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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基于台架实验机的简化模型， 通过 ABAQUS 仿真预测出尖叫频率。 通过比较不同制动工况参数

以及改变摩擦片的结构，发现速度越小，压力越大，摩擦系数越大，系统越不稳定，即尖叫声压级越大。

TM-1 制动台架实验机模拟汽车制动过程，对粉末冶金摩擦片进行多种工况下的制动实验，通过测试设备

测得尖叫频率。与仿真结果对比，发现利用复特征值分析可以找出影响制动噪声的主要因素，但对噪声频

率的预测有一定的偏差，需要建立更准确的有限元模型和统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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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implified FEA model of bench test machine, the squeal frequency is predicted in ABAQUS. As the 

braking parameters and structure of the friction plate are changed, it is found that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rotational speed, the 

enlargement of brake pressure and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the system is more unstable, and the sound level of the brake squeal is 

higher. Through the TM-1 bench test machine to simulate the automobile braking process, it is found that we can find the main 

effect factors on braking squeal with complex eigenvalue analysis, however, there is a certain of deviation on the prediction of 

frequenc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more accurate finite element model and statis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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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针对汽车制动尖叫问题，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国外研究者们开始对其研究，我国科研人员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研究。制动噪声有很多类型，

其中包括尖叫、震颤声、吱吱声等等，在这些种

类的噪声中，尖叫最容易引发驾驶者以及乘客的

不适，此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最大 [1]。

Nobari A 等 [2] 认 为 摩 擦 系 数 可 分 成 两 大 特

点，一种是动摩擦系数小于静摩擦系数，一种是

在一定范围内当相对滑动速度增大时摩擦系数减

小。后者会使系统出现负阻尼效应，当系统自身

阻尼并不是太大的时候，系统振动会出现发散现

象，引发系统振动，出现振动尖叫。Ouyang 和

Mottershead[3] 引入跟随力，通过研究说明系统的不

稳定性和次临界速度的行波有很大联系。作为跟

随力的摩擦力是导致系统不稳的最大的影响参数，

因为摩擦力可以对向前、向后的行波作用导致不稳

定。Andrzej Bajer 等 [4] 研究发现是否将阻尼引入对

制动尖叫预测也有重要影响，忽略阻尼会导致发生

尖叫的模态数增多，其次，制动尖叫预测受到其几

何非线性和接触非线性的影响也比较大。

1997 年蒋东鹰等 [5] 通过对具有尖叫倾向的盘

式制动器进行研究，创建一个弹簧闭环耦合模型

应用模态综合有限元分析的方法。2003 年蒋东鹰

等 [6] 以蒋东鹰前述的研究为基础，建立关键部件

动态特征的目标函数，其中，引入关键部件的设

计变量，然后进行优化，在关键部件的不断优化

下最终可以抑制盘式制动器的尖叫发生。刘献栋 [7]

通过自主建立一个盘式制动器的噪声测试台架，

测试得到工作状态下系统发出的制动尖叫的信号。

杜鹏 [8] 基于 ALGOR CAE 软件，通过复特征值分

析的方法，以模态分析的方法研究盘式制动器制

动尖叫，提出可以提高部件的固有频率来避开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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