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
Q69

43.040.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XXXXX—XXXX

摩擦材料和制动器间热传导试验方法
Thermal transport properties germane to friction materials and brakes

（征求意见稿）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实施

GB/T XXXXX—XXXX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0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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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进行有限元分析（FEA）或制动系统性能建模时，应使用本文件中描述的材料性能。测试零件的
热膨胀、尺寸稳定性、膨胀和增厚的试验是评估衬片零件受热影响的性能。零件热膨胀测试值不应与材
料特性热膨胀系数（CTE）混淆。衬片在进行压缩特性试验过程中或通过 GB/T 22310 测得的热膨胀试验
的结果不是导热系数（λ ）。
暴露在高温下会改变摩擦材料的性质，包括它们的热传导性能。例如，新衬片和使用过的衬片材料
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热传导性能。由高温导致材料性质的任何变化也可能是温度和时间
的函数。基于此，建议试验结果中应完整记录衬片的状况，所处的温度状况和所处高温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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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材料和制动器间的热传导试验方法

警示——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摩擦材料和制动器间热传导的术语和定义、概述及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摩擦材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339-2008 金属材料热膨胀特征参数的测定
GB/T 5620 道路车辆 汽车和挂车 制动名词术语及其定义（GB/T 5620-2002,ISO 611:1994,IDT）
GB/T 10295-2008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
GB/T 19466.4-2016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 第4部分:比热容的测定
GB/T 22310 道路车辆 制动衬片 盘式制动衬块受热膨胀量试验方法（GB/T 22310-2008，ISO 6313：
1880，IDT）
GB/T 22588-2008 闪光法测量热扩散系数或导热系数
GB/T 32064-2015 建筑用材料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系数瞬态平面热源测试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5620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热扩散系数 thermal diffusivity


衡量热量在制动材料中流动速度的一个有用指标，反映热量在瞬时过程中温度变化率。热扩散系数
越大，通过材料的温度扩散和热流越快。易于测量，可用于计算导热系数。热扩散系数与温度有关，通
常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激光闪光技术是用于测定热扩散系数的一种方法。将已知厚度的试样暴露在强烈的激光或氙闪光
灯下，获得短时的能量爆发。然后测量试样背面的温升，根据温升和时间的关系计算热扩散系数。通常
用试样背面的温升达到最大温升1/2的时间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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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热扩散系数，单位为平方米每秒(m2/s)；
D——试样厚度，单位为米（m）；
t0.5——试样背面温升达到1/2最大温升的时间，单位为秒（s）；
激光闪光技术要求从中切割小尺寸试样进行测量（如直径10mm，厚度3mm厚的样品）。本方法可
以在室温和高温环境中测定热扩散系数。
瞬态平面光源（或热盘）方法可以同时对热扩散系数，导热系数和比热容进行非破坏性测定。 本
方法依赖于由双螺旋形状的导电图构成的薄传感器; 传感器可用作热源和动态温度传感器。可以在整个
制动衬片上进行试验，不需要切割成小试块; 薄传感器可以放置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衬片之间进行测定。
这种技术使得室温值很容易测量，但是对于高温值，衬片必须通过外部加热器，烘箱或热板来保持温度。
非破坏性热扩散系数测定技术的另一个最新进展是脉冲式视频热成像技术。
3.2
比热容 specific heat

Cp
单位质量的物质在压力不变的条件下,温度升高或下降时所吸收或释放的热量，按式（2）计算：

Cp 

Q
....................................... (2)
mT

式中：

Cp

——比热容，单位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J/(kg·K)];

∆Q——热量，单位为焦耳(J)；
m——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T——温升,单位为摄氏度（℃）；
比热容是单位质量的物体,在温度升高时吸收的热量。材料的比热容越大，材料的散热性就越突出。
比热容对温度要求比较高，会随着测量间隔的不同而不同。
比热容通常用差示扫描量热仪（DSC）测定; 当两者以恒定速率均匀加热时，用DSC测定试样的热反
应，使其与标准物质(蓝宝石)作比较。 通常记录从100℃到用户设定的最大温度的数据。该测试还能显
示在施加的温度范围内材料是否会发生任何相变。如果在DSC测试过程中发生相变，则相同材料样品的
后续测试将产生不同的结果。比热容可与热扩散系数结合使用，以计算导热系数。
目前，利用DSC来测定摩擦材料的比热容，其典型试样体积较小，例如 0.5mm3〜20mm3，所以单
个试样可能对较大尺寸成分或粗混合成分的摩擦材料不具代表性。鉴于此，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有：1)
测定大量试样的比热，使得这些试样的尺寸与设备允许的一样大；2）将具有代表性的摩擦材料研磨成
粉状，并轻轻压制成丸状，然后通过DSC进行检测。
3.3
导热系数 thermal conductivity


