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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无机防火中高压电缆的

制造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拉丝；B、导体

绞合；C、三层共挤化学交联；D、绕包缓冲层；E、绕

包分相金属屏蔽层；F、成缆；G、挤包隔氧层；H、无

机防火层绕包；I、金属装铠；J、绕包；K、挤包外护

套；L、性能检测。本发明充分考虑了中高压电缆

的电性能和耐火性能之间的关系，解决两者之间

的平衡点，采用了灌浆无机防火层代替传统的绕

包或者挤包陶瓷化硅橡胶作为隔热层，大大提高

了电缆的防火特性，采用本方法制造出来的中高

压电缆敷设在建筑物上具有较强的防火性能，可

大大延缓因为的火灾等突发事故对电力系统的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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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机防火中高压电缆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拉丝；B、导体绞合；C、三层共挤化学交联；D、绕包缓冲层(5)；E、绕包分相金属屏蔽层

(6)；F、成缆；G、挤包隔氧层(9)；H、无机防火层(10)绕包；I、金属装铠；J、绕包；K、挤包外护

套(14)；L、性能检测；

所述三层共挤化学交联步骤是指在三层共挤化学交联悬链式生产线上同时挤出半导

电导体屏蔽、交联聚乙烯、半导电绝缘屏蔽并经过化学交联后形成由导体屏蔽层(2)、绝缘

层(3)、绝缘屏蔽层(4)构成的绝缘线芯；挤塑机加工温度85～115℃，交联管道温度260～

380℃，挤出速度为3m/min～15m/min；

所述绕包缓冲层(5)步骤是指采用1.0～2.0mm的半导电缓冲带重叠绕包在绝缘线芯表

面；

所述绕包分相金属屏蔽层(6)步骤是指采用厚度0.10mm～0.12mm的软铜带进行单层重

叠绕包，绕包搭盖率为15％～20％；

所述无机防火层(10)步骤是指在灌浆设备上通过灌浆的工艺将氢氧化镁、硅酸钠按照

3:2的比例混合，并采用第一包带(11)作为承载附体制备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拉丝步骤是指采用高导电率的铜

杆在拉线设备上经过多个模具拉制成不同线径的圆铜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导体绞合步骤是指采用拉制后的

铜线在绞制设备上按照预设的根数、规格、绞向和节距进行绞制并紧压圆形的导体(1)，最

外层的绞合方向为左向，所述导体绞制设备为叉绞机、框绞机或绞线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成缆步骤是指将三根经分相金属

屏蔽后的线芯按照制定的方向、节距进行绞合，并在线芯间隙加以阻燃高温填充绳(7)，然

后外部包裹有高阻燃玻璃纤维包带(8)，所述成缆节距为30-55倍，所述高阻燃玻璃纤维包

带(8)的宽度为30-80mm；所述阻燃高温填充绳(7)的的直径为φ2-12mm，氧指数OI≥35％，

熔点≥26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包隔氧层(9)步骤是指采用氧

指数在36～40的高阻燃聚烯烃材料，在挤塑设备上采用挤压式模具，1.25：1～2.0：1压缩比

的螺杆挤出在成缆后的缆芯上，挤出厚度1.2mm～5.0mm，加工温度控制在80℃～16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包带(11)为玻璃纤维编织网状包

带，重叠绕包2层，搭盖率15％～2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装铠是指采用金属带绕包或

金属丝螺旋缠绕装铠在隔氧层(9)外；所述金属带采用厚度为0.2～0.8mm的钢带双层间隙

绕包装铠；所述金属丝采用直径为0.8-4mm的钢丝或者铝丝单层螺旋缠绕装铠。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绕包是指在铠装层(12)外绕包第

二包带(13)，第二包带(13)为玻璃纤维编织网状包带，重叠绕包2层，搭盖率15％～20％。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包外护套(14)步骤是指在挤塑

设备上用半挤压式模具，用压缩比为1.25：1～2.0：1的螺杆将外护套材料挤出在包带绕包

层上形成外护套(14)，加工温度控制在100～150℃；所述外护套(14)的材料为氧指数OI≥

36％的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材料。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性能检测步骤是指采用电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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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检测设备对产品的电性能、机械性能、耐火性能进行检测；电性能包括但不限于20℃时导

体直流电阻、工频耐压试验、局部放电试验、冲击电压试验、4h试验；机械性能包括但不限于

绝缘及护套的机械物理性能试验、老化性能试验、热延伸试验、吸水试验、收缩试验进行检

测；耐火性能是指采用双喷灯，火焰温度750～800℃，供火时间90min，试验期间同时施加电

缆额定压的耐压试验，电缆不击穿，且耐火试验结束后1小时内，对试样的完整性进行检查，

在保持试验原始状态的情况下，给试样施加3.5U0的试验电压持续15min，不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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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机防火中高压电缆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无机防火中高压电缆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科技不断进步，作为信息和能源传输纽带的电缆业得到

