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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9 部分：合成闸片》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为了使《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9部分：合成闸片技术规范》与国际和国

内行业标准接轨，并能够更好的指导城轨车辆合成闸片设计、使用及产品认证，北京纵横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交了《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9

部分：合成闸片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项目修订申报书。

2022 年 2 月 8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 2022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

通知（中城轨[2022]15 号），《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9 部分：合成闸片》正

式立项，计划编号 2022021-T-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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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起草单位：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编协作单位：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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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标准编制组由业主单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地铁车辆生产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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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制动系统生产

单位（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中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和科研院所（中国铁道科

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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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职称 分工

1 焦标强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 牵头组织编制、编审

2 吕宝佳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负责组织编制

3 曹建行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

4 孟繁辉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编审

5 何小军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编审

6 杨亦铮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编审

7 赵谷蒙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

8 高靖添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

9 饶东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

10 高伟民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审

11 徐琳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标准化审核

12 鲁文超 中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审

13 郭燕辉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完成了基础研究、试验验证和编写工作，确保了标准的规范

性和合理性。本标准编制过程概要如下：

1）标准计划立项后，在归口单位指导下，由标准申报和协作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组，

对国内外铁路机车车辆闸片的现行技术条件相关要求进行梳理，对国内外铁路机车车辆闸

片的现行技术条件相关要求进行梳理，对我国既有机车、轨道交通车辆闸片设计、制造和

检修要求进行了调研和资料收集。标准起草组结合 TB/T 3541.3-2018《机车车辆盘形制动

第 3 部分：合成闸片》、BZDT0011-FA-7324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

目闸片简统方案》，并参考 UIC 541-3-2017《Brake-Disc brak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 General conditions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brake pads》，同时考虑闸片设计、

制造与检验现状，提出了修订意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轨道交通车辆闸片制造和使用

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标准草案稿。

2）2022 年 10 月 27 日，标准起草组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会议，对标准草案稿内容进



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一致的修改意见。工作组会议纪要《T_CAMET 04004 《城

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9部分：合成闸片》起草工作组第 1次会议纪要》。

3）标准起草组对前期工作和标准草案深入讨论研究后，2022 年 11 月底形成了本标准

的征求意见稿，后续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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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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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规则要求。

3）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科学先进、经济适用、成熟稳定。

4）与现有 TB/T 3541.3-2018《机车车辆盘形制订 第 3 部分：合成闸片》和

BZDT0011-FA-7324-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片简统方案》相比，

本标准依照国内地铁车辆技术要求制订，更能体现地铁闸片的普适性。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9部分：合成闸片》主要内容共分为 9章：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结构和使用要求、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主要修订和增加的技术内容确定依据如表 2所示。

表 2 主要修订和增加的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主要修订和增加的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1 本文件适用于运营速度在 80

km/h 及以下，轴重不大于 17 t 的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合成闸片。

2018 版标准中适用范围未规定车辆最大轴重，但 1：1 制动动

力试验程序按 A 型车最大轴重 16t 设置，B 型车最大轴重按 14t 设

置。近些年，出现了不少 A 型车最大轴重 17t 的情况，B 型车最大

轴重 15t 的情况，为体现标准的适用性，本次修订规定本部分适用

于运营速度在 120km/h 及以下，轴重不大于 17t 的城市轨道交通车

辆用合成闸片，并在 1:1 制动动力试验程序中将 A 型车试验轴重规

定为 17t，B 型车试验轴重规定为 15t。



5.2.1 钢背应采用标称厚度不小

于 1.5 mm 冷轧钢板制造。钢背的

长度方向应与钢板的轧制方向一

致。钢板的上屈服强度不小于 235

MPa，抗拉强度不小于 370 MPa。钢

背不应有裂纹及其他可能会在使

用中引起闸片失效的缺陷。

2018 版标准中规定钢背采用力学性能不低于 GB/T 700 中

Q235-A 的钢板制造。钢背在材料选择时，主要考虑其强度指标不

低于 Q235-A，但强度提高后，断后伸长率会相应降低，原标准中

的写法制约了钢背选择强度更高的材料。因此，本次修订参照 TB/T

3541.3-2018 的写法，规定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不低于 Q235-A 要

