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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

缆料及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

烯醋酸乙烯共聚物25份、茂金属线性低密度聚乙

烯10份、纳米蒙脱土10份、相容剂10份、阻燃剂40

份、高分子处理剂2份、抑烟剂10份、抗氧剂0.5

份、润滑剂0.5份，其中相容剂为马来酸酐接枝聚

乙烯、马来酸酐接枝EVA或马来酸酐接枝POE，阻

燃剂为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高分子处理剂为低

聚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或低聚乙烯基三(b-甲氧

基乙氧基)硅烷，抑烟剂为钼酸锌、八钼酸铵和三

聚氰胺氰尿酸盐，抗氧剂为抗氧剂1010等，润滑

剂为聚硅氧烷。采用本发明的配方和方法制备出

的电缆料可有效解决现有的电缆料存在的燃烧

后产生的烟密度大，阻燃效果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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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

烯共聚物20-40份、聚乙烯5-15份、纳米蒙脱土5-15份、相容剂5-15份、阻燃剂35-60份、高分

子处理剂1-5份、抑烟剂5-15份、抗氧剂0.1-1.5份、润滑剂0.1-1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

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25-30份、聚乙烯7-12份、纳米蒙脱土5-10份、相容剂5-10份、阻燃

剂40-50份、高分子处理剂1-2份、抑烟剂10-15份、抗氧剂0.2-1份、润滑剂0.3-1份。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

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25份、聚乙烯10份、纳米蒙脱土10份、相容剂10份、阻燃剂40

份、高分子处理剂2份、抑烟剂10份、抗氧剂0.5份、润滑剂0.5份。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容剂为马来酸

酐接枝聚乙烯、马来酸酐接枝EVA或马来酸酐接枝POE。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阻燃剂为氢氧化

铝和氢氧化镁，所述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的质量比为1:1。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分子处理剂为

低聚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或低聚乙烯基三(b-甲氧基乙氧基)硅烷。

7.如权利要求3所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抑烟剂为钼酸锌、

八钼酸铵和三聚氰胺氰尿酸盐，所述钼酸锌、八钼酸铵和三聚氰胺氰尿酸盐的重量比为1:

1:2。

8.如权利要求3所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氧剂为抗氧剂

1010、抗氧剂1076或抗氧剂300。

9.如权利要求3所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润滑剂为聚硅氧

烷。

10.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40-150℃密炼15分钟，备用；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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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超低烟密度电缆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

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对于环境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持续关注，用绿色材料替代燃烧有毒聚

氯乙烯(PVC)材料越来越引起关注。在电线电缆领域中，传统的阻燃电缆中含卤素，其燃烧

后发烟量大，会产生有毒致癌物质等，已逐步被无卤低烟电缆料所取代。目前已经有大量的

无卤阻燃电缆料被开发出来，满足了不同类型的电线需求。然而，在欧盟的电线电缆标准

中，电线还需要满足超低烟密度的要求。目前的阻燃电缆所使用的大部分阻燃剂，包括磷酸

盐类等，以及所采用的树脂，如聚酯、聚苯醚等，其分子结构中还有苯环，在燃烧过程中依然

会产生烟雾，而且阻燃效果也不理想，无法达到欧盟对于烟密度的最低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及其

制备方法，采用该方法制备出的电缆料可有效解决现有的电缆料存在的燃烧后产生的烟密

度大，阻燃效果差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20-40份、聚乙烯5-15份、纳米蒙脱土5-15份、相容剂5-15份、阻燃剂35-60份、高分子处理剂

