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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10 部分：合成闸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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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部分：合成闸瓦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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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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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部分：合成闸瓦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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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部分：合成闸瓦》正

式立项，计划编号 202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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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

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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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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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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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宝佳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牵头组织编制、编审

2 宋跃超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负责组织编制

3 杨广楠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与编制

4 赵海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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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

5 杨东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编审

6 王伟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编审

7 潘鹤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与编制

8 齐冀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研究员 参与编制

9 王朝涛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与编制

10 袁章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审

11 彭有根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审

12 朱伟鹏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级工程师 参与编审

13 张静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研究员 标准化审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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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编审

15 王超恒 中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

16 姜杉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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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的现行技术条件相关要求进行梳理，对我国既有机车、货车、

轨道交通车辆闸瓦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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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1-2020《机车车辆闸瓦 第 1部分：合成闸瓦》、BZDT0011-FA-7313-001《系列化中

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瓦简统方案》，并参考 UIC 541-4-2020《Composite brake

blocks - General conditions for certification and use》，同时考虑闸瓦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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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制造和使用的

实际情况，提出了标准草案稿。

2）2022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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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部分：合成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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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1-2020 《机车车辆闸瓦 第 1 部分：合成闸瓦》和

BZDT0011-FA-7313-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瓦简统方案》相比，

本标准依照国内地铁车辆技术要求制订，更能体现地铁闸瓦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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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部分：合成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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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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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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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km/h 及以下，轴重不大于 17t 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合成

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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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背应采用标称厚度不小

于 4 mm 的钢板制造。瓦背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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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背不

应有裂纹及其他可能会在使用中

引起闸瓦失效的缺陷。

2018 版标准中规定瓦背采用力学性能不低于 GB/T 700 中 Q235-A

的钢板制造。瓦背在材料选择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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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约了瓦背选择强度更高的材料。因此，本次修订参照 TB/T

3104.1-2020 的写法，规定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不低于 Q235-A 要

求。

5.3 摩擦体不应变形、脱落；摩擦

体发生局部掉块、剥落时，其总面

积不应超过单个闸瓦摩擦面积的

8%；

2018 版规定闸瓦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摩擦体发生局部掉块、

剥落时，其总面积不应超过单个闸瓦摩擦面积的 10%。部分地铁用

户和主机厂反映：闸瓦掉块面积达到 10%，对与闸瓦外观影响较大，

且运用期间较少有闸瓦发生较大掉块现象。考虑到车辆转向架在单

独运输过程中，闸瓦与车轮无法完全贴合情况下转向架整体吊装易

发生闸瓦边角磕碰掉块现象，而日常运用期间闸瓦掉块面积较小，

本次修订将闸瓦掉块、剥落许可的总面积由 10%加严控制到 8%。

6.2 根据安装接口形式不同，分为

双闸瓦和单闸瓦。闸瓦外形及主要

接口尺寸宜按附录 A，详细尺寸按

图样要求执行。其他外形及接口形

式的闸瓦供需双方协商确认。

由于国内轨道交通车辆闸瓦存在多种安装形式，2018 版标准

中未规定具体结构形式和尺寸，按供需双方确认的合成闸瓦图样要

求。

本次修订，为引导后续新项目闸瓦结构形式和接口统一，给出

了闸瓦宜采用的结构形式、轮廓和配合尺寸，闸瓦外形及配合尺寸

参考 UIC 541-4 中 K 型闸瓦制订。对于其他外形轮廓、安装接口的

闸瓦仍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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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闸瓦生产过程中，不应采用石棉、铅及其化合物，不宜采用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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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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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6.3.2 冲击强度≥3.0kJ/m2 为提升闸瓦韧性，降低闸瓦运用中因受力出现摩擦材料开裂风

险，本次修订提高闸瓦冲击强度指标，由上一版的冲击强度不低于

1.8kJ/m2，提高到不低于 3.0kJ/m2。新订冲击强度指标参考 TB/T

3104.1-2020 中机车及车辆闸瓦制订。

6.5.1 磨合期的平均摩擦系数要

求

由于闸瓦摩擦面形貌与车轮踏面无法完全匹配，车辆更换新闸

瓦后，闸瓦会经过较长时间磨合才能与车轮踏面贴合好。在闸瓦磨

合期间，为减小对车辆制动性能影响，对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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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C541-4-2020。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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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

闸瓦简统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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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干燥工况停车制动平均摩

擦系数

参照 UIC541-4-2020 中关于非室温初始温度制动工况要求和

TB/T 3104.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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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 状态恢复试验平均摩擦系

数

为评价闸瓦经受高温制动工况后闸瓦摩擦性能恢复情况，参照

TJ/CL 307-2019《动车组闸片暂行技术条件》，要求闸瓦状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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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平均摩擦系数的算数平均值相比，不应低于该值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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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系数稳定，参照 TB/T 3104.1-2020 中车辆闸瓦持续制动瞬时摩

擦系数要求，本标准规定持续制动工况，闸瓦瞬时摩擦系数应大于



等于 0.250。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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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闸瓦模拟运营试

验期间的平均摩擦系数要求，即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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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 静摩擦系数
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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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闸瓦静摩擦性能基础上，将闸瓦静摩擦系数由 0.29 提高到

0.31。

9.3.3 储存期及使用期累计不应

超过 6 年，其中闸瓦生产厂家储存

期不应超过 18 个月。

2018 版规定闸瓦储存及使用期累计不应超过 6 年。为避免闸

瓦储存期过长，造成闸瓦可用时间缩短，同时考虑国外进口闸瓦因

运输周期较长等客观因素，本次修订增加闸瓦生产厂家储存期不应

超过 18 个月。

附录 C 闸瓦摩擦磨耗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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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轮直径

