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52817.X

(22)申请日 2018.11.14

(71)申请人 四川省川胜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 629100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上游工

业园

(72)发明人 刘思明　王镇川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新驱科为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51251

代理人 成实

(51)Int.Cl.

H01B 7/02(2006.01)

H01B 7/29(2006.01)

H01B 7/295(2006.01)

H01B 7/282(2006.01)

B32B 9/00(2006.01)

B32B 9/04(2006.01)

B32B 7/12(2006.01)

B32B 37/12(2006.01)

B32B 25/02(2006.01)

B32B 25/04(2006.01)

B32B 33/00(2006.01)

C04B 28/30(2006.01)

C04B 28/00(2006.01)

C04B 111/2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及其制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

包括防火底层，粘连在防火底层上的纤维布层，

以及挤压在纤维布层上的防火面层。同时，本发

明还公开了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的制作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将电

熔氧化镁原料粉碎至40～80目，将粉碎得到的电

熔氧化镁在高速离心旋转打磨机中研磨30～50

分钟后，进入磁选机磁选，去除电熔氧化镁中的

铁磁性物杂质，得到纯电熔氧化镁粉；步骤(2)、

在得到纯电熔氧化镁粉中加入火山灰搅拌均匀，

将电熔氧化镁粉与火山灰的混合料转入回转炉

中以700～850℃进行烘焙20～40min，得到无水

混合基料等步骤。本发明的防火层为双层性能互

补设计，其具有较强的绝缘性能、耐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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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其特征在于，包括防火底层，粘连在防火底层上的纤维

布层，以及挤压在纤维布层上的防火面层；

防火底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

防火面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粘合剂为

耐温值400～1380℃的ZS-1071耐高温无机粘合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布层为容

重为≤80kg/m3～200kg/m3的陶瓷化硅橡胶带，陶瓷化硅橡胶20℃时的介电强度≥22kV/

mm，体积电阻率≥2×1014Ω·cm，阻燃性为V-0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火泥是无毒

害、无气味的胶泥状固体，该防火泥表象密kg/m3：≤2.0×103。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电熔氧化镁原料粉碎至40～80目，将粉碎得到的电熔氧化镁在高速离心旋

转打磨机中研磨30～50分钟后，进入磁选机磁选，去除电熔氧化镁中的铁磁性物杂质，得到

纯电熔氧化镁粉；

步骤(2)、在得到纯电熔氧化镁粉中加入火山灰搅拌均匀，将电熔氧化镁粉与火山灰的

混合料转入回转炉中以700～850℃进行烘焙20～40min，得到无水混合基料；

步骤(3)、在得到的无水混合基料中加入聚四氟乙烯进行快速搅拌5～10min，得到防火

底层干料；

步骤(4)、将得到防火底层干料的转入加热器皿中，并加入丙烯酸树脂搅拌后以60～80

℃进行热熔20～40min，再加入无水硫酸镁搅匀后转入制坯机，冷却后得到防火底层备用；

步骤(5)、将珍珠岩粉和防火泥混合后搅拌均匀后，加入有机硅油继续搅拌至有机硅油

被珍珠岩粉和防火泥充分吸收，得到防火面层制坯初料；

步骤(6)、将得到防火面层制坯初料置于加热器皿中，并加入无机粘合剂搅匀，并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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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进行低温制浆，得到防火面层浆料备用；

步骤(7)、将步骤(4)中得到的防火底层置入成型机内，并将纤维布层平铺在防火底层

上，将步骤(6)中得到的防火面层浆料均匀的浇在纤维布层上，挤压冷却后得到防火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2)中采用间歇式搅拌法进行搅拌；其中，搅拌10min后停止2min，重复2～4次。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4)中将得到防火底层干料的转入加热器皿中采用搅拌机搅拌10～30min；所述步骤(7)

中采用200kg·f/cm的压力挤压防火面层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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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火层及其制备技术，具体是指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及其

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电缆行业的发展迅猛，电缆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励，电缆性能便成为了

