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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缆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高压

硅橡胶软电缆及其加工工艺，包括由铜丝绞合而

成的导体(1)，导体(1)的材料为镀锡铜丝，导体

(1)上由内至外依次包覆有绝缘屏蔽层(2)、复合

屏蔽层(3)、外护层(4)，绝缘屏蔽层(2)由内之外

依次包括内屏蔽层(5)、绝缘层(6)、外屏蔽层

(7)，复合屏蔽层(3)由半导电尼龙带和镀锡丝编

织而成，复合屏蔽层(3)上包覆有包带层(8)，外

护层(4)由硅橡胶材料制成。本发明具有耐高温、

耐辐射耐寒耐酸碱以及腐蚀性的气味，防水等特

性，电缆结构柔软，敷设方便，在高温的条件下电

气性能稳定，抗老化的性能特别突出，使用的寿

命长且广泛的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等制造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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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其特征在于：包括由铜丝绞合而成的导体(1)，导体(1)的材料为

镀锡铜丝，导体(1)上由内至外依次包覆有绝缘屏蔽层(2)、复合屏蔽层(3)、外护层(4)，绝

缘屏蔽层(2)由内之外依次包括内屏蔽层(5)、绝缘层(6)、外屏蔽层(7)，复合屏蔽层(3)由

半导电尼龙带和镀锡丝编织而成，复合屏蔽层(3)上包覆有包带层(8)，外护层(4)由硅橡胶

材料制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其特征在于：绝缘屏蔽层(2)的耐温等级

在-60°～18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其特征在于：内屏蔽层(5)和外屏蔽层(7)

均由半导电硅橡胶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其特征在于：导体(1)的外壁上绕包有半

导电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其特征在于：外护层(4)由硅橡胶材料制

成，外护层(4)的耐温等级在-60°～18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其特征在于：导体(1)包括多层由铜丝制

成的导电层，导电层的绞距由内至外逐渐减小，相邻的导电层绞合方向相反。

7.一种高压硅橡胶软电缆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

高压硅橡胶软电缆，还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步骤1，先将单线进行束绞，束绞结束后，对束绞后的绞线通过正规绞合的方式进行绞

合，形成导体(1)，导体(1)的紧压系数控制在0.85-0.9；

步骤2，制备绝缘屏蔽层：内屏蔽层(5)和绝缘层(6)均通过蒸汽连续硫化挤出机挤出在

导体(1)上，内屏蔽层(5)和绝缘层(6)采用高温高压硫化体系，选用双25硫化剂作为内屏蔽

层(5)和绝缘层(6)的硫化剂，硫化温度在165℃～175℃，蒸汽压力在0.7-0.8MPa；外屏蔽层

(7)采用通过蒸汽连续硫化挤出机挤出在绝缘层(6)上，外屏蔽层(7)采用低温低压硫化体

系，选用铂金硫化剂，硫化温度在130℃-150℃，蒸汽压力0.1-0.2MPa；

步骤3，制备复合屏蔽层；采用重叠绕包一层半导电尼龙带和镀锡丝编织层，半导电尼

龙带平整的绕包在绝缘屏蔽层(2)上，绕包搭盖率不小于15％，镀锡丝编织密度不小于

80％；

步骤4，制备外护层；外护层(4)采用硅胶材料，外护层(4)通过蒸汽连续硫化挤出机挤

出在复合屏蔽层(3)上，采用高温高压硫化体系，硫化温度在165℃～175℃，蒸汽压力在

0.7-0.75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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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及其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及其加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高温环境用高压硅橡胶电缆主要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等恶劣环境中使用，

这种电缆长期使用环境温度在150℃以上，要有极强耐油，耐寒特性，同时对电缆的电性能

要求极高，局放量不能大于20Pc，目前这种产品大部分都采用进口产品，在国内还处于空白

领域。

[0003] 现有的高压硅橡胶电缆，一般都采用挤包一层绝缘层，无内外挤包半导电硅橡胶

屏蔽层，由于电缆导体由多根导线绞合而成，它与绝缘层之间易形成气隙，导体表面不光

滑，会造成电场集中，造成电缆击穿影响使用寿命。如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

CN200820063200.1)公开了一种耐热环保型高压高抗拉高抗撕裂绝缘软电线及电缆。该软

电线，包括导体及绝缘层，即同芯层状结构电线中心的导体外为环保型高压高抗拉高抗撕

裂绝缘层。该软电缆，包括导体及导体绝缘层及外护套，即具有同芯层状结构的电缆，其中

心的导体外为环保型高压高抗拉高抗撕裂绝缘层包裹，该绝缘层外为环保型高压高抗拉高

抗撕裂护套层包裹。上述专利中的电缆长期使用温度在150-200℃之间，在此种工作环境下

铜导体非常容易发生氧化，氧化后在该处电阻率会急剧增大，造成此处发热严重，进而导致

电缆的使用寿命下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耐高温性能差、使用寿命短的缺点，提供了一种耐高温性

