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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缆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防火阻

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及制作工艺，该电力电缆

包含导体，及依次设于导体外的绝缘屏蔽层、金

属屏蔽层、隔离层、防火耐腐蚀层、阻燃层及外护

套；所述防火耐腐蚀层包含依次由内向外设置的

纵包铁箔和纵包铝箔。本发明中产品结构简单，

设计科学、合理，制作成本低廉，通过金属屏蔽

层、隔离层、防火耐腐蚀层和阻燃层的设计，解决

现有电力电缆运行过程中易潮、腐蚀等问题，能

适应各种复杂的敷设环境，具有良好的绝缘性

能、防火性能、防水性能、防腐蚀性能等特点，保

证当电缆回路内发生过电流而导致电缆过热时

电缆的各项性能稳定，可广泛应用于城市电网、

电站、医院、隧道、地铁等供电系统，具有较强推

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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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包含导体，及依次设于导体外的绝

缘屏蔽层、金属屏蔽层、隔离层、防火耐腐蚀层、阻燃层及外护套；所述防火耐腐蚀层包含依

次由内向外设置的纵包铁箔和纵包铝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导体采用铜

丝绞合的圆铜导体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屏蔽层

包含由内向外依次设置的内屏蔽层、绝缘层和外屏蔽绝缘层，三层通过共挤交联反应形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层采用

交联聚乙烯绝缘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屏蔽层

采用绕包软铜带。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屏

蔽层厚度为0.12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层和阻

燃层均采用绕包低烟无卤高阻燃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护套采用

无卤低烟阻燃聚烯烃护套。

9.一种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制作工艺，包含如下内容：

选用铜线坯，并通过13型滑动式铜大拉机组对其进行拉丝，形成的铜丝中，单线电阻率

满足最大值要求，每盘单线为一整根；

将若干盘单线通过绞制，形成圆形结构导体；

利用全干式交联生产线对导体进行内屏蔽、交联聚乙烯绝缘和绝缘外屏蔽的三层共挤

交联，形成绝缘线芯，其中，共挤交联过程中，内屏蔽、交联聚乙烯绝缘和绝缘外屏蔽三者热

延伸一致；

将形成的绝缘线芯停放若干小时后，在其外侧重叠绕包一层软铜带，构成金属屏蔽层；

并在金属屏蔽层外重叠绕包低烟无卤高阻燃带形成隔离层；

在隔离层外使用铁箔进行包裹紧轧卷绕，并将浸汞吹氧后的铝箔纸卷绕铁箔，形成由

铁箔、铝汞齐合金及氧化铝防护层组成的防火耐腐蚀层；

在防火耐腐蚀层外重叠绕包低烟无卤高阻燃带构成阻燃层；并在阻燃层外挤包无卤低

烟阻燃聚烯烃外护套，形成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铜线坯采用TU1铸造铜线坯或T1热轧铜线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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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及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缆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及制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化、智能化进程的加快，在电缆入地工程的要求下，对电缆

的产品质量和功能提出来越来越高的要求。现有电缆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智能化的要求，市

场急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具有防水防腐、防火阻燃、防雷抗压、能够适应任何场合施工布置的

电力电缆。由于电缆的易燃性、延燃性，一旦发生火灾危害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近十年

来发生因电缆着火蔓延成灾的重大事故逾百起，累计烧坏电缆32万多米，恢复重建工作耗

资大、费时长，仅少供电量的损失就达100多亿元。电缆火灾事故还有其特殊的危害，那就是

控制回路失效造成事故扩大，甚至损坏主设备，而且修复困难，长时间不能恢复生产。电力

电缆是发电厂、变电站维持正常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用来传输和分配电能。电力

电缆是由芯线、绝缘护套及保护层等部分组成。为了能适应各种复杂的敷设环境，电力电缆

都被设计成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防火性能、防水性能、防腐蚀性能等，但是当电缆回路内

发生过电流而导致电缆过热时，电缆的各项性能发生变化，继而产生火灾。

发明内容

[0003] 为此，本发明提供一种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及制作工艺，解决电缆防火、

防水、防腐蚀等问题，且结构简单、成本低。

[0004] 按照本发明所提供的设计方案，  一种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包含导体，

