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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发
生额

2018 发
生额

2017 发
生额 研发方向 研发内容 应用领域及方向

环保型道
路车辆用
高压电缆
的开发与

研究

1,560.53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电动汽车的应用对于节能环保
意义巨大。 恰逢车辆用高压电
缆标准的出台，摆脱了之前质
量监控，选型，以及相关零部件
的配套无标准可依的局面 。 从
根本上改变了目前结构混乱 、
繁杂 、良莠不齐、互换性差的局
面 ,有效降低产品的制造成本和
采购成本。 而本项目通过研究
热塑性弹性体 TPE 绝缘和聚氨
酯 TPU 类护套的耐矿物油、耐
柴油 、耐汽油等特性，研发出的
环保型道路车辆用高压电缆 ，
其拥有柔软、耐高低温、耐油、
耐酸碱、耐水、耐磨、抗开裂 、抗
UV、阻燃等优越的性能 ，完全有
能力冲击现有专业车辆电缆生
产商 ，为公司能在车辆用高压
电缆领域的开发增添贡献。

新能源电力电缆

隔热降温
型中压耐
火铝合金
电缆的开
发与研究

1,374.25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高压电缆在在通电的过程中，
导体升温，热量会传递给外部
绝缘 ，护套层，绝缘护套材料为
有机材料，在高温下会老化而
逐渐丧失原有性能 。 现在市售
的铝合金电缆芯导电性能好，
强度高 ，但是耐热性差，使得铝
合金电缆芯使用一定年限后，
导电性能和强度均会改变，这
也使的现在市售铝合金电缆芯
的使用范围比较局限。 反射型
隔热降温涂料的隔热机理是通
过涂膜的反射作用将太阳中的
可见光和近红外光部分反射到
外部空间 ，使太阳照射到涂膜
上的大部分能量反射 ，而不是
被涂膜吸收。 涂料隔热性能只
与涂膜表面的反射率有关 ，而
受涂层厚度的影响不大 。 该隔
热降温型中压耐火铝合金电缆
项目在结构中的高阻燃带外涂
敷辐射降温涂料，涂料用纳米
材料制成，能够将热量直接辐
射到使用电缆的空间中 。 再次
有效的帮助降低绝缘护套等有
机材料中热量 ，保护绝缘护套
材料在相对低的温度下运行，
而减少老化。

电力电缆

建筑用 70
年长寿命
电线的开
发与研究

1,315.21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传统建筑用电缆易老化降解，
正常条件下只有 20～25 年使用
寿命 ，使用中如存在超负荷或
极端气候情况则使用寿命更
短，达到一定使用寿命后会出
现安全隐患 ，燃烧时还会产生
有毒有害气体、烟雾 、给人身安
全和财产造成很大威胁。 本项
目通过研究 125℃辐照交联低
烟无卤阻燃聚烯烃绝缘料的耐
温等级和绝缘等级高等特性 ，
以及研究双层绝缘共挤结构，
开发出一种建筑用 70 年长寿
命电线 ，该电线燃烧不会释放
卤酸或其他有毒有害气体，使
用寿命与建筑同步，结构和性
能符合标准 JG/T 441-2014。

电力电缆

两芯平行
连体光伏
电缆的开
发与研究

1,013.62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就光伏应用而言 ，户外使用的
材料应根据紫外线 、臭氧 、剧烈
温度变化和化学侵蚀情况而
定 。 在该种环境应力下使用低
档材料，将导致电缆护套易碎 ，
甚至会分解电缆绝缘层。 所有
这些情况都会直接增加电缆系
统损失 ，同时发生电缆短路的
风险也会增大 。 本项目通过研
究 125℃辐照交联低烟无卤阻
燃聚烯烃绝缘及护套料的耐高
温 、耐盐雾、耐人工气候老化、
耐酸碱 、耐臭氧等特性，开发出
一种两芯平行连体光伏电缆，
此类电缆的结构和性能符合
CEEIA B218—2012《光伏发电
系统用电缆 》标准的规定。 研
发完成后产品达到使用安全，
具有优良的机械物理性能和电
气性能 。

新能源电力电缆

防白蚁型
皱纹铝护
套中压电
力电缆的
开发研究

621.20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当前中低压电力电缆为达到阻
水效果，会采用纵包铝塑复合
阻水带 ；为达到防蚁效果 ，会采
用钢带铠装外加防白蚁型外护
套。 但是遇到大截面电缆 ，不
管是铝塑复合带还是钢带铠
装，在运输以及敷设过程中 ，都
会因为电缆截面大而导致弯曲
时两者裂开 。 这样不仅会导致
防蚁以及阻水效果失效 ，甚至
会导致电缆绝缘及护套损伤而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本项目采
用氩弧焊皱纹铝护套代替传统
钢带铠装，并采用防白蚁型高
密度聚乙烯护套料 ，使得电缆
大大提高了弯曲半径和承受零
序短路电流的能力，有利于运
输及敷设且热稳定性好 ；同时
具有良好的防水 、防白蚁性能。

电力电缆

耐高低温
型建筑用
长寿命电
线的开发
与研究

545.99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如今，建筑用电线电缆两大标
准顺利通过住建部审查 ，首次
规定电线电缆使用寿命不低于
70 年，与 70 年产权房屋寿命同
步 。 电缆新标准公布后 ，具有
防火省电耐用性能的电线电缆
将被更多的装修业主和房地产
开发企业选用 。 本项目导体采
用石墨烯镀膜软铜丝束绞而
成，绝缘采用双层绝缘结构设
计，另外再涂覆一层绝缘性能
良好的绝缘漆 ，使得电线的寿
命与建筑同步 ，使用寿命达 70
年以上，具有低烟无卤阻燃，无
毒 ，耐高低温性能好、耐老化等
特性，电线燃烧不会释放卤酸
或其他有毒有害气体 ，不会产
生有害物质造成二次污染，电
线中不含有重金属 ，对生物，人
类和环境友好。 电线的电气性
能优异，载流量方面 ，是相同规
格 BV 线的 1.5 倍 ，规格越大，优
势越大 。

