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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

列车制动闸片，属列车制动技术领域。所述列车

制动闸片包括所述钢背安装板包括互相对称的

左钢背安装板和右钢背安装板，所述钢背安装板

的一面设有燕尾台，分左燕尾台、右燕尾台，分别

在左钢背安装板和右钢背安装板上对称分布，所

述钢背安装板的一面设有圆形安装沉孔，圆形安

装沉孔内安放有碟簧，在钢背安装板的另一面设

置燕尾台；所述摩擦块置于碟簧的一面；摩擦块

安装固定的一端穿过圆形安装沉孔，然后经过异

型碟簧连接在钢背安装板的另一面上，本发明通

过设计使用异型碟簧连接钢背安装板和摩擦块，

避免了由于传统卡簧连接造成的摩擦块脱落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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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包括摩擦块和钢背安装板(1)，钢背安

装板上设有若干摩擦块(2)，其特征是：所述钢背安装板(1)包括互相对称的左钢背安装板

和右钢背安装板，所述钢背安装板(1)的一面设有燕尾台，分左燕尾台、右燕尾台，分别在左

钢背安装板和右钢背安装板上对称分布，所述左钢背安装板和左燕尾台一体成型铸造，右

钢背安装板与右燕尾台一体成型铸造；

所述钢背安装板(1)互相对称的左钢背安装板和右钢背安装板一体成型铸造，所述钢

背安装板(1)与左燕尾台与右燕尾台一体成型铸造；

所述钢背安装板(1)的一面设有圆形安装沉孔，圆形安装沉孔内安放有碟簧(4)，在钢

背安装板(1)的另一面设置燕尾台(5)；所述摩擦块(2)置于碟簧(4)的一面；摩擦块(2)安装

固定的一端穿过圆形安装沉孔，然后经过异型碟簧(3)连接在钢背安装板(1)的另一面上；

所述异型碟簧(3)包括碟形底部(15)、异形碟簧安装孔(9)、异形碟簧阻绊口(8)；

所述的摩擦块(2)包括依次相连的摩擦块基体顶帽(12)、异形碟簧安装部(13)、摩擦块

定位部(11)、摩擦块摩擦部(10)，所述摩擦块基体顶帽(12)为运动跑道形，所述异形碟簧安

装部(13)为圆柱形，所述摩擦块定位部(11)上部为圆柱形下部为圆台形，所述摩擦块摩擦

部(10)为长方体状，且竖直的四边为倒圆角；

所述的摩擦块基体顶帽(12)穿过异形碟簧安装孔(9)后旋转90°，异型碟簧(3)在异形

碟簧安装部(13)与摩擦块基体顶帽(12)形成阻绊配合，安装后转动异型碟簧(3)使异形碟

簧阻绊口(8)至异型碟簧阻绊凸台(6)位置，完成钢背安装板(1)、异型碟簧(3)与摩擦块(2)

之间的固定连接；

所述的钢背安装板(1)的一面上设置有防止异型碟簧(3)转动的异型碟簧阻绊凸台

(6)，所述异型碟簧阻绊凸台(6)的形状为弧形长方体，所述异型碟簧阻绊凸台(6)的大小能

容纳在异形碟簧阻绊口(8)内；异型碟簧阻绊凸台(6)与异形碟簧(3)之间留存间隙为1～

2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异形碟簧(3)外形为碟型，包括扇形部与底部，扇形部与底部的锐角为30°～50°，底部

为向上凸起的弧面，中心开有运动跑道形的异形碟簧安装孔(9)，与安装摩擦块基体顶帽

(12)相配合，所述底部边缘为圆形，扇形部底部边缘部与扇形部之间开有异形碟簧阻绊口

(8)，所述的异形碟簧阻绊口(8)豁口的两边为直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钢背安装板(1)的一面在摩擦块横向与纵向之间设置有若干摩擦块阻绊凸台，包括横

向摩擦块阻绊凸台(71)和纵向摩擦块阻绊凸台(72)，所述的摩擦块阻绊凸台与摩擦块(2)

之间留存间隙为0.5～1.0mm；所述横向摩擦块阻绊凸台(71)为长方体结构，钢背安装板(1)

两侧的纵向摩擦块阻绊凸台(72)为条带状的长方体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其特征在于：所

述摩擦块(2)的矩形侧面与摩擦块阻绊凸台接触面形成阻绊关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摩擦块(2)之间留有间隙，间隙范围为3～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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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属于列车制动闸片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盘形制动器具有结构紧凑、制动效率高、制动功率大等优点，因而被用于高速列