了飞速发展。随着电缆需求量的大幅上升，其使用安全性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电

缆结构中的护套和绝缘部分一般由塑料及橡胶材料制成。所谓在电缆密集敷设的地方，极

易引起火灾，电线电缆密集敷设主要集中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如高层建筑，地铁、大型娱乐场

所等和国家大型重点工程如核电站、石油化工、隧道、机场、邮电通信系统、大型工矿企业、

地下工程等。这些电缆敷设场合都对电缆的阻燃耐火性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0003] 阻燃电缆仅能使燃烧局限于一定范围内，在实际发生火灾时电缆燃烧时不能通

电，但重要场合一旦火灾，其人员疏散，通道照明，防火报警装置，自动消防设施以及其他应

急设备，都要求再火灾发生时电缆能保持在规定时间内的正常通电，因此，耐火电缆应运而

生。

[0004] 目前耐火电力电缆产品其电压等级绝大部分集中在1kV及以下，而一些特大型高

层建筑物、国家大型重点工程等如果按照惯例采用0.6/1kV低电压配电，其电缆用量及敷设

安装工作量，较通常建筑物成数十倍增长，电缆敷设空间成几倍增长，既耗材，又耗能，并且

建筑物中电缆敷设过多，过大，也会给安全使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像这些既需要中高压

输配电又要求阻燃耐火的场合就必须使用中高压耐火电力电缆。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电缆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无机防火中高压电缆制

造方法，充分考虑了中、高压电缆的电性能和耐火性能之间的关系，解决两者之间的平衡

点，特别是采用了灌浆无机防火层代替传统的绕包或者挤包陶瓷化硅橡胶作为隔热层，大

大提高了电缆的防火特性。采用本方法制造出来的中高压电缆敷设在建筑物上具有一定的

防火性能，可大大延缓因为的火灾等突发事故对电力系统的破坏。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无机防火中高压电缆的制造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拉丝；B、导体绞合；C、三层共挤化学交联；D、绕包缓冲层；

E、绕包分相金属屏蔽层；F、成缆；G、挤包隔氧层；H、无机防火层绕包；I、金属装铠；J、绕包；

K、挤包外护套；L、性能检测；

[0009] 所述三层共挤化学交联步骤是指在三层共挤化学交联悬链式生产线上同时挤出

半导电导体屏蔽、交联聚乙烯、半导电绝缘屏蔽并经过化学交联后形成由导体屏蔽层、绝缘

层、绝缘屏蔽层构成的绝缘线芯；挤塑机加工温度85～115℃，交联管道温度260～380℃，挤

出速度为3m/min～15m/min；

[0010] 所述绕包缓冲层步骤是指采用1.0～2.0mm的半导电缓冲带重叠绕包在绝缘线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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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

