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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

(57)摘要

一种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包括预成型体

（6），所述预成型体（6）包括绝缘芯体（1）、热膨胀

胎（5）；热膨胀胎（5）间隔设置在绝缘芯体（1）中；

所述绝缘芯体（1）包括至少两根缆芯（2）和绝缘

填充材料（3），缆芯（2）中心对称地设置在绝缘填

充材料（3）中，所述绝缘填充材料（3）在缆芯之间

位置间隔设有3个V形槽（3.1）；所述V形槽（3.1）

中填充有热膨胀胎（5）；所述热膨胀胎（5）包括热

膨胀性微球（11）、粘合树脂（12），所述热膨胀性

微球（11）的起始发泡温度在180~220℃；还包括

低熔点填充层（7）、波浪形碳纤维布层（8）和耐火

护套层（10）。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既设计

了合理的热膨胀及其导向结构，又设置了隔热屏

障，二者协同作用，使得其耐火性能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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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

包括预成型体（6），所述预成型体（6）包括绝缘芯体（1）、热膨胀胎（5）；热膨胀胎（5）间

隔设置在绝缘芯体（1）中构成圆柱体形的预成型体；所述绝缘芯体（1）包括至少三根缆芯

（2）和绝缘填充材料（3），缆芯（2）中心对称地设置在绝缘填充材料（3）中，所述绝缘填充材

料（3）在缆芯之间位置间隔设有至少3个V形槽（3.1），V形槽（3.1）沿径向向外开口，所述V形

槽（3.1）中填充有热膨胀胎（5）；

所述热膨胀胎（5）包括热膨胀性微球（11）、粘合基质（12），所述热膨胀性微球（11）的起

始发泡温度在180~220℃；所述粘合基质（12）包括橡胶或热塑性弹性体；

还包括低熔点填充层（7）、波浪形碳纤维布层（8）和耐火护套层（10），预成型体（6）外挤

包低熔点填充层（7），所述低熔点填充层（7）内设有波浪形碳纤维布层（8），低熔点填充层

（7）外设有耐火护套层（1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绝缘芯体（1）外包覆有耐热阻

水树脂层（4），耐热阻水树脂层（4）包括50～70wt%的热塑性树脂、25～45wt%的三水铝石粉

末和3～5wt%的增塑剂。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热膨胀性微球（11）包

括热塑性树脂外壳和包封在热塑性树脂外壳内的发泡剂；以热膨胀性微球的总重量100%为

基准，热膨胀性微球包括10~18wt%的N，N  －二甲基丙烯酰胺(  DMAA)和0.1~0.25wt%的三羟

甲基丙烷三甲基丙烯酸酯(  TM)、22~33wt%的异辛烷、45~63wt%的丙烯腈单体和3~5  wt%的

甲基丙烯酸甲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芯体（1）挤包在整体

芯套（21）中。

5.如权利要求4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整体芯套（21）包括环形壳

体（22），环形壳体（22）间隔设置有3个V形槽壁，V形槽壁在环形壁外延伸有定向肋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低熔点填充层（7）包括熔

点在120℃～150℃的树脂。

7.如权利要求5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V形槽（3.1）或V形槽壁的V形夹

角为50º～60º。

8.如权利要求1、2任一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在低熔点填充层（7）和

耐火护套层（10）之间设有金属铠装层（9）。

9.如权利要求4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整体芯套（21）为厚度为0.3～

0.5mm的铝塑复合层。

10.如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1）预成型体（6）的制作

 缆芯挤包成型，

缆芯外共挤出绝缘芯体

  缆芯（1）外共挤包绝缘填充材料（3）和/或耐热树脂层4，同时，在v形槽中同时共挤出

热膨胀胎（5），共同构成预成型体（6）；

或者缆芯（1）和整体芯套（21）为插入件，在缆芯和整体芯套之间共挤出绝缘填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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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时，

