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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

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的汽车刹车片，包括有刹车片基材和摩擦片，刹

车片基材的后部设置有散热消音空腔；刹车片基

材上的摩擦片的外周设置有硬质围圈；硬质围圈

通过传热片连接到位于刹车片基材中部的中心

摩擦片；散热消音空腔内部安装有铰链连接件，

铰链接连件之间设置有散热消音弹片；散热消音

弹片的中部设置有固定连接弹簧，固定连接弹簧

连接刹车片基材的背面；本发明的将碳纤维改性

树脂与碳纤维进行混合，再通过添加其他高强

度、高硬度、高韧性的材质，提高了刹车片的刚强

度和韧性，以及导热性，本发明巧妙地将整块刹

车片一分为四，四块摩擦片均同时对车轮进行刹

车作用，整体分散而又相互连接，从而提高了刹

车片耐磨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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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包括有刹车片基材(1)和摩擦片(2)，

其特征在于：所述摩擦片(2)包括有以下重量份数的组成原料：

碳纤维改性酚醛树脂20‑25份、碳纤维改性PC/ABS合金15‑20份、玻璃纤维改性二苯醚

甲醛树脂15‑18份、碳纤维10‑15份、聚酰胺纤维8‑15份、聚酯纤维8‑12份、玻璃织物6‑10份、

合金纤维5‑10份、纳米级氮化硅3‑8份、碳化硅纤维3‑6份、蛛丝蛋白纤维5‑13份、增韧氧化

铝纤维2‑6份、纳米级碳酸钙粉4‑8份、γ‑FeO(OH)、FeCO3和CaTiO3的混合晶须3‑8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其特征在于：所述合

金纤维包括有以下百分含量的组成原料：

铁60‑70wt％、铝5‑8wt％、钛5‑10wt％、锰4‑7wt％、铬3‑6wt％、钨3‑5wt％、钼2‑4wt％、

炭3‑8wt％。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其特征在于：所

述刹车片基材(1)为高铬高锰合金钢，其中，铬的百分含量为5‑8wt％，锰的百分含量为3‑

6wt％。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其特征在于：所述刹

车片基材(1)上的摩擦片(2)均分为四个部分，四个部分的摩擦片(2)等高。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其特征在于：所述刹

车片基材(1)的后部设置有散热消音空腔(3)。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其特征在于：所述刹

车片基材(1)上的摩擦片(2)的外周设置有硬质围圈(4)；

所述硬质围圈(4)通过传热片(5)连接到位于刹车片基材(1)中部的中心摩擦片(6)。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其特征在于：所述摩

擦片(2)通过固定缓冲连接件(7)安装连接在刹车片基材(1)的上表面；

所述固定缓冲连接件(7)上套装有缓冲弹簧(8)，缓冲弹簧(8)的两端分别支撑到刹车

片基材(1)和摩擦片(2)。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其特征在于：所述散

热消音空腔(3)内部安装有铰链连接件(9)，铰链接连件(9)之间设置有散热消音弹片(10)。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其特征在于：所述散

热消音弹片(10)的中部设置有固定连接弹簧(11)，固定连接弹簧(11)连接刹车片基材(1)

的背面。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散热消音弹片(10)通过设置在中部的散热消音空腔(3)传热导体(12)连接刹车片基材(1)

正面的传热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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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刹车片设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

汽车刹车片。

背景技术

[0002] 在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今天，车辆的安全、环保尤为重要，人们对汽车刹车片的新

要求不断提高。汽车刹车片在工作时通过承受外来压力，产生摩擦，使车辆达到减速的目

的。因此，刹车片的材料的耐磨和耐热性能十分重要。此外，现在我们使用的汽车刹车片所

使用的摩擦材料中含有很多重金属物质，包括锑、铬、镉、铜、钡、铜等重金属。汽车在每次刹

车过程中，就有少量的重金属粉尘释放并积累在环境中造成危害。如镉化合物经呼吸被体

内吸收积存于肝或肾脏中，对人体肾脏、肝脏造成危害。硫酸钡对环境有危害，对大气可造

成污染。含铜粉尘进入环境后可以对鱼类造成生物毒害。而锑对环境的危害也不小，刹车片

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锑，有的刹车片含量可以达到4‑5％，尤其对水体环境会造成长期不良

影响。早在1979年，锑就进入了美国环保部的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单，2002年美国地质调查局

就发现，由于刹车片会随着车辆的使用而持续损耗，造成锑持续不断地进入环境中。日本研

究者也发现，城市空气中的微小颗粒物就含有大量的锑，其中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刹车片。