电力电缆

紫外光辐
照交联聚
乙烯电缆
的开发研

究

440.66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硅烷交联聚乙烯交联方式主要
以蒸汽交联和温水交联为主。
采用蒸汽交联时，水分子容易
进入绝缘内部 ，影响电缆绝缘
性能和电气性能 ，而大多数蒸
汽交联采用的是煤炭燃烧水产
生水蒸汽的方式，煤炭燃烧容
易造成环境污染 ，且蒸汽交联
需要消耗掉大量的水、电 、气
等 ，因而投资较大 。 而温水交
联所需要的水分是从外界扩散
进来的，由于聚乙烯的非亲水
性 ，水在聚乙烯中的扩散速度
很慢 ，致使交联速度非常慢 ，而
且 ，制品的壁越厚 ，交联所需要
的时间越长。 本项目产品采用
紫外光辐照交联绝缘料，并将
紫外光辐照箱放置于电缆放线
机的出线口 ，使电缆通过辐照
箱时经紫外光照射后完成交
联 。 该交联方式成本低 ，无需
蒸汽房或水煮房 ，效率高并且
安装方便提高了电线电缆的电
气性能 ；紫外光交联电缆常期
工作温度 105℃，与硅烷交联电
缆长期工作温度 90℃相比其热
性能提高 16.7%。 同种型号的
电缆在相同工作温度下 ，紫外
光交联电缆使用寿命较硅烷电
缆提高 ；在相外同输送容量下，
紫外光交联电缆可减少线芯实
际截面 。

电力电缆

高功率涂
锡圆线焊
带的研发

415.15

涂锡铜带(又称光
伏焊带)是光伏产
业太阳能电池中的
关键部件 ，对于太
阳能电池的能源转
换效率和使用寿命
至关重要，以此本
项目将研发一种高
导电率涂锡铜带 。

1、铜圆线焊带连续挤压工艺生
产 ，采用特殊的腔体 ，消除缺
陷 ，提高导体的表面质量 、电气
性能和机械性能（柔软性 ）；@2、
圆线涂锡层自动控制的设计，
主要是采用高精密进口红外测
试组件 、以及高精度自动控制
进气量模块化设计 ，从而提高
涂锡层厚度尺寸稳定性；

新能源光伏

大型发电
机组用换
位导线的

研发
394.76

改变现有的换位导
线生产工艺 ，采用
小节距推挡指，自
动化控制解决长度
及弯曲线段长度 ，
确保最终换位导线
在线圈绕制过程中
的折弯位置都是在
直线段，绕包应紧
密 ，缩小外形尺寸 ；
同时采用挤压主动
压延工艺替代传统
的拉拔工艺保证导
体尺寸同时提高了
导线的机械强度并
对导体电阻无影
响 ；导体表面无损
伤、无污迹等缺陷。

1、采用三复合涂层的绝缘结
构，底层采用耐高温附着性优
异的改性聚酰胺酰亚胺漆，中
间层采用聚酯亚胺 ，提高其电
气性能 ，面漆采用聚酰胺酰亚
胺漆，提高其耐温等级和柔韧
性。 @2、采用新型换位方式 ，做
到无损换位及节距小于 6b 的
要求，同时对换位导线出口装
置进行改进，提高换位导线的
紧密 ，配备恒张力绕包装置 ，确
保最终的换位导线外形尺寸偏
差小于 0.10mm，满足提高风力
发电机槽满率高的要求。

核电

新能源汽
车用耐高
温耐电晕
漆包扁线
（方形或接
近方形）的

研究

385.75

研发一种柔软度
好、耐电晕性能优
秀 、耐温等级高和
减小电机总体体积
的新能源汽车用耐
高温耐电晕漆包扁
线（方形或接近方
形），所得漆包线具
备优良的耐热抗电
晕性 、高附着性可
延长延长变频电机

使用寿命 。

1、（方形或接近方形 ）的铜扁线
连续挤压工艺生产，采用特殊
的腔体 ，消除缺陷 ，提高导体的
表面质量 、电气性能和机械性
能 （柔软性）；@2、漆包工艺采用
大电流 、水蒸汽保护退火 ；@3、
采用模具法涂漆，底漆采用耐
电晕改性聚酯亚胺，摩擦系数
低，可满足高速绕线设备需要 ，
而且漆膜的柔韧性和耐磨性
好 ；@4、抗电晕漆的耐电晕性能
效果好 ，可有效抵御高频电压
脉冲的长期冲击，漆包线的实
际使用寿命可得到显著提升，
可适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电
机。

新能源汽车

中压电缆
异形导体
的开发及

应用
380.12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的核心技术是异形导体
各层单线尺寸角度的设计 ，确
保互相之间紧密咬合为一个整
体 ，以及在导体绞合时各层单
线之间角度的对应 ，确保导体
绞合时单线不出现翻身，导体
结构整体圆整 。

目前应用于中压电力
电缆的导体必须采用
紧压圆形导体 ，铜线
通过绞合紧压工艺

后 ，由于紧压拉拔 ，造
成铜内部晶格结构变
化 ，产生加工硬化的
情况，导致铜电阻率
增高 。 而异形线导

体 ，是在单丝拉制时 ，
即将单线拉制为梯形
线，在导体绞合时，各
个梯形线紧密咬合在
一起 ，不需要通过紧
压工艺实现，这样铜
材电阻率就不会增
加 ，在保证导体电阻
合格的情况下 ，用铜
量大大减少 ，有效降

低电缆成本 。

高压同轴
电缆的开
发及应用

379.03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的核心技术采用新型的
工艺技术和高新性能材料 ，以
及电缆结构的创新设计 ，实现
同轴电缆具有优良电气绝缘性
能、阻水性能、防爆阻燃性能等
高性能的目标。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
应用于电力系统的高
压同轴接地电缆，电
缆包括内导体、绝缘
层 、外导体、外保护
套；绝缘层采用交联
聚乙烯材质 ，耐受温
度高；外导体包括内
外相邻的第一层导体
和第二层导体 ；外保
护套采用阻燃交联聚
烯烃材料 ，阻燃防爆 ，
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
性、憎水性和密封性 。
使用时，同轴接地电
缆的一端可以与高压
电力电缆金属护层连
接，另一端与接地保
护装置连接 ，可将高
压电力电的缆金属护
层端的过电压导入接
地保护装置从而有效
地保护高压电力电缆

的正常运行。

纸绝缘半
硬铝纸包
线的研发

364.64

研发一种在导体的
导电率 、导体的高
屈服强度、高强度
绝缘以及散热效果
等方面满足变压器
需求的纸绝缘半硬

铝纸包线

1、铝扁线连续挤压工艺生产 ，
采用特殊的腔体 ，消除缺陷 ，提
高导体的表面质量、电气性能
和机械性能（柔软性 ）；@2、铝扁
线采用特殊的挤压工艺生产，
提高铝扁线的半硬强度 ；@3、
轴装并丝设备及多轴偏心式绕
包方式。 采用盘轴承装绝缘
纸，盘轴最大直径可达 300mm，
恒张力技术可以将绝缘纸均匀
合理的绕包在铝扁线上 ，提高
后期绕制过程中的尺寸均匀
性 。 绕包方式采用偏心式绕
包，解决同心式绕包尺寸不均
的问题 ，6 轴同时绕制 ，确保绕
包的均匀性 。

