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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及其注气方法

(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 o a
dual-path gas injection system applied t o a physic

AA BB CC DD
al foaming and insulating process, and a gas injec

J C tion method for the dual-path gas injection system.
The degree of foaming of a leaky cable i s in

EE FF GG
creased, and a high degree of foaming i s achieved
while the stability and uniformity of a foaming
process are ensured, improving product perform

HH JJ ance and reducing product costs. The present in
vention i s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a polyethylene
insulation material physical foaming process. The

KK dual-path gas injection system used for a physical
foaming process comprises a carbon dioxide gas
injection device portion and an octafluorocyclobu-
tane gas injection device portion. The carbon dii
oxide gas injection device comprises a quantitative

Fig. gas injection needle, a gas path, a gas injection
machine and a gas cylinder. The gas cylinder i s
connected t o a gas pipe and then connected to the
gas injection machine, the gas injection machine
stores gas t o a set pressure then injects a gas at a
set pressure into an extrusion machine via the
quantitative gas injection needle connected by a
gas pipe, and the gas i s dissolved in a molten poly
ethylene foaming material, forming a fine cell
structure. The octafluorocyclobutane gas injection

device comprises a nitrogen gas cylinder, an octafluorocyclobutane gas cylinder, a gas pipe, a variable-frequency drive, a quantitat -
ive pump, a pressure relief valve, a gas path and a quantitative gas injection needle. Nitrogen in the nitrogen gas cylinder enters the
octafluorocyclobutane gas cylinder via the gas pipe, and provides pressure for liquid- state octafluorocyclobutane for flowing into the
gas path. The octafluorocyclobutane cylinder i s connected t o the quantitative pump by the gas path, after the liquid- state gas has
entered the gas path, a motor i s 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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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variable-frequency drive to enable the quantitative pump to operate, the octafluorocyclobutane liquid enters the gas path
after exiting the quantitative pump, the pressure within the gas path i s controlled by the pressure relief valve, and when the gas
pump discharge pressure exceeds a pressure relief valve set pressure, the pressure relief valve automatically ejects the liquid- state
gas. The gas remains in a liquid state within the gas path, and i s only converted from the liquid state to a gaseous state when
passing through a final pipe. The gas i s then injected into the extrusion machine via the quantitative gas injection needle, and sim
ilarly dissolved in the molten polyethylene foaming material, forming a fine cell structure.

(57) 摘要 :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运用于物理发泡绝缘工序的双路注气系统及其注气方法，提高了漏泄电缆发泡
度，在达到高发泡度的同时，保证发泡过程的稳定及均匀，既提高了产品的性能，又降低了生产成本。特别
适用于聚乙烯绝缘材料的物理发泡过程。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包括二氧化碳注气装置和八
氟环丁烷注气装置两部分；二氧化碳注气装置包括定量注气针、气路、注气机和气瓶；气瓶与气管连接后接
注气机，注气机储气至设定压力再由气管接定量注气针将设定压力的气体注入挤塑机，溶解于熔融状态的聚
乙烯发泡料中，形成微细的泡孔结构；八氟环丁烷注气装置包括氮气气瓶、八氟环丁烷气瓶、气管、变频
器、定量泵、减压阔、气路和定量注气针；氮气瓶内氮气由气管进入八氟环丁烷气瓶，为液态八氟环丁烷提
供流入气路的压力；八氟环丁烷钢瓶通过气路与定量泵连接，当液态气体进入气路后通过变频器来控制电机
来使定量泵工作，八氟环丁烷液体从定量泵出来后进入气路，通过减压阔来控制气路中的压力，当气泵吐出
压力超过减压阔设定压力时，减压阔自动注出液态气体；气体在气路中一直是液态形式，只有经过最后一节
管路时由液态转化为气态，再由定量注气针注入挤塑机，同样溶解于熔融状态的聚乙烯发泡料中，形成微细
的泡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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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及其注气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 的是一种运用于物理发泡绝缘工序 的双路注气系统及其注气方

法，针对如何提高漏泄电缆发泡度这一 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在达到高发泡度

的同时，保证发泡过程的稳定及均勾，既提高了产品的性能，又降低 了生产成

本。特别适用于聚乙烯绝缘材料的物理发泡过程。

背景技术

目前漏泄电缆物理发泡一般采用氮气或二氧化碳单气体进行物理发泡，氮气

发泡度只能达到 70%左右，而二氧化碳发泡的泡孔较大，容易导致发泡层出现大

的泡孔，电缆芯线的绝缘层是传输通信信号的主要介质 ，因而绝缘层加工工艺

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漏泄电缆的性能指标，上诉采用单气体发泡所产生的缺陷严

重制约了缆芯的电气性能及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本发 明 目的是针对上述注气方式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双路注气系统及其注气