在v形槽壁中同时共挤出热膨胀胎（5），共同构成预成型体（6）；

2）挤包低熔点填充层（7）得到线缆预制体

预成型体（6）冷却后，在预成型体外挤包第一低熔点树脂层（7.1），所述第一低熔点树

脂层（7.1）外形呈波浪形，在第一低熔点树脂层外涂覆粘结剂层（7.2），将环形碳纤维布粘

结在粘结剂层外，然后再挤包第二低熔点树脂层（7.3），得到线缆预制体；

3）电缆挤包成型

在线缆预制体外挤包耐火护套层（10）。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替换

为：在线缆预制体外缠绕金属铠装层（9），然后以缠绕金属铠装层的线缆预制体为芯材送入

挤出机模头，在线缆预制体及金属铠装层（9）外挤包耐火护套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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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电缆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

背景技术

[0002] 耐火电缆的特点是在规定的时间环境燃烧过程中或燃烧后一定时间内，仍然能正

常供电。

[0003] 现有技术最早采用氧化镁做绝缘外加金属管护套，虽耐火性能好，但是加工工艺

复杂，电缆不易弯曲。在导体芯线外包一层玻璃云母带的聚氯乙烯绝缘弥补了硬体耐火电

缆的不足，但还存在以下缺点：  塑料绝缘绕包过程中片状云母易开裂脱落，会造成局部耐

火绝缘性能降低；  外层不耐高温而烧损变形又会导致耐火绝缘层的开裂脱落，电缆的实际

耐火能力差。

[0004] 这种仅仅依靠芯线周围的无机耐火层来隔热的结构，在遭遇火灾时，除了火焰燃

烧会破坏绝缘材料，外来的机械撞击，如掉下的石块、木板和钢板，以及消防水柱的喷射，也

会对电缆造成损毁。上述传统云母带电缆只能保证在一定时间的火焰条件下能维持正常供

电。究其原因，在火焰条件下，云母带中含有的耐高温粘结剂会逐步烧损，失去其机械强度

和对云母鳞片的粘结性，云母鳞片间存在间隙，在水淋的条件下已无法维持线间的绝缘而

出现短路。出现机械撞击时，燃烧没有粘结强度的耐火云母带会松散和脱落，无法维持其绝

缘性。云母带也导致在制作如1.0-2.5mm2的小截面电缆时由于扰曲半径小而易损伤，产品

合格率降低。

[0005] 目前，市场上可以满足BS6387标准的只有氧化镁填压铜管护套的BTT类别耐火电

缆，由于其粉体绝缘材料和无法直接挤包的铜管护套，导致其生产工艺只能沿袭一百多年

前的多次拉拔成型工艺，速度慢，长度短，接头多，粉尘飞扬，制造环境恶劣，现场安装工艺

复杂。

[0006] 最新的IEC  60331标准规定，耐火电缆必须能在不低于750℃环境下运行90min。

[0007] 如何在成本合理的条件下，最好是无须云母带和矿物填充材料，通过合理的结构

结合膨胀材料的利用，设计出高耐火级别的电力电缆成为行业发展的共性难题。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膨胀阻燃型电力电

缆。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包括预成型体，所述预成

型体包括绝缘芯体、热膨胀胎；热膨胀胎间隔设置在绝缘芯体中；所述绝缘芯体包括至少两

根缆芯和绝缘填充材料，缆芯中心对称地设置在绝缘填充材料中，所述绝缘填充材料在缆

芯之间位置间隔设有3个V形槽；所述V形槽中填充有热膨胀胎；

[0010] 所述热膨胀胎包括热膨胀性微球、粘合基质，所述热膨胀性微球的起始发泡温度

在180~220℃；所述粘合基质包括橡胶或热塑性弹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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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还包括低熔点填充层、波浪形碳纤维布层和耐火护套层，预成型体外挤包低熔点

填充层，所述低熔点填充内设有波浪形碳纤维布层，低熔点填充层外设有耐火护套层。

[0012] 进一步地，绝缘芯体外包覆有耐热阻水树脂层，耐热阻水树脂层包括50～70wt%的

热塑性树脂、25～45wt%的三水铝石粉末和3～5wt%的增塑剂。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热膨胀性微球包括热塑性树脂外壳和包封在热塑性树脂外壳内的