电网输变电

新能源汽
车用零缺
陷漆包扁
线的研发

353.82

研发一种柔软度
好、耐电晕性能优
秀 、耐温等级高和
减小电机总体体积
的新能源电动汽车
用零缺陷漆包扁
线 ，所得漆包线具
备零缺陷漆 ，可延
长延长变频电机使

用寿命 。

1、扁线连续挤压工艺生产，采
用特殊的腔体，消除缺陷，提高
导体的表面质量 、电气性能和
机械性能 （柔软性）；@2、漆包工
艺采用大电流、水蒸汽保护退
火 ；@3、采用模具法涂漆 ，底漆
采用改性聚酯亚胺 ，摩擦系数
低 ，可满足高速绕线设备需要，
而且漆膜的柔韧性和耐磨性
好；@4、零缺陷漆包扁线可有
效抵御高频电压脉冲的长期冲
击 ，漆包线的实际使用寿命可
得到显著提升 ，可适用于新能
源汽车驱动电机 。

新能源汽车

铜护套柔
性防火电
缆的研究

开发

326.43

公司往新能源、铝
合金电缆 、柔性防
火电缆的方向发
展 ，进行铜护套防
火材料及电缆的研

发

该电缆采用金属铜做为电缆挡
火层 ，防火性能好 ，可通过
BS6387 标准中规定的 CWZ 试
验，而且能够充当最好的接地
线大大提高接地保护灵敏度和
可靠性。 同时铜护套采用轧纹
加工的方式绕包 ,提高电缆整体
的柔软性 15%以上。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
化 、（六）电力系统与
设备、3. 配电与用电

技术

低压柔性
防火电力
电缆的开
发及应用

314.35 高可靠性电缆

通过将常规电缆在结构上和选
材上进行创新设计，以达到其
常规电气性能及机械性能满足
标准的情况下，其阻燃性能、线
路完整性 、烟密度、烟气毒性、
耐腐蚀性等性能达到 GB
31247-2014 规定的 B1 类要求，
满足与工程设计配置标准相适
应 。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
新型的柔性防火电
缆 ，与现有市场上常
规采用矿物填充泥作
为防火层电缆相比更
加柔软 ，该电缆通过
创新结构设计和新型
环保耐火材料实现电
缆的耐火性能通过
BS6387 和 BS8491 规

定的耐火试验。
大型变压
器用高强
度纸绝缘
铜银合金
单面自粘
漆包组合

导线

311.94

农网复合
进户电缆 299.58 电线电缆

为了解决村庄平房区线缆私拉
散乱的问题 ，提供一种便宜安
装集中管理的农网进户电缆 。

建筑、制造、电力、通
信

太阳能光
伏组件用
焊接性镀
锡折弯汇

流带

293.41

城市电网
供电系统
用 10kv 电

缆

287.04 电线电缆

提供一种提高城网供电能力和
电能质量，美化城市环境，绿色
环保的城市电网供电系统用
10kv 电缆 。

建筑、制造、电力、通
信

装配式建
筑环保复
合电缆

283.37 电线电缆 提供一种安全、便捷无需穿管
的装配式建筑环保复合电缆 。

建筑、制造、电力、通
信

防老化扁
电缆 272.91 电线电缆

标提供一种阻燃耐热 、耐寒 、耐
腐蚀、防油防水 ，使用寿命长的
防老化扁电缆 。

建筑、制造、电力、通
信

铝合金芯
光伏电缆
的研究开

发

262.69

公司往新能源、铝
合金电缆 、柔性防
火电缆的方向发
展 ，进行铝合金光
伏系统用电缆的研

发

通过研发，用软铝合金导体 ，代
替光伏电缆的镀锡铜导体，来
节约铜资源，降低成本 ，同时研
发 2 芯平行的铝合金芯光伏电
缆，减少安装工作量 ；软铝合金
导体的电导率可达到 61%IACS
以上 ，伸长率不小于 10%。 在
相同载流量下可节约成本 40％
以上，电缆单位重量可减轻
10％左右。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
化 、（六）电力系统与
设备、3. 配电与用电

技术

新能源汽
车用耐高
温硅橡胶
电缆的开
发及应用

254.69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采用高抗撕硅橡胶材料
作为绝缘和护套材料 ，研究了
硅橡胶的挤出工艺 ，创新电缆
结构设计 ，保证产品具有耐油
污 、耐酸碱、耐高温 、耐低温、抗
弯曲、抗拉、柔韧性好、抗撕裂
及耐磨等性能，防电气干扰且
信号传输稳定。

电动汽车车内高压电
缆工作场合比较恶劣
可能有高温、油污、酸
碱及水等物质存在，
且电缆在使用过程中
要经常的拖曳弯曲移
动，所以对电缆的耐
油污、耐酸碱 、耐高
温、耐低温 、抗弯曲、
抗拉、柔韧性、抗撕裂
及耐磨等性能要求比
较高 。 而目前所应用
的电动汽车车内高压
电缆的综合性能还比
较差，常用普通的

PVC 电缆代替，不能
实现电缆的长期可靠
运行。 针对目前电动
汽车充电电缆现状和
存在的问题 ，本项目
所研发的电动汽车车
内高压电缆具有优异
的耐高温、耐低温 、高
柔韧性 、耐磨性、耐油
性、耐酸碱 、使用寿命
长，耐高压 、大电流容
量 ，防电气干扰以及
信号传输稳定等等优
点 ，可满足电动汽车

长期可靠运行 。

防火电缆
用护套材
料及电缆

254.18 电线电缆
标解决电缆护套防火要求 ，提
供一种隔热、耐火性能优良的
中压防火电缆用护套材料及电
缆。

建筑、制造、电力、通
信

耐高寒防
紫外线电
缆的开发
及应用

253.54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研究高抗撕改性聚醚型
聚氨酯材料 ，增强产品的抗撕
性能和耐低温性能 。 创新设计
镀锡铜导体的股线结构，通过
在每股股线中添加尼龙丝 ，提
高产品的柔软度、弯曲性及整
体强度。 创新电缆结构 ，增加
控制线，能同时进行电力传输
与信号控制 ，方便安装 。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
应用于高海拔地区的
电力电缆 ，电缆绝缘
材料紫外光交联聚乙
烯材料，通过新型的
紫外光交联工艺 ，使
电缆绝缘具有较好的
电气性能的同时还具
有抗紫外线功能，护
套材料采用耐寒 、耐
紫外线高密度聚乙烯
材料，保证电缆的耐
高寒抗紫外线性能 。