车。随着列车速度提高，对列车制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003] 在列车制动过程中，闸片和制动盘摩擦面存在持续垂直压力、切向摩擦力和突然

冲击力等。在强烈的摩擦力作用下，摩擦表面温度急剧上升，形成温度梯度而产生应力，因

此，高速列车的闸片面临极为苛刻的使用条件，可能由于多种因素造成失效。例如，传统的

闸片通过卡簧连接摩擦块与钢背，由于卡簧在安装后承受较大的预应力，以及卡簧本身具

有较大的开口，容易造成卡簧的过大转动造成摩擦块的整体脱落。

[0004] 制动闸片是盘形制动器的重要部件，主要由摩擦块和钢背构成。常用的钢背由燕

尾板和钢背安装板通过铆接或焊接而成，就形成了制动闸片。但这种形式的闸片会存在铆

钉或焊缝断裂失效的风险，使得钢背安装板和燕尾板剥离脱落，对列车行驶造成安全隐患。

[0005] 列车制动闸片的工作环境较为恶劣，会受雨雪，沙尘天气的影响，以及考虑排屑和

散热的效果，都要求尽量加大摩擦块之间的间隙，如果摩擦块采用自阻绊结构，无法保证间

隙的要求，且摩擦块之间的互相接触，会增加摩擦块脱落的风险，但过大的间隙，可能会导

致摩擦块在制动过程中发生自旋转，从而降低制动效果。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供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

片，其钢背安装板和燕尾台一体铸造、能够保证制动摩擦块不发生自旋转，且使用安全。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包括摩擦块和钢背安装板，钢背安

装板上设有若干摩擦块，所述钢背安装板包括互相对称的左钢背安装板和右钢背安装板，

所述钢背安装板的一面设有燕尾台，分左燕尾台、右燕尾台，分别在左钢背安装板和右钢背

安装板上对称分布，所述左钢背安装板和左燕尾台一体成型铸造，右钢背安装板与右燕尾

台一体成型铸造。

[0009] 优选的，所述钢背安装板互相对称的左钢背安装板和右钢背安装板一体成型铸

造，所述钢背安装板与左燕尾台与右燕尾台一体成型铸造。

[0010] 优选的，所述钢背安装板的一面设有圆形安装沉孔，圆形安装沉孔内安放有碟簧，

在钢背安装板的另一面设置燕尾台；

[0011] 所述摩擦块置于碟簧的一面；摩擦块安装固定的一端穿过圆形安装沉孔、经过异

型碟簧连接在钢背安装板的另一面上；所述异型碟簧包括碟形底部、异形碟簧安装孔、异形

碟簧阻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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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所述的摩擦块包括依次相连的摩擦块基体顶帽、异形碟簧安装部、摩擦块

定位部、摩擦块摩擦部，所述摩擦块基体顶帽为运动跑道形，所述异形碟簧安装部为圆柱

形，所述摩擦块定位部上部为圆柱形下部为圆台形，所述摩擦块摩擦部为长方体状，且竖直

的四边为倒圆角。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摩擦块基体顶帽穿过异形碟簧安装孔后旋转90°，异型碟簧在异形

碟簧安装部与摩擦块基体顶帽形成阻绊配合，安装后转动异型碟簧使异形碟簧阻绊口至异

型碟簧阻绊凸台位置，完成钢背安装板、异型碟簧与摩擦块之间的固定连接。

[0014] 优选的，所述的钢背安装板的一面上设置有防止异型碟簧转动的异型碟簧阻绊凸

台，所述异型碟簧阻绊凸台的形状为弧形长方体，所述异型碟簧阻绊凸台的大小能容纳在

异形碟簧阻绊口内；异型碟簧阻绊凸台与异形碟簧之间留存间隙为1～2mm。

[0015] 优选的，所述的异形碟簧外形为碟型，包括扇形部与底部，扇形部与底部的锐角为

30°～50°，底部为向上凸起的弧面，中心开有运动跑道形的异形碟簧安装孔，与安装摩擦块

基体顶帽相配合，所述底部边缘为圆形，扇形部底部边缘部与扇形部之间开有异形碟簧阻

绊口，所述的异形碟簧阻绊口豁口的两边为直边。

[0016] 优选的，所述的钢背安装板的一面在摩擦块横向与纵向之间设置有若干摩擦块阻

绊凸台，包括横向摩擦块阻绊凸台和纵向摩擦块阻绊凸台，所述的摩擦块阻绊凸台与摩擦

块之间留存间隙为0.5-1.0mm；所述横向摩擦块阻绊凸台为长方体结构，钢背安装板两侧的

纵向摩擦块阻绊凸台为条带状的长方体结构，摩擦块阻绊凸台的长度与位置能绊住相邻摩

擦块。

[0017] 优选的，所述摩擦块的矩形侧面与摩擦块阻绊凸台接触面形成阻绊关系。

[0018] 优选的，所述的摩擦块之间留有间隙，间隙范围为3-6mm。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突出的技术效果为：