稳定条件下，通过单位面积，垂直于面积方向单位温度梯度的热流时间速率。热量的稳态测定或热
量通过材料的速度，是评价材料热传导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导热系数是在稳定的传热条件下，通过单
位厚度的材料所传递的单位热量，按式（3）计算：
2

GB/T XXXXX—XXXX



H ........................................ (3)
d
A T
dx

式中：
 ——导热系数，单位为瓦每米开尔文 [W/(m·K)];
2
H——单位面积的热传导速率，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 ）；
2
A——传热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

dT
——温度梯度,单位为开尔文每米（K/m）；
dx
测定导热系数最简单的方法是测定  ，  和 C p ，按式（4）进行计算：

  CP ........................................ (4)
式中：
 ——试样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导热系数也可以通过瞬态平面源技术直接测定。
3.4
线膨胀系数 coefficient of liner expansion
长度的变化量与初始温度下原长度的比值。
3.5
平均热膨胀系数 mean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
CTE
单位长度的材料在某一温度区间，每升高一度温度的平均伸长量，按式（5）计算：

CTE 

L
...................................... (5)
Lo T

式中：
∆L——长度变化量，单位为毫米（mm）；
L0——试样原始长度，单位为毫米(mm)；
∆T——温升,单位为摄氏度（℃）；

3.6
瞬时线膨胀系数 instantaneous coefficient of thermal liner expansion
在特定瞬时温度下，长度变化与温度曲线的斜率。
4 方法概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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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盘式制动器衬片、鼓式制动器衬片与摩擦材料间的热传导性能可以评价制动部件的热处
理性能。通常使用计算机辅助或者模拟来观察制动衬片的热处理性能。本文件叙述了 4 个基本的热传导
材料性能：热扩散系数、比热容、导热系数和热膨胀以及试验方法。
5 试验方法
5.1 热扩散系数测定方法
5.1.1 仪器设备
热扩散系数所需仪器设备如下：
a)
b)
c)
d)
e)
f)
g)
h)
i)