热固性耐
油耐低温
配电用软
电缆的开
发及应用

252.29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研究了橡胶型交联聚烯
烃材料，采用改性耐油 、耐低温
交联聚烯烃橡皮材料，使产品
的耐低温性能大大增强，使其
在低温敷设使用环境下的寿命
得到提升。 创新导体设计，改
进电缆的成缆结构，采用更稳
定的结构方式，提高产品的拉
力强度，有效提高产品整体的
抗拉强度。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
低压配电系统热固性
橡胶类耐油、耐低温
配电用软电缆，目前
应用于该系统电缆基
本为塑料电力电缆，
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电
缆本体较硬 ，不应安
装以及电缆耐低温、
耐油等综合性能较

差。 本项所开发电缆
针对此代替该领域的
塑料电力电缆，电缆
具有柔韧性好，易于
敷设，同时还具有较
好的耐低温和耐油性
能 ，满足特殊场合的

使用要求 。

高温台车
专用电缆 243.36 电线电缆

提供了一种具有机械强度高，
在超高温物体附着下电缆难
燃、隔温、隔热并仍能持续正常
供电的特点 。

建筑、制造、电力、通
信

太阳能光
伏组件用
低电阻镀
锡焊带 （互

连带 ）

235.37

低烟无卤
电线的研
究开发

235.04
公司阻燃、耐火、低
压无卤特种电缆材
料及电缆的应用方

向研发

传统的聚氯乙烯绝缘电线燃烧
时产生的烟雾中有大量的一氧
化碳 、二氧化碳和氯化物，这些
物质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 本
项目研发的电线绝缘采用环保
的无卤低烟阻燃绝缘料 ，电缆
不仅阻燃性能好 ，且在燃烧时
不会释放有毒气体 。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
化 、（六）电力系统与
设备、3. 配电与用电

技术

车辆用高
柔性铝合
金芯电缆
的研究开

发

202.75

公司往新能源、铝
合金电缆 、柔性防
火电缆的方向发
展 ，进行车辆用铝
合金电缆材料及电

缆的研发

为了降低铜资源消耗 ，为将传
统汽车用电缆的主要导体材料
铜材料 ，用铝来代替 ，研发细软
铝合金丝导体结构的汽车线。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
化 、（六）电力系统与
设备、3. 配电与用电

技术

环保型耐
高温防火
控制电缆
的开发与

研究

133.53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控制电缆广泛应用于信号控制
技术领域，对于航空航天、工业
自动化 、人工智能等行业的发
展有着巨大作用。 现有的控制
线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以下技
术问题 ：整体强度差，极易发生
损害，导致控制信号传递受阻 ；
控制信号传输过程中容易受到
临近信号通路干扰，致使信号
质量差 ；控制电缆的耐候性差 ，
主要体现在防火和防水性能
上，致使寿命较短 ，不利于数字
化智能社会发展。 本项目克服
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 ，电
缆在玻璃纤维包带外依次包覆
有硅微粉层 、聚氨酯薄膜、酚醛
树脂层、无卤阻燃 pc 薄膜、碱土
硅酸盐纤维层以及水性陶瓷无
机涂料层，从而形成具备优良
性能的复合防火层 ，并且采用
阻燃聚氨酯橡胶外护套，开发
出一种环保耐高温防火控制电
缆 。 如该产品能开发成功，其
市场前景广阔，将成为未来电
缆市场主流 ，并为公司发展提
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电力电缆

220KV 及
以下智能

监测
96.68 智能电网

主体产品内置芯片，运用智能
接地系统融入监控 ，可视化等
多途径数据，为输电线路在智
能电网建设中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保障 。

智慧输电

高传输容
量耐盐腐
蚀抗拉型
海底电缆
的开发研

究

91.81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当前国内，国际海底电缆存在
广阔的市场及应用前景 。 我国
是个海洋大国 ，拥有 1.8 万公里
长的海岸线，6000 多个大小岛
屿散布在海岸的外缘 。 沿海城
市之间 、岛屿之间及岛屿与大
陆之间所需海底电缆的 2018 量
约为 3000km，另外 2018 年国内
在建的海上风电项目约
6.4GW，海底电缆市场可谓一片
大好。 企业应充分抓住机遇 ，
并克服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
足，电缆内衬层外涂覆耐酸碱
防腐涂料，搭配涂覆了一层
ZS-711 无机防腐涂料的 C15
耐氯离子腐蚀不锈钢带铠装
层 ，并增加一层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纤维编织加强层，开发出
一种高传输容量 、抗拉 、抗水
压、耐冲击 、耐盐腐蚀、耐磨损 、
防水 、寿命长的海底专用高传
输容量耐盐腐蚀抗拉型电力电
缆 。 如该产品能开发成功，其
市场前景广阔，将为公司发展
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

电力电缆

高导电率
抗拉耐腐
蚀型钢芯
铝绞线的
开发研究

66.98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近年来 ，全国空气污染加剧 ，雾
霾天气 、酸性气体污染、海盐气
候等气候条件加剧钢芯铝绞线
的腐蚀，从而影响输电安全 。
另外 ，在趋肤效应的影响下，钢
芯铝绞线中的大部分电流会处
于钢芯铝绞线的表面 ，而钢芯
铝绞线的表面积较小，所以电
功率损耗大，同时导致钢芯铝
绞线表面温度高 ，而较小的表
面又不利于散热，导致钢芯铝
绞线长期处于较高温度的工作
环境中，这就降低钢芯铝绞线
的使用寿命和工作的稳定性 。
本项目产品钢芯采用 S600E 索
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丝绞合而
成。 并在每根钢丝外表面涂覆
一层环氧粉末涂料 。 在钢芯外
重叠绕包聚酰亚胺薄膜，并涂
覆第一辐射散热降温涂料层后
再包覆超轻镀金属纤维编织抗
拉层。 在每层高导电铝丝绞合
层外均涂覆一层石墨烯导电涂
层 ，并在最外层涂覆第二辐射
散热降温涂料层，采用上述结
构大大提高了钢芯铝绞线的耐
候性耐腐蚀性，使电缆具备高
导电率、高强度 、散热性好 、使
用寿命长，输电安全性高等优
良性能。

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

航空航天
用 NiAlRE
基单晶高
温合金材
料项目

62.13

以 Ni 为主元素 ，包
含 Al 和稀土元素
(RE)的高硬度 Ni-
Al-RE 三元共晶合
金及其制备方法

（1）该方法设计的 N1-A1-RE
三元合金具有完全共晶组织 ，
并且共晶片层非常细小 ，片层
间距在 0.1?0.9 微米之间 ，为合
金进一步开发提供基础，可以
将该合金应用到其它凝周工艺
中进行生产 ，如釆用定向凝固
工艺 ，可以开发组织细小的定
向合金，使合金单一方向的力
学性能进一步提升 ；@（2）由于
材料微观组织中的共晶相具有
很高的硬度，因此材料整体硬
度较高 ，维氏硬度可以达到
650HV，比纯二元 Ni-Al 合金高
出一倍 ；@（3）制备方法简单高
效 ，无需二次加料，一次冶炼可
以得到所需合金，并且成分范
围较宽 ，有利于工业化应用 。