求。

5.3 摩擦体发生掉块、剥落的面积，

不应超过单个闸片摩擦面积的 8%。

2018 年版规定闸片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闸片发生局部掉块、

剥落时，其总面积不应超过单个闸片摩擦面积的 10%。部分地铁用

户和主机厂反映：闸片掉块面积达到 10%，对与闸片外观影响较大，

且运用期间较少有闸片发生较大掉块现象。本次修订将闸片掉块、

剥落许可的总面积由 10%加严控制到 8%。

6.2 闸片外形尺寸 基于 UIC541-3-2017 和 GB/T 3541.3-2018 标准，变更了闸片

燕尾接口尺寸，与国际和国内闸片标准统一。此外，为便于燕尾检

验，参照 UIC541-3-2017 和 GB/T 3541.3-2018 标准规定了燕尾通

规和止规尺寸。

6.3.1 摩擦体不应采用石棉、铅或

其化合物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体

健康、可能产生有害气体、粉尘或

化合物的材料；不应采用TB/T 3139

—2021 中规定的有害物质；不宜采

用锌及其化合物。摩擦体不应含有

石棉成分；铅、锌等成分的含量不

应超过 GB 5085.3—2007 规定的限

值。

闸片生产过程中，不应采用石棉、铅及其化合物，不建议采用

锌及其化合物，但 2018 版标准中未规定其检验方法及检验限值多

少为检出。本次修订参照 TB/T 3541.3-2018 标准，细化规定了铅、

锌成分含量不超过 GB 5085.3《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中要求含量、石棉按 GB/T 23263 方法不应检出。

6.3.2 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指标
近些年，国内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开始普遍运用，铝基制动盘