各电缆生产企业在激励的竞争中取胜的关键。目前在防火电缆上的竞争尤为激励，防火电

缆也因其可在高温环境中保持一定时间的通电性能而被受青睐。而防火电缆在高温中可持

续通电的时间长短则取决于“防火层”的防火性能。

[0003] 然而，现有防火电缆用防火层多由氧化镁由氧化镁材料添加氧化铝和氧化硅材料

制备而成，存在绝缘性能低，耐火性能差的缺点，无法满足目前电网建设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的防火电缆用防火层存在绝缘性能低、耐火性能差的

缺陷，提供一种可解决现有的防火层的绝缘和耐火性能差的防火电缆用防火层。

[0005] 同时，提供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的制作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包括防火底

层，粘连在防火底层上的纤维布层，以及挤压在纤维布层上的防火面层；

[0007] 防火底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

[0008] 火山灰40～60份，无水硫酸镁8～15份，丙烯酸树脂4～10份，电熔氧化镁原料8～

15份，以及聚四氟乙烯3～8份；

[0009] 防火面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

[0010] 无机粘合剂15～30份，珍珠岩粉20～40份，有机硅油6～10份，以及防火泥25～40

份。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无机粘合剂为耐温值400～1380℃的ZS-1071耐高温无机粘合剂。

[0012] 所述纤维布层为容重为≤80kg/m3～200kg/m3的陶瓷化硅橡胶带，陶瓷化硅橡胶

20℃时的介电强度≥22kV/mm，体积电阻率≥2×1014Ω·cm，阻燃性为V-0级。

[0013] 所述防火泥是无毒害、无气味的胶泥状固体，该防火泥表象密kg/m3：≤2.0×103。

[0014] 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1)、将电熔氧化镁原料粉碎至40～80目，将粉碎得到的电熔氧化镁在高速离

心旋转打磨机中研磨30～50分钟后，进入磁选机磁选，去除电熔氧化镁中的铁磁性物杂质，

得到纯电熔氧化镁粉；

[0016] 步骤(2)、在得到纯电熔氧化镁粉中加入火山灰搅拌均匀，将电熔氧化镁粉与火山

灰的混合料转入回转炉中以700～850℃进行烘焙20～40min，得到无水混合基料；

[0017] 步骤(3)、在得到的无水混合基料中加入聚四氟乙烯进行快速搅拌5～10min，得到

防火底层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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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步骤(4)、将得到防火底层干料的转入加热器皿中，并加入丙烯酸树脂搅拌后以60

～80℃进行热熔20～40min，再加入无水硫酸镁搅匀后转入制坯机，冷却后得到防火底层备

用；

[0019] 步骤(5)、将珍珠岩粉和防火泥混合后搅拌均匀后，加入有机硅油继续搅拌至有机

硅油被珍珠岩粉和防火泥充分吸收，得到防火面层制坯初料；

[0020] 步骤(6)、将得到防火面层制坯初料置于加热器皿中，并加入无机粘合剂搅匀，并

以20～30℃进行低温制浆，得到防火面层浆料备用；

[0021] 步骤(7)、将步骤(4)中得到的防火底层置入成型机内，并将纤维布层平铺在防火

底层上，将步骤(6)中得到的防火面层浆料均匀的浇在纤维布层上，挤压冷却后得到防火

层。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中采用间歇式搅拌法进行搅拌；其中，搅拌10min后停止

2min，重复2～4次。

[0023] 再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中将得到防火底层干料的转入加热器皿中采用搅拌机

搅拌10～30min；所述步骤(7)中采用200kg·f/cm的压力挤压防火面层浆料。

[0024] 本发明较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本发明的防火层采用可防潮

阻燃的纤维布层，挤压在纤维布层底层上具有较好的阻燃绝缘性能的防火底层，挤压在纤

维布层面层上具有较好的耐火性能的防火面层，该防火面层和防火底层可很好的进行绝缘

和耐火性的互补，很好的解决了现有的防火层存在绝缘性能低、耐火性能差的缺陷。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限于

此。

[0026] 实施例1

[0027] 本实施例的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包括防火底层，粘连在防火底层上的纤维

