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1 卷第 7 期

土 木 工 程 学 报

Vol. 51

No. 7

2018 年 7 月

CHINA CIVIL ENGINEERING JOURNAL

Jul.

2018

刹车片型摩擦消能器的单轴力学性能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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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采用刹车片作为摩擦材料的摩擦消能器进行单轴往复加载试验，考虑摩擦界面的面压、加载速率等因素
对摩擦阻尼器力学性能的影响。在摩擦消能器中，采用高强螺栓与碟形弹簧串联为摩擦界面施加正压力，以减小
温度应力等因素对消能器性能的影响。同样参数的试验重复三次，以观察消能器性能的离散性。试验结果表明，
该摩擦界面具有可靠的滞回耗能能力，摩擦力相对比较稳定。但在试验中，摩擦界面的面压存在逐步下降的趋势，
且下降的幅度与初始面压的大小有关。此外，与静力加载相比，动力加载条件下消能器表现出更小的动摩擦系数。
采用通过静力加载得到的摩擦系数进行消能器设计，可能得到偏于不安全的结果。
关键词：摩擦消能器；加载速率；往复加载试验；摩擦系数；面压
中图分类号：TU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31X（2018）07-0070-06

Experimental study on uniaxi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rake pad-type friction d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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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riction dampers made of brake pads, uniaxial cyclic loading tests are

conducted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surface pressure, loading rate, etc. High-strength bolts and disc-shaped springs
placed in series are utilized to apply the normal pressure to the friction interfac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friction damper. To investigate the discreteness of damper
performance, tests with the same parameters were repeated triple time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iction interface
possesses reliable energy dissipation capacity, and the friction force is relatively stable. The test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during the testing process, the surface pressure on the friction interface may gradually decrease, and the decrease
amplitude depends on the initial surface pressure. The test under dynamic loading may produce lower friction
coefficient, compared with the tests under static loading. Hence, when applying friction coefficients obtained from
static loading tests to the design of dampers, results could be un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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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研究。与其他类型的消能器相比，摩擦消能器



引

言

具有耗能性能稳定、行程大、初始刚度高的特点，其
出力比较稳定，更易确定与其连接构件的承载力需求。

消能器通过耗散地震对结构的输入能量，保护主
体结构的安全，是建筑结构地震损伤控制的重要组成
[1]

部分 。作为消能器的一个分支，摩擦消能器得到了

此外，大部分摩擦消能器拆装便捷，必要时更换摩擦
片即可恢复其功能。
摩擦界面是控制摩擦消能器力学性能的关键。常
见的摩擦消能器采用钢与钢[2-4]、黄铜[5-6]、青铜合金[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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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叶良浩，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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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铝合金[9-10]界面作为摩擦界面，也有学者提出了通
过与新材料进行组合而得到的摩擦消能器，如形状记
忆合金[11-12]、压电材料等[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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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见的金属材料相比，刹车片所采用的专用非
金属摩擦材料具有更加优异的摩擦性能[15-16]。师骁等
人针对高层建筑中的钢连梁，提出一种以刹车片作为
摩擦材料的摩擦消能器，并通过连梁子结构的往复加
载试验检验了该消能器的力学性能[17]。
现有的关于摩擦消能器构件或者子结构的试验多
采用拟静力加载，尚没有专门考察加载速度对摩擦界
面力学行为影响的研究。本文通过单轴往复加载试验，
研究以刹车片作为摩擦材料的摩擦消能器的力学性
能，并着重考察加载速率和界面正压力的影响。

