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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超柔软性能铜芯防

火电缆，包括缆芯和包裹在缆芯外的外护套，所

述缆芯包括沿缆芯中轴线设置的中间隔管，和沿

所述中间隔管周向均匀分布的多根导体，所述中

间隔管内填充有抗拉纤维束，所述导体为退火铜

丝经高强度圆形紧压绞合而成的铜芯导体，所述

导体外由内而外依次包裹有耐火层和绝缘层。本

实用新型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具有高柔性、

防火耐火、载流量大、耐冲击电压、耐高温、耐过

载、耐机械损伤、无卤无毒、防爆、防水、生产长度

和规格无限制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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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包括缆芯和包裹在缆芯外的外护套，所

述缆芯包括沿缆芯中轴线设置的中间隔管，和沿所述中间隔管周向均匀分布的多根导体，

所述中间隔管内填充有抗拉纤维束，所述导体为退火铜丝经高强度圆形紧压绞合而成的铜

芯导体，所述导体外由内而外依次包裹有耐火层和绝缘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耐火层包括两层耐

火云母带，两层耐火云母带重叠绕包在所述导体外，所述耐火层的厚度为0.14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层为陶瓷化耐

火三元乙丙橡胶制成的绝缘层，形成绝缘缆芯，所述绝缘层的厚度为1.2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多根所述的导体绞合成

缆芯，且在所述缆芯的间隙处密实挤包有耐火防火材料，形成防火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火层外绕包有低

烟无卤阻燃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护套为陶瓷化耐

火聚烯烃材料制成的外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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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电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

背景技术

[0002] 在当今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时代，能源和信息是社会的两大支柱，无论是电能

还是信息的传输，都离不开电线电缆，而随着电线电缆在电力系统、高层建筑、工矿企业、城

乡配电和通讯网络中的广泛应用，因电线电缆引发的火灾事故也时有发生。因此，控制和减

少电线电缆火灾的发生对保障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已成为保障

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

[0003] 传统电缆是由导体、绝缘层组成，传统电缆多为橡皮绝缘线和塑料绝缘等有机材

料，燃烧时极易碳化，不具有防火性能；而传统刚性氧化镁绝缘防火电缆则在电缆绝缘可靠

性、生产及敷设等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比如电缆在安装敷设时无法弯曲，需要用分支箱或

分支器进行转接，再则由于刚性防火电缆生产工艺复杂，造成电缆市场价格极高，不利于产

品的推广应用和普及，另外从产品应用角度讲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刚性防火电缆已逐渐退

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高柔性、防火耐火、载

流量大、耐冲击电压、耐高温、耐过载、耐机械损伤、无卤无毒、防爆、防水、生产长度和规格

无限制等特点的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

包括缆芯和包裹在缆芯外的外护套，所述缆芯包括沿缆芯中轴线设置的中间隔管，和沿所

述中间隔管周向均匀分布的多根导体，所述中间隔管内填充有抗拉纤维束，所述导体为退

火铜丝经高强度圆形紧压绞合而成的铜芯导体，所述导体外由内而外依次包裹有耐火层和

绝缘层。

[0006] 缆芯的中轴线设置有中间隔管，中间隔管内填充有抗拉纤维束，抗拉纤维束最好

选用芳纶纱，芳纶纱具有极好的抗拉伸能力，进而提高了电缆的抗拉伸的机械性能，同时，

中间隔管可以形成一个缆芯内部的放热通道，导体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热可以通过中间隔

管排出，避免热量在缆芯内部聚集，提高电缆的防火性能，导体采用多根退火铜丝经高强度

圆形紧压绞合而成，电缆的紧压系数达到0.95以上，在紧压后的铜芯导体上重叠绕包2层耐

火合成云母带，形成耐火层，然后在耐火层上均匀挤包一层陶瓷化耐火三元乙丙橡胶作为

外绝缘层。

[0007] 优选的，所述耐火层包括两层耐火云母带，两层耐火云母带重叠绕包在所述导体

外，所述耐火层的厚度为0.14mm。采用重叠绕包的两层耐火云母带作为耐火层，且厚度为

0.14mm，可达到A级的耐火水平，具有优良的耐火性能。

[0008] 优选的，所述绝缘层为陶瓷化耐火三元乙丙橡胶制成的绝缘层，形成绝缘缆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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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绝缘层的厚度为1.2mm。陶瓷化耐火三元乙丙橡胶制成的绝缘层，厚度为1.2mm，具有优良