应用领域：推动稀土
在镍基合金中的应

用、航空航天、能源等
领域的应用 方向：
为了使稀土能够大量
的运用到镣基合金
中，需要根据预定方
向进行合理的成分设
@ 计，对制备工艺进
行严格控制，以保证
得到的新材料满足预
期 ,并能够进行后续
开发 ，最终推动稀土
在線基合金中的应

用 。 如何能将稀土大
量运用于镣基合金
中，形成功能性或者
性能更强打的新材
料 ，是目前突破稀土
产业下游瓶颈的一个
切入点 。 为了给稀土
镣基合金的开发提供
更多的基础研究数
据,有必要开发新型
的含大量稀土镣基合
金材料及其制备工

艺 。
冷缩电缆
附件绕管
机的自动
化改造

60.50 节能降耗
找到可以替代人力或减少人力
设备工装，产品质量不受人为
因素变动提高生产效率 。

设备自动化

10KV 系列
冷/热缩电
缆附件

40.90 结构优化

产品从设计电场计算 ，符合设
计要求 ，生产工艺要求，安装工
艺要求，模拟计算满足各项电
气 、机械性能要求 。

输电网建设

石墨烯基
涂覆高强
度导电布
（带 ）研发

21.76

1、对于 110 kV 及
超高压电力电缆或
导体截面大于 500
平方毫米的 10-35
kV 中压电缆 ，绕包
高强度导电带带
材；2、对要求防高
频电磁干扰并柔软
场合敷设的铜丝编
织屏蔽控制电缆及
信号电缆 ；3、对于
军用帐篷等军工用

品 。

①石墨烯表面活性剂研究 ；②
石墨烯基导电胶配方研究；③
石墨烯复合导电带（布 ）的性能
测试方法研究；④中试工艺研
究和设备选型 ；

电线电缆及军用领
域 。

双辐照交
联低烟无
卤电缆料

19.30 阻燃改性

本项目总体目标是设计辐照交
联兼具紫外光交联的线缆用低
烟无卤材料，既可以采用加速
器辐照实现交联 ，又可以通过
紫外光辐照实现交联，并且不
改变材料的加工使用性能 ，采
用现有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 。

本项目计划结合辐照
交联和紫外光交联两
种材料的优点 ，同时
具备两种交联能力，
给客户提供更多的便
利，减少客户库存 ，降
低生产加工成本 。

武进区石
墨烯复合
高半导体
高分子材
料屏蔽交
联聚乙烯
绝缘中高
压电力电

缆

15.37

本项目通过交联聚
乙烯绝缘中高压电
力电缆用 （内外半
导电屏蔽）石墨烯
复合高半导电聚烯
烃材料配方研究 、
性能验证、挤出工
艺研究及应用于电
缆内外半导电屏蔽
层结构设计和工艺
研究 ，研发出相关
主要性能指标高于
目前同类产品的高
性能中高压电力电
缆并应用推广。

（1） 石墨烯粉体添加到聚乙烯
和 EVA 中的配方研究 、（2） 石
墨烯复合高半导电屏蔽材料的
性能测试方法研究验证，确保
测试数据的准确。 @（3） 石墨
烯复合高半导电屏蔽材料挤出
工艺研究。 @（4） 石墨烯复合
高半导电屏蔽材料小批量生产
的工艺研究和设备选型，确保
可以制备出一定批量的材料 。
@（5） 石墨烯复合高半导电高
分子材料屏蔽的交联聚乙烯绝
缘中高压电力电缆结构设计。
@（6） 交联聚乙烯绝缘中高压
电力电缆采用石墨烯复合高半
导电高分子材料屏蔽的工艺研
究、验证及样品试制 。

电线电缆

机车线用
125℃低烟
无卤阻燃
聚烯烃电

缆料

15.35 阻燃改性

本项目总体目标是研究开发机
车线用低烟无卤聚烯烃电缆料
的配方体系，设计确定满足稳
定生产机车线用低烟无卤聚烯
烃电缆料完整的工艺 。

应用于机车线的低烟
无卤阻燃耐油聚烯烃

电缆料

B1 级阻燃
低烟无卤
聚烯烃电

缆料

13.90 阻燃改性

本项目开发主要内容是：开发
B1 级阻燃低烟无卤聚烯烃电缆
料的成熟配方体系，制订 B1 级
阻燃低烟无卤聚烯烃电缆料完
整的生产工艺 ，生产性能稳定
的 B1 级阻燃低烟无卤聚烯烃
电缆料产品 。

满足 B1 级阻燃的电
缆料 ，适用于城市轨
道交通等密集人员场
所使用的主要电缆。

石墨烯电
缆的研发
和生产

5.78

研究石墨烯复合高
半导电屏蔽材料用
于交联电缆的工艺

技术

1. 研究石墨稀粉体与基体材料
的均匀分散技术；2. 进行石墨
稀复合高半导电屏蔽材料挤出
工艺研究；3. 研究石墨烯复合
高半导电屏蔽材料用于交联电
缆的工艺技术。 4. 制定石墨稀
复合高半导电材料屏蔽交联电
缆相关技术指标、企业标准编
制及备案。

电线电缆

屏蔽料沸
腾床及挤

出机
0.48 电缆屏蔽料生产用

卧式沸腾床

解决现有电缆屏蔽料生产用卧
式沸腾床在实际使用时其内部
的电缆屏蔽料颗粒在运动时会
相互碰击 ，这种碰击会对器壁
造成摩擦。 容易使器壁磨损，
对外出口的气体中含有粉尘，
对外排出会污染环境的问题 。

塑料生产装备

环保型铁
路车辆用
薄壁电缆
开发研究

1,028.61 582.28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国际标准化组织新发布的汽车
线标准中规范了一种超薄壁的
汽车线，对于截面积 1.5mm2 及
以下规格的汽车电缆绝缘层的
壁厚不超过 0.2mm，有的汽车
厂商甚至提出了 0.15mm 的要
求 。 由于现阶段国内挤出设备
的精度无法达到国外设备的精
度水平，同时原材料在稳定性
上存在不足 ，这样在绝缘生产
过程中会频繁出现绝缘击穿现
象 ，若放宽绝缘厚度，则无法满
足电缆的外径要求 。 而国外因
其高精度的挤出机设备及自主
配置的阻燃聚烯烃材料，几乎
垄断了铁路机车用电缆的市
场。 本项目通过研究低烟无卤
辐照交联聚烯烃绝缘及护套料
的耐油 、耐高温、高柔性 、高强
度等特性，开发出一种环保型
铁路车辆用薄壁电缆，此电缆
的结构和性能符合 EN50306-
2002 标准，产品结构简单，研发
完成后产品具有低烟无卤、阻
燃、耐油、耐高温 、柔软等性能 ，
能适应苛刻的安装使用环境，
可以替代进口薄壁电缆。