42

1.1 加载方案
消能器试验采用如图 1 所示的自平衡加载装置。

250

试验方案
270

1

使用 500kN 动态作动器加载，通过平行滑轨套件保证
沿轴心方向加载。滑轨套件由固定在地梁上的滑轨、
可在滑轨上自由滑动的滑块以及与滑块连接的加载转
换头三部分组成。滑块与加载转换头耳板之间通过摩
擦型高强螺栓连接。试验中使用的摩擦片一面与开设
圆孔的钢板粘接，另一面与开设长圆孔的滑动钢板压
紧。滑动钢板与摩擦片接触的一面剖光。滑动钢板与
摩擦片形成一个摩擦对。每个试件包括 2 个对称布置
的摩擦对，与碟形弹簧串联，并采用一根 Ф30 高强螺
栓（10.9 级）拧紧以向摩擦界面施加正压力（图 2）。
日本隔震结构协会出版的《被动减震结构设计•
施工手册》建议的正压力范围为 5~15MPa[18]。试验中
采用 4MPa、8MPa 和 12MPa 三种不同的面压。对于

图2
Fig.2

摩擦消能器试件图

Specimen of friction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

面压为 8MPa 的情况，分别采用动力和静力两种加载
方式进行试验。动力试验采用正弦波加载，加载速率

1Hz；静力试验采用三角波加载，加载速率 0.01Hz（图 3）
。
动力加载正弦波
80

0

80

0

0.5

1

时间(s)

图3
Fig.3

加载制度

Loading scheme

摩擦片由翌射旭公司提供，名义摩擦系数 0 为
加载装置

0.31。据此计算得到不同面压下需要施加的螺栓预紧

Loading device

力及计算摩擦力，并根据面压大小的不同，将螺栓与

图1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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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蝶形弹簧串联，以减少温度应力等因素对正压力

8 个直径 160mm 的碟形弹簧；12MPa 面压下的试件采
用 10 个直径 112mm 的碟形弹簧。试件设计见表 1，

剪力比

的影响。4MPa、8MPa 面压下的试件分别采用 4 个和

表中 D 表示动力试验，S 表示静力试验，其后的数字
表示以 MPa 为单位的设计正压力大小。每个工况重复
三次试验。

组

Details of specimens

加载

设计

名义正

名义总

速率

面压

压力

摩擦力

（Hz） （MPa） （kN）

（kN）

加载
圈数

位移
幅值
（mm）

剪力比

Table 1

试件设计

试件
数量

D8

1

8

154.00

95.48

30

±80

3

D4

1

4

77.00

47.74

30

±80

3

D12

1

12

107.96

66.93

30

±80

3

S8

0.01

8

154.00

95.48

30

±80

3

剪力比

表1

试验

1.2 测量方案
试验时在碟形弹簧上串联一个力传感器以监测正

0.5
0.4
0.3
0.2
0.1
0
0.1
0.2
0.3
0.4
0.5
0.5
0.4
0.3
0.2
0.1
0
0.1
0.2
0.3
0.4
0.5
0.5
0.4
0.3
0.2
0.1
0
0.1
0.2
0.3
0.4
0.5

件之间的相对位移 1 和  2（图 2）。此外，在夹持构件
表面靠近摩擦片的位置固定贴片式温度传感器以监测
剪力比

摩擦界面的温度变化。

试验结果
图 4 给出了各个试验的滞回曲线。其中，纵轴所

示的剪力比等于消能器剪力除以摩擦界面个数（本试

的相对位移取两个拉线式位移计读数的平均值。其中

剪力比

验摩擦界面个数为 2）再除以正压力。当摩擦界面发
生滑动时，该剪力比比值即为动摩擦系数。摩擦界面

D12 试验组中有一次试验因操作失误而数据不可用。
由剪力比-位移滞回曲线可见，静力试验（图 4
（b））
的滞回曲线比较稳定，在往复加载过程中没有出现明

为了避免位移峰值点数据的干扰，取正负两个方
向 80% 位移幅值范围内的正压力和作动器出力的数
据，按式（1）计算消能器在每一圈往复加载中的动摩
擦系数。



V
nP

剪力比

显的承载力的下降；与之相比，动力试验（图 4（a））
的滞回曲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承载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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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动力加载，P=8MPa

压力的变化。采用两个拉线式位移计测量两侧夹持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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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动摩擦系数；V 为作动器力摩擦力；P 为正
压力；n 为摩擦界面个数，对于本试验 n=2。采用初