方法，采用二氧化碳和八氟环丁烷两种气体双路注气，不仅能使发泡度达到要

求，而且保证了泡孔的细密性、均匀性和一致性，大大提高产品的性能。

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采取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 的双路注气系统包括二氧化碳注气装置和八氟环丁

烷注气装置两部分。二氧化碳注气装置包括定量注气针、气路、注气机和气瓶 ;

气瓶与气管连接后接注气机 ，注气机储气至设定压力再 由气管接定量注气针将

设定压力的气体注入挤塑机 ，溶解于熔融状态的聚乙烯发泡料中，形成微细的

泡孔结构。八氟环丁烷注气装置包括氮气气瓶、八氟环丁垸气瓶、气管、变频

器、定量泵、减压阀、气路和定量注气针；氮气瓶内氮气 由气管进入八氟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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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气瓶，为液态八氟环丁垸提供流入气路的压力；八氟环丁垸钢瓶通过气路与

定量泵连接，当液态气体进入气路后通过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来使定量泵工作，

八氟环丁烷液体从定量泵出来后进入气路，通过减压阔来控制气路中的压力，

当气泵吐出压力超过减压阀设定压力时，减压阀自动注出液态气体；气体在气

路中一直是液态形式，只有经过最后一节管路时由液态转化为气态，再由定量

注气针注入挤塑机，同样溶解于熔融状态的聚乙烯发泡料中，形成微细的泡孔

结构。

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的注气方法如下：

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 由二氧化碳注气系统和八氟环丁垸

注气系统配合使用，二氧化碳和八氟环丁垸分两路注气注入挤塑机，在挤塑机

转动之前，双路注气装置先打开，防止发泡料将定量注气针堵塞；为了增加二

氧化碳的溶解度，机筒注气段的压力一般保持在 200bar 以上，而注气压力则需

超过注入段机膛压力，二氧化碳注气压力一般控制在 250-350bar 之间，而八氟

环丁垸注气压力换算成流量大约保持在 150-240ml/min 之间；挤塑机打开后，

融融状态的发泡料到达二氧化碳和八氟环丁烷注气处，二氧化碳气体与之融合，

达到发泡效果，而在八氟环丁烷作用下，两者融合的更加细密、均匀，在达到

高发泡度的同时，保证泡孔与泡孔间不产生破裂，既在减少发泡料使用的同时，

又提高了缆芯的性能。

本发明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及其注气方法特点：

本发明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设计合理，结构紧凑，由于二

氧化碳发泡的泡孔较大，容易导致发泡层出现大的泡孔，生产出的缆芯由于发

泡层不均匀导致电缆衰减和驻波性能较差，采用此双路注气设计方法后消除了

此现象且保证了发泡绝缘层泡孔的均匀细密，同时生产相同规格型号电缆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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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在原有注气设备的不变的情况下，另外增加一套八氟环丁烷注气装置 ，八

氟环丁垸在泵和气路中以液态形式存在，在到达气针前转换为气体，注气系统

通过设定变频器频率控制注入挤塑机的气体量，八氟环丁垸气体与二氧化碳气

体通过两个定量注气针分别注入但 同时作用与发泡料进行物理发泡过程 ，既相

互作用又互不干扰 ，简易方便。本发明特别适用于射频 电缆、漏泄电缆的物理

发泡绝缘生产过程中注气发泡。

附图说明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图 1 是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参照附图 1，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包括二氧化碳注气装置

和八氟环丁烷注气装置两部分。二氧化碳注气装置包括定量注气针、气路、注

气机和气瓶；气瓶与气管连接后接注气机，注气机储气至设定压力再 由气管接

定量注气针将设定压力的气体注入挤塑机，溶解于熔融状态的聚乙烯发泡料中，

形成微细的泡孔结构。八氟环丁烷注气装置包括氮气气瓶、八氟环丁烷气瓶、

气管、变频器、定量泵、减压阀、气路和定量注气针；氮气瓶 内氮气 由气管进

入八氟环丁烷气瓶 ，为液态八氟环丁烷提供流入气路的压力；八氟环丁烷钢瓶

通过气路与定量泵连接 ，当液态气体进入气路后通过变频器来控制 电机来使定

量泵工作，八氟环丁烷液体从定量泵出来后进入气路，通过减压阀来控制气路

中的压力，当气泵吐出压力超过减压阀设定压力时，减压阀 自动注出液态气体 ;

气体在气路中一直是液态形式，只有经过最后一节管路时由液态转化为气态 ，

再由定量注气针注入挤塑机 ，同样溶解于熔融状态的聚 乙烯发泡料中，形成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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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泡孔结构。

