盘、中央控制盘的内部接线。 

c）年检应检测中央控制盘逻辑控制单元的功能及其器件状态。 

7.3.4 电源系统 

a）月检应检查电源系统电源柜供电单元电源参数，并检查各组件外观、温升、连接及

固定情况。 

b）季检应对控制电源、驱动电源的蓄电池电压进行检测，检查蓄电池充电器状态，检

查蓄电池与外部接口电缆电线安装状况；应检查电源控制柜接线端口连接状态；检查不间断

电源电池是否有温度、声音、变形、漏液、鼓胀、安全阀开启、接线端及气孔异常等情况；

检查电源配电箱状态。 

c）年检应对蓄电池的容量和电压进行检测。 

7.3.5 设备房环境 

应定期对站台门设备房的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 

  



19 

 

附录 A 符号与缩略语 

 PSD ——站台门 

EED——应急门 

PED——端门 

DM——门机 

DCU——门控器 

PSL——就地控制盘 

PSC——中央控制盘 

 LCB——就地控制盒 

PSDEC——紧急控制盘 

PBL——推杆锁 

EP——工程样机 

ASD——滑动门 

 FIX——固定门 

AP——空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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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测报告样单 

**检测报告 

委托单号： 

报告编号：  

样品名称  

规格型号  样品编号  

委托单位  

生产单位  

来样方式  样品数量  

样品状态  到样日期  

检测地点  检测日期  

环境条件  仪器设备  

检测/ 

判定依据 
 

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1     

2     

…     

检测结论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盖章） 

备    注  

报  告：                 审  核：                 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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