及依次设于导体外的绝缘屏蔽层、金属屏蔽层、隔离层、防火耐腐蚀层、阻燃层及外护套；所

述防火耐腐蚀层包含依次由内向外设置的纵包铁箔和纵包铝箔。

[0005] 上述的，所述导体采用铜丝绞合的圆铜导体结构。

[0006] 上述的，所述绝缘屏蔽层包含由内向外依次设置的内屏蔽层、绝缘层和外屏蔽绝

缘层，三层通过共挤交联反应形成。

[0007] 优选的，所述绝缘层采用交联聚乙烯绝缘材料。

[0008] 上述的，所述金属屏蔽层采用绕包软铜带。

[0009] 上述的，所述金属屏蔽层厚度为0.12mm。

[0010] 上述的，所述隔离层和阻燃层均采用绕包低烟无卤高阻燃带。

[0011] 上述的，所述外护套采用无卤低烟阻燃聚烯烃护套。

[0012] 一种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制作工艺，包含如下内容：

选用铜线坯，并通过13型滑动式铜大拉机组对其进行拉丝，形成的铜丝中，单线电阻率

满足最大值要求，每盘单线为一整根；

将若干盘单线通过绞制，形成圆形结构导体；

利用全干式交联生产线对导体进行内屏蔽、交联聚乙烯绝缘和绝缘外屏蔽的三层共挤

交联，形成绝缘线芯，其中，共挤交联过程中，内屏蔽、交联聚乙烯绝缘和绝缘外屏蔽三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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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一致；

将形成的绝缘线芯停放若干小时后，在其外侧重叠绕包一层软铜带，构成金属屏蔽层；

并在金属屏蔽层外重叠绕包低烟无卤高阻燃带形成隔离层；

在隔离层外使用铁箔进行包裹紧轧卷绕，并将浸汞吹氧后的铝箔纸卷绕铁箔，形成由

铁箔、铝汞齐合金及氧化铝防护层组成的防火耐腐蚀层；

在防火耐腐蚀层外重叠绕包低烟无卤高阻燃带构成阻燃层；并在阻燃层外挤包无卤低

烟阻燃聚烯烃外护套，形成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

[0013] 上述工艺中，所述铜线坯采用TU1铸造铜线坯或T1热轧铜线坯。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电力电缆产品结构设计科学、合理，产品结构紧凑，制作工艺简单，安装使用和

维护极为方便；通过金属屏蔽层、隔离层、防火耐腐蚀层和阻燃层的设计，解决现有电力电

缆运行过程中易潮、腐蚀等问题，能适应各种复杂的敷设环境，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防火

性能、防水性能、防腐蚀性能等特点，保证当电缆回路内发生过电流而导致电缆过热时电缆

的各项性能稳定，可广泛应用于城市电网、电站、医院、隧道、地铁等供电系统，具有较强的

推广应用价值。

[0015] 附图说明：

图1为实施例中电力电缆结构示意图。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图中标号，标号1代表软合金导体，标号2代表绝缘层，标号3代表聚酯带，标号4代表编

织层，标号5代表填充材料，标号6代表双层聚酯带，标号7代表总屏蔽层，标号8代表外护层。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技术方案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并通过优选的实施例详

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限于此。

[0018] 因电力电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其本身具有易燃性、延燃性等特定，存在较大的安

全事故，且电缆回路发生过电流时性能不稳定，因敷设环境容易潮湿及腐蚀。为此，本发明

实施例，参见图1所示，提供一种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电力电缆，一种防火阻燃防水耐腐蚀

电力电缆，包含导体，及依次设于导体外的绝缘屏蔽层、金属屏蔽层、隔离层、防火耐腐蚀

层、阻燃层及外护套；所述防火耐腐蚀层包含依次由内向外设置的纵包铁箔和纵包铝箔。

[0019] 上述的，所述导体采用铜丝绞合的圆铜导体结构。

[0020] 上述的，所述绝缘屏蔽层包含由内向外依次设置的内屏蔽层、绝缘层和外屏蔽绝

缘层，三层通过共挤交联反应形成。

[0021] 优选的，所述绝缘层采用交联聚乙烯绝缘材料。

[0022] 上述的，所述金属屏蔽层采用绕包软铜带。

[0023] 上述的，所述金属屏蔽层厚度为0.12mm。

[0024] 上述的，所述隔离层和阻燃层均采用绕包低烟无卤高阻燃带。

[0025] 上述的，所述外护套采用无卤低烟阻燃聚烯烃护套。

[0026] 本发明中，参见图1所示，导体由电阻率不大于0.01707Ω·mm2/m，断裂伸长率不

小于40%的牌号为TU1铸造（M07）铜线坯或T1的热轧（M20）铜线坯经拉丝紧圧绞合而成，导体

屏蔽采用不可剥离型交联绝缘内屏蔽料，绝缘采用稳定性比较好的交联聚乙烯绝缘料，绝

缘蔽采用可剥离型交联绝缘外屏蔽料，屏蔽层采用绕包软铜带，隔离层采用绕包低烟无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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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阻燃带，防火阻燃、防水防腐蚀层采用纵包铁箔+纵包铝箔纸浸汞吹氧，阻燃层采用绕包