0

50

100

位移 (mm)
（b）静力加载，P=8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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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动力加载，P=4MPa

图4
Fig.4

50

μ0

位移 (mm )

（1）

100 100

100 100

 50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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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静力加载，P=4MPa

各个试验组剪力比-位移滞回曲线

Hysteretic curves of shear stress ratio-displacement for
each tes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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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正压力对各个加载循环中的正压力进行归一化，可
得到如图 5 所示的正压力在正向和负向加载中不断变
化的情况。各个工况第 30 圈加载时的正压力相对于初
始正压力的平均损失率如图 6 所示。可见，在试验加
载过程中，消能器摩擦界面上的正压力有不断减小的
趋势，且初始正压力越大，正压力的损失率就越大。
尤其是正压力为 12MPa 的试验组的正压力损失明显
高于 4MPa 和 8MPa 的试验组。需要注意的是，12MPa
试验组采用直径 112mm 的碟形弹簧，
而 4MPa 和 8MPa
试验组均采用 160mm 直径的碟形弹簧。对比 D8 和

S8 两个试验组的正压力变化情况，可知加载速率对正
压力损失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采用刹车片的名义动摩擦系数 0.31 对各个加载循

（a）正向

环中消能器表现出的动摩擦系数进行归一化，如图 7

图7

所示。除了 D8 试验组之外，各试验组的平均动摩擦

Fig.7

系数在试验加载过程中基本保持平稳。D8 试验组的动
摩擦系数出现明显下降的现象尚没有合理的解释。

（b）负向

归一化动摩擦系数

Normalized kinetic friction coefficients

图 8、图 9 分别给出了各个试验组的平均动摩擦
系数及其标准差在加载过程中的变化。在静力试验中，
平均摩擦系数略高于刹车片的名义动摩擦系数 0.31，
而动力试验的摩擦系数介于 0.21 至 0.27 之间，明显低
于其名义摩擦系数，且正压力较小的 D4 试验组的平
均动摩擦系数小于正压力较大的 D12 试验组。此外，
对于各组试验，三个试件的动摩擦系数的标准差均不
超过 4%，离散性较小。
试验中，在距离摩擦界面较近的夹持构件表面安
装了贴片式温度传感器。通过比较试验开始和结束后
一段时间内温度的变化，发现在动力试验中温度升高
了 30℃至 40℃左右，而静力试验温度升高了 15℃左
右。需要注意的是，受金属传热过程的影响，安装在

（a）正向

（b）负向

图5
Fig.5

图6
Fig.6

归一化正压力

Normalized pressure

摩擦界面外侧的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很可能远低于
摩擦界面中央部位的实际温度。摩擦界面上较高的温
度可能是导致动力试验中动摩擦系数较低的原因。

正压力平均损失率

Mean loss rate of normal pressure

图8
Fig.8

各个试验组平均动摩擦系数

Mean kinetic friction coefficient for each tes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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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图9
Fig.9

3

各个试验组动摩擦系数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of kinetic friction coefficient for
each test group

结论

[8]

[9]

通过不同工况下的单轴往复加载试验，考察了采
用刹车片为摩擦材料的摩擦消能器的力学性能。试验
结果表明，在往复加载条件下，摩擦界面正压力有逐

[10]

渐下降的趋势，当初始正压力较大时，30 圈循环加载
后的正压力损失率可接近 30%。试验中，摩擦消能器
滞回曲线饱满稳定，有很好的能量耗散能力，但是动
力加载作用下消能器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承载力退化行

[11]

为。静力加载作用下消能器的动摩擦系数略高于名义
值，符合设计要求，然而在动力加载作用下，消能器
的动摩擦系数明显低于名义值。这一问题在消能器的
设计中应当予以重视。其原因可能在于温度对摩擦界

[12]

面力学性能的影响，尚需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2]

[3]

[4]