[0003] 在2013年，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密云县大辛庄村段一片上百亩的杨树林里出现

了二三十个大坑，大量废弃刹车片被倾倒其中，结果大坑周边数十米内寸草不生，原有的杨

树朝向坑的一面全都裂开巴掌大的口子，像被硫酸泼过的面孔。这个案例造成的影响是深

远地，因此不能不引起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重视，我们必须在保证刹车片性能的前提下，找

到更加安全，有效和环保的摩擦材料来替代重金属，以顺应人类对环境保护日益严格的要

求。

[0004] 在现有的刹车片技术上完全可以利用碳纤维材料的高强度、低密度、抗腐蚀、耐高

温和高导热性等优良的性能来对刹车片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使其克服现有刹车片存在的以

上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

通过添加碳纤维或碳纤维改性树脂，目的在于解决刹车片强度不够、导热性差以及不耐磨

的缺陷。

[0006] 为实现本发明目的，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包括有刹车片基材和摩擦片，所述

摩擦片包括有以下重量份数的组成原料：

[0008] 碳纤维改性酚醛树脂20‑25份、碳纤维改性PC/ABS合金15‑20份、玻璃纤维改性二

苯醚甲醛树脂15‑18份、碳纤维10‑15份、聚酰胺纤维8‑15份、聚酯纤维8‑12份、玻璃织物6‑

10份、合金纤维5‑10份、纳米级氮化硅3‑8份、碳化硅纤维3‑6份、蛛丝蛋白纤维5‑13份、增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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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纤维2‑6份、纳米级碳酸钙粉4‑8份、γ‑FeO(OH)、FeCO3和CaTiO3的混合晶须3‑8份；

