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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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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广

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福

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泉州中车唐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北京博得交通设备有限

公司、北京浦然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轨道产教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北京交通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星臣、昌路明、李世伟、王保坚、刘鹏、冯炜刚、李

启斌、李忠宝、郭靖凡、陈晓声、崔宏巍、行建海、龚建强、边浩毅、肇北、周

昱英、曹昕鸷、门瑞成、杨新伟、刘亚苹、王爱国、裴廷福、兰清群、姚烨、周

刚、聂秀珍、王建立、王珂、刘亚磊、方文、何方明、刘仲波、齐群。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北京智联

友道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2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

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

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7928-2003 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GB/T 26718-201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GB/T 50839-20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GB/T 34571-2017 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布线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轨道交通 rail transit

是指运营车辆需要在特定轨道上行驶的一类交通工具或运输系统，即轮轨形

式的交通运输系统。常见的轨道交通有传统铁路（普速铁路、高速铁路）、城际

轨道、城市轨道。

3.2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urban rail transit vehicles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用于运输旅客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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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轨道交通车辆检修 maintenance of rail transit vehicles

当车辆运营公里（时间）达到预设规定范围，符合检修要求时，根据车辆检

修规程、执行车辆检修工艺标准，对车辆及部件进行检查、维护及检修，用以保

证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安全可靠运行，降低运营成本及延长车辆使用寿命。

3.4

维护 maintenance

指为防止设备劣化，维持设备性能而进行的清扫、检查、润滑、紧固及调整

等工作；为测定设备劣化程度或性能降低程度而进行的必要检查及测试；为修复

劣化，恢复设备性能而进行的修理及更换活动。

3.5

故障性维修 corrective maintenance

旨在车辆发生故障之后对车辆进行维修，消除车辆零部件的缺陷和隐患，维

修完毕后保证车辆安全性能。

3.6

预防性维修 faulty maintenance

指在尚未发生故障之前就对车辆进行修理，消除车辆零部件的缺陷和隐患，

预防车辆故障的发生。

4 适用院校专业

4.1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铁道

车辆运用与检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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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学校：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动车组

检修技术、铁道机械化维修技术、铁道机车、铁道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应用型本科学校：车辆工程、交通运输、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4.2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铁道

车辆运用与检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高等职业学校：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与维护、铁

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高速铁路动车组制造与维护、动车组检修技术、铁道养

路机械应用技术、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铁道车辆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轨道交通车辆工程技术。

应用型本科学校：车辆工程、交通运输、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初级：面向车辆初级检修与维护、车辆机械零部

件生产等岗位，从事轨道交通车辆简单维修、车辆基础零部件检修与维护、简单

车辆机械部件生产制造与安装等工作。

【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中级：面向车辆中级检修与维护等岗位，从事轨

道交通车辆中度维修、车辆系统性部件检修与维护、车辆机械系统设备生产制造、

安装与调试等工作。

【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高级：面向车辆深度检修与维护、车辆机械系统

部件设计与制造、车辆维修管理等岗位，从事轨道交通车辆架修与大修、车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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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系统设备故障分析、编制本岗位相关工作指引和工艺文件、制定技术方案、安

全措施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

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初级）：主要面向车辆初级检修与维护、车辆

机械零部件生产等岗位，能查阅车辆检修规程，正确使用通用修理工具与仪器进

行车辆一般检修。熟悉列车及零部件的检修技术要求，并记录有关技术数据。掌

握基本的机械、车辆知识及技能，学会看懂简单的车辆机械图纸。处理简单的车

辆机械故障。

【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中级）：面向车辆中级检修与维护等岗位，掌

握一般的机械、车辆知识及技能，学会看懂基本的车辆部件图纸。处理常见的车

辆机械故障。对一般的故障机械部件进行修复。能正确检查列车的运行状态，发

现列车运行故障并作故障记录。能依据列车零部件的装配图和安装图，能分析列

车各系统的工作原理，从而完成设备安装与调试。

【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高级）：面向车辆深度检修与维护、车辆机械

系统部件设计与制造、车辆维修管理等岗位，掌握较全面的机械、车辆知识及技

能，学会看懂车辆部件图纸。处理疑难的车辆机械故障。根据车辆维修规程，高

质量完成机械部分的维修作业。能检查、排除列车常见故障。能参与编制本职业

工作指引和工艺、技术、安全措施。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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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轨道交通车辆

