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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碳陶瓷刹车盘需承受极端受力 —— 如受热和摩
擦。这将不可避免地减弱刹车盘的机械强度。

尽管正常条件下，刹车盘非常耐用，但高强度的行驶会
极大地缩短其使用寿命。 为保证乘客安全，所有的制动
元件都必须定期监测。

目前有两种检查碳陶瓷刹车盘磨损的方法：

 » 拆卸刹车盘进行称量

 » 目测

这两种方法不仅棘手费时，且无法保证准确度。业内强
烈地需要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面临的挑战
如何准确测量刹车制动失灵

汽车制动元件须承受极端的制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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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陶瓷刹车盘制造材料：碳化硅和碳化纤维

自碳陶瓷刹车盘在法兰克福国际汽车展 (IAA 1999) 的
首次亮相以来，在高级汽车一族中迅速获得认可和广泛
使用：保时捷、帕加尼、雷克萨斯、梅赛德斯-AMG、 
麦克拉伦、玛莎拉蒂和宝马，此名单仍在不断增加中。

碳陶瓷刹车盘的灵感源于赛车、高性能汽车、高速铁路
制动系统和超音速飞机对完美性能的不断追求。 该产品
目前可提供非凡的优势： 

 » 比传统的铸铁刹车轻 50 %，从而可减少燃料消耗和 
CO

2
 排放。

 » 旋转次数和非簧载质量更少，增强了牵引力和转向
控制。

 » 特殊的结构和极强的硬度可确保其使用寿命大幅超过
铸铁刹车。

 » 显著缩短了停车距离 
（例如：3 米内即可从 100 km/h 降至 0 km/h）。

 » 高温下变形度低，例如：数次刹车之后仍可为急减速
提供持续的制动力。

 » 刹车粉尘减少90%，对比铸铁刹车，这一数字非常可
观。

 » 良好的噪音振动控制表现，及始终如一的刹车踏板
触感。

历史和独特性
碳陶瓷刹车盘



凭借我们的专长及与 BSCCB (Brembo SGL Carbon Ceramic 
Brakes) 的紧密合作，Proceq 设计了 Carboteq，它是一款
性能出众的刹车盘磨损专利精密仪器。

Carboteq 以脉冲感应技术为基础，即通过使用特定排列
的感应线圈和先进的信号分析来准确测量磨损情况，并除
去材料特性以及刹车结构带来的影响。

早期原型在精心挑选的汽车 OEM 制造商处进行了广泛的测
试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其中优越成果之一就是超越传统
失重法（参见插图）。

新一代 Carboteq 整合了一个专门设计的激光标线仪来提
高定位的准确性。这样确保 Carboteq 设备一直正好放在
正确的位置来读取刹车盘上预刻好的 Carboteq 值。

易于阅读的显示屏和牢固设计的外壳确保设备适用于各种
不同的工作环境。

此外，每一台 Carboteq 均在瑞士进行了长时间测试，并
获得官方认证机构的认证。因此，每一台 Carboteq 均符
合最高品质和汽车标准 (TüV, NRTL, GS, UL, CE)。

解决方案 
CARBOTEQ® – 专利技术

CARBOTEQ®  与失重法
精确度高出 4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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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寿命周期（制动失灵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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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teq 失重法

在整个使用寿命周期中（所显示测验中有 80 次失灵）， 
刹车盘的重量通常只减少 1.25 %（约 100 g），而在相同的
测试条件下，Carboteq 得到的结果与之对比，相差 50 %。 
这样就准确地预测到碳陶瓷刹车盘的剩余使用寿命。



精湛的技术
但测量过程简单易行

 测量

  

 入门指南

 功能测试

赛车和高性能汽车车主

准确地记录刹车盘的使用寿命，让您更加轻松地决定何
时需更换刹车盘（保障安全）；优化昂贵刹车盘的使用
（节约成本）。

碳陶瓷刹车盘制造商

大幅简化生产流程，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保证水
平。刹车盘极限使用使得碳陶瓷刹车盘的需求大增。