闪光源；
试样支架；
环境控制附件；
温度反应探测器；
记录装置；
主机；
探头；
样品仓；
恒温控制器。

5.1.2 试样
5.1.2.1 闪光法（A 法）
5.1.2.1.1 通常采用的试样为薄的圆片状试样，其接受脉冲能量辐射表面面积比能且束斑小。典型的
试样直径为 6 mm～18 mm, 最佳试样厚度取决于所估计的热扩散系数大小，并选择此试样厚度以确保达
到最高温度所需的时间在 40 ms～200 ms 之内变化。高温测量时应采用较薄的试样，使热损失修正值减
到最小。然而，试样一般应具有足够的厚度才可使待测材料更具代表性。典型的试样厚度为 1 mm～ 6 mm。
由于热扩散系数与试样厚度的平方成比例，因此应在不同的温度范围内采用不同的试样厚度。一般而言，
低温测试所需的最佳试样厚度与高温测试所需的试样厚度相差甚远。
5.1.2.1.2 选择的试样厚度不当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试验失败，而且也是造成试验误差的主要原因。
一般开始时可以选择 2 mm～3 mm 厚的试样，随后以得出的温度记录曲线为基础改变试样厚度（试样过
厚观测不到信号）。
5.1.2.1.3 所制备的试样表面应平整且平行误差在厚度的 0. 5%以内。 不允许有任何表面缺陷（砂眼、
划痕、条纹），因为它严重影响试验结果。
5.1.2.2 平面热源法(B 法)
5.1.2.2.1 样品测试面有效直径不应小于探头直径的 2 倍，且表面平整，不得进行表面材质、密度改
性。
5.1.2.2.2 块状样品应符合 5.1.2.2.1 的要求，可制备成圆柱体、正方体等，上下两片样品厚度一致，
厚度宜大于所选探头直径，不得小于探头半径；
5.1.2.2.3 薄片样品应符合 5.1.2.2.1 的要求，制备时上下两片样品厚度应一致样品厚度应一致，偏
差不应大于 0.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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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4 薄膜样品应符合 5.1.2.2.1 的要求，制备时上下两片样品厚度应一致样品厚度应一致，偏
差不应大于 0.001mm。
5.1.2.2.5 单轴异性样品应符合 5.1.2.2.1 的要求，制备时应使样品测试面与 x 轴、y 轴确定的平面
平行。
5.1.2.2.6 将样品烘干至恒重，调节至试验温度；有特殊要求时样品应按产品要求进行状态调节。
5.1.3 试验步骤
5.1.3.1 闪光法（A 法）按 GB/T 22588-2008 第 10 章来测定。
5.1.3.2 平面热源法（B 法）按 GB/T 32064-2008 中 5.3 来测定。
5.1.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试样标识与此前的情况；
试样厚度;
试验温度;
2
试验温度下，X=50%（温升百分比）时计算出的热扩散系数，m /s;
与 X=25%、X=75%以及 X=50%时计算的热扩散系数相关的陈述或者试验曲线下降部分每个温度处
数据与理论模型的比较；
每个温度下的重复测试结果报告；
是否对热膨胀进行修正，如果修正，应报告所采用的热膨胀数据；
对热损失和有限脉冲时间效应进行修正过程以及对误差进行的分析；
试样周围的环境状况；
与本文件规定相一致的试验内容；
检测依据；
环境温度、相对湿度；
样品信息，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样品尺寸、样品密度、测址方向
（单轴异性样品需记录样品轴向和测试取向）、样品含水率等；
检测仪器信息，包括名称、型号，探头型号等；
测试总时间、输出功率及计算时间；
测试结果，不同测试条件下的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系数；
测试单位等信息。

5.2 比热容测定方法
5.2.1 仪器设备
比热容测定所需仪器设备如下：
a) DSC 仪器：能以 0.5℃/min～20℃/min 的速率，等速升温或降温；能保持试验温度恒定在±0.5℃
内至少 60min；能够进行分段程序升温或其他模式的升温；
b) 坩埚：良好的导热性能，能够加盖和密封，并能承受在测量过程中产生的抗压；
c) 分析天平：称量准确度在±0.01mg。
5.2.2 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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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可分为粉末、颗粒、细粒或从样品上切成的碎片状。试样应能代表受试样品，并小心制备和处
理。如果是从样品上切取试样时应小心，以防止聚合物受热重新取向或其他可能改变其性能的现象发生。
应避免研磨等类似操作，以防止受热或重新取向和改变试样的热历史。对颗粒或粉料样品，应取两个或
更多的试样。取样的方法和试样的制备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5.2.3 试验步骤
比热容按 GB/T 19466.4-2008 第 8 章来测定。
5.2.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以下信息：
a) 试验日期；
b) 能完整描述测试样品的所有必要细节，包括热历史；
c) 所用 DSC 仪器的制造厂家型号、类型（功率补偿型或热流型）；
d) 试验用样品坩埚及盖子的形状、尺寸和材质；
e) 试验用气氛及流速；
f) 校准物质，包括印刷品上的信息 ，材料的性质， 使用的质量和其他与校准相关的特性；
g) 试样的形状、尺寸和质量；
h) 取样的详细资料和试样的状态调节；
i) 温度程序参数，即：起始温度、加热速率、终止温度 、等温段的时间间隔，以及在步进方法
中温度的增量，若采用降温，还需说明降温速率；
j) 试验结果，包括比热容和相应的温度；
k) 其他所需的信息。
5.3 导热系数
5.3.1 仪器设备
导热系数测定所需仪器设备如下：
a) 加热单元；
b) 冷却单元；
c) 热流计；
d) 热电偶；
e) 芯板；
f) 热电堆。
5.3.2 试验步骤
导热系数按GB/T 10295-2008中3.3.来测定。
5.3.3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以下信息：
a) 材料的名称、标志和物理性能；
b) 操作员对试件的描述和对试件与样品关系的描述。与可适用的材料规范的一致性。松散试件的
制备方法，并说明容器盖材料的测得电阻；
c) 测定时试件的厚度，在双试件布置中为两块试件总厚度。并注明厚度是强制的还是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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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状态调节的方法和温度；
测定时试件的密度；
在干燥或状态调节时的相对质量变化；
在测定时的相对质量变化，并观察厚度和体积变化；
根据冷热板温度计算试件平均温差及其测量方法；
测定的平均温度；
平衡时的热流密度；
试件的热阻。可应用时，给出热阻系数、导热系数以及这些数值可用的厚度范围；
所用热流计装置的类型。减少边缘热损失的方法、测定时板周围的环境温度及热流计的数量、
位置；
装置取向：垂直、水平或其他方向。单试件装置的试件不是垂直方向时，应说明试件热侧的位
置：顶部、底部或其他位置；
对于试验中需在试件与装置面板之间插入薄片材料或需使用防水汽封套的情况，应说明薄片材
料或防水汽封套的性质和厚度。如果用温度传感器测定温差，应给出测定方法；
测定日期、最后一次标定装置的日期及所用材料的类型；
如果有助于解释结果，应提出整个试验和试验中稳态持续的时间；
在标定时所用的试件，标明类型、热阻、试件鉴定日期、鉴定单位、鉴定的有效日期和鉴定试
验的编号；
建议在报告中说明所测定传热性质的最大预计误差，当标准中某些要求没有满足时，建议包括
误差估算的报告；
因情况（或要求）不能完全满足本文件所叙述的测定过程时，可以作出商定的例外声明。但是
必须在报告中说明，建议的语句是：“本测定除.......之外，完全符合 GB 10295 标准试验方
法的要求。”对于直接读数的装置，还应有电子线路和设备的标定或符合标准的说明（包括日
期和线性符合要求的说明）。