考虑到试验机构车轮试验时间长后，车轮受到磨损直径减小，

如果实际车轮直径小于 840mm，但试验设置按 840mm，会影响闸瓦

摩擦系数测试准确性。本次修订要求：试验用车轮直径与试验程序

设置应一致，并在报告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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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推



力。

 试验闸瓦推力

2018 版程序中，按最大常用制动减速度确定试验闸瓦推力，

紧急制动闸瓦推力折合到 1.2 倍最大常用制动闸瓦推力进行试验。

由于不同型号闸瓦平均摩擦系数不同，甚至同一型号闸瓦不同

时期进行试验时，试验闸瓦推力按会不同。闸瓦摩擦性能与闸瓦推

力存在相关性，这种压力设置方式，不利于闸瓦程序统一。

本次修订，参考国内闸片、闸瓦相关标准，试验闸瓦推力按照

固定力值方式执行。闸瓦试验推力与 BZDT0011-FA-7313-001《系

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瓦简统方案》一致。

 最大常用和紧急制动次数

为充分测试闸瓦摩擦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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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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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推力试验。潮湿工况下紧急制动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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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摩擦试验闸瓦推力

参照 BZDT0011-FA-7313-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

及试验项目闸瓦简统方案》，按 A 型车试验载荷确定闸瓦推力。

 连续两次 80km/h 紧急制动

为与车辆要求的基础制动应满足连续两次最高运营速度紧急

制动工况，本次修订增加连续两次 80km/h 紧急制动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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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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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力学性能中闸瓦冲击强度指标试验验证



为提升闸瓦韧性，降低闸瓦运用中因受力出现摩擦材料开裂风险，本次修订提高闸瓦

冲击强度指标，由上一版的冲击强度不低于 1.8kJ/m2，提高到不低于 3.0kJ/m2。新订冲击

强度指标参考 TB/T 3104.1-2020 中机车及车辆闸瓦制订。选取当前运用的主流地铁闸瓦

进行了冲击强度指标验证，均能满足提升后的指标要求。

2）制动摩擦磨耗性能验证

 磨合期平均摩擦系数要求

由于闸瓦摩擦面形貌与车轮踏面无法完全匹配，车辆更换新闸瓦后，闸瓦会经过较长

时间磨合才能与车轮踏面贴合好。在闸瓦磨合期间，为减小对车辆制动性能影响，本次修

订对闸瓦磨合期间平均摩擦系数波动做了规定。

为与国际接轨，闸瓦磨合期间平均摩擦系数要求参照 UIC541-4-2020 制订。

 干燥工况平均摩擦系数验证

参照 UIC541-4-2020 中关于非室温初始温度制动工况要求和 TB/T 3104.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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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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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瓦长时间处于制动状态下的摩擦系数稳定，参照 TB/T

3104.1-2020 中车辆闸瓦持续制动瞬时摩擦系数要求，本标准规定持续制动工况，闸瓦瞬



时摩擦系数应大于等于 0.250。查阅当前运用的地铁闸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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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闸瓦模拟运营试验期间的平均摩擦系数

要求，即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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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001《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瓦简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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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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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研国内主要闸瓦静摩擦性能基础上，将闸瓦静摩擦系数

由 0.29 提高到 0.31。查阅当前运用的地铁闸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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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部分：合成闸瓦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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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相关型式试验、例行试验及使用运

用要求已按该标准执行，轨道交通车辆闸瓦认证工作也已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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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闸瓦钢背材料检验

项目不明确、缺少闸瓦外形和安装接口指导图纸、未对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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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和 2020 年，国际铁路联盟相继发布了新版的闸瓦标准 UIC541-4-2020 版，与

2010 版相比，增加了闸瓦磨合期间平均摩擦系数要求。

2021 年铁道行业标准 TB/T 3104.1-2020《机车车辆闸瓦 第 1 部分：合成闸瓦》发布

实施，代替了 TB/T 2403-2010《铁道货车用合成闸瓦》和 TB/T 3196-2015《机车用合成

闸瓦》，新标准增加了闸瓦有害物质的限值要求及检验方法等内容。

因此，为了使《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10 部分：合成闸瓦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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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设计、使用及产品认证，对

该标准进行修订。

6.3 技术经济论证

国内运营速度 80km/h 以下的地铁线路普遍采用踏面制动方式，摩擦材料为合成闸瓦。

闸瓦属于磨耗件，运用寿命普遍在 4-6 年。2018 版标准中规定闸瓦储存期及使用期累计不

应超过 6年，但未规定闸瓦生产厂家储存年限，由于地铁车辆大量使用电制动，导致在运

用年限内闸瓦磨耗还较少，存在部分闸瓦因储存年限较长，造成用户运用年限减少现象，

运用时间到限后，闸瓦剩余厚度仍较多。本次修订，在闸瓦储存期及使用期累计不应超过

6年要求基础上，增加了闸瓦生产厂家储存期不应超过 18 个月要求，避免闸瓦因储存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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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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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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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新标准实施后，能够有效降低因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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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准中规定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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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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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编制组工作会议上，因为闸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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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对闸瓦储存和使用期不超过 6年做修订。但为

规避闸瓦厂家储存期过长，建议增加闸瓦厂家储存期要求。

调研了国内生产闸瓦和进口闸瓦厂家储存期情况，国内闸瓦厂家普遍储存期能够满足

不超过 1年；进口闸瓦由于涉及长途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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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瓦储存期及使用期累计不应超过 6年，其中闸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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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