周锡元, 阎维明, 杨润林. 建筑结构的隔震、减振和振动
控 制 [J]. 建 筑 结 构 学 报 , 2002, 23(2): 2-12, 26 (Zhou
Xiyuan, Yan Weiming, Yang Runlin. Seismic base isolation,
energy dissipation and vibration control of building
structures [J]. Journal of Building Structures, 2002, 23(2):
2-12,26 (in Chinese))
吴斌, 张纪刚, 欧进萍. Pall 型摩擦阻尼器的试验研究与
数值分析[J]. 建筑结构学报, 2003, 24(2): 7-13 (Wu Bin,
Zhang Jigang, Ou Jinp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Pall-typed frictional dampers [J].
Journal of Building Structures, 2003, 24(2): 7-13 (in
Chinese))
彭凌云, 周锡元. 拟线性摩擦阻尼器性能试验与有限元
分 析 [J]. 建 筑 结 构 学 报 , 2010, 31(6): 188-194 (Peng
Lingyun, Zhou Xiyuan. Experimental and FEA on
performance of pseudo-linear friction damper [J]. Journal of
Building Structures, 2010, 31(6): 188-194 (in Chinese))
王贡献, 王洋洋, 袁建明, 等. 新型弧面摩擦阻尼器力学
性能研究[J]. 中国机械工程, 2016, 27(11): 1429-1433

[13]

[14]

[15]

[16]

2018 年

(Wang Gongxian, Wang Yangyang, Yuan Jianming, et al.
Research on mechanics performance of a new cambered
friction damper [J]. China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6,
27(11): 1429-1433 (in Chinese))
Grigorian C E, Yang T S, Popov E P. Slotted bolted
connection energy dissipators [J]. Earthquake Spectra, 1993,
9(3): 491-504
Rojas P, Ricles J M, Sause R. Seismic performance of
post-tensioned steel moment resisting frames with friction
devices [J].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2005,
131(4): 529-540
Morishita K, Hirai J, Honda M, et al. Experimental approach
of slip damper consists in multiple sliding plates for
structural seismic control [J]. Journal of Structura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ransaction of AIJ, 2003,
68(547): 61-68 (in Japanese)
Morgen B G, Kurama Y C. Characterization of two friction
interfaces for use in seismic damper applications [J].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2009, 42(1): 35-49
Yoshioka T, Ohkubo M. Bending-shear tests of wide flange
steel beam using the bolted frictional-slippage damper on
the bottom flange at the beam end [J]. Journal of Structura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ransaction of AIJ, 2003,
68(573): 177-184 ( in Japanese)
Terai M, Sato T, Yoshioka T, et al. Studies of bolted
frictional-slippage damper with rubber washer: Dynamic
loading test of friction damper using aluminum alloy sliding
plates [J]. Journal of Structura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ransaction of AIJ, 2007, 72(614): 107-114
薛素铎, 王利, 庄鹏. 一种 SMA 复合摩擦阻尼器的设计
与性能研究[J]. 世界地震工程, 2006, 22(2): 1-6 (Xue
Suduo, Wang Li, Zhuang Peng. Design and performance
study of a SMA incorporated friction damper [J]. Worl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06, 22(2): 1-6 (in Chinese))
钱辉, 李宏男, 任文杰, 等. 形状记忆合金复合摩擦阻尼
器设计及试验研究[J]. 建筑结构学报, 2011, 32(9): 58-64
(Qian Hui, Li Hongnan, Ren Wenjie, et al.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n innovative hybrid shape memory alloys
friction damper [J]. Journal of Building Structures, 2011,
32(9): 58-64 (in Chinese))
欧进萍, 杨飏. 压电-T 型变摩擦阻尼器及其性能试验与
分析[J].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2003, 23(4): 171-177 (Ou
Jinping, Yang Yang. Piezoelectric-T shape variable friction
damper and its performance tests and analysis [J].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Vibration, 2003,
23(4): 171-177 (in Chinese))
王社良, 郝涛, 朱熹育, 等. 新型压电摩擦阻尼器力学性
能 及 应 用 分 析 [J]. 世 界 地 震 工 程 , 2015, 31(1): 38-44
(Wang Sheliang, Hao Tao, Zhu Xiyu, et 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a new type ’ s
piezoelectric friction damper [J]. Worl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15, 31(1): 38-44 (in Chinese))
Pall A S, Marsh C. Response of friction damped braced
frames [J]. Journal of the Structural Division, 1982, 108(6):
171-175
Kanzawa Y, Hanamura H, Sano T. Development of the
friction damper with fourfold shear high-strength bolt