[0011] 所述绕包分相金属屏蔽层步骤是指采用厚度0.10mm～0.12mm的软铜带进行单层

重叠绕包，绕包搭盖率15％～20％；

[0012] 所述无机防火层步骤是指在灌浆设备上通过灌浆的工艺将氢氧化镁、硅酸钠按照

3:2的比例混合，并采用第一包带作为承载附体制备而成；

[0013] 进一步的是，所述拉丝步骤是指采用高导电率的铜杆在拉线设备上经过多个模具

拉制成不同线径的圆铜线；通过专用的拉丝设备中的多个拉丝模具，可实现对多种规格的

圆形铜单丝进行拉丝，该种无机防火中高压电缆的制造方法并不对圆形铜单丝的规格进行

限制。

[0014] 进一步的是，所述导体绞合步骤是指采用拉制后的铜线在绞制设备上按照预设的

根数、规格、绞向和节距进行绞制并紧压圆形的导体，最外层的绞合方向为左向，所述导体

绞制设备为叉绞机、框绞机或绞线机。

[0015] 进一步的是，所述成缆步骤是指将三根经分相金属屏蔽后的线芯按照制定的方

向、节距进行绞合，并在线芯间隙加以阻燃高温填充绳，然后外部包裹有高阻燃玻璃纤维包

带，所述成缆节距为30-55倍，所述高阻燃玻璃纤维包带的宽度为30-80mm；所述阻燃高温填

充绳的的直径为φ2-12mm，氧指数OI≥35％，熔点≥260℃，在进行成缆时，在线芯外重叠绕

包网状的高阻燃玻璃纤维包带和线芯间隙中的阻燃高温填充绳使多根绝缘线芯成为一个

圆整紧密的线芯整体；提高了电缆阻燃性能、耐高温能力，同时也使得线芯更加稳定紧密地

固定在一起，保证了电缆的稳定性和圆整度。

[0016] 进一步的是，所述挤包隔氧层步骤是指采用氧指数在36～40的高阻燃聚烯烃材

料，在挤塑设备上采用挤压式模具，1.25：1～2.0：1压缩比的螺杆挤出在成缆后的缆芯上，

挤出厚度1.2mm～5.0mm，加工温度控制在80℃～165℃。

[0017] 进一步的是，第一包带为玻璃纤维编织网状包带，重叠绕包2层，搭盖率15％～

20％。

[0018] 进一步的是，所述金属装铠是指采用金属带绕包或金属丝螺旋缠绕装铠在隔氧层

外；所述金属带采用厚度为0.2～0.8mm的钢带双层间隙绕包装铠；所述金属丝采用直径为

0.8-4mm的钢丝或者铝丝单层螺旋缠绕装铠；采用金属带或金属丝来完成装铠步骤，不仅可

以用来保护电缆，以防砸、压、挤破电缆外皮后损伤线芯，增强了抗拉强度、抗压强度，延长

了电缆的使用寿命，也可通过屏蔽作用保护电缆抗干扰性能，具有较好的磁屏蔽效果。

[0019] 进一步的是，所述绕包是指在铠装层外绕包第二包带，第二包带为玻璃纤维编织

网状包带，重叠绕包2层，搭盖率15％～20％。

[0020] 进一步的是，所述挤包外护套步骤是指在挤塑设备上用半挤压式模具，用压缩比

为1.25：1～2.0：1的螺杆将外护套材料挤出在包带绕包层上形成外护套，加工温度控制在

100～150℃；所述外护套的材料为氧指数OI≥36％的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材料，该材料提

高了电缆的隔氧效果，大大提高了电缆抑制火焰蔓延的能力，保证了其电缆的阻燃性。

[0021] 进一步的是，所述性能检测步骤是指采用电缆专用检测设备对产品的电性能、机

械性能、耐火性能进行检测；电性能包括但不限于20℃时导体直流电阻、工频耐压试验、局

部放电试验、冲击电压试验、4h试验；机械性能包括但不限于绝缘及护套的机械物理性能试

验、老化性能试验、热延伸试验、吸水试验、收缩试验进行检测；耐火性能是指采用双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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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温度750～800℃，供火时间90min，试验期间同时施加电缆额定压的耐压试验，电缆不

击穿，且耐火试验结束后1小时内，对试样的完整性进行检查，在保持试验原始状态的情况

下，给试样施加3.5U0的试验电压持续15min，不击穿。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本发明在传统耐火电缆的结构基础上，通过增加或改变相应的结构或材料，设

计出的一种无机防火中高压电力电缆，该产品可以在采用双喷灯，火焰温度为750℃～800

℃，并同时施加电缆的额定电压，持续供火90min燃烧条件下，保证线路的完整性，电缆不击

穿，且耐火试验结束后1小时内，对试样的完整性进行检查，在保持试验原始状态的情况下，

给试样施加3.5U0的试验电压持续15min，电缆不击穿。

[0024] 2、本发明较其他防火中高压电缆，在结构上单独设计了缓冲层，缓冲层采用1.0～

2.0mm的半导电缓冲带重叠绕包在绝缘线芯表面。当电缆在高温火焰下燃烧时，绝缘层受热

膨胀软化，通过在绝缘线芯表面绕包半导电包带作为缓冲层设计可以减小外面分相金属屏

蔽带对软化后绝缘层的应力及机械损伤，使绝缘层在高温下完好，保证产品的正常工作和

运行。

[0025] 3、本发明采用灌浆氢氧化镁混合物作为防火结构，并采用玻璃纤维包带包裹，提

高电缆在火焰作用下电缆的结构稳定性和抗冲击性，将内部绝缘线芯与外界完全隔离，形

成一层不间断的“密封真空”防火屏障，与线芯外挤包的低烟无卤高阻燃聚烯烃隔氧层形成

“防火双保险”。同时，防火层结构遇高温燃烧后可形成坚硬的壳体，保护线路不受火灾的影

响。

[0026] 4、本发明采用氧指数在32～40的高阻燃聚烯烃材料作为隔氧结构，在挤塑设备上

采用挤压式模具，1.25：1～2.0：1压缩比的螺杆挤出在成缆后的缆芯上，挤出厚度1.2mm～

5.0mm，加工温度控制在80℃～165℃。采用这种隔氧层挤出方式制得的电缆具有很高的阻

燃性，能有效防止电缆在火灾场合进一步延燃，大大保护内层绝缘层的电气性能，提高电缆

的耐火性能；

[0027] 5、本发明采用高阻燃无卤低烟聚烯烃材料作为外护套，产品在燃烧时不会产生可

见火焰，在燃烧过程中不会产生大量有毒烟雾，因此在火灾发生时对各项系统的启动争夺

了时间，保证了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减少国家损失。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无机防火中高压电缆的结构图。