的电绝缘性能及良好的加工性能；在高温火焰烧蚀下，陶瓷化耐火三元乙丙橡胶迅速瓷化

形成壳体，燃烧后形成纯无机的坚硬的陶瓷化支撑体，内部是坚硬的蜂窝状壳体，可以起到

很好的绝缘、隔温、隔热、挡火、挡水的效果，从而保证了在火灾情况下，电力、通讯的畅通。

[0009] 优选的，多根所述的导体绞合成缆芯，且在所述缆芯的间隙处密实挤包有耐火防

火材料，形成防火层，所述防火层的厚度为1.8mm。电缆缆芯的间隙处密实挤包有耐火防火

材料，形成厚度为1.8mm的防火层，耐火防火材料选用氢氧化铝和硅酸钠的混合物，在火焰

条件下，会形成坚固的壳状体，起到极好的隔热、隔氧、防止机械损伤等作用，强化了电缆在

火焰火灾条件下的完好供电的功能。

[0010] 优选的，所述防火层外绕包有低烟无卤阻燃带。在防火层外绕包有低烟无卤阻燃

带，阻燃效果优良，同时对人体无害，对环境无污染。

[0011] 优选的，所述外护套为陶瓷化耐火聚烯烃材料制成的外护套。采用陶瓷化耐火聚

烯烃材料作为电缆外护套，此种材料既是很好的绝缘材料、又可起到隔温、隔热、挡火、挡水

的效果，并且燃烧时不会散发烟雾、无卤、无毒，同时此种电缆材料成本不高，可依据客户使

用要求做成任意多芯、任意规格，最大限度降低了投资单位的投资成本，也提高了建筑物的

安全防火性能等级。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1、缆芯的中轴线设置有中间隔管，中间隔管内填充有抗拉纤维束，抗拉纤维束最

好选用芳纶纱，芳纶纱具有极好的抗拉伸能力，进而提高了电缆的抗拉伸的机械性能，同

时，中间隔管可以形成一个缆芯内部的放热通道，导体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热可以通过中

间隔管排出，避免热量在缆芯内部聚集，提高电缆的防火性能，导体采用多根退火铜丝经高

强度圆形紧压绞合而成，电缆的紧压系数可以达到0.95以上。

[0014] 2、采用重叠绕包的两层耐火云母带作为耐火层，且厚度为0.14mm，可达到A级的耐

火水平，具有优良的耐火性能。

[0015] 3、陶瓷化耐火三元乙丙橡胶制成的绝缘层，厚度为1.2mm，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能

及良好的加工性能；在高温火焰烧蚀下，陶瓷化耐火三元乙丙橡胶迅速瓷化形成壳体，燃烧

后形成纯无机的坚硬的陶瓷化支撑体，内部是坚硬的蜂窝状壳体，可以起到很好的绝缘、隔

温、隔热、挡火、挡水的效果，从而保证了在火灾情况下，电力、通讯的畅通。

[0016] 4、电缆缆芯的间隙处密实挤包有耐火防火材料，形成厚度为1.8mm的防火层，耐火

防火材料选用氢氧化铝和硅酸钠的混合物，在火焰条件下，会形成坚固的壳状体，起到极好

的隔热、隔氧、防止机械损伤等作用，强化了电缆在火焰火灾条件下的完好供电的功能。

[0017] 5、在防火层外绕包有低烟无卤阻燃带，阻燃效果优良，同时对人体无害，对环境无

污染。

[0018] 6、采用陶瓷化耐火聚烯烃材料作为电缆外护套，此种材料既是很好的绝缘材料、

又可起到隔温、隔热、挡火、挡水的效果，并且燃烧时不会散发烟雾、无卤、无毒，同时此种电

缆材料成本不高，可依据客户使用要求做成任意多芯、任意规格，最大限度降低了投资单位

的投资成本，也提高了建筑物的安全防火性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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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的横截面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导体的横截面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述中间隔管的横截面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1、缆芯；2、中间隔管；3、导体；4、耐火层；5、绝缘层；6、防火层；7、低烟无