发泡剂；以热膨胀性微球的总重量100%为基准，热膨胀性微球包括所述10~18wt%的N，N  － 

二甲基丙烯酰胺(  DMAA)和0.1~0.25wt%的三羟甲基丙烷三甲基丙烯酸酯(  TM)、22~33wt%

的异辛烷、45~63wt%的丙烯腈单体和3~5  wt%的甲基丙烯酸甲酯。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绝缘芯体挤包在整体芯套中。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整体芯套包括环形壳体，环形壁间隔设置有3个V形槽壁，V形槽壁

在环形壁外延伸有定向肋部。

[0016] 进一步地，所述低熔点填充层包括熔点在120℃～150℃的树脂。

[0017] 进一步地，V形槽或V形槽壁的V形夹角为50º～60º。

[0018] 进一步地，在低熔点填充层和耐火护套层之间设有金属铠装层。

[0019] 进一步地，整体芯套为厚度为0.3～0.5mm的铝塑复合层。

[0020] 一种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制作方法，

[0021] 包括如下步骤：

[0022] 1）预成型体的制作

[0023]  缆芯挤包成型，

[0024] 缆芯外共挤出绝缘芯体

[0025]   缆芯外共挤包绝缘填充材料和/或耐热树脂层，同时，可在v形槽中同时共挤出热

膨胀胎，共同构成预成型体；

[0026] 或者缆芯和整体芯套为插入件，在缆芯和整体芯套之间共挤出绝缘填充材料，同

时，可在v形槽壁中同时共挤出热膨胀胎，共同构成预成型体；

[0027] 2）挤包低熔点填充层得到线缆预制体

[0028] 预成型体冷却后，在预成型体外挤包第一低熔点树脂层，所述第一低熔点树脂层

外形呈波浪形，在第一低熔点树脂层外涂覆粘结剂层，将环形碳纤维布粘结在粘结剂层外，

然后再挤包第二低熔点树脂层，得到线缆预制体；

[0029] 3）电缆挤包成型

[0030] 在线缆预制体外挤包耐火护套层。

[003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替换为：在线缆预制体外缠绕金属铠装层，然后以缠绕金属铠

装层的线缆预制体为芯材送入挤出机模头，在线缆预制体及金属铠装层外挤包耐火护套

层。

[0032] 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既设计了合理的热膨胀及其导向结构，又设置了隔热

屏障，二者协同作用，使得其耐火性能大大提高。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实施例一的主剖视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实施例一的护套燃烧后的主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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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3为本发明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实施例二的主剖视图。

[0036] 图4为本发明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实施例二的护套燃烧后的主剖视图。

[0037] 图5为本发明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实施例二的优选实施方式的主剖视图。

[0038] 图6为本发明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实施例二的优选实施方式的护套燃烧后的主

剖视图。

[0039] 图7为本发明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V形槽中膨胀胎的剖视图。

[0040] 图8为本发明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的实施例一的隔热效果比较图。

[0041] 上述图中的附图标记：

[0042] 1绝缘芯体，2缆芯，3  绝缘填充材料，3.1  V形槽，4  耐热阻水树脂层，5  热膨胀胎，

6  预成型体，7低熔点填充层，8  波浪形碳纤维布层，9  金属铠装层,10  耐火护套层,11  热

膨胀性微球,  12粘合基质,19  膨胀支撑点，20  热膨胀凸起棱，21  整体芯套，22  环形壳体，

23  定向肋；

[0043] 2.1 导体，2.2 导体间阻水材料填充，2.3 绝缘保护层；

[0044] 7.1  第一低熔点树脂层，7.2  粘结剂层，7.3  第二低熔点树脂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46] 实施例一

[0047] 如图所示，一种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包括绝缘芯体1，所述绝缘芯体1包括三根缆

