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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

电缆及其制备方法，它包括碳纤维/玻璃纤维光

纤复合芯棒(7)、包裹在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

合芯棒(7)外周的异型导体(9)、绕包在异型导体

(9)外层的绝缘带(10)、缠绕包裹在绝缘带(10)

外层的绕包带(11)、包裹在绕包带(11)外层的无

缝压纹管(12)；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

(7)为单芯棒结构或多芯棒结构。本实用新型电

缆具有防火电力传输、防火光路通信、线路温度

感应等功能。具有阻燃耐火、低烟无卤、质量轻、

耐老化和力学性能优异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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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它包括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

(7)、包裹在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7)外周的异型导体(9)、绕包在异型导体(9)外

层的绝缘带(10)、缠绕包裹在绝缘带(10)外层的绕包带(11)、包裹在绕包带(11)外层的无

缝压纹管(12)；

所述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7)为单芯棒结构或多芯棒结构；

所述的单芯棒结构包括4根以上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包裹在着

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外周的保护管(3)，填充在保护管(3)内的填充油膏(2)，包裹在保护

管(3)外层的碳纤维加强层(4)；

所述的多芯棒结构包括7芯以上的光单元，光单元包括4根以上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

单模或多模光纤(1)，包裹在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外周的保护管(3)，填充在保护管(3)

内的填充油膏(2)，7芯以上的光单元外层整体由非金属隔离带(6)裹紧，非金属隔离带(6)

外层包裹有碳纤维加强层(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碳纤维加强层(4)

外层包裹有玻璃纤维加强层(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异型导体(9)为铝

或铜制成的扇形或瓦型导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绝缘带(10)为云母

带或硅橡胶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绕包带(11)为玻璃

布带或聚丙烯绕包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4根以上光信号传

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中，其中一根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为线路感温光纤。

7.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它包括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

(7)、包裹在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7)外周的多根圆形导体(17)，单根圆形导体

(17)外层包裹有硅橡胶绝缘材料(13)，多根圆形导体(17)之间填充有玻璃纤维填充绳

(14)，玻璃纤维填充绳(14)外层缠绕包裹有绕包带(11)，绕包带(11)外层铠装有镀锌钢带

(15)，镀锌钢带(15)外层包裹有无卤阻燃聚烯烃外护套(16)。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绕包带(11)  为玻

璃布带或聚丙烯绕包带。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碳纤维/玻璃纤

维光纤复合芯棒(7)为单芯棒结构或多芯棒结构；

所述的单芯棒结构包括4根以上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包裹在着

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外周的保护管(3)，填充在保护管(3)内的填充油膏(2)，包裹在保护

管(3)外层的碳纤维加强层(4)；

所述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7)多芯棒结构包括7芯以上的光单元，光单元

包括4根以上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包裹在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

外周的保护管(3)，填充在保护管(3)内的填充油膏(2)，7芯以上的光单元外层整体由非金

属隔离带(6)裹紧，非金属隔离带(6)外层包裹有碳纤维加强层(4)。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碳纤维加强层(4)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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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有玻璃纤维加强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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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通信电缆，具体涉及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通信电缆产品在建筑物和设备工程安全系统中承担着电能以及重要数据、图

像及其他信息的传输作用，因目前电缆产品在火灾中往往会起到助燃甚至释放毒气等一系

列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并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和负面影响。据统计，因电气线路

在人群密集的场所、高层重要建筑物、办公楼等起火，引发的建筑火灾的发生，给人民造成

巨大的损失。鉴于电缆在火灾中因具有敷设隐蔽性、燃烧波及性、燃烧烟气有毒性原因、为

此消防和建筑设计相关部门对电线电缆提出了各种防火要求，以适应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安全需求。防火电缆需要具备阻燃、耐火、低烟无阻等对着火具有一定抵御和抑制能力。

除了满足防火功能外，电缆在保证电力传输的同时，也要能够为建筑设备等提供信息传输、

提供线路温度时时参数的通信功能，对于传统防火电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兼具防

火电力传输、防火光路通信、线路温度感应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属于电力通信电缆领

域，本实用新型可解决目前电力通信电缆存在的电缆易燃、电缆发生火灾燃烧过程中产生

大量有毒浓烟、电缆不耐燃烧、电力电缆结构利用率不高、光缆保护层不耐腐蚀、电缆质量

较重、运行过程中无法监测运行温度等问题。

[0004] 技术方案：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它包括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包裹在碳纤