通过在刹车片的摩擦片中添加由足量的碳纤维和碳纤维改性树脂，目的在于提高整个摩擦

片的耐磨性、导热性和刚强度；

[0009] 作为优选的，所述合金纤维包括有以下百分含量的组成原料：

[0010] 铁60‑70wt％、铝5‑8wt％、钛5‑10wt％、锰4‑7wt％、铬3‑6wt％、钨3‑5wt％、钼2‑

4wt％、炭3‑8wt％；通过使用超高韧性、强度和刚度的钛、锰、铬、钨以及钼金属与钢铁进行

混炼，制得高刚强度的合金纤维，从而提高了整个刹车片的刚强度。

[0011] 作为优选的，所述刹车片基材为高铬高锰合金钢，其中，铬的百分含量为5‑8wt％，

锰的百分含量为3‑6wt％；通过添加高硬度的锰和铬金属，使得制备得到的合金钢的刚强度

大幅度提升，增强了刹车片基材的刚强度。

[0012] 作为优选的，所述刹车片基材上的摩擦片均分为四个部分，四个部分的摩擦片等

高；四个等高的摩擦片进行摩擦刹车，分散摩擦片的切应力，避免整块的刹车片在切应力的

作用下破碎，而破坏整块刹车片。

[0013] 作为优选的，所述刹车片基材的后部设置有散热消音空腔；在刹车片基材后部设

置有散热消音空腔，吸收摩擦片产生的热量和噪音，避免摩擦片过热和噪音振动破坏刹车

片的整体结构。

[0014] 作为优选的，所述刹车片基材上的摩擦片的外周设置有硬质围圈；硬质围圈由高

硬度的合金钢制成，设置在摩擦片的四周，起到稳固摩擦片的作用。

[0015] 作为优选的，所述硬质围圈通过传热片连接到位于刹车片基材中部的中心摩擦

片；在刹车片的中部还设置有中心摩擦片，将传热片汇集到中心摩擦片，再将热量传至散热

消音空腔。

[0016] 作为优选的，所述摩擦片通过固定缓冲连接件安装连接在刹车片基材的上表面；

所述固定缓冲连接件上套装有缓冲弹簧，缓冲弹簧的两端分别支撑到刹车片基材和摩擦

片；通过固定缓冲连接件将摩擦片与刹车片基材紧紧连接，当摩擦片因为压力而收缩时，缓

冲弹簧将摩擦片顶出，摩擦片而那个继续工作。

[0017] 作为优选的，所述散热消音空腔内部安装有铰链连接件，铰链接连件之间设置有

散热消音弹片；所述散热消音弹片的中部设置有固定连接弹簧，固定连接弹簧连接刹车片

基材的背面；所述散热消音弹片通过设置在中部的散热消音空腔传热导体连接刹车片基材

正面的传热片；传热导体将摩擦片所产生的热量和噪音传导至散热消音空腔内部，带动散

热消音弹片振动，固定连接弹簧避免撒热消音弹片振动幅度过大，从而慢慢地将热量和噪

音抵消掉。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的将常规刹车片材料改为碳纤维改性的树脂与碳纤

维进行混合，再通过添加其他高强度、高硬度、高韧性的材质，混炼得到的刹车片的刚强度

和韧性大幅度提升；通过添加碳纤维、合金纤维，进一步提高了刹车片的导热性，将摩擦产

生的热量及时导出，再通过散热消音空腔对热量和振动噪音及时消散；设置缓冲避免摩擦

片与车轮硬碰硬，切应力过大而导致刹车片破裂；本发明巧妙地将整块刹车片一分为四，四

块摩擦片均同时对车轮进行刹车作用，整体分散而又相互连接，提高了刹车片的耐磨性和

实用性；而且将刹车片设计为圆形，通过中间的安装大孔和四周的安装小孔将刹车片与汽

车的车轮紧贴，通过气缸或油缸刹车片接触汽车车轮并对车轮进行摩擦而使其减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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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刹车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的前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的后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的缓冲弹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刹车片基材；2、摩擦片；3、散热消音空腔；4、硬质围圈；5、传热片；6、中心

摩擦片；7、固定缓冲连接件；8、缓冲弹簧；9、铰链连接件；10、散热消音弹片；11、固定连接弹

簧；12、传热导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

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包括有刹车片基材1和摩擦片2，所

述摩擦片2包括有以下重量份数的组成原料：

[0027] 碳纤维改性酚醛树脂25份、碳纤维改性PC/ABS合金20份、玻璃纤维改性二苯醚甲

醛树脂18份、碳纤维15份、聚酰胺纤维15份、聚酯纤维12份、玻璃织物10份、合金纤维10份、

纳米级氮化硅8份、碳化硅纤维6份、蛛丝蛋白纤维13份、增韧氧化铝纤维6份、纳米级碳酸钙

粉8份、γ‑FeO(OH)、FeCO3和CaTiO3的混合晶须8份。

[0028] 进一步地，所述合金纤维包括有以下百分含量的组成原料：

[0029] 铁70wt％、铝5wt％、钛5wt％、锰4wt％、铬3wt％、钨3wt％、钼2wt％、炭8wt％。

[0030] 进一步地，所述刹车片基材1为高铬高锰合金钢，其中，铬的百分含量为8wt％，锰

的百分含量为6wt％。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包括有刹车片基材1和摩擦片2，所

述摩擦片2包括有以下重量份数的组成原料：

[0033] 碳纤维改性酚醛树脂20份、碳纤维改性PC/ABS合金15份、玻璃纤维改性二苯醚甲

醛树脂15份、碳纤维10份、聚酰胺纤维8份、聚酯纤维8份、玻璃织物6份、合金纤维5份、纳米

级氮化硅3份、碳化硅纤维3份、蛛丝蛋白纤维5份、增韧氧化铝纤维2份、纳米级碳酸钙粉4

份、γ‑FeO(OH)、FeCO3和CaTiO3的混合晶须3份。

[0034] 进一步地，所述合金纤维包括有以下百分含量的组成原料：

[0035] 铁60wt％、铝8wt％、钛10wt％、锰7wt％、铬5wt％、钨5wt％、钼2wt％、炭3wt％。

[0036] 进一步地，所述刹车片基材1为高铬高锰合金钢，其中，铬的百分含量为5wt％，锰

的百分含量为3wt％。

[0037]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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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包括有刹车片基材1和摩擦片2，所