5.4 热膨胀系数测定方法
5.4.1 仪器设备
热膨胀系数测定所需仪器设备如下：
试样载体和推杆应由同牌号的透明石英制成，两者热膨胀特征参数间的差异应在±1%以内；
炉子、恒温器和槽：低温可达-180℃，高温可达 900℃；
位移传感器；
数据处理记录仪；
热电偶：190℃～350℃，推荐使用 E 型或 T 型热电偶；0℃～900℃，推荐使用 K 型、S 型及 N
型热电偶；
f) 指针式千分尺或卡尺。
a)
b)
c)
d)
e)

5.4.2 试样
5.4.2.1 要求被检试样具有刚性固体特征，即在试验温度和仪器所予应力下，试样的蠕变或弹性应变
速率是可忽略的，或者说不会对热长度变化的测量产生可见的影响。
5.4.2.2 试样最小长度应为 25mm±0.1mm，横向尺寸为 3mm～10mm。
5.4.2.3 试样应轴向均匀，其端面（与载体、推杆间的接触面）的粗糙度应不大于 10μ m，端面间的
不平行度应小于 25μ m。不应采用具有尖端的试样，它在试验中易产生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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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 增大试样的横截面积有助于防止升温时试样的非弹性蠕变。
5.4.2.5 控制试样中的温度梯度，保证试样上的温度不均匀性在±2℃/50mm。
5.4.3 试验步骤
热膨胀系数按GB/T 4339-2008第9章来测定。
5.4.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以下信息：
a) 关于制造者、材料化学成分及受热加工历程的描述；
b) 试样的制备方法，各向异性的轴向方向以及试样所经受的热的、机械的、湿度或其他处理的细
节；
c) 试样的形状和尺寸，包括原始长度和基准温度；
d) 所用装置的简明描述，包括膨胀位移和温度测量系统、精度估算、加热与冷却速率、温度控制
和气氛；
e) 列出使用的参照材料及对包括膨胀位移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在内的整个热膨胀测试系统的校正
方法；
f) 在指定的温度区间内，展示线性热膨胀、测量温度及平均线膨胀系数的数据表；
g) 关于试样异常现象的完整描述，诸如：试验后在参照温度下试样显示永久变形、过度氧化、起
皮、变色、形变、裂纹、开裂等所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而需要加以说明的因素；
h) 满足被检材料特殊要求的任何附加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