布层，以及挤压在纤维布层上的防火面层；

[0028] 防火底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

[0029] 火山灰40份，无水硫酸镁8份，丙烯酸树脂4份，电熔氧化镁原料8份，以及聚四氟乙

烯3份；

[0030] 防火面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

[0031] 无机粘合剂15份，珍珠岩粉20份，有机硅油6份，以及防火泥25份。

[0032] 具体的，该无机粘合剂为耐温值400～1380℃的ZS-1071耐高温无机粘合剂。

[0033] 所述纤维布层为容重为≤80kg/m3～200kg/m3的陶瓷化硅橡胶带，陶瓷化硅橡胶

20℃时的介电强度≥22kV/mm，体积电阻率≥2×1014Ω·cm，阻燃性为V-0级。

[0034] 所述防火泥是无毒害、无气味的胶泥状固体，该防火泥表象密kg/m3：≤2.0×103。

[0035] 实施例2

[0036]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结构基本相同，其不同点在于：

[0037] 防火底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

[0038] 火山灰50份，无水硫酸镁11份，丙烯酸树脂7份，电熔氧化镁原料11份，以及聚四氟

乙烯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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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防火面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

[0040] 无机粘合剂23份，珍珠岩粉30份，有机硅油8份，以及防火泥35份。

[0041] 实施例3

[004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结构基本相同，其不同点在于：

[0043] 防火底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

[0044] 火山灰60份，无水硫酸镁15份，丙烯酸树脂10份，电熔氧化镁原料15份，以及聚四

氟乙烯8份；

[0045] 防火面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

[0046] 无机粘合剂30份，珍珠岩粉40份，有机硅油10份，以及防火泥40份。

[0047] 对比例1

[0048] 本对比例的防火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49] 氧化镁6～12份，有机硅油2～5份，甲苯10～20份，氧化钙20～40份，氧化铝4～10

份，以及氧化铁2～6份。

[0050] 在相同条件下将实施例1～3的防火层及对比例1中的防火层取145mm置于1000℃

环境下进行1小时燃烧测试，测试结果如表一所示：

[0051]

[0052]

[0053] 表一

[0054] 由上述表一可见，实施例1～3的防火层其综合性能均优于对比例1的防火层；其

中，实施例3的防火层的综合性能最优。

[0055] 实施例4

[0056] 本实施例为实施例1～3的一种用于防火电缆的防火层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57] 步骤(1)、将电熔氧化镁原料粉碎至40～80目，将粉碎得到的电熔氧化镁在高速离

心旋转打磨机中研磨30～50分钟后，进入磁选机磁选，去除电熔氧化镁中的铁磁性物杂质，

得到纯电熔氧化镁粉；

[0058] 步骤(2)、在得到纯电熔氧化镁粉中加入火山灰搅拌均匀，其搅拌10min后停止

2min，重复2～4次，然后，将电熔氧化镁粉与火山灰的混合料转入回转炉中以700～850℃进

行烘焙20～40min，得到无水混合基料；

[0059] 步骤(3)、在得到的无水混合基料中加入聚四氟乙烯进行快速搅拌5～10min，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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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底层干料；

[0060] 步骤(4)、将得到防火底层干料的转入加热器皿中，并加入丙烯酸树脂搅拌10～

30min后以60～80℃进行热熔20～40min，再加入无水硫酸镁搅匀后转入制坯机，冷却后得

到防火底层备用；

[0061] 步骤(5)、将珍珠岩粉和防火泥混合后搅拌均匀后，加入有机硅油继续搅拌至有机

硅油被珍珠岩粉和防火泥充分吸收，得到防火面层制坯初料；

[0062] 步骤(6)、将得到防火面层制坯初料置于加热器皿中，并加入无机粘合剂搅匀，并

以20～30℃进行低温制浆，得到防火面层浆料备用；

[0063] 步骤(7)、将步骤(4)中得到的防火底层置入成型机内，并将纤维布层平铺在防火

底层上，将步骤(6)中得到的防火面层浆料均匀的浇在纤维布层上，采用200kg·f/cm的压

力挤压冷却后得到防火层。

[0064] 如上所述，便可很好的实施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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