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的注气方法如下：

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由二氧化碳注气系统和八氟环丁烷

注气系统配合使用，二氧化碳和八氟环丁垸分两路注气注入挤塑机，在挤塑机

转动之前，双路注气装置先打开，防止发泡料将定量注气针堵塞；为了增加二

氧化碳的溶解度，机筒注气段的压力一般保持在 200bar 以上，而注气压力则需

超过注入段机膛压力，二氧化碳注气压力一般控制在 250-350bar 之间，而八氟

环丁烷注气压力换算成流量大约保持在 150-240ml/min 之间；挤塑机打开后，

融融状态的发泡料到达二氧化碳和八氟环丁垸注气处，二氧化碳气体与之融合，

达到发泡效果，而在八氟环丁烷作用下，两者融合的更加细密、均匀，在达到

高发泡度的同时，保证泡孔与泡孔间不产生破裂，既在减少发泡料使用的同时，

又提高了缆芯的性能。

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及其注气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原有

注气设备的不变的情况下，另外增加一套八氟环丁垸注气装置；八氟环丁垸注

气系统包括氮气气瓶、八氟环丁烷气瓶、气管、变频器、定量泵、减压阎、气

路、定量注气针；具体结构为：氮气瓶内氮气由气管进入八氟环丁烷气瓶，为

液态八氟环丁垸提供流入气路的压力；八氟环丁烷钢瓶通过气路与定量泵连接，

当液态气体进入气路后通过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来使定量泵工作，八氟环丁烷液

体从定量泵出来后进入气路，通过减压阀来控制气路中的压力，当气泵吐出压

力超过减压阀设定压力时，减压阀自动注出液态气体；气体在气路中一直是液

态形式，只有经过最后一节管路时由液态转化为气态，再由定量注气针注入挤

塑机，同样溶解于熔融状态的聚乙烯发泡料中，形成微细的泡孔结构。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及其注气方法，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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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氟环丁烷注气装置可根据需要使用，适用于射频电缆、漏泄电缆的物理发泡

绝缘生产过程 ，该装置采用二氧化碳和八氟环丁垸两种气体双路注气 ，不仅能

使缆芯的发泡度达到要求，而且保证了泡孔的细密性、均匀性和一致性，大大

提高产品的性能。包括氮气气瓶、八氟环丁垸气瓶、气管、变频器、定量泵、

减压阀、气路、定量注气针 ；定量泵通过设定变频器频率控制气体流量，进入

挤塑机的气体流量可调节；八氟环丁烷在气路中以液态形式存在，直至液态气

体经过气路到达最后一节管路转化为气态，再 由气针注入挤塑机，与熔化状态

的发泡料融合进行发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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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二氧化碳注

气装置和八氟环丁烷注气装置两部分；

二氧化碳注气装置包括定量注气针、气路、注气机和气瓶；气瓶与气管连接

后接注气机 ，注气机储气至设定压力再 由气管接定量注气针将设定压力的气体

注入挤塑机，溶解于熔融状态的聚乙烯发泡料中，形成微细的泡孔结构；

八氟环丁烷注气装置包括氮气气瓶、八氟环丁烷气瓶、气管、变频器、定量

泵、减压阀、气路和定量注气针 ；氮气瓶内氮气 由气管进入八氟环丁垸气瓶，

为液态八氟环丁垸提供流入气路的压力；当液态气体进入气路后通过变频器来

控制 电机来使定量泵工作，通过减压阔来控制气路中的压力，当气泵吐出压力

超过减压阀设定压力时，减压阀自动注出液态气体；液态气体经过最后一节管

路由液态转化为气态 ，再 由定量注气针注入挤塑机 ，同样溶解于熔融状态的聚

乙烯发泡料中，形成微细的泡孔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其特征在

于：当定量泵吐出压力超过减压阀设定压力时，减压阀 自动注出液态气体，保

证注入挤塑机的气体量稳定。

3、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的注气方法，

其特征在于：

一种用于物理发泡过程的双路注气系统 由二氧化碳注气系统和八氟环丁垸

注气系统配合使用 ，二氧化碳和八氟环丁烷分两路注气注入挤塑机 ，在挤塑机

转动之前 ，双路注气装置先打开，防止发泡料将定量注气针堵塞；为了增加二

氧化碳的溶解度，机筒注气段的压力一般保持在 200bar 以上，而注气压力则需

超过注入段机膛压力，二氧化碳注气压力一般控制在 250-350bar 之间，而八氟

环丁垸注气压力换算成流量大约保持在 150-240ml/min 之间；挤塑机打开后，



权 利 要 求 书

融融状态的发泡料到达二氧化碳和八氟环丁烷注气处，二氧化碳气体与之融合，

达到发泡效果，而在八氟环丁垸作用下，两者融合的更加细密、均勾，在达到

高发泡度的同时，保证泡孔与泡孔间不产生破裂，既在减少发泡料使用的同时，

又提高了缆芯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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