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外周的异型导体、绕包在异型导体外层的绝缘带、缠绕包裹在绝

缘带外层的绕包带、包裹在绕包带外层的无缝压纹管；

[0006] 所述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为单芯棒结构或多芯棒结构；

[0007] 所述的单芯棒结构包括4根以上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包裹在

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外周的保护管，填充在保护管内的填充油膏，包裹在保护管外层的碳

纤维加强层和/或包裹在碳纤维加强层外层的玻璃纤维加强层；

[0008] 所述的多芯棒结构包括7芯以上的光单元，光单元包括4根以上光信号传输介质的

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包裹在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外周的保护管，填充在保护管内的填充

油膏，7芯以上的光单元外层整体由非金属隔离带裹紧，非金属隔离带外层包裹有碳纤维加

强层。

[0009] 碳纤维加强层外层可选择性包裹有玻璃纤维加强层。

[0010]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异型导体为铝或铜制成

的扇形或瓦型导体。

[0011]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绝缘带为云母带或硅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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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

[0012]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绕包带为玻璃布带或聚

丙烯绕包带。

[0013]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4根以上光信号传输介质

的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中，其中一根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为线路感温光纤，可实现实时电

缆温度测试。

[0014] 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它包括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包裹在碳纤

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外周的多根圆形导体，单根圆形导体外层包裹有硅橡胶绝缘材

料，多根圆形导体之间填充有玻璃纤维填充绳，玻璃纤维填充绳将多根圆形导体进行包裹，

玻璃纤维填充绳外层缠绕包裹有绕包带，绕包带外层铠装有镀锌钢带，镀锌钢带外层包裹

有无卤阻燃聚烯烃外护套。

[0015] 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绕包带为玻璃布带或聚丙烯绕包带。

[0016]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所述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

复合芯棒为单芯棒结构或多芯棒结构；

[0017] 所述的单芯棒结构包括4根以上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包裹在

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外周的保护管，填充在保护管内的填充油膏，包裹在保护管外层的碳

纤维加强层和/或包裹在碳纤维加强层外层的玻璃纤维加强层；

[0018] 所述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多芯棒结构包括7芯以上的光单元，光单元

包括4根以上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包裹在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外周的

保护管，填充在保护管内的填充油膏，7芯以上的光单元外层整体由非金属隔离带裹紧，非

金属隔离带外层包裹有碳纤维加强层和/或包裹在碳纤维加强层外层的玻璃纤维加强层。

[0019]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

点：

[0020] 本实用新型使用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作为光缆传输路径，在电缆高温

状态下，具有阻燃、耐火的优点，可以在750℃以上温度下短时工作，可以在160℃以下正常

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技术进步。

[0021] 该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内部的光纤复合芯棒内可在高温状态下保持正常光通

信功能，并且其光纤复合芯棒内部复合有探温光纤，可实现实时对电缆温度进行测试，其内

部光纤复合芯棒也可作为承力芯使用，其抗拉强度可达到  2400MPa以上，具有优异的力学

性能。

[0022] 该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结构中设有云母带或硅橡胶带、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

复合芯棒、低烟无卤聚烯烃材料等具有阻燃耐火、低烟无卤特性，在电缆高温状态下，具有

耐火、阻燃、低烟无卤的优点。

[0023] 该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具有质量轻等特点，弯曲半径最小可达到50D，因本身采

用轻型绕包绝缘带材以及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本身无其他填充材料，电缆空间

利用率高，相比于普通电力电缆，具有质量轻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中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的单芯棒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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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中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的多芯棒的结

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异型固定敷设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圆型柔性移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实用新型，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

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

本实用新型的各种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如图1和图3所示所述，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它包括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

复合芯棒7、包裹在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7外周的异型导体9、绕包在异型导体9外