述摩擦片2包括有以下重量份数的组成原料：

[0039] 碳纤维改性酚醛树脂25份、碳纤维改性PC/ABS合金15份、玻璃纤维改性二苯醚甲

醛树脂18份、碳纤维10份、聚酰胺纤维15份、聚酯纤维8份、玻璃织物10份、合金纤维5份、纳

米级氮化硅8份、碳化硅纤维3份、蛛丝蛋白纤维13份、增韧氧化铝纤维2份、纳米级碳酸钙粉

8份、γ‑FeO(OH)、FeCO3和CaTiO3的混合晶须3份。

[0040] 进一步地，所述合金纤维包括有以下百分含量的组成原料：

[0041] 铁70wt％、铝5wt％、钛5wt％、锰5wt％、铬5wt％、钨5wt％、钼2wt％、炭3wt％。

[0042] 进一步地，所述刹车片基材1为高铬高锰合金钢，其中，铬的百分含量为5wt％，锰

的百分含量为6wt％。

[0043] 实施例4

[0044] 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包括有刹车片基材1和摩擦片2，所

述摩擦片2包括有以下重量份数的组成原料：

[0045] 碳纤维改性酚醛树脂20份、碳纤维改性PC/ABS合金20份、玻璃纤维改性二苯醚甲

醛树脂15份、碳纤维5份、聚酰胺纤维8份、聚酯纤维12份、玻璃织物6份、合金纤维10份、纳米

级氮化硅3份、碳化硅纤维6份、蛛丝蛋白纤维5份、增韧氧化铝纤维6份、纳米级碳酸钙粉4

份、γ‑FeO(OH)、FeCO3和CaTiO3的混合晶须8份。

[0046] 进一步地，所述合金纤维包括有以下百分含量的组成原料：

[0047] 铁63wt％、铝5wt％、钛5wt％、锰7wt％、铬3wt％、钨5wt％、钼4wt％、炭8wt％。

[0048] 进一步地，所述刹车片基材1为高铬高锰合金钢，其中，铬的百分含量为8wt％，锰

的百分含量为3wt％。

[0049] 实施例5

[0050] 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片，包括有刹车片基材1和摩擦片2，所

述摩擦片2包括有以下重量份数的组成原料：

[0051] 碳纤维改性酚醛树脂22份、碳纤维改性PC/ABS合金18份、玻璃纤维改性二苯醚甲

醛树脂16份、碳纤维12份、聚酰胺纤维10份、聚酯纤维10份、玻璃织物8份、合金纤维8份、纳

米级氮化硅6份、碳化硅纤维5份、蛛丝蛋白纤维11份、增韧氧化铝纤维4份、纳米级碳酸钙粉

6份、γ‑FeO(OH)、FeCO3和CaTiO3的混合晶须5份。

[0052] 进一步地，所述合金纤维包括有以下百分含量的组成原料：

[0053] 铁65wt％、铝5wt％、钛5wt％、锰7wt％、铬3wt％、钨5wt％、钼4wt％、炭6wt％。

[0054] 进一步地，所述刹车片基材1为高铬高锰合金钢，其中，铬的百分含量为6wt％，锰

的百分含量为5wt％。

[0055] 如图1‑4所示，根据实施例1‑5所述的一种采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汽车刹车

片：

[0056] 更进一步地，所述刹车片基材1上的摩擦片2均分为四个部分，四个部分的摩擦片2

等高。

[0057] 更进一步地，所述刹车片基材1的后部设置有散热消音空腔3。

[0058] 更进一步地，所述刹车片基材1上的摩擦片2的外周设置有硬质围圈4。

[0059] 更进一步地，所述硬质围圈4通过传热片5连接到位于刹车片基材1中部的中心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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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片6。

[0060] 更进一步地，所述摩擦片2通过固定缓冲连接件7安装连接在刹车片基材1的上表

面。

[0061] 更进一步地，所述固定缓冲连接件7上套装有缓冲弹簧8，缓冲弹簧8的两端分别支

撑到刹车片基材1和摩擦片2。

[0062] 更进一步地，所述散热消音空腔3内部安装有铰链连接件9，铰链接连件9之间设置

有散热消音弹片10。

[0063] 更进一步地，所述散热消音弹片10的中部设置有固定连接弹簧11，固定连接弹簧

11连接刹车片基材1的背面。

[0064] 更进一步地，所述散热消音弹片10通过设置在中部的散热消音空腔3传热导体12

连接刹车片基材1正面的传热片5。

[0065] 在本发明中，本发明的将常规刹车片材料改为碳纤维改性的树脂与碳纤维进行混

合，再通过添加其他高强度、高硬度、高韧性的材质，混炼得到的刹车片的刚强度和韧性大

幅度提升；通过添加碳纤维、合金纤维，进一步提高了刹车片的导热性，将摩擦产生的热量

及时导出，再通过散热消音空腔对热量和振动噪音及时消散；设置缓冲避免摩擦片与车轮

硬碰硬，切应力过大而导致刹车片破裂；本发明巧妙地将整块刹车片一分为四，四块摩擦片

均同时对车轮进行刹车作用，整体分散而又相互连接，提高了刹车片的耐磨性和实用性；

[0066] 而且将刹车片设计为圆形，通过中间的安装大孔和四周的安装小孔将刹车片与汽

车的车轮紧贴，通过气缸或油缸刹车片接触汽车车轮并对车轮进行摩擦而使其减速，达到

汽车刹车的作用。

[0067]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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