1-5份、抑烟剂5-15份、抗氧剂0.1-1.5份、润滑剂0.1-1份。

[0006] 进一步地，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25-30份、茂金属线性低

密度聚乙烯7-12份、纳米蒙脱土5-10份、相容剂5-10份、阻燃剂40-50份、高分子处理剂1-2

份、抑烟剂10-15份、抗氧剂0.2-1份、润滑剂0.3-1份。

[0007] 进一步地，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25份、茂金属线性低密度

聚乙烯10份、纳米蒙脱土10份、相容剂10份、阻燃剂40份、高分子处理剂2份、抑烟剂10份、抗

氧剂0.5份、润滑剂0.5份。

[0008] 进一步地，相容剂为马来酸酐接枝聚乙烯、马来酸酐接枝EVA或马来酸酐接枝POE。

[0009] 进一步地，阻燃剂为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的质量比为1:1。

[0010] 进一步地，高分子处理剂为2-3个聚合度的低聚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或2-3个聚合

度的低聚乙烯基三(b-甲氧基乙氧基)硅烷，。

[0011] 进一步地，抑烟剂为钼酸锌、八钼酸铵和三聚氰胺氰尿酸盐，钼酸锌、八钼酸铵和

三聚氰胺氰尿酸盐的重量比为1:1:2。

[0012] 进一步地，抗氧剂为抗氧剂1010、抗氧剂1076或抗氧剂300。

[0013] 进一步地，润滑剂为聚硅氧烷。

[0014] 上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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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40-150℃密炼15分钟，备用；

[0016]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0017] 采取上述方案的有益效果为：

[0018] 1、本发明中添加的聚硅氧烷在本发明中既作为电缆料的润滑剂，改善电缆生产过

程中的加工挤出性能，又可作为结壳改性剂，提高燃烧过程材料的成碳比例，在电缆表面形

成一层稳定的碳层结构，在减少氧气与内部材料的接触，提高电缆的阻燃性能，降低电缆料

燃烧时的发烟量。

[0019] 2、本发明中采用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作为阻燃剂，电缆料在燃烧时，其内部的氢

氧化铝和氢氧化镁吸收大量的热量并逐渐分解，释放出结晶水和水蒸气，在吸热脱水的过

程中延缓了电缆料的燃烧速度，同时水蒸气还可以冲淡燃烧的气体，降低电缆料燃烧后的

烟密度。本发明中还添加有纳米蒙脱土，其为一种含水的层状硅酸盐，由于其纳米层状结

构，可形成阻隔层，降低氧气的渗透和熔融物滴落，同时配合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阻燃剂，

提高材料的阻燃性能，降低烟密度。

[0020] 3、本发明中添加有钼酸锌、八钼酸铵、三聚氰胺氰尿酸盐作为抑烟剂，钼酸锌和八

钼酸铵作为抑烟剂的作用原理为在凝聚相中限制苯衍生物的形成，进而起到抑烟的作用；

三聚氰胺氰尿酸盐在燃烧时产生一层泡沫层，产生的泡沫层对电缆料起保护作用，隔绝氧

气，进而起到阻燃、抑烟的作用；将合适重量的钼酸锌、八钼酸铵和三聚氰胺氰尿酸盐进行

配合，协同作用，可使抑烟的效果最佳。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20份、聚乙烯5份、纳米蒙脱土5份、马来酸酐接枝聚乙烯5份、氢氧化铝17.5份、氢氧化镁

17.5份、2个聚合度的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1份、钼酸锌1.3份、八钼酸铵1.3份、三聚氰胺氰

尿酸盐2.4份、抗氧剂10760.1份和聚硅氧烷0.1份。

[0023] 上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40℃密炼15分钟，备用；

[0025]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0026] 实施例2

[0027] 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40份、聚乙烯15份、纳米蒙脱土15份、马来酸酐接枝EVA15份、氢氧化铝30份、氢氧化镁30份、

3个聚合度的聚乙烯基三(b-甲氧基乙氧基)硅烷5份、钼酸锌4份、八钼酸铵4份、三聚氰胺氰

尿酸盐7份、抗氧剂10101.5份、聚硅氧烷1份。

[0028] 上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50℃密炼15分钟，备用；

[0030]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0031] 实施例3

[0032] 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30份、聚乙烯12份、纳米蒙脱土10份、马来酸酐接枝POE10份、氢氧化铝25份、氢氧化镁2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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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聚合度的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2份、钼酸锌3.7份、八钼酸铵3.7份、三聚氰胺氰尿酸盐