低烟无卤高阻燃带，外护套氧指数不小于38的防紫外线、防鼠、防蚁、抗开裂的黑色无卤低

烟阻燃A类聚烯烃护套材料。该电缆结构简单易行，成本低廉，具有无卤、低烟、阻燃、防紫外

线、防火阻燃、防水、防腐蚀、防鼠、防蚁、抗开裂等特性；可广泛应用于城市电网、电站、医

院、隧道、地铁等供电系统。

[0027] 上述电力电缆制作工艺过程中，导体的拉丝铜杆可选用牌号为TU1铸造（M07）铜线

坯或T1的热轧（M20）铜线坯，需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1）直径         8.0±0.4  mm；

2）电阻率       ≤0.01707Ω·mm2/m；

3）断裂伸长率  ≥40%；

4）铜杆的其他性能应满足GB/T  3952-2016的要求。

[0028] 拉丝过程采用13模滑动式铜大拉机组，拉制的单线伸长率不小于30%，单线电阻率

最大值为0.017230Ω·mm2/m。拉制单丝不允许出现氧化、发黑等现象，每盘圆单线为一整

根，不允许焊接或扭结，装载不能过满。

[0029] 绞线，导体采用紧压圆形结构，绞线的结构尺寸、节距控制应符合公司工艺要求；

单线绞制时，张力要适中，外型应圆整，绞线表面应光滑，无跳浜、边翅、凹痕、蛇形；单线允

许焊接，接头应牢固、圆整、无毛刺，同一层单线两接头之间距离不小于300mm。

[0030] 绝缘及半导电屏蔽挤制，导体屏蔽材料采用35kV级不可剥离交联型屏蔽料，内屏

蔽电阻率应不大于1000Ω·m；绝缘材料采用35kV级过氧化物可交联聚乙烯绝缘材料，绝缘

屏蔽材料采用35kV级易剥离半导电外屏蔽料，外屏蔽电阻率电阻率应不大于500Ω·m；在

CDCC全干式交联生产线完成导体屏蔽、交联聚乙烯绝缘、绝缘屏蔽三层共挤及交联反应。工

艺参数由NCC硫化计算程序模拟计算，西科拉在线测厚、测径，在线应力消除，导体预热及后

加热，净化上料等技术。内屏蔽、绝缘、外屏蔽层间界面光滑，微孔杂质远优于标准要求，绝

缘内、中、外层热延伸一致，保证了电缆拥有足够长的使用寿命。绝缘线芯挤出后须停放30h

以上方可移交下一道工序。

[0031] 金属屏蔽层，交流35kV电缆在绝缘屏蔽重叠绕包一层0.12mm厚的软铜带构成金属

屏蔽层，铜带绕包应平服、紧密、无皱折、卷边，接头一定要焊牢并用砂皮打光，铜带应无氧

化变色。隔离层，在金属屏蔽层外重叠绕包一层低烟无卤高阻燃带构成隔离层，阻燃带绕包

应平服、紧密、无皱折、破损，包带接头一定要用胶带粘牢，不得松散，接头处不能漏出残端。

[0032] 防火、防水、防腐蚀层，在隔离层外使用铁箔进行包裹紧轧卷绕；将铝箔纸浸汞吹

氧后卷绕铁箔形成铝汞齐合金及氧化铝防护层。氧化铝材料的介电常数为3-9，不溶于水、

耐2000°C高温防火。

[0033] 阻燃层，在防火、防水、防腐蚀层外重叠绕包一层低烟无卤高阻燃带构成阻燃层，

阻燃层绕包应平服、紧密、无皱折、破损，包带接头一定要用胶带粘牢，不得松散，接头处不

能漏出残端。

[0034] 外护套，外护套料采用氧指数≥38的防紫外线、防鼠、防蚁、抗开裂黑色无卤低烟

阻燃A类聚烯烃护套料，外护套应紧密挤包在阻燃层上；挤出机挤出后的前两段冷却水槽内

的冷却水温度应控制在50℃以上，挤出的内护层不允许有穿孔的现象，其表面应光滑、圆

整、色泽均匀，横断面上无目视可见的气孔、沙眼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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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制作工序简单，成本低廉，经过以上工序制作出的电力电缆成品，具有无卤、低烟、

阻燃、防紫外线、防火阻燃、防水、防腐蚀、防鼠、防蚁、抗开裂等特性，解决现有电力电缆运

行过程中易潮、腐蚀等问题，能适应各种复杂的敷设环境，使用过程中保证其良好的绝缘、

防火、防水和防腐蚀等性能，可广泛应用于城市电网、电站、医院、隧道、地铁等供电系统。

[0036]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具体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据此做出多种变化，但

任何与本发明等同或者类似的变化都应涵盖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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