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

加强型平
管铝护套
超高压电
缆开发研

究

863.95 535.82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现在超高压电缆中使用的皱纹
铝护套存在波峰和波谷，导致
半导电缓冲层间存在空隙，造
成缓冲层与金属护套间电气接
触不良形成放电导致铝护套蚀
伤甚至击穿；半导电阻水带及
缓冲带产品的基布均为无纺布
类，无纺布大多数为聚酯短纤
维强度稍差 ，生产的半导电阻
水带及缓冲带强度受限，已不
满足当前国际市场需求。 通过
研究及试验确定平管铝护套纵
包焊接工艺和填充了长丝聚酯
纤维的加强型半导电阻水带及
缓冲带绕包工艺以替代传统皱
纹铝护套和半导电阻水带。 开
发出一种加强型平管铝护套超
高压电缆 ，采用平管铝护套代
替传统皱纹铝护套，以改善传
统超高压电缆中皱纹铝护套与
缓冲带接触不良形成放电烧毁
电缆的现象 ，并且减小电缆尺
寸，提高电缆敷设空间以及抗
外界冲击能力；采用在无纺布
中填充了长丝聚酯纤维的半导
电阻水带及缓冲带代替传统填
充聚酯短纤维的半导电阻水带
及缓冲带，提高了阻水带的纵
向拉断力 。

电力电缆

环保型高
防水中高
压电缆开
发研究

709.15 485.72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项目研究在每一层绞合导体层
上涂覆一层阻水粉，并均匀吸
附在绞合导体的缝隙及表面 ，
该阻水粉遇水即膨胀，起到良
好的纵向阻水作用；绞合导体
外再双向绕包两层同样遇水膨
胀的半导电阻水带配合铝塑复
合带和内护套表面防水涂层达
到三重径向阻水作用；配合上
诉阻水粉可形成纵向径向全防
水效果，开发出的一种环保型
高防水高压电缆 ，该产品具有
性能可靠 、稳定 、优越 、等特点，
电缆浸泡在水中 48h 后 ，通过冲
击电压及交流电压试验。 在市
场中已形成替代原有防水电缆
趋势。

电力电缆

石墨烯复
合高导热
聚氯乙烯
护套材料
开发及应
用于电缆
的研究

614.97 578.26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该项目研究在聚氯乙烯树脂中
加入导热剂石墨烯和其他辅助
导热剂，大大提高电缆护套层
的导热率，在导体温度达到
90℃时的负载条件下 ，将护套层
导热系数从 0.14W/mk 提高到
0.3W/mk，电缆导体温度可降低
4℃，如按照导体温度 90℃不变
电缆载流量可提高 4.5%，明显
提高电缆载流量和降低损耗的
电能，开发出一种石墨烯复合
高导热聚氯乙烯护套材料及电
缆，提高了电缆运行寿命 ，而且
生产成本低 ，利润率高 。

新材料及电力电缆

轨道交通
1500V 及
以下直流
牵引电力

电缆

297.47 177.80 398.83

公司开始往新能源
电缆、石墨烯等新
材料应用于电缆以
及环保防火电缆方

向进行研发。

本项目采用普通挤塑机挤代替
挤橡机挤出橡皮绝缘和护套，
开发出的一种轨道交通 1500V
及以下直流牵引电力电缆，绝
缘和护套的物理机械性能和电
性能指标明显优于普通橡皮绝
缘，且电缆具有阻燃防水防紫
外线防鼠蚁耐油无卤低烟、耐
老化 、长寿命等优良性能。 一般
挤橡机螺杆长径比都比较小一
般在 12~18 倍、料筒温度较低 ，
一般不超过 100℃，有的还需要
热喂料 ，使用材料一般是橡胶
条 ；挤塑机螺杆长径比为 25 倍，
按照普通挤塑机挤出绝缘或护
套会出现螺杆扭力过大烧毁电
机、挤出材料焦烧等问题。 项目
中由于在生产全过程中不接触
高温蒸汽，绝缘和护套的物理
机械性能和电性能要远远高于
常规方式生产的橡皮绝缘电
缆，其他指标如耐油 、阻燃 、耐紫
外线、防鼠防蚁等性能也优于
常规方式生产的橡皮绝缘电
缆，很多橡皮绝缘电缆使用寿
命非常短，尤其是经常移动的
场合 ，有的只有几个月的使用
寿命。

电力电缆

高性能防
雷接地线

缆
295.40 186.51 电线电缆

提供一种适应高温、水侵、日光
暴晒等安装条件复杂情况下的
高性能防雷接地线缆。

建筑、制造、电力、通
信

耐寒-40℃
高阻燃聚
氯乙烯电

缆料

261.49 220.59 耐低温改性

通过合理的阻燃体系提高聚氯
乙烯电缆料阻燃性能 ，并采用
不同聚合物改性剂来改变聚合
物材料结构形态 ，使其具备优
良的耐寒性能 。 关键技术是共
混改性配方体系 、聚合物改性
方法和工艺，以及材料的预处
理工艺。

适用于有高耐寒 、柔
软要求的线缆制造

交联聚乙
烯绝缘聚
烯烃护套
无卤低烟
阻燃 B1 耐
火电缆的
开发及应

用

252.44 426.78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采用新的阻燃技术理
念 ，通过创新电缆结构设计和
采用新型的材料，在确保电缆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电气性能
的情况下，实现了电缆的阻燃
B1 性能 ，并解决了电缆在火灾
发生时具有发烟量低和无有毒
有害的腐蚀性气体释出 。

本项目针对地铁 、医
院 、机场 、体育场等人
员密集的公共场合开
发的符合 GB31247-
2014 标准的电缆。 该
标准引用了欧盟等国
家的先进标准 ，完全
不同于常规阻燃耐火
电缆的考核要求，是
完全模拟火焰场景制
定的 ，不但考核常规
的火焰蔓延以及低烟
无卤等特性，还要考
核热量释放速率 ，产
烟速率以及毒性指数
等指标 。 随着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合的防火
安全等级的逐步提
高 ，该电缆的需求量
必将迅速增加 ，该项
目目标要成功开发符
合 GB31247 标准规定
的低烟无卤电缆 。

建筑工程
用 70 年
寿命高性
能辐照交
联无卤阻
燃电缆的
开发及应

用

249.43 425.09 高可靠性电缆

采用新的辐照技术理念，通过
创新电缆结构设计和采用最
新型的材料，在确保电缆电气
性能的情况下，实现电缆的无
卤低烟阻燃及长寿性能 。 解决
电缆在火灾发生时具有发烟
量低和无有毒有害的腐蚀性
气体释出 。