层的绝缘带10、缠绕包裹在绝缘带10外层的绕包带11、包裹在绕包带11外层的无缝压纹管

12；

[0031] 所述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7为单芯棒结构；

[0032] 所述的单芯棒结构包括4根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包裹在着色

单模或多模光纤1外周的保护管3，填充在保护管3内的填充油膏2，包裹在保护管3外层的碳

纤维加强层4；包裹在碳纤维加强层4外层的玻璃纤维加强层5。

[0033] 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异型导体9为铝或铜制成的扇形或瓦型

导体，作为电缆传输电能介质。绝缘带10为云母带或硅橡胶带。绕包带11  为玻璃布带或聚

丙烯绕包带。

[0034] 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4根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

光纤1中，其中一根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为线路感温光纤。

[0035] 检测本实用新型制备得到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的抗拉强度可达到  2500MPa，

可以在780℃温度下工作2小时，未出现火点，可以在160℃以下正常工作。

[0036] 实施例2

[0037] 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它包括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

复合芯棒7、包裹在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7外周的异型导体9、绕包在异型导体9外

层的绝缘带10、缠绕包裹在绝缘带10外层的绕包带11、包裹在绕包带11外层的无缝压纹管

12；

[0038] 所述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7为多芯棒结构；

[0039] 多芯棒结构包括7芯的光单元，光单元包括4根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

光纤1，包裹在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外周的保护管3，填充在保护管3  内的填充油膏2，7芯

以上的光单元外层整体由非金属隔离带6裹紧，非金属隔离带6外层包裹有碳纤维加强层4，

碳纤维加强层4外层包裹有玻璃纤维加强层5。

[0040] 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异型导体9为铝或铜制成的扇形或瓦型

导体，作为电缆传输电能介质。绝缘带10为云母带或硅橡胶带。绕包带11  为玻璃布带或聚

丙烯绕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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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4根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

光纤1中，其中一根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为线路感温光纤。

[0042] 检测本实用新型制备得到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的抗拉强度可达到  2700MPa，

可以在780℃温度下工作2小时，未出现火点，可以在160℃以下正常工作。

[0043] 实施例3

[0044] 如图1和图4所示所述，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它包括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

复合芯棒7、包裹在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7外周的多根圆形导体17，单根圆形导体

17外层包裹有硅橡胶绝缘材料13，多根圆形导体17之间填充有玻璃纤维填充绳14，玻璃纤

维填充绳14外层缠绕包裹有绕包带11，绕包带11外层铠装有镀锌钢带15，镀锌钢带15外层

包裹有无卤阻燃聚烯烃外护套16。

[0045] 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绕包带11为玻璃布带或聚丙烯绕包带。

[0046] 以上所述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所述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  7为

单芯棒结构或多芯棒结构；

[0047] 所述的单芯棒结构包括4根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包裹在着色

单模或多模光纤1外周的保护管3，填充在保护管3内的填充油膏2，包裹在保护管3外层的碳

纤维加强层4；包裹在碳纤维加强层4外层的玻璃纤维加强层5。

[0048] 检测本实用新型制备得到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的抗拉强度可达到2650MPa，

可以在790℃温度下工作2小时，未出现火点，可以在160℃以下正常工作。

[0049] 实施例4

[0050] 如图2和图4所示所述，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它包括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

复合芯棒7、包裹在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7外周的多根圆形导体17，单根圆形导体

17外层包裹有硅橡胶绝缘材料13，多根圆形导体17之间填充有玻璃纤维填充绳14，玻璃纤

维填充绳14外层缠绕包裹有绕包带11，绕包带11外层铠装有镀锌钢带15，镀锌钢带15外层

包裹有无卤阻燃聚烯烃外护套16。

[0051] 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绕包带11为玻璃布带或聚丙烯绕包带。

[0052] 以上所述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所述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光纤复合芯棒  7为

多芯棒结构；

[0053] 多芯棒结构包括7芯的光单元，光单元包括4根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

光纤1，包裹在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1外周的保护管3，填充在保护管3  内的填充油膏2，7芯

以上的光单元外层整体由非金属隔离带6裹紧，非金属隔离带6外层包裹有碳纤维加强层4，

碳纤维加强层4外层包裹有玻璃纤维加强层  5。

[0054] 以上所述的一种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4根光信号传输介质的着色单模或多模

光纤1中，其中一根着色单模或多模光纤为线路感温光纤。

[0055] 检测本实用新型制备得到的轻型电力通信防火电缆的抗拉强度可达到  2950MPa，

可以在780℃温度下工作2小时，未出现火点，可以在160℃以下正常工作。

[005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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