车体设备维护

1.1 车辆车体外

装、客室内装及车

体附属部件的维

护

1.1.1 能检查车体有无外表损伤，油漆、标识，

车外指示器、车体登车梯、登车扶手杆、防爬装

置等车体附件安装状况。

1.1.2 能检查前窗、遮阳帘、刮雨器及其他司机

室设备安装状况。

1.1.3 能检查车窗、门窗玻璃及其密封条、客室

顶板、侧墙板表面、空调回风口及出风口盖板，

并进行清洁。

1.1.4 能检查各座椅外观及侧挡屏风的安装状

况。

1.1.5 能检查残疾人座椅固定扣、标识标语贴纸、

广告贴、广告框等客室辅助设施是否损坏、灭火

器安装是否牢固。

1.1.6 能检查司机室通道门、司机室侧门、设备

柜门的开闭与锁止状况。

1.2 车门及门控

设备的维护与调

试

1.2.1 能测试车门正常开关动作功能。检查车门

挡销及门槛机构，清洁门槛内粉尘杂物。

1.2.2 能检查车门隔离功能，紧急解锁功能及解

锁盖板安装，车外部的车门紧急解锁功能。

1.2.3 能清洁与检查车门护指橡胶及四周密封胶

条。

1.2.4 能测量门开度、V型、对中、胶条间距等。

1.3 车辆连接装

置的维护与测量

1.3.1 能检查车钩各紧固件的安装状态。

1.3.2 能清洗、检查、润滑车钩及零部件。

1.3.3 能测量钩头中心至轨顶面的距离。

1.3.4 能检查、测试车钩电气连接装置。

1.4 受电弓的维

护

1.4.1 能检查受电弓框架、臂杆件，升弓弹簧、

降弓缓冲装置和相关紧固件的安装状态，能检查

电缆连接状态。

1.4.2 能检查气管路连接，气阀箱，清洁气管路、

绝缘子和位置传感器外表。

1.4.3 能检查弓头、羊角外观、降弓止挡间隙，

检查升、降弓高度和动作情况，测量升降弓时间、

静态接触力。

1.4.4 能检查碳滑板磨耗、撞击和打火情况，修

磨轻微的磕碰或烧灼痕迹，测量碳滑板磨耗情

况。

1.5 空调设备的

维护

1.5.1 能正确开启、关闭空调盖板，更换混合风

过滤网，清洁新风滤网。

1.5.2 能清洁窥视镜，并观察湿度。检查气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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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离器及储液器，清理、疏通空调机组冷凝水排放