卤阻燃带；8、外护套；9、抗拉纤维束。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图3所示，一种超柔软性能铜芯防火电缆，包括缆芯1和包裹在缆芯1外的外

护套8，所述缆芯1包括沿缆芯1中轴线设置的中间隔管2，和沿所述中间隔管2周向均匀分布

的多根导体3，所述中间隔管2内填充有抗拉纤维束9，所述导体3为退火铜丝经高强度圆形

紧压绞合而成的铜芯导体3，所述导体3外由内而外依次包裹有耐火层4和绝缘层5。

[0026] 缆芯1的中轴线设置有中间隔管2，中间隔管2内填充有抗拉纤维束9，抗拉纤维束9

最好选用芳纶纱，芳纶纱具有极好的抗拉伸能力，进而提高了电缆的抗拉伸的机械性能，同

时，中间隔管2可以形成一个缆芯1内部的放热通道，导体3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热可以通过

中间隔管2排出，避免热量在缆芯1内部聚集，提高电缆的防火性能，导体3采用多根退火铜

丝经高强度圆形紧压绞合而成，电缆的紧压系数达到0.95以上，在紧压后的铜芯导体3上重

叠绕包2层耐火合成云母带，形成耐火层4，然后在耐火层4上均匀挤包一层陶瓷化耐火三元

乙丙橡胶作为外绝缘层5。

[0027] 实施例2

[0028]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耐火层4包括两层耐火云母带，两层耐火云母

带重叠绕包在所述导体3外，所述耐火层4的厚度为0.14mm。采用重叠绕包的两层耐火云母

带作为耐火层4，且厚度为0.14mm，可达到A级的耐火水平，具有优良的耐火性能。

[0029] 实施例3

[0030]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绝缘层5为陶瓷化耐火三元乙丙橡胶制成的绝

缘层5，形成绝缘缆芯1，所述绝缘层5的厚度为1.2mm。陶瓷化耐火三元乙丙橡胶制成的绝缘

层5，厚度为1.2mm，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能及良好的加工性能；在高温火焰烧蚀下，陶瓷化

耐火三元乙丙橡胶迅速瓷化形成壳体，燃烧后形成纯无机的坚硬的陶瓷化支撑体，内部是

坚硬的蜂窝状壳体，可以起到很好的绝缘、隔温、隔热、挡火、挡水的效果，从而保证了在火

灾情况下，电力、通讯的畅通。

[0031] 实施例4

[0032]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如图1所示，多根所述的导体3绞合成缆芯1，且在所

述缆芯1的间隙处密实挤包有耐火防火材料，形成防火层6，所述防火层6的厚度为1.8mm。电

缆缆芯1的间隙处密实挤包有耐火防火材料，形成厚度为1.8mm的防火层6，耐火防火材料选

用氢氧化铝和硅酸钠的混合物，在火焰条件下，会形成坚固的壳状体，起到极好的隔热、隔

氧、防止机械损伤等作用，强化了电缆在火焰火灾条件下的完好供电的功能。

[0033]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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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如图1所示，所述防火层6外绕包有低烟无卤阻燃带

7。在防火层6外绕包有低烟无卤阻燃带7，阻燃效果优良，同时对人体无害，对环境无污染。

[0035] 实施例6

[0036]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外护套8为陶瓷化耐火聚烯烃材料制成的外护

套8。采用陶瓷化耐火聚烯烃材料作为电缆外护套8，此种材料既是很好的绝缘材料、又可起

到隔温、隔热、挡火、挡水的效果，并且燃烧时不会散发烟雾、无卤、无毒，同时此种电缆材料

成本不高，可依据客户使用要求做成任意多芯、任意规格，最大限度降低了投资单位的投资

成本，也提高了建筑物的安全防火性能等级。

[0037]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8589279 U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08589279 U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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