[0020] 1.现有常用的钢背由燕尾板和钢背安装板通过铆接或焊接而成，但这种形式的闸

片会存在铆钉或焊缝断裂失效的风险，使得钢背安装板和燕尾板剥离脱落，对列车行驶造

成安全隐患。本发明采用燕尾台与钢背安装板铸为一体制作的形式，提高了列车制动闸片

钢背安装板的结构强度。

[0021] 2.本发明通过设计异型碟簧结构，降低了摩擦块整体脱落的风险。现有技术摩擦

块通过卡簧与钢背安装板相连，主要是通过卡簧的弹力限制摩擦块自由度，长期工作后，卡

簧的弹力会渐渐降低，从而增加摩擦块掉落的风险。通过异型碟簧连接摩擦块与钢背安装

板，避免了零件长期工作弹力失效的风险。

[0022] 3.本发明通过在钢背上设计带型摩擦块阻绊凸台，限制了摩擦块的自旋转，提高

了摩擦性能。

[0023] 4.本发明设计布局大间隙的摩擦块，便于排出摩擦屑，便于散热。降低碎屑等淤积

在摩擦块之间造成制动能力降低、损伤制动盘的风险。

[0024] 5.本发明摩擦块采用弹性浮动结构，能够在制动过程中自动调整最优的摩擦面，

避免偏磨,保证制动效果。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一组制动闸片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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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2是本发明其一组制动闸片的的后视图；

[0027] 图3是钢背安装板上异型碟簧阻绊凸台的示意图；

[0028] 图4是异型碟簧的示意图；

[0029] 图5是摩擦块的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中制动闸片的剖面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参见图1至图6。图中各部件标号及含义为：

[0033] 1、钢背安装板，2、摩擦块，3、异型碟簧，4、碟簧，5、燕尾台，6、异型碟簧阻绊凸台，

71、横向摩擦块阻绊凸台，72、纵向摩擦块阻绊凸台，8、异形碟簧阻绊口9、异形碟簧安装孔，

10、摩擦块摩擦部，11、摩擦块定位部，12、摩擦块基体顶帽，13、异形碟簧安装部，14、异型碟

簧扇形部，15、异型碟簧扇底部。

[003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35] 摩擦块与异型碟簧相勾连，装配到了钢背安装板上：装配过程需要转动异型碟簧

90°至异型碟簧阻绊凸台位置，碟簧阻绊凸台卡住异型碟簧，防止其进一步发生较大转动，

同时转动到此位置时，异型碟簧安装孔与摩擦块基体顶帽相勾连，完成了摩擦块的装配。制

动时，摩擦块会发生一定的自转动，但不会转动到与异型碟簧起始安装相切的位置，避免了

摩擦块的掉落。

[0036] 一种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包括摩擦块和钢背安装板1，钢背安

装板上设有若干摩擦块，所述钢背安装板1包括互相对称的左钢背安装板和右钢背安装板，

所述钢背安装板1的一面设有燕尾台，分左燕尾台、右燕尾台，分别在左钢背安装板和右钢

背安装板上对称分布，所述左钢背安装板和左燕尾台一体成型铸造，右钢背安装板与右燕

尾台一体成型铸造。

[0037] 所述的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所述钢背安装板1互相对称的左

钢背安装板和右钢背安装板一体成型铸造，所述钢背安装板1与左燕尾台与右燕尾台一体

成型铸造。

[0038] 所述钢背安装板1的一面设有圆形安装沉孔，圆形安装沉孔内安放有碟簧4，在钢

背安装板1的另一面设置燕尾台5；

[0039] 所述摩擦块2置于碟簧4的一面；摩擦块2安装固定的一端穿过圆形安装沉孔、经过

异型碟簧3连接在钢背安装板1的另一面上；所述异型碟簧3包括碟形底部15、异形碟簧安装

孔9、异形碟簧阻绊口8；

[0040] 常用的钢背由燕尾板和钢背安装板通过铆接或焊接而成，就形成了制动闸片。但

这种形式的闸片会存在铆钉或焊缝断裂失效的风险，使得钢背安装板和燕尾板剥离脱落，

对列车行驶造成安全隐患。

[0041] 所述的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所述的摩擦块2包括依次相连的

摩擦块基体顶帽12、异形碟簧安装部13、摩擦块定位部11、摩擦块摩擦部10，所述摩擦块基

体顶帽12为运动跑道形，所述异形碟簧安装部13为圆柱形，所述摩擦块定位部11上部为圆

柱形下部为圆台形，所述摩擦块摩擦部10为长方体状，且竖直的四边为倒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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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所述的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所述的钢背安装板1的一面上设