本项目目标是开发
一种建筑用阻燃及
耐火用高性能电线
电缆 ，该电缆具有使
用寿命长，阻燃性能
优异，对环境安全无
污染等特性，满足应
用于建筑行业特定
场所对高标准无卤
低烟阻燃电力电缆

的使用要求。

高端家装
电线的开
发及应用

189.68 282.86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研究了电子加速器辐
照交联工艺，采用双层绝缘结
构设计和辐照交联加工工艺，
两种辐照交联聚烯烃材料解
决家装电线在选择绝缘电阻
和高阻燃性能要求两种不同
材料的兼容性问题 ，确保产品
电气性能更稳定，抗老化性更
加可靠 ，具有无卤低烟阻燃、无
毒、耐高温等特性 ，满足现代装
修需求 。

本项目目标是设计
研发一种高阻燃高
寿命高负载低烟无
卤建筑布电线 ，该电
线具有 70 年长使用
寿命 、设计合理的电
缆结构 、安装维护简
便 、电气性能优越以
及耐高温 、低压无卤
阻燃 、信号传输稳
定、绿色环保等优

点 。

新型耐大
气老化 、
抗腐蚀轨
道交通直
流牵引组
合电缆

189.66 170.47 237.53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自主研究乙丙绝缘橡
皮配方 、热固性无卤交联聚烯
烃弹性体配方 。 使 EPDM 的
抗张强度不小于 7.0Mpa；以
EVA 材料为基材 ，通过各种配
合剂的调配，采用高分子共混
技术，实现 XLPO 材料的橡胶
化，同时具有无卤阻燃 、抗紫外
线辐射及油污腐蚀。

本项目针对现有技
术状况提供一种新
型耐大气老化 、抗腐
蚀轨道交通直流牵
引组合电缆 ，该电缆
不但具有常规直流
牵引电缆优异的电
性能 ，较高的安全可
靠性以及环保性能
等 ，还具有优异的耐
日光大气老化 ，抗酸
碱油污腐蚀等性能，
满足恶劣工作场合
的使用要求，同时电
缆中设置有控制线
芯，同时能够实现动
力和控制信号的共

同传输功能。

10kV 高
压电机引
接软电缆
的开发及

应用

189.16 284.26 -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自主研究耐高温高压
乙丙绝缘橡皮 、交联型半导电
屏蔽橡皮和无卤阻燃耐油耐
腐蚀交联聚烯烃护套橡皮的
改性技术 ，创新设计导体结构
和屏蔽结构 ，使电缆具有耐高
温 、高柔软耐弯曲、低烟、无卤、
阻燃、耐浸渍漆、耐溶剂 、耐腐
蚀等特性 ，该电缆在复杂环境
下也具备稳定的电气性能，柔
软性能突出，耐腐蚀性能强，在
恶劣环境中能够长期稳定运
行 。

额定电压 10kV 及以
下电机绕组引接软
电缆是根据国内外
著名的企业，如亿盛
科技、东方日立、湘
电、兰电、佳木斯电
机等厂家提出的实
际需求而开发的，电
机产品现在向高压
化 、变频化、特种电
机的方向发展。 这
些电机由于使用性
能特殊 ，有的要求电
缆具有低烟无卤性
能；有的电机由于加
工工艺特殊，要求电
缆和电机绕组浸漆
工序一起加温，要求
电缆有极高的耐高
温性能；有的电机使
用电压较高 ，要求使
用耐较高电压的电
缆；并且普遍要求电
缆十分柔软 。 随着
特殊用途电机的增
多，主机厂对这类电
缆的需求猛增，所以
它是一个发展前景
十分良好的产品。

鉴于目前的状况，迫
切需要开发一种能
够真正适应于现代
特种电机配套专用

电缆 。

农网改造
用架空型
抗紫外线
控制电缆
的开发及

应用

188.65 283.31 -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的核心技术是将同轴
视频线和信号控制线融合到
一根电缆内部 ，实现视频信号
和控制信号的共同稳定可靠
传输 ，同时要满足电缆的架空
敷设，确保电缆具有较好的抗
拉性能 ，避免内部线芯受到拉
力，还要具有优良的抗紫外线
辐射的耐候性，确保电缆可长
期暴露空中。

本项目目标是开发
一种防紫外光、耐候
型架空控制电缆，该
电缆具有适合户外
架空敷设使用，使用
寿命长 ，高强度抗
拉 ，耐候性强等特

性，满足用于传送控
制 、测量信号系统的

使用要求。

带石墨烯
防腐涂层
的架空导

线

180.62 121.40 236.90

公司开始往新能
源电缆、石墨烯等
新材料应用于电
缆以及环保防火
电缆方向进行研

发。

在防腐涂料中加入石墨烯 ，不
光可使防腐涂料降低成本，而
且大大提高了金属的耐腐蚀
能力，在电缆行业上也可制成
具有耐高腐蚀架空导线 ，在钢
芯外均匀涂覆一层具有导电
及防腐性能的石墨烯防腐涂
层，从而增加导线的防腐性能，
大大延长架空导线的使用寿
命 。 且每绞合一层铝丝或铝合
金丝后 ，每层绞合层外可根据
防腐级别需要每层都再增加
涂覆石墨烯防腐涂层 ，使导线
的防腐性能更加优异 。 本项目
通过研究带石墨烯涂层的架
空导线结构设计、石墨烯防腐
涂层涂覆工艺 、石墨烯防腐涂
层是否对导线电性能以及机
械性能产生影响等 。 开发出一
种新型带石墨烯防腐涂层的
架空导线，具有耐高腐蚀 、耐大
气、耐老化、长寿命等优良性
能。

裸电线及裸导体制
品

通信电源
用低烟无
卤阻燃耐
火软电缆
开发研究

178.70 476.39 -

公司开始往新能
源电缆、石墨烯等
新材料应用于电
缆以及环保防火
电缆方向进行研

发。

通过研究阻燃型陶瓷化硅橡
胶复合带、低烟无卤高阻燃聚
烯烃隔氧层料 、低烟无卤高阻
燃聚烯烃护套料的耐火、耐火
焰下水喷淋、耐火焰下振动、高
阻燃、低烟无卤等特性 ，开发出
一种通信电源用低烟无卤阻
燃耐火软电缆 。 电缆通过
GB/T 19216.21 标准规定的耐
火测试，不低于 750℃火焰下
持续通电 90min 不击穿；通过
GB/T 18380.33 标准规定的 A
类燃烧试验 ，炭化高度≤2.5m；
通过 GB/T 17651.2 标准规定
的烟密度试验，烟密度≥60%；
通过 GB/T 17650.2 标准规定
的无卤试验，PH 值≥4.3，电导
率≤10μS/mm。