与铸铁盘相比盘体硬度较低，且材料中分布着硬质耐磨颗粒。基于



国内主流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闸片性能，制订了铝基复合材料

制动盘匹配闸片性能性能要求。

6.4.1 磨合期的平均摩擦系数要

求

车辆更换新闸片后，闸片会经过适当磨合才能与制动盘盘面贴

合好。在闸片磨合期间，为减小对车辆制动性能影响，对闸片磨合

期间平均摩擦系数波动做了规定。

磨合期的平均摩擦系数基准值为磨合期内进行的最后 5 次停

车制动平均摩擦系数的平均值。从第 11 次制动开始，至磨合期总

制动次数的 30%时止，各次制动的平均摩擦系数不应超过磨合期平

均摩擦系数基准值的±30%。此后各次制动的平均摩擦系数不应超

过磨合期间平均摩擦系数基准值的±15%。

上述磨合期间平均摩擦系数要求参考 UIC541-3-2027。

6.4 增加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用

闸片摩擦性能要求

通过调研国内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的主流闸片性能，与铸

铁制动盘匹配合成闸片摩擦系数相比，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合

成闸片摩擦系数会略高，因此基于闸片实际运用现状，参照

BZDT0011-FA-7324-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

闸片简统方案》要求，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合成闸片的摩擦系

数范围比铸铁盘匹配合成闸片摩擦系数范围的上下限均提高

0.02。

6.4.2 干燥工况停车制动瞬时摩

擦系数

瞬时摩擦系数不影响车辆平均制动减速度和制动距离，仅对制

动 减 速 度 平 稳 性 有 影 响 ， 属 于 B 类 控 制 项 点 ， 参 照

BZDT0011-FA-7324-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

闸片简统方案》要求，允许最大常用制动和紧急制动工况瞬时摩擦

系数有 3 次以内超出范围。

6.4.3 干燥工况停车制动平均摩

擦系数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技术要求规定：基础制动热负荷能

够保障车辆以最高运营速度施加连续两次紧急制动。参照 TB/T

3541.3-2018 中连续紧急停车制动要求，两次制动平均摩擦系数波

动不应超过 15%。



6.4.5 状态恢复试验平均摩擦系

数

为评价闸片经受高温制动工况后闸片摩擦性能恢复情况，参照

TJ/CL 307-2019《动车组闸片暂行技术条件》，要求闸片状态恢复

试验中，每次制动的平均摩擦系数测试结果与干燥工况下同工况闸

片平均摩擦系数的算数平均值相比，不应低于该值的80%。

6.4.6 持续制动瞬时摩擦系数
为保障车辆在长大坡道工况，闸片长时间处于制动状态下的摩

擦系数稳定，持续制动期间的闸片瞬时摩擦系数均应不低于

0.250。

6.4.7 模拟运营工况平均摩擦系

数

轨道交通车辆要求，车辆基础制动装置能够满足纯空气制动工

况下，以限速值运营一个往返，保持所设计的减速度。

为满足模拟运营工况下车辆减速度需求，增加闸片模拟运营试

验期间的平均摩擦系数要求，即闸片平均摩擦系数满足常温工况下

单次制动平均摩擦系数范围。为排除模拟运营工况试验期间摩擦系

数波动偶然性，允许有 3 次制动超过上限要求，但不应超过相应上

限的 10%。

6.4.8 静摩擦系数
闸片静摩擦系数与轨道交通车辆停放制动配置数量及停放安

全性直接相关。为减小车辆构架重量，节约车辆成本，在调研国内

主要闸片静摩擦性能基础上，将闸片静摩擦系数提高到 0.340。

9.3.3 储存期及使用期累计不应

超过 6 年，其中闸片生产厂家储存

期不应超过 18 个月。

2018 年版规定闸片储存及使用期累计不应超过 6 年。为避免

闸片储存期过长，造成闸片可用时间缩短，同时考虑国外进口闸片

因运输周期较长等客观因素，本次修订增加闸片生产厂家储存期不

应超过 18 个月。



附录 D 闸片摩擦磨耗性能试验
 盘载荷

近年来，城市轨道车辆 A 型车最大轴重达到了 17t，B 型车最

大轴重达到了 15t。2018 版标准中的 1:1 制动动力试验程序轴重按

A 型车 16t、B 型车 14t 设定试验载荷，已无法覆盖现有较大轴重

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故本次修订将 A 型车盘载荷设置 8.5t、B

型车盘载荷设置 7.5t。

 磨合试验

规定了最少磨合次数，区分不同盘载荷工况下磨合阶段闸片推

力。

 试验闸片推力

2018 版程序中，按最大常用制动减速度确定试验闸片推力，

紧急制动闸片推力折合到 1.2 倍最大常用制动闸片推力进行试验。

由于不同型号闸片平均摩擦系数不同，甚至同一型号闸片不同

时期进行试验时，试验闸片推力按会不同。闸片摩擦性能与闸片推

力存在相关性，这种压力设置方式，不利于闸片程序统一。

本次修订，参考国内闸片、闸瓦相关标准，试验闸片推力按照

固定力值方式执行。闸片试验推力与 BZDT0011-FA-7324-001《系

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片简统方案》一致。

 最大常用和紧急制动次数

为充分测试闸片摩擦性能，将试验程序中最重要的干燥工况紧

急制动和最大常用制动试验程序各增加一轮测试。

 模拟运营

为便于试验操作和规范试验设置，本次修订规定了试验加速

度、加速到目前速度后运行时间、制动结束后静止时间，确保不同

试验机构的试验工况设计一致。

为节省闸片试验费用，本次修订仅要求进行最高运行速度

120km/h 模拟运营，删除 100km/h 模拟运营要求。

 潮湿制动工况

2018 版程序中，潮湿工况按 0.6 倍最大常用和最大常用闸片

推力试验。潮湿工况下紧急制动闸片摩擦性能涉及制动安全，本次



修订将 0.6 倍最大常用制动压力改为紧急制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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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闸片物理力学性能验证

近些年，国内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开始普遍运用，铝基制动盘与铸铁盘相比盘体

硬度较低，且材料中分布着硬质耐磨颗粒。基于国内主流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闸

片性能，制订了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闸片性能性能要求，并进行了物理力学性能

试验验证。

2）制动摩擦磨耗性能验证

 磨合期平均摩擦系数要求

车辆更换新闸片后，闸片会经过适当磨合才能与制动盘盘面贴合好。在闸片磨合

期间，为减小对车辆制动性能影响，对闸片磨合期间平均摩擦系数波动做了规定。

为与国际接轨，闸片磨合期间平均摩擦系数要求参照 UIC541-3-2017 制订。

 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合成闸片摩擦系数范围验证

通过调研国内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的主流闸片性能，与铸铁制动盘匹配合成闸片

摩擦系数相比，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合成闸片摩擦系数会略高，因此基于闸片实际运

用现状，参照 BZDT0011-FA-7324-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片简统

方案》要求，铝基复合材料制动盘匹配合成闸片的摩擦系数范围比铸铁盘匹配合成闸片摩

擦系数范围的上下限均提高 0.02。查阅铝盘匹配闸片的 1：1制动动力试验报告，能够满



足提升后的指标要求。

 干燥工况平均摩擦系数验证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技术要求规定：基础制动热负荷能够保障车辆以最高运营