能好、使用寿命长的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及其加工工艺。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6] 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包括由铜丝绞合而成的导体，导体的材料为镀锡铜丝，导体上

由内至外依次包覆有绝缘屏蔽层、复合屏蔽层、外护层，绝缘屏蔽层由内之外依次包括内屏

蔽层、绝缘层、外屏蔽层，复合屏蔽层由半导电尼龙带和镀锡丝编织而成，复合屏蔽层上包

覆有包带层，外护层由硅橡胶材料制成。

[0007] 作为优选，绝缘屏蔽层的耐温等级在-60°～180°。

[0008] 作为优选，内屏蔽层和外屏蔽层均由半导电硅橡胶制成。

[0009] 作为优选，导体的外壁上绕包有半导电带。

[0010] 作为优选，外护层由硅橡胶材料制成，外护层的耐温等级在-60°～180°。

[0011] 作为优选，导体包括多层由铜丝制成的导电层，导电层的绞距由内至外逐渐减小，

相邻的导电层绞合方向相反。

[0012] 一种高压硅橡胶软电缆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上所述的高压硅橡胶软电缆，还包括

以下工艺步骤：

[0013] 步骤1，先将单线进行束绞，束绞结束后，对束绞后的绞线通过正规绞合的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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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绞合，形成导体，导体的紧压系数控制在0.85-0.9；

[0014] 步骤2，制备绝缘屏蔽层：内屏蔽层和绝缘层均通过蒸汽连续硫化挤出机挤出在导

体上，内屏蔽层和绝缘层采用高温高压硫化体系，选用双25硫化剂作为内屏蔽层和绝缘层

的硫化剂，硫化温度在165℃～175℃，蒸汽压力在0.7-0.8MPa；外屏蔽层采用通过蒸汽连续

硫化挤出机挤出在绝缘层上，外屏蔽层采用低温低压硫化体系，选用铂金硫化剂，硫化温度

在130℃-150℃，蒸汽压力0.1-0.2MPa；

[0015] 步骤3，制备复合屏蔽层；采用重叠绕包一层半导电尼龙带和镀锡丝编织层，半导

电尼龙带平整的绕包在绝缘屏蔽层上，绕包搭盖率不小于15％，镀锡丝编织密度不小于

80％；

[0016] 步骤4，制备外护层；外护层采用硅胶材料，外护层通过蒸汽连续硫化挤出机挤出

在复合屏蔽层上，采用高温高压硫化体系，硫化温度在165℃～175℃，蒸汽压力在0.7-

0.75MP。

[0017]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具有显著的技术效果：适用于交流电额定电压

以及固定的动力传输线或者是移动电器用连接电缆，具有耐高温、耐辐射耐寒耐酸碱以及

腐蚀性的气味，防水等特性，电缆结构柔软，敷设方便，在高温的条件下电气性能稳定，抗老

化的性能特别突出，使用的寿命长且广泛的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等制造行业。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绝缘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复合屏蔽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中各数字标号所指代的部位名称如下：1—导体、2—绝缘屏蔽层、3—复合屏

蔽层、4—外护层、5—内屏蔽层、6—绝缘层、7—外屏蔽层、8—包带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如图1至图3所示，包括由铜丝绞合而成的导体1，导体1的外壁

上绕包有半导电带，导体1的材料为镀锡铜丝，由于硅橡胶电缆的的长期使用温度要达到

180℃的高温场合和恶劣环境下，为此，导体材料需选用耐腐蚀、抗氧化性能优越的镀锡铜

丝，导体1上由内至外依次包覆有绝缘屏蔽层2、复合屏蔽层3、外护层4，绝缘屏蔽层2由内之

外依次包括内屏蔽层5、绝缘层6、外屏蔽层7，为提高绝缘线芯的电气绝缘性能，选用半导电

硅橡胶作为内屏蔽层5和外屏蔽层7，内屏蔽层5和绝缘层6采用低温低压硫化体系，外屏蔽

层7采用高温高压硫化体系，用此种方式生产的绝缘屏蔽层2，内屏蔽层5和外屏蔽层7表面

十分光滑平整，绝缘屏蔽层2表面电场分布更加均匀，以改善线芯电场分布，降低局部放电

因素，进而延长中压硅橡胶电力电缆的使用寿命，保证电缆的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复合屏蔽

层3由半导电尼龙带和镀锡丝编织而成，既可以有效的传导泄漏电流、感应电流、屏蔽电磁

干扰，同时又能保证电缆具有较好的柔软性能，复合屏蔽层3上包覆有包带层8，包带层8为

非吸湿性包带绕包而成，外护层4由硅橡胶材料制成。绝缘屏蔽层2的耐温等级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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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内屏蔽层5和外屏蔽层7均由半导电硅橡胶制成，绝缘层6由硅橡胶绝缘材料制成。

[0025] 实施例2

[0026] 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如图1至图3所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外护层4由硅橡胶材料