芯2和绝缘填充材料3，所述缆芯2包括导体2.1、导体间阻水材料填充2.2和绝缘保护层2.3。

缆芯2中心对称地设置在绝缘填充材料3中，所述绝缘填充材料3在缆芯之间位置间隔设有3

个V形槽3.1。更为优选的是，绝缘芯体1外包覆有耐热阻水树脂层4。所述V形槽3.1中填充有

热膨胀胎5，所述热膨胀胎5与绝缘芯体1共同构成圆柱体形的预成型体6。

[0048] V形槽3.1的V形夹角优选为50º～60º。

[0049] 预成型体6外挤包低熔点填充层7，所述低熔点填充层7内设有波浪形碳纤维布层

8。低熔点填充层7外设有金属铠装层9，金属铠装层9外设有耐火护套层10。

[0050] 所述耐火护套层10为短期工作温度在200℃～450℃之间的无卤耐燃材料，包括

XLPE、硅橡胶或聚酰压胺。

[0051] 耐热阻水树脂层4包括50～70wt%的热塑性树脂、25～45wt%的三水铝石粉末

，5wt%的增塑剂。所述三水铝石粉末粒度为300～1000目；由于三水

铝石的初始热分解温度为200～220℃，是阻燃性能优良的无机阻燃剂，其受热分解释放出

水蒸气而使得树脂基体起泡而阻止热量由外而内地传导。

[0052] 所述热膨胀胎5包括热膨胀性微球11、粘合基质12。具体制作工艺为：将所述热膨

胀微球11与粘合基质12的颗粒混合，搅拌机搅拌30分钟，混合均匀得到热膨胀成型料。将所

述热膨胀成型料与绝缘填充材料3共同作为挤出机的共挤加入料从两个加料料斗分别加

入，以三根缆芯1为插入件，共挤成型所示预成型体6。所述热膨胀性微球11的起始发泡温度

在180~220℃，平均尺寸在30~40μm之间，热膨胀性微球发泡前后的平均直径之比为4~6。所

述热膨胀性微球11为市场提供。

[0053] 更为优选的是，所述热膨胀性微球11包括热塑性树脂外壳和包封在热塑性树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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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内的发泡剂。壳包括热塑性聚合物和在交联位点之间具有的重均分子量大于500的长链

交联剂；以热膨胀性微球的总重量100%为基准，热膨胀性微球包括所述10~18wt%的N，N  － 

二甲基丙烯酰胺(  DMAA)和0.1~0.25wt%的三羟甲基丙烷三甲基丙烯酸酯(  TM)、22~33wt%

的异辛烷、45~63wt%的丙烯腈单体和3~5  wt%的甲基丙烯酸甲酯。

[0054] 所述粘合基质包括橡胶或热塑性弹性体。橡胶比如天然橡胶、丁基橡胶或硅橡胶；

热塑性弹性体比如烯烃弹性体或苯乙烯弹性体。

[0055] 本发明采用的热膨胀性微球11采用悬浮聚合法，将单体和发泡剂在液滴内共聚并

沉淀在液滴表面，得到具有核壳结构的热膨胀性微球。当加热热膨胀性微球时，壳内发泡剂

受热气化产生内压力同时外壳软化使微球膨胀。

[0056] 所述低熔点填充层包括熔点在120℃～150℃的树脂，比如聚乙烯、聚氯乙烯、氯磺

化聚乙烯、聚四氟乙烯等。

[0057] 更为优选地，所述低熔点填充层7与波浪形碳纤维布层8共挤出成型。

[0058] 制作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59] 1）预成型体6的制作

[0060] 所述预成型体6的具体制作工艺为：

[0061] 缆芯挤包成型，

[0062]   缆芯1外共挤包绝缘填充材料3和/或耐热树脂层4，还可在v形槽中同时共挤出热

膨胀胎5，共同构成预成型体6。

[0063] 2）挤包低熔点填充层7得到线缆预制体

[0064] 预成型体6冷却后，在预成型体6挤包第一低熔点树脂层7.1，所述第一低熔点树脂

层7.1外形呈波浪形，在第一低熔点树脂层外涂覆粘结剂层7.2，将环形碳纤维布粘结在所

述粘结剂层外，然后再挤包第二低熔点树脂层7.3，得到线缆预制体。

[0065] 3）电缆挤包成型

[0066] 在线缆预制体外缠绕金属铠装层9，然后以缠绕金属铠装层的线缆预制体为芯材

送入挤出机模头，在线缆预制体及金属铠装层9外挤包耐火护套层10。

[0067] 实验数据

[0068] 对比例：一种耐火电力电缆，缆芯中心对称地设置在热膨胀胎中，外设金属铠装

层，外设有耐火护套层。

[0069] 如图8所示，实施例1中的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在1000℃火焰条件下，经过90min