汽车 OEM

各类汽车先后接受更环保的碳陶瓷刹车盘，从而减少了
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刹车粉尘极少，促进了对环
境的保护。 

修车行

无需拆除轮端刹车装置，维修更省时。Carboteq 的友好界
面，让汽车维修更快捷。

汽车经销商

快速而轻松地检验二手车上的碳陶瓷刹车盘。

车辆检验站

周期性检查变得更可靠，确保刹车盘符合道路安全法规。

优势 
不同类型用户



www.proceq.com

“就安全和成本节约而言，Carboteq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Peter Hoberg, 热情的驾驶员和碳陶瓷刹车盘用户

“碳陶瓷刹车盘的磨损指示电子精密仪器让测量过程变得更简单！”

Alex Fach, 赛车公司老板

Proceq 是 “Verband Schweizer Porsche Clubs”

的正式成员，该组织负责举办瑞士保时捷运动杯

赛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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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otip 适用于任何金属或非金属组件。
可获取材料的脉冲传播速度，从而提供
准确的厚度信息，并通过 A-Scan 功能检
测缺陷和裂缝。

 » 自动适应测试表面的曲率和粗糙度

 » A-Scan 提供直观的信号信息

 » 自动记录最大和最小值

ZONOTIP
测厚仪

CARBOTEQ®

技术规格 

测量范围 0.0 - 100.0 Carboteq [CQ]

扩展不确定度 0 °C 至 40 °C： U = 2.0 CQ (k 

= 2) 

–10 °C 至 60 °C： U = 3.0 CQ 

(k = 2)

显示屏 26 x 62 mm，3.5 数字 LCD

接口 USB

激光 2 类，< 1 mW, 650 nm

电池 锂聚合物，3.7 V/380 mAh 

可通过 USB 充电（5 V 

DC/100 mA）

电池使用时长 > 10 小时

自动断电 30 秒后激光断电 

10 分钟后仪器断电

尺寸 170 x 75 x 40 mm

重量 大约 210 g

工作温度 0 °C 至 40 °C（充电）； 

–10 °C 至 60 °C（未充电）

存储温度 –10 °C 至 60 °C

湿度 < 95 %RH，非冷凝

IP 等级 IP54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Proceq SA 出于善意提供本文档的所有信息，并相信这些信息正确无误。 对于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Proceq SA 不做任何担保，也不承担任
何责任。 对于 Proceq SA 所生产和（或）销售的任何产品的使用和应用，我们已对特定的适用操作给予了明确的参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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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Proceq SA 公司成立于 1954 年，致力于开发和制
造最高品质和精密测量仪器。

Proceq 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对混凝土强度进行非破坏性
测试的便携式仪器（Original Schmidt 回弹仪）和第一
台便携式金属硬度检测仪器 (Equotip)。

专利产品 Carboteq 的推出也体现这种创新传统，它是世
界上第一台高精度碳陶瓷刹车盘磨损指测试仪。

Proceq 推出的其他优秀产品包括 SilverSchmidt、Pundit、 
Profometer、Profoscope、Resipod 和 DY-2，还有更多产
品正在开发中。

Proceq SA 
Ringstrasse 2  
8603 Schwerzenbach 
Switzerland 
+41 (0)43 355 38 11 
carboteq@proceq.com 
www.carboteq.com

关于 PROCEQ

SWISS MADE

金属检测

Equotip 550 Leeb 系列硬度计广
泛应用在汽车工业的发动机组、
齿轮和轴承测试上。Equotip 还
提供自动化生产线检测和成套远
程控制设置。

 » 最适合测试重型和大型组件

 » 快速现场硬度监测

 » 可检测狭小空间的硬度

Equotip 550 Portable 
Rockwell 是一款尖端的金属硬
度测试仪，适用于面板和圆柱
形组件，如车轴臂和扁平零件
等。有各种配件和支脚适应多
种特定应用。

 » 检验细小部件、剖面和管道

 » 覆盖广泛的材料硬度范围

 » 多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