[0029] 图中标记：

[0030] 1、导体；2、导体屏蔽层；3、绝缘层；4、绝缘屏蔽层；5、缓冲层；6、金属屏蔽层；7、填

充绳；8、高阻燃玻璃纤维包带；9、隔氧层；10、无机防火层；11、第一包带；12、铠装层；13、第

二包带；14、外护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

步阐述。

[0032]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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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一种无机防火中高压电缆的制造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拉丝；B、导体绞

合；C、三层共挤化学交联；D、绕包缓冲层5；E、绕包分相金属屏蔽层6；F、成缆；G、挤包隔氧层

9；H、无机防火层10绕包；I、金属装铠；J、绕包；K、挤包外护套14；L、性能检测；

[0034] 所述拉丝步骤是指采用高导电率的电工用铜杆在拉线退火设备上经过多个模具

拉制成不同线径的电工用圆铜线；

[0035] 所述的导体绞合步骤是指经拉丝工序后形成的电工圆铜线按照绞合导体直径的

12倍的绞合节距进行绞制紧压成圆形导体1；

[0036] 所述三层共挤化学交联步骤是指在三层共挤化学交联悬链式生产线上同时挤出

半导电导体屏蔽、交联聚乙烯、半导电绝缘屏蔽并经过化学交联后形成由导体屏蔽层2、绝

缘层3、绝缘屏蔽层4构成的绝缘线芯；挤塑机加工温度85～115℃，交联管道温度260～380

℃，挤出绝缘标称厚度为4.5mm，挤出线速度9.6m/min～11.6m/min。

[0037] 所述绕包缓冲层5步骤是指采用厚度为1.0mm的半导电缓冲带重叠绕包在绝缘线

芯表面，搭盖率≥15％。

[0038] 所述绕包分相金属屏蔽层6步骤是指采用厚度0.10mm的软铜带进行单层重叠绕

包，绕包搭盖率≥15％。

[0039] 所述成缆步骤是指将三根经分相金属屏蔽后的线芯按照绞合直径55倍的节距进

行绞合，绞合方向右向，并在线芯间隙加以阻燃高温填充绳7，在缆芯外面重叠绕包两层高

阻燃玻璃纤维包带8。所述高阻燃玻璃纤维包带8的宽度为80mm；所述阻燃高温填充绳7的的

直径为φ12mm，氧指数OI≥35％。

[0040] 所述挤包隔氧层9步骤是指采用氧指数≥40％的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隔氧层材

料，在挤塑设备上采用挤管式模具，1.25：1～2.0：1压缩比的螺杆挤出在成缆后的缆芯上，

挤出标称厚度2.2mm，加工温度控制在80℃～165℃。

[0041] 所述绕包无机防火层10步骤是指在灌浆设备上通过灌浆的工艺将氢氧化镁、硅酸

钠按照3:2的比例混合，灌浆厚度4.0mm，并采用两层玻纤编织网状包带作为承载附体制备

而成，重叠绕包2层，搭盖率≥15％。

[0042] 所述金属装铠是指采用标称厚度为0.8mm的镀锌钢带双层间隙绕包在无机防火层

10外。

[0043] 所述绕包是指在金属铠装层12外绕包玻璃纤维编织网状包带，重叠绕包2层，搭盖

率15％～20％；

[0044] 所述挤包外护套14步骤是指在挤塑设备上用半挤压式模具，用压缩比为1.25：1～

2.0：1的螺杆将外护套材料挤出在包带绕包层上形成外护套14，挤包标称厚度为3.4mm，加

工温度控制在100～150℃；所述外护套材料为氧指数OI≥36％的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材