7.6份、抗氧剂10101份、聚硅氧烷1份。

[0033] 上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50℃密炼15分钟，备用；

[0035]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0036] 实施例4

[0037] 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25份、聚乙烯7份、纳米蒙脱土5份、马来酸酐接枝EVA5份、氢氧化铝20份、氢氧化镁20份、2个

聚合度的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1份、钼酸锌2.5份、八钼酸铵2.5份、三聚氰胺氰尿酸盐5份、

抗氧剂10100.2份、聚硅氧烷0.3份。

[0038] 上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40℃密炼15分钟，备用；

[0040]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0041] 实施例5

[0042] 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25份、茂金属线性低密度聚乙烯10份、纳米蒙脱土10份、马来酸酐接枝聚乙烯10份、氢氧化

铝20份、氢氧化镁20份、2个聚合度的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2份、钼酸锌2.5份、八钼酸铵2.5

份、三聚氰胺氰尿酸盐5份、抗氧剂10100.5份、聚硅氧烷0.5份。

[0043] 上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40℃密炼15分钟，备用；

[0045]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0046] 对比例1

[0047] 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25份、茂金属线性低密度聚乙烯10份、马来酸酐接枝聚乙烯10份、氢氧化铝20份、氢氧化镁

20份、2个聚合度的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2份、钼酸锌2.5份、八钼酸铵2.5份、抗氧剂10100.5

份、聚硅氧烷0.5份。

[0048] 上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40℃密炼15分钟，备用；

[0050]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0051] 对比例2

[0052] 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25份、茂金属线性低密度聚乙烯10份、纳米蒙脱土10份、马来酸酐接枝聚乙烯10份、氢氧化

镁20份、2个聚合度的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2份、八钼酸铵2.5份、三聚氰胺氰尿酸盐5份、抗

氧剂10100.5份、聚硅氧烷0.5份。

[0053] 上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40℃密炼15分钟，备用；

[0055]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0056] 对比例3

[0057] 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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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份、茂金属线性低密度聚乙烯10份、纳米蒙脱土10份、马来酸酐接枝聚乙烯10份、2个聚合

度的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2份、钼酸锌2.5份、三聚氰胺氰尿酸盐5份、抗氧剂10100.5份、聚

硅氧烷0.5份。

[0058] 上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9]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40℃密炼15分钟，备用；

[0060]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0061] 对比例4

[0062] 一种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25份、茂金属线性低密度聚乙烯10份、纳米蒙脱土10份、马来酸酐接枝聚乙烯10份、氢氧化

铝50份、氢氧化镁35份、5个聚合度的乙烯基三乙氧基硅烷2份、钼酸锌2.5份、八钼酸铵2.5

份、三聚氰胺氰尿酸盐5份、抗氧剂10100.5份、聚硅氧烷0.5份。

[0063] 上述超低烟密度无卤阻燃电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4] (1)称取各种原料，依次投入密炼机中，在温度140℃密炼15分钟，备用；

[0065] (2)步骤(1)密炼后的混合物料采用双阶式挤出造粒机进行挤出造粒，制得。

[0066] 试验例

[0067] 对实施例1-5和对比例1-4生产的电缆料进行性能检测，具体检测结果见表1。

[0068] 表1：电缆料的性能检测结果

[0069]

[0070]

[0071] 通过上表可知，采用本发明的方法生产出的电缆料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检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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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实施例1-5的电缆料各项性能均比对比例1-4好，尤其是实施例5的电缆料，各项检测性

能均为最优的，当发生火灾或者其他极端的情况下可以自熄，而且产生的烟密度较低，可大

大提高人民的生命及财产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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