置有防止异型碟簧3转动的异型碟簧阻绊凸台6，所述异型碟簧阻绊凸台6的形状为弧形长

方体，所述异型碟簧阻绊凸台6的大小能容纳在异形碟簧阻绊口8内；异型碟簧阻绊凸台6与

异形碟簧3之间留存间隙范围1～2mm。

[0043] 所述的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所述的异形碟簧3外形为碟型，包

括扇形部与底部，扇形部与底部的锐角为30～50°，底部为向上凸起的弧面，中心开有运动

跑道形的异形碟簧安装孔9，与安装摩擦块基体顶帽12相配合，所述底部边缘为圆形，扇形

部底部边缘部与扇形部之间开有异形碟簧阻绊口8，所述的异形碟簧阻绊口8豁口的两边为

直边。

[0044] 所述的异型碟簧连接的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所述的摩擦块基体顶帽12穿过异

形碟簧安装孔9后旋转90°，异型碟簧3在异形碟簧安装部13与摩擦块基体顶帽12形成阻绊

配合，安装后转动异型碟簧3使异形碟簧阻绊口8至异型碟簧阻绊凸台6位置，完成钢背安装

板1与摩擦块2之间的连接。

[0045] 异型碟簧旋转90度或270度，使得异型碟簧阻绊凸台能够嵌入到异型碟簧阻绊豁

口内，此时异型碟簧安装孔与摩擦块基体顶帽互相勾连，完成安装。

[0046] 所述的异型碟簧连接的大间隙浮动结构列车制动闸片，所述的钢背安装板1的一

面在摩擦块横向与纵向之间设置有若干摩擦块阻绊凸台，包括横向摩擦块阻绊凸台71、纵

向摩擦块阻绊凸台72，所述的摩擦块阻绊凸台与摩擦块2之间留存间隙为0.5-1mm；所述横

向摩擦块阻绊凸台71为长方体结构，钢背安装板1两侧纵向摩擦块阻绊凸台72为条带状的

长方体结构。所述摩擦块2的矩形侧面与摩擦块阻绊凸台接触面形成阻绊关系。

[0047] 所述的摩擦块2之间留有间隙，间隙范围为3～6mm。

[0048] 本实施例中，8块摩擦块2短边与钢背安装板燕尾台5限位端端面平行，1块摩擦块2

的长边与钢背安装板燕尾台5限位端端面平行。

[0049] 异型碟簧3的异形碟簧阻绊口与异型碟簧阻绊凸台6阻绊防止异型碟簧过大转动。

[0050] 摩擦块阻绊凸台7与摩擦块2之间留有间隙。在制动过程中，摩擦块阻绊凸台可以

限制摩擦块的过大自旋转，保证制动效果。如图2所示，通过计算有效摩擦面积以及温度的

分布情况，本发明在互相对称的两块制动闸片均安装有9个摩擦块2。

[0051] 具体零件结构如图1、图2、图3所示。本发明采用燕尾台与钢背安装板铸为一体制

作的形式，提高了钢背安装板的结构强度，从而提高列车制动闸片的结构强度，延长列车制

动闸片的使用寿命，降低了摩擦块整体脱落的风险。

[0052] 刹车制动的过程：

[0053] 列车在制动过程中，制动夹钳力施加到钢背安装板后，使得摩擦块紧贴在制动盘

上，由于有碟簧的作用，摩擦块能够自动调整摩擦面，避免偏磨。由于摩擦块承受制动摩擦

力，可能会发生自转动，通过在钢背安装板上设置阻绊凸台，防止摩擦块发生较大的自转

动。摩擦块不会自转到与异型碟簧安装孔相切的位置，避免了摩擦块掉落的风险。

[0054] 上述实施方案仅用于清楚说明举例，其中各部件的结构，特别钢背安装板上的阻

绊凸台形式与异型碟簧的开槽的外形结构为整体配套设计，且都是可以有所变化的。凡是

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等同变换和改进，都不应排除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外。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058337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109058337 B

7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109058337 B

8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109058337 B

9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109058337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