料。

[0045] 所述性能检测步骤是指采用电缆专用检测设备对产品的电性能、机械性能、耐火

性能进行检测。电性能包括但不限于20℃时导体直流电阻、工频耐压试验、局部放电试验、

冲击电压试验、4h试验。机械性能包括但不限于绝缘及护套的机械物理性能试验、老化性能

试验、热延伸试验、吸水试验、收缩试验进行检测；耐火性能是指采用双喷灯，火焰温度750

～800℃，供火时间90min，试验期间同时施加电缆额定压的耐压试验，电缆不击穿，且耐火

试验结束后1小时内，对试样的完整性进行检查，在保持试验原始状态的情况下，给试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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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3.5U0的试验电压持续15min，不击穿。在进行性能检测之后，采用实施例1的制造方法制

造的高压电缆能够正常使用。

[0046] 实施例2

[0047] 一种无机防火中高压电缆的制造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拉丝；B、导体绞

合；C、三层共挤化学交联；D、绕包缓冲层5；E、绕包分相金属屏蔽层6；F、成缆；G、挤包隔氧层

9；H、无机防火层10绕包；I、金属装铠；J、绕包；K、挤包外护套14；L、性能检测；

[0048] 所述拉丝步骤是指采用高导电率的电工用铜杆在拉线退火设备上经过多个模具

拉制成不同线径的电工用圆铜线；

[0049] 所述的导体绞合步骤是指经拉丝工序后形成的电工圆铜线按照绞合导体直径的

12倍的绞合节距进行绞制紧压成圆形导体1；

[0050] 所述三层共挤化学交联步骤是指在三层共挤化学交联悬链式生产线上同时挤出

半导电导体屏蔽、交联聚乙烯、半导电绝缘屏蔽并经过化学交联后形成由导体屏蔽层2、绝

缘层3、绝缘屏蔽层4构成的绝缘线芯。挤塑机加工温度85～115℃，交联管道温度260～380

℃，挤出绝缘标称厚度为3.4mm，挤出线速度6.0m/min～7.2m/min。

[0051] 所述绕包缓冲层5步骤是指采用厚度为1.0mm的半导电缓冲带重叠绕包在绝缘线

芯表面，搭盖率≥15％。

[0052] 所述绕包分相金属屏蔽步骤是指采用厚度0.10mm的软铜带进行单层重叠绕包，绕

包搭盖率≥15％。

[0053] 所述成缆步骤是指将三根经分相金属屏蔽后的线芯按照绞合直径30倍的节距进

行绞合，绞合方向右向，并在线芯间隙加以阻燃高温填充绳7，在缆芯外面重叠绕包两层高

阻燃玻璃纤维包带8。所述高阻燃玻璃纤维包带8的宽度为80mm；所述阻燃高温填充绳7的的

直径为φ10mm，氧指数OI≥35％。

[0054] 所述挤包隔氧层9步骤是指采用氧指数≥40％的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隔氧层材

料，在挤塑设备上采用挤管式模具，1.25：1～2.0：1压缩比的螺杆挤出在成缆后的缆芯上，

挤出标称厚度1.8mm，加工温度控制在80℃～165℃。

[0055] 所述无机防火层10步骤是指在灌浆设备上通过灌浆的工艺将氢氧化镁、硅酸钠按

照3:2的比例混合，灌浆厚度4.0mm，并采用两层玻纤编织网状包带作为承载附体制备而成，

搭盖率≥15％。

[0056] 所述金属装铠是指采用标称直径为3.15mm的低碳镀锌细钢丝单层螺旋绕包在无

机防火层10外，绕包方向左向，缠绕节距为10倍电缆直径。

[0057] 所述绕包是指在金属铠装层12外绕包玻璃纤维编织网状包带，重叠绕包2层，搭盖

率15％～20％；

[0058] 所述挤包外护套14步骤是指在挤塑设备上用半挤压式模具，用压缩比为1.25：1～

2.0：1的螺杆将外护套材料挤出在包带绕包层上形成外护套14，挤包标称厚度为2.8mm，加

工温度控制在100～150℃；所述外护套材料为氧指数OI≥36％的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材

料。

[0059] 所述性能检测步骤是指采用电缆专用检测设备对产品的电性能、机械性能、耐火

性能进行检测。电性能包括但不限于20℃时导体直流电阻、工频耐压试验、局部放电试验、

冲击电压试验、4h试验。机械性能包括但不限于绝缘及护套的机械物理性能试验、老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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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热延伸试验、吸水试验、收缩试验进行检测；耐火性能是指采用双喷灯，火焰温度750

～800℃，供火时间90min，试验期间同时施加电缆额定压的耐压试验，电缆不击穿，且耐火

试验结束后1小时内，对试样的完整性进行检查，在保持试验原始状态的情况下，给试样施

加3.5U0的试验电压持续15min，不击穿。在进行性能检测之后，采用实施例2的制造方法制

造的高压电缆能够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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