电力电缆

高压直流
电缆用纳
米改性交
联聚乙烯
电缆料

149.18 306.37 - 高绝缘改性

在不损失材料介电性能的基
础上添加某种正温度系数的
纳米粒子添加剂来抵消材料
的负温度特性、改善材料对温
度的依赖性，从而减少由温度
梯度效应引起的材料中空间
电荷的积聚。

高压直流电缆绝缘

耐老化光
伏电缆 148.85 145.35 299.22

公司开始往新能
源电缆、石墨烯等
新材料应用于电
缆以及环保防火
电缆方向进行研

发。

通过研究辐照交联低烟无卤
阻燃光伏电缆用绝缘及护套
料的耐高低温 、耐酸碱 、耐气候
特性，开发出一种耐老光伏电
缆 ，此类电缆的结构和性能符
合 EN50618 标准的规定 。 研
发完成后产品具有耐高低温 、
耐酸碱、耐气候、耐臭氧 、柔软 、
抗冲击等优良性能。 另外电缆
也将通过寿命特性试验，寿命
不低于 25 年。

新能源电力电缆

抗焦烧高
速挤出半
导电屏蔽

料

120.21 126.63 - 抗焦烧性能改进

本项目主要的研究开发内容
包括以下方面 ：基体树脂和改
性树脂复配体系，改善无机导
电填料与基体树脂的相容性 ；
解决半导电屏蔽料在实际加
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焦烧问
题 。

本项目研制满足高
速挤出工艺的半导
电屏蔽料 ，挤出速度
可到达普通电缆生
产工艺的 2 倍 ，且耐
焦烧 ，导电性能好。

阻燃型硅
烷交联聚
乙烯电缆

料

109.89 114.38 - 阻燃改性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阻燃母料
的制备和其在硅烷交联料的
阻燃应用阻燃母料对普通硅
烷交联料的力学性能和电性
能的影响 。

满足电缆料阻燃要
求的硅烷交联聚烯

烃电缆料

工业装备
用拖链软
电缆的开
发及应用

53.43 169.55 265.84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通过创新电缆结构设
计 ,采用新型高分子弹性体材
料,实现电缆功能多样化,同时
电缆具备高柔性 、抗拉 、使用寿
命长，可靠性高等特性 ，满足现
代智能化工业电子系统的使
用要求 。

本项目目标是开发
一种新型高柔性抗
拉防火拖链电缆，该
电缆具有高柔性、抗
拉 、防火 、使用寿命
长，可靠性高等特

性，满足现代智能化
工业电子系统的使

用要求 。

ERF 型乙
丙绝缘氯
化聚乙烯
护套电力
软电缆

52.51 171.87 265.70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研究了 ERF 型乙丙绝
缘氯化聚乙烯护套电力软电
缆用乙丙绝缘橡皮和氯化聚
乙烯护套料的改性技术和共
混技术，开发具有耐高温 、体积
电阻较高、耐候性等特点的乙
丙胶料 ，并设计开发氯化聚乙
烯护套配方，该护套料具有高
耐磨，高抗拉 、高抗撕性 、高阻
燃等性能。 同时通过创新电缆
结构设计，保证了导体具有良
好的柔软度。

本项目的目标是成
功开发额定电缆

0.6/1kV 乙丙橡胶绝
缘氯化聚乙烯相当
合成弹性护套电力
电缆，尤其对氯化聚
乙烯相当合成弹性
体配方进行研发，实
现材料性能符合

GB/T12706.1-2008
的规定，确保产品顺
利通过型式试验 ，为
下一步公司扩充生
产许可证范围 ，进而
拓展国网该领域产

品做好准备 。

机场助航
灯电缆 52.46 168.67 251.12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研究了助航灯电缆的
半导电导体屏蔽料 、交联聚乙
烯绝缘材料、半导电绝缘屏蔽
料 、聚乙烯护套材料的改性技
术，采用三层共挤、干法交联、
连续硫化的方式一次性生产
出绝缘线芯，保证无杂质带入，
确保电缆具有较高的电气可
靠性。 电缆结构上设置重叠铜
带屏蔽 ，实现电缆的抗电磁干
扰性能 。 完全满足机场助航灯
系统全天候环境下的输电需
求 。

本项目目标是成功
研发机场助航灯照
明电缆，对交联生产
线进行改造，实现小
截面 6 平方交联聚
乙烯绝缘三层共挤，
并逐步改进生产工
艺 ，以实现批量化机
场助航灯电缆的生
产，进而实现该领域

市场的拓展 。

高性能本
安型计算
机电缆

52.27 171.82 236.87 高可靠性电缆

本项目研究新型优质辐照交
联聚乙烯共聚物的改性共混
加工工艺技术 ，制成低电容 、低
电感、耐高低温、耐强酸碱腐蚀
的绝缘和护套料 。 创新电缆结
构设计 ，采用铝塑复合带纵
包+铜丝编织的新型屏蔽结
构，确保电缆具有超强的抗电
磁干扰能力 ，在高频超强电磁
波辐射环境中仍能正常可靠
运行 。

本项目目标是开发
一种具有优越的耐
高温 、耐油污及化学
品腐蚀、低电容 、低
电感 ，超强的抗电磁
干扰性能以及稳定
可靠的传输性能和
较长的使用寿命和
较高的性价比 ，其综
合性能全面而强大，
产品结构紧凑、使用
方便，维护简单的应
用于发电 、冶金 、石
油 、化工 、钢铁等工
矿企业的集散系统、
电子计算机系统、自
动化系统信号传输
的高性能本安计算

机电缆 。

光伏逆变
器用耐高
温柔性立
绕漆包扁
线的研发

844.15 397.09

研发一种柔软度
好、耐温等级高光
伏逆变器用耐高
温柔性立绕漆包
扁线 ，所得漆包扁
线具备优良的耐
热高柔性、高附着
性可延长光伏逆
变器使用寿命及
提升整体发电效

率 。

1、扁线连续挤压工艺生产，采
用特殊的腔体，消除缺陷，提高
导体的表面质量 、电气性能和
机械性能（柔软性）；@2、漆包
工艺采用大电流 、水蒸汽保护
退火 ；@3、采用模具法涂漆，底
漆采用耐高温改性聚酯亚胺，
摩擦系数低 ，可满足高速绕线
设备需要 ，而且漆膜的柔韧性
和耐磨性好 ；@4、抗高温漆的
耐高温性能效果好 ，可有效抵
御高频电压脉冲的长期冲击，
漆包线的实际使用寿命可得
到显著提升，可适用于各类光
伏逆变器。

新能源光伏

(下转 C71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