孔。

1.5.3 能检查空调机组箱体外观、电缆连接器安

装状态、冷凝风机扇叶运转工况。

1.5.4 能操作空调切换工况，检查空调控制柜、

控制器显示工况是否正常。

2.轨道交通车辆

机械走行部设

备维护

2.1 转向架整体

及构架的维护

2.1.1 能检查构架标记、铭牌，外观有无磕碰、

裂纹、锈蚀等损坏情况，构架上各附件安装是否

牢固。

2.1.2 能检查 ATC天线支架及安装座是否正常。

2.1.3 能检查轮缘润滑装置（湿式或干式）工作

状态。

2.1.4 能检查抗侧滚扭力杆；检查轴承座、摇臂、

套筒及球胶（如有）外观状态，及连接紧固螺栓

状态。

2.1.5 能检查减震器（横向、垂向）外观是否正

常，润滑油是否泄漏，连接紧固件是否松动。

2.2 轮对与轴箱

装置的维护

2.2.1 能检查车轴、车轴之间是否错位。

2.2.2 检查轮对阻尼环（如有）；检查车轮退轮

螺堵。

2.2.3 能检查一系弹簧状态与连接，测量一系簧

的高度。

2.2.4 能检查轴箱端盖、接地装置外盖状态；能

检查轴箱拉杆状态。

2.3 驱动装置的

维护

2.3.1 能检查横向止挡连接紧固件有无松动，橡

胶件外观是否正常。

2.3.2 能检查牵引杆外观是否良好，连接螺母是

否紧固，开口销无丢失。

2.3.3 能检查电机与构架的连接紧固件是否松

动。

2.3.4 能检查电机接线盒、外接电缆密封件状态，

外接电缆与其它部件间无干涉；能检查牵引电机

表面状态；能检查、清理进/出风口状况。

2.3.5 能检查两半联轴节间连接紧固件是否松

动，注油孔螺栓画线有是否错位，润滑油是否渗

漏。

2.3.6 能检查齿轮箱安装件及箱体情况，窥视镜

外观及油位情况，判断油色；能够清洁并检查迷

宫盖、齿轮箱吊杆及橡胶件完好状况，齿轮箱防

脱落杆连接情况。

3.制动风源系统

维护

3.1 制动系统的

维护

3.1.1 能检查基础制动单元紧固状态，能检查、

清洁制动夹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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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1.2 能检查基础制动单元锁紧片、橡皮保护套、

闸瓦卡簧恢复扭簧、开口销状态。

3.1 3 能测试停放制动功能状态。测试制动自检。

3.1.4 能检查制动系统管路是否泄露。完成保压

试验。

3.2 风源系统的

维护

3.2.1 能检查压缩机电机进气格栅清洁状况。

3.2.2 能检查、清洁压缩机冷却器。清洁冷却器，

无杂物附着。

3.2.3 能检查空压机吊挂安装状态及弹性悬挂元

件外观，检查、清洁消音器排放口、高低压缸外

观。

3.2.4 能对安全阀进行外观清洁检查。

3.2.5 能根据真空指示器的状况，判断空气滤芯

是否需要更换。

3.2.6 能对风缸进行外观检查，排空冷凝水。

3.3 空气悬挂系

统的维护

3.3.1 能检查高度阀阀体外观状况，安装紧固件

与管路连接件状况。

3.3.2 能检查高度阀控制杆、球形接头、操纵杆

的外观状况。

3.3.3 能检查空气弹簧气囊是否损伤破裂，上顶

板与车体的连接是否良好。

3.3.4 能检查空簧紧急弹簧橡胶件有无变形、裂

纹、损伤及剥离现象，垫板紧定螺钉是否松动。

表 2 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轨道交通车辆

车体设备维护

1.1 车辆车体的

维护

1.1.1 能检查车体结构无明显损伤、裂纹。

1.1.2 能检查车外排水管、雨檐、装饰罩等附件有

无开焊、松动等异常现象。

1.1.3 能清洁、检查或维修驾驶员座椅，并润滑各

活动关节点。

1.1.4 能检查、维护贯通道各护板组成及其运动机

构、操作拉杆、拉簧及安装座、贯通道框架密封

胶条，能完成贯通道解编和连挂的操作。

1.1.5 能更换客室扶手杆及拉环。

1.1.6 能对残疾人座椅固定扣、广告框等客室辅助

设施附属设备作相应维修。

1.2 车门及门控

设备的调试

1.2.1 能调整门页 V 型或平行度、同步性、门页

对中、门页密封。

1.2.2 能调整和更换行程开关组、更换车门控制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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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2.3 能测量调整关门力，能完成门页漏风、异响