（下转第 97 页）

第 51 卷 第 7 期

李军涛等·钢筋混凝土柱压弯剪扭滞回性能试验研究

torsion [J]. China Civil Engineering Journal, 1993, 26(1):
20-30 (in Chinese))
[11] 叶英华, 刘广义. 钢筋混凝土构件在压弯剪扭作用下的
截面非线性刚度矩阵[J]. 哈尔滨建筑大学学报, 1996,
29(2): 20-24 (Ye Yinghua, Liu Guangyi. Non-linear stiffness
matrix of cross-section of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 under
the combined loads of normal force, bending, shear and
warping torsion [J].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 1996, 29(2): 20-24 (in
Chinese))
[12] 门进杰, 史庆轩, 刘继明. 钢筋混凝土复合受扭构件抗扭
承载力统一方程的研究[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 2006, 38(2): 227-231 (Men Jinjie, Shi Qingxuan,
Liu Jiming. Unity equation of torsional capacity for
reinforced concrete members subjected to combined torsion
[J].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

·97·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6, 38(2): 227-231
(in Chinese))
[13] 曹燕, 张宇鹏, 叶英华, 等. 压弯剪扭作用下钢筋混凝土
任意截面非线性分析[J]. 建筑技术开发, 2013, 40(3): 6-10,
24 (Cao Yan, Zhang Yupeng, Ye Yinghua, et al. Nonlinear
analysis of arbitrary cross-section of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 subjected to combined axial, bending, shear and
torsion loading [J]. Building Technique Development, 2013,
40(3): 6-10,24 (in Chinese))
[14] 聂建国, 王宇航, 樊健生. 钢管混凝土柱轴压力-弯矩-扭
矩空间复合受力拟静力试验研究[J]. 建筑结构学报, 2012,
33(9): 1-11 (Nie Jianguo, Wang Yuhang, Fan Jiansheng.
Experimental study on concrete filled steel tubular columns
under combined compression, flexure and torsion [J].
Journal of Building Structures, 2012, 33(9): 1-11 (in
Chinese))

李军涛（1979— ），男，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混凝土结构和再生混凝土结构方面的研究工作。
陈宗平（1975— ），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再生混凝土结构、异形柱结构等方面研究。
王欢欢（1988— ），女，硕士。主要从事混凝土结构研究工作。
陈宇良（1987— ），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混凝土组合结研究工作。

（上接第 74 页）
connection : Part 1 performance test result #1 of the damper
[C]// Summaries of Technical Papers of AIJ Annual Meeting:
AIJ, 2002: 773-776
[17] 师骁, 王彦栋, 曲哲, 等. 含摩擦阻尼器钢连梁的往复加
载试验[J]. 工程力学, 2016, 33(S1): 156-160 (Shi Xiao,

Wang Yandong, Qu Zhe, et al. Cyclic loading test of steel
coupling beam with friction damper [J]. Engineering
Mechanics, 2016, 33(S1): 156-160 (in Chinese))
[18] 日本隔震结构协会. 被动减震结构设计施工手册[M]. 蒋
通, 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叶良浩（1993— ），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恢复力及非结构构件抗震性能方面的研究。
曲

哲（1983— ），男，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建筑物地震损伤控制方面的研究。

贺思维（1992— ），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恢复力及非结构构件抗震性能方面的研究。
朱文灿（1990— ），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装配式框架结构的研究。
侯和涛（1970— ），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装配式建筑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