后，缆芯温度不超过400℃。而比较例，在1000℃火焰条件下，经过90min后，经过20分钟后，

缆芯温度即超过600℃，导体的导电能力大大降低。

[0070] 现分析本发明所述膨胀耐火型电力电缆，从以下两方面构思：

[0071] 一方面，膨胀阻燃，要保证线缆受热膨胀的膨胀结构，具体地，设计了预成型体7的

结构，设计出带有V形槽的绝缘填充材料7，热膨胀胎5设置在V形槽中。在外界高温火焰条件

下，耐火护套层10、金属铠装层9及低熔点填充层7由外而内迅速升温，低熔点填充层7在高

于120-150℃后，所述低熔点填充层7熔化，只剩下波浪形碳纤维布层8，此时，三个V形槽中

的热膨胀胎5逐渐膨胀，直到热膨胀胎5将碳纤维布层8顶到金属铠装层9的内环形表面并形

成三个膨胀支撑点19。由外而内的热量传递路径只能通过三个热膨胀胎5形成的热膨胀凸

起棱20向内传递，而热膨胀凸起棱20是耐高温发泡材料，传热系数非常低，起到了膨胀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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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效果。

[0072] 另一方面，间隔空间隔热，由于低熔点填充层7的熔化，热膨胀胎5的膨胀，如图所

示，在金属铠装层9和绝缘填充材料3的三个热膨胀胎5形成的热膨胀凸起棱20之间，由波浪

形碳纤维布层8形成隔热层，隔断了由金属铠装层9到绝缘填充材料3之间的热传导。

[0073] 正是热膨胀凸起棱20的低导热系数和间隔空间隔热的结构，使得在1000℃火焰条

件下，经过90min后，电缆绝缘填充材料3内部温度维持在不超过120℃的水平，具有较好的

膨胀阻燃效果，能较好状态地生存在火焰环境中进行输送电力的工作。

[0074] 实施例二

[0075] 一种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包括绝缘芯体1，所述绝缘芯体1包括三根缆芯2，所述

缆芯2包括导体2.1、矿物纤维带层2.2和树脂层2.3。缆芯2中心对称地设置在绝缘填充材料

3中。所述绝缘芯体1挤包在整体芯套21中。

[0076] 所述整体芯套21包括环形壳体22，环形壁22间隔设置有3个V形槽壁24，V形槽壁24

在环形壁22外延伸有定向肋部24.1。

[0077] 所述V形槽3.1中填充有热膨胀胎5，所述热膨胀胎5与环形壁22共同构成圆柱体形

的预成型体6；预成型体6外挤包低熔点填充层7，所述低熔点填充层7内设有波浪形碳纤维

布层18。低熔点填充层8外设有耐火护套内层24，耐火护套内层24外设有金属铠装层9，金属

铠装层9外设有耐火护套层10。所述耐火护套内层24和耐火护套层10均为无卤耐燃材料，包

括XLPE、硅橡胶或聚酰压胺。

[0078] 整体芯套21为厚度为0.3-0.5mm的铝塑复合层，既保证了绝缘芯体1的完整性和耐

冲击性，其定向肋23也为热膨胀胎5提供导向和约束，使得热膨胀胎5的膨胀定向为径向向

外。也就是说，实施例二设计了热膨胀胎的定向膨胀的导向约束结构。

[0079] 更为优选的是，由于已经有了碳纤维布层18，为减少成本，可省去金属铠装层9和

耐热护套内层24。如图所示，即使耐火护套层10烧损了，碳纤维布层18也会成为隔热阻燃的

屏障。而且，隔热空间更大了。

[0080] 所述膨胀阻燃型电力电缆，既设计了合理的热膨胀及其导向结构，又设置了隔热

屏障，二者协同作用，使得其耐火性能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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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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