等故障修复。

1.2.4 能检查隔离锁、内外紧急解锁的机械组件和

钢丝绳状态。

1.3 车辆连接装

置的维护与调试

1.3.1 能检查套筒联轴节的安装状态。

1.3.2 能清洁车钩电气触头，检查线束状态，更换

受损部件。

1.3.3 能检查车钩管路系统，清洁风管管口。

1.3.4 能检查车钩过载保护装置、压溃装置与缓冲

器的工作状态。

1.4 受电弓的维

护

1.4.1 能检查升弓装置钢丝绳、平衡杆轴承；能检

查及调整上臂杆张紧绳。

1.4.2 能检查避雷器、导流编织线、绝缘气管；能

检查升弓气阀箱气密性、缓冲阻尼动作状态；能

调整升降弓时间与弓网接触压力。

1.4.3 能进行车内辅助升弓电动泵或脚踏泵功能

测试。

1.4.4 能分析碳滑板偏磨及其他异常磨耗、撞击裂

纹、短路过流等故障原因，并修复；能更换碳滑

板及其软编线、ADD装置气管路等。

1.5 空调设备的

维护与调试

1.5.1 能清洁检查送风、新风、回风温度传感器，

蒸发器、冷凝器、电子膨胀阀（如有）。

1.5.2 能检查冷凝风机、送风机风扇叶片、冷凝风

机罩送风机、冷凝风机电机接线盒，检查接线盒

中电缆接线状态；能清洁冷凝风机叶片、冷凝风

机罩。

1.5.3 能检查保温棉、管路表面状态。

1.5.4 能检查、测试新风门、回风门，并清洁风门

及转轴；能更换新风门、回风门执行器。

1.5.5 能检查紫光杀菌灯管或等离子杀菌装置（如

有）状态。

1.5.6 能检查变频空调电控盒、滤波器（如有）及

其电缆连接器状态。

2.轨道交通车辆

机械走行部维护

2.1 转向架整体

及构架的维护

2.1.1 能检查、清洁、调整轮缘润滑装置喷嘴，润

滑油分配器；能进行油量补加。若为干式润滑，

能够调整或更换润滑块，消除摩擦异响。

2.1.2 能校验各紧固件安装扭力。

2.1.3 能检查制动管路有无泄露，用专用工具完成

管路清洁除尘除油。

2.1.4 能安装、拆卸减震器。

2.2 轮对与轴箱

装置的维护

2.2.1 能检查轴箱有无漏油现象，能补充添加润滑

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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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2 能拆卸、安装轴箱端盖。