制成，外护层4的耐温等级在-60°～180°。在承受高温、低温或者环境更为苛刻的条件下，电

缆依然能够正常稳定的工作；具备良好耐热性、耐寒性、耐老化性能、耐臭氧、耐油性能；具

备优良的机械物理性能。

[0027] 实施例3

[0028] 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如图1至图3所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导体1包括多层由铜丝

制成的导电层，导电层的绞距由内至外逐渐减小，相邻的导电层绞合方向相反。为了确保电

缆的柔软性，必须提高电缆导体柔软性和弯曲性，导体的结构设计很大程度决定了这样的

性能；导体单丝直径越细，柔软性越好；导体相邻的导电层之间采用正反向绞合，同时保证

每层均有较小的绞距(最外层绞距不大于12倍，次外层不大于14倍，以此类推)弯曲性能越

好，同时采用纳米级紧压模具，一方面对绞合导体进行紧压，保证导体圆整紧实，另一方面

可以消除导体表面的毛刺在防止尖端放电的，提高导体表面的光滑程度，使导体表面电场

分布更加均匀。

[0029] 一种高压硅橡胶软电缆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上所述的高压硅橡胶软电缆，还包括

以下工艺步骤：

[0030] 步骤1，先将单线进行束绞，束绞结束后，对束绞后的绞线通过正规绞合的方式进

行绞合，形成导体1，导体1的紧压系数控制在0.85-0.9；确保导体具有杰出的稳定性和柔软

性；紧压系数控制在0.85-0.9范围内，确保导体1表面光滑、紧实、无毛刺，导体1外还绕包有

一层半导电尼龙带，确保导体结构紧实不松散；

[0031] 步骤2，制备绝缘屏蔽层：内屏蔽层5和绝缘层6均通过蒸汽连续硫化挤出机挤出在

导体1上，内屏蔽层5和绝缘层6采用高温高压硫化体系，选用双25硫化剂作为内屏蔽层5和

绝缘层6的硫化剂，硫化温度在165℃～175℃，蒸汽压力在0.7-0.8MPa，在此条件下硫化的

硅橡胶焦烧性能好、产物无毒、硫化胶压缩变形较低、具有较高的伸长率，与此同时双25硫

化剂不受炭黑的影响，可以用于半导电层的挤出硫化；外屏蔽层7采用通过蒸汽连续硫化挤

出机挤出在绝缘层6上，外屏蔽层7采用低温低压硫化体系，选用铂金硫化剂，具有成型硫化

速度快，成型温度低，具有硫化温度低，硫化速度快等特点，硫化温度在130℃-150℃，蒸汽

压力0.1-0.2MPa，若一次挤出和二次挤出采用相同的硫化体系，在二次挤出外屏蔽层7时，

先挤出的内屏蔽层5和绝缘层6很容易发生过硫，出现脆化开裂的问题，对产品的性能的影

响也十分巨大，因此采用本技术的硫化体系成型后的产品物理性能优异，尺寸稳定，收缩率

低，产品拉伸强度，抗撕裂强度，回弹性能大大提高；硫化温度在150℃以上气压在0.5MPa以

上视为高温高压硫化体系，反之则称为低温低压硫化体系，内屏蔽层5和绝缘层6采用高温

温高压硫化体系、外屏蔽层7采用低温低压硫化体系，可以极大程度的使硅橡胶完成硫化，

保证成型后的产品拥有良好的物理性能和介电性能；

[0032] 步骤3，制备复合屏蔽层；采用重叠绕包一层半导电尼龙带和镀锡丝编织层，防止

电流沿径向泄漏，保证使用安全，具有良好的电绝缘性能、耐热性能和一定的机械强度，半

导电尼龙带平整的绕包在绝缘屏蔽层2上，绕包搭盖率不小于15％，镀锡丝编织密度不小于

80％，保证编织节距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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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步骤4，制备外护层；外护层4采用硅胶材料，外护层4通过蒸汽连续硫化挤出机挤

出在复合屏蔽层3上，采用高温高压硫化体系，硫化温度在165℃～175℃，蒸汽压力在0.7-

0.75MP，生产出的硅橡胶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0034] 上述工艺生产出的高压硅橡胶软电缆，具有以下性能：

[0035] 1、导体具有优异的导电性能，测得的成品电阻为0.105Ω/km，远小于国标要求

0.108Ω/km。

[0036] 2、绝缘和护套优异的机械性能，如下表参数所示；

[0037]

[0038] 从上表可得看出，使用本工艺生产得到的绝缘屏蔽层2和外护层4，具有优异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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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性能和机械性能，完全可以达到在-60℃～180℃之间，承受高温、低温或者环境更为苛刻

的条件下正常稳定的工作。

[0039] 该电缆成品在38.5kV的电压条件下，通电5min，电缆未发生击穿，并且局部放量不

超过200PC，而行业内同类高压硅橡胶产品的放电量在超过2000PC的水平。如此低的局放放

电量，可为高压硅橡胶电缆的长期持续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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