速度施加连续两次紧急制动。参照 TB/T 3541.3-2018 中连续紧急停车制动要求，两次制

动平均摩擦系数波动不应超过 15%。查阅当前运用的地铁闸片 1：1制动动力试验报告，普

遍能够满足提升后的指标要求。

 持续制动瞬时摩擦系数验证

为保障车辆在长大坡道工况，闸片长时间处于制动状态下的摩擦系数稳定，持续制动

期间的闸片瞬时摩擦系数均应不低于 0.250。查阅当前运用的地铁闸片片 1：1制动动力试

验报告，普遍能够满足提升后的指标要求。

 模拟运营工况平均摩擦系数要求

轨道交通车辆要求，车辆基础制动装置能够满足纯空气制动工况下，以限速值运营一

个往返，保持所设计的减速度。

为满足模拟运营工况下车辆减速度需求，增加闸片模拟运营试验期间的平均摩擦系数

要求，即闸片平均摩擦系数满足常温工况下单次制动平均摩擦系数范围。为排除模拟运营

工况试验期间摩擦系数波动偶然性，允许有 3次制动超过上限要求，但不应超过相应上限

的 10%。

与 BZDT0011-FA-7324-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片简统方案》

相比，考虑了试验偶然性影响，增加了允许 3次制订超上限要求。

 静摩擦系数验证

闸片静摩擦系数与轨道交通车辆停放制动配置数量及停放安全性直接相关。为减小

车辆构架重量，节约车辆成本，在调研国内主要闸片静摩擦性能基础上，将闸片静摩擦系

数提高到 0.340。查阅当前运用的地铁闸片 1：1制动动力试验报告，普遍能够满足提升后

的指标要求。



6.2 综述报告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第 9 部分：合成闸片技术规范》于 2018 年 9 月 1 日正

式发布实施。标准发布以来，轨道交通新项目的闸片相关型式试验、例行试验及使用运用

要求已按该标准执行，轨道交通车辆闸片认证工作也已启动，为推动国内轨道交通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在该标准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闸片钢背材料检验项

目不明确、缺少闸片燕尾检验量规要求、未对闸片摩擦磨耗试验中磨合期平均摩擦系数和

模拟运营平均摩擦系数提出要求、1:1 制动动力试验程序待优化等。

标准计划立项后，在归口单位指导下，由标准申报和协作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对

国内外铁路机车车辆闸片的现行技术条件相关要求进行梳理，对国内外铁路机车车辆闸片

的现行技术条件相关要求进行梳理，对我国既有机车、轨道交通车辆闸片设计、制造和检

修要求进行了调研和资料收集。标准起草组结合 TB/T 3541.3-2018《机车车辆盘形制动 第

3部分：合成闸片》、BZDT0011-FA-7324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

片简统方案》，并参考 UIC 541-3-2017《Brake-Disc brak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

General conditions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brake pads》，同时考虑闸片设计、制

造与检验现状，提出了修订意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轨道交通车辆闸片制造和使用的

实际情况，对标准进行修订。

6.3 技术经济论证



国内运营速度 100km/h 和 120km/h 的地铁线路普遍采用盘形制动方式，摩擦材料为合

成闸片。闸片属于磨耗件，运用寿命普遍在 4-6 年。2018 版标准中规定闸片储存期及使用

期累计不应超过 6年，但未规定闸片生产厂家储存年限，由于地铁车辆大量使用电制动，

导致在运用年限内闸片磨耗还较少，存在部分闸片因储存年限较长，造成用户运用年限减

少现象，运用时间到限后，闸片剩余厚度仍较多。本次修订，在闸片储存期及使用期累计

不应超过 6年要求基础上，增加了闸片生产厂家储存期不应超过 18 个月要求，避免闸片

因储存期过长造成可运用时间缩短现象，为用户节省了成本。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通过闸片技术参数和 1：1制动动力试验程序优化，根据本标准指导设计的闸片性能更

适合当前地铁车辆运用工况，同时闸片环保性要求提高后，体现了车辆绿色、低碳、环保

理念。新标准实施后，能够有效降低因闸片性能问题导致的车辆运用故障，提高车辆运用

整体经济性。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标准中未引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仅在个别技术参数方面参考了国际标准要求。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原标准中规定闸片储存和使用期不超过 6 年，由于地铁车辆大量使用电制动，导致在

寿命年限内闸瓦和闸片磨耗还较少，标准修订申报时建议对该项内容进行修订。

2022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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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召开了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11 部分：高度阀》等

6 个项目的编制启动会。专家建议：闸瓦和闸片中含有很多非金属材料，时间长会发生变

质，从产品运用安全角度考虑，建议编制组慎重修订储存和使用期延期问题。

2022 年 10 月 27 日，编制组工作会议上，因为闸片性能受时间影响程度支撑材料暂不

充足，编制组一致同意按照专家建议，暂不对闸片储存和使用期不超过 6年做修订。但为

规避闸片厂家储存期过长，建议增加闸片厂家储存期要求。

调研了国内生产闸片和进口闸片厂家储存期情况，国内闸片厂家普遍储存期能够满足

不超过 1年；进口闸片由于涉及海运及国外生产组织因素，以及受疫情影响因素，储存期

1年存在难度。综合考虑后规定：闸片储存期及使用期累计不应超过 6年，其中闸片生产

厂家储存期不应超过 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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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标准发布后，采用在线方式进行新标准宣贯。



标准修订后，为进一步推进标准的执行及宣贯，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标准发布后，积极开展修订后新标准宣贯工作，着重对新标准变化内容给予解

读；

2）编制组联合中城协向相关方进行技术宣讲，积极推进地铁车辆设计中引用该标

准。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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