2.2.3 能清洁并检查轴端接地装置，能测量接地碳

刷的厚度，更换碳刷块。

2.2.4 能测量车轮直径、轮缘厚度及轮缘高度，能

测量轮对内侧距；能检查车轮踏面擦伤及剥离状

况。

2.3 驱动装置的

维护

2.3.1 能进行牵引电机的滤网更换与清洁工作。

2.3.2 能进行牵引电机的润滑油脂补充工作。

2.3.3 能检查中心销组件、牵引座外观是否正常；

能检查牵引座与中心销锁紧螺母状态、中心销与

车体连接紧固状态是否完好。

2.3.4 能更换齿轮箱油。

3.制动风源系统

维护

3.1 制动系统的

检查与维护

3.1.1 能更换闸瓦。

3.1.2 能测量闸瓦与踏面间的间隙、闸瓦厚度。

3.1.3 能更换制动缸压力开关并测试。

3.1 4 能检查制动控制装置外观是否良好；能检查

阀体电路与气路连接状态、管路连接与固定状态

是否完好。

3.1.5 能检查所有气管和软管安装状态是否完好。

3.2 风源系统的

维护

3.2.1 能检查更换空气压缩机空气滤芯。

3.2.2 能检查空气压缩机油位并观察润滑油有无

乳化现象。

3.2.3 能进行空气压缩机润滑油更换作业。

3.2.4 能检查空气干燥器滤芯。

3.2.5 能检查油过滤器，更换有油污的过滤器。

3.3 空气悬挂系

统的维护

3.3.1 能测量地板面高度。

3.3.2 能更换高度阀及其控制杆。

3.3.3 能测量并调整空气悬挂系统高度以及车体

地板至轨面高度。

3.3.4 能对空气悬挂系统进行保压试验。

表 3 轨道交通车辆机械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轨道交通车辆

车体设备维护

1.1 车辆车体的

维护

1.1.1 能组织开展电客列车车体检查工作，确保车

体表面油漆和贴膜状态完好。

1.1.2 能采用相应的油漆工艺，对油漆脱落部位子

以补漆处理。

1.1.3 能对车体内墙板、顶板、车门盖板组织开展

维修工作。



11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4 能组织开展列车解编与联挂作业。

1.2 车门及门控

设备的维护与调

试

1.2.1 能组织开展门扇的拆卸与安装，并合理使用

工业用剂。

1.2.2 能更换车门系统的紧急解锁装置、紧急解锁

钢丝绳及电子门控单元等附件。

1.2.3 熟悉车门的结构与特性，能带领工作组完成

车门的技术整改工作。

1.2.4 能处理车门相关故障并分析故障成因，撰写

工作指引及技术报告。

1.3 车辆连接装

置的维护与调试

1.3.1 能清洁钩头的表平面、外锥体和内锥体，并

补充润滑油脂及防锈剂。

1.3.2 能检查电气连接装置动作情况。

1.3.3 能组织开展车钩更换作业。

1.3.4 能处理车钩相关故障并分析故障成因，撰写

工作指引及技术报告。

1.4 受电弓的维

护

1.4.1 能测量受电弓对地绝缘电阻值。

1.4.2 能检查弓头自由度。

1.4.3 能组织开展碳滑板更换作业。

1.4.4 能处理受电弓相关故障并分析故障成因，撰

写工作指引及技术报告。

1.5 空调设备的

维护与调试

1.5.1 能对空调机组开展整机试验工作

1.5.2 能对制冷剂管路泄露情况进行检查。

1.5.3 能掌握轨道交通车辆空调制冷装置的基本

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1.5.4 能处理空调机组相关故障并分析故障成因，

撰写工作指引及技术报告。

2.轨道交通车辆

机械走行部设备

维护

2.1 转向架整体

及构架的维护

2.1.1 能组织开展 ATC天线及天线杆拆装与尺寸

调整工作。

2.1.2 能指导抗侧滚扭杆的装配，达到工艺要求标

准。

2.1.3 能测试减震器。

2.1.4 能处理构架及其附件相关故障并分析故障

成因，撰写工作指引及技术报告。

2.2 轮对与轴箱

装置的维护

2.2.1 能更换速度传感器

2.2.2 能调整传感器与测速齿轮的距离。

2.2.3 能更换轴端接地装置及碳刷。

2.2.4 能处理轮对与轴箱装置相关故障并分析故

障成因，撰写工作指引及技术报告。

2.3 驱动装置的

维护

2.3.1 能通过齿轮箱观察孔检查大小齿轮表面状

态。

2.3.2 能测量联轴节的水平度。

2.3.3 能检查与调整牵引电机速度传感器与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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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齿轮的间隙。

2.3.4 能处理中心销、牵引梁、齿轮箱、牵引电机

相关故障并分析故障成因，撰写工作指引及技术

报告。

3.制动风源系统

维护

3.1 制动系统的

维护

3.1.1 能对制动控制装置进行整机测试。

3.1.2 能指导紧急制动阀、精密调压阀、中继阀等

部件的更换工作。

3.1.3 能掌握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的基本工作

原理和工作过程。

3.1.4 能处理制动系统相关故障并分析故障成因，

撰写工作指引及技术报告。

3.2 风源系统的

维护

3.2.1 能测试安全阀动作压力值，并判断其是否存

在故障。

3.2.2 能测试压力开关动作压力值，并判断其是否

存在故障。

3.2.3 能对风源系统装置做常规功能试验。

3.2.4 能处理风源系统故障并分析故障成因，撰写

工作指引及技术报告。

3.3 空气悬挂系

统的维护

3.3.1 能测试溢流阀动作压力值。

3.3.2 能测试空气弹簧工作压力值。

3.3.3 能对高度阀进行常规功能试验。

3.3.4 能处理空气悬挂系统故障并分析故障成因，

撰写工作指引及技术报告。



13

参考文献

[1] GB/T 32383-2020 城市轨道交通直线电机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2] GB/T7928-2003 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3] GB/T26718-201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4] GB/T50839-20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5] GB/T34571-2017 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布线规则

[6] GB/T 14894-2005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

[7] GB/T21562-2008 轨道交通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安全性规范及

示例

[8] GB/T 37486-2019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备分类与代码

[9] GB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10] GB50052-200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11] 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的通知（教职成〔2021〕

2号）

[12]《教育部关于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

知》（教高函〔2020〕2号）

[13] 《教育部关于公布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

通知》（教高函〔2021〕1号）

[14]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15]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轨道交通rail transit
	3.2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urban rail transit vehicles
	3.4  
	维护 maintenance

	4  适用院校专业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1]  GB/T 32383-2020 城市轨道交通直线电机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2]  GB/T7928-2003 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3]  GB/T26718-201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4]  GB/T50839-20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5]  GB/T34571-2017 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布线规则
	[6]  GB/T 14894-2005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
	[7]  GB/T21562-2008 轨道交通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安全性规范及示例
	[8]  GB/T 37486-2019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备分类与代码
	[9]  GB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10]  GB50052-200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11] 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的通知（教职成〔2021〕2号）
	[12]《教育部关于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20〕2
	[13] 《教育部关于公布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21〕
	[14]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15]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