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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电压 26/35kV 以上电压等级挤包绝缘电力电缆

用半导电缓冲层材料 》（征求意见稿）中国标准化协会

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额定电压 26/35kV以上电压等级挤包绝缘电力电缆用半导电缓冲层材料》团

体标准是由中国标准化协会批准立项。文件号中国标协【2019】161号。本标准由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出，中国标准化协会归口，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杭州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

限公司、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上缆藤仓电缆有限公司、特变电工山东鲁能

泰山电缆有限公司、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远东电

缆有限公司、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中天科技

海缆有限公司、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中辰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供电公司

联合起草。 

1.2编制背景与目标 

 高压电缆缓冲层烧蚀问题困扰了高压电缆界近二十年，标准参与单位组建的

“高压电缆缓冲层特性联合研究战略合作平台”，经过二年多时间的专心研究、反复

试验验证、事故调研和分析研究，对高压电缆缓冲层烧蚀的成因机理有了充分的了

解。虽然 JB/T10259《电缆和光缆用阻水带》标准中给出了一些性能项目和指标，

但从二十几年的使用情况看，高压电缆出现的缓冲材料发白、烧蚀、电缆击穿等故

障现象，与对半导电聚酯纤维缓冲带材料的特性了解不深入有关，特别是在高压电

缆结构设计不合理或与其他材料相容性未掌握，以及对缓冲层材料特性或性能指标

及其测试条件未明确规定有关。仔细分析 JB/T10259标准中阻水带的技术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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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更侧重于通信电缆和光缆的要求，与高压电缆对缓冲层材料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

距，针对缓冲层材料和高压电缆结构研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故障电缆的成因机

理，作为编写制定此标准的依据，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些适合高压电缆用缓冲层材料

的考核要求和测试方法。 

编制的目标是通过制定此标准，原材料生产企业按此标准生产缓冲层材料，电

缆制造企业严格按照此标准验收原材料，这样能保证今后高压电缆不会出现缓冲层

故障。 

1.3主要工作过程 

编制本标准的前期工作：2017 年 4 月 20 日在常州组织召开了高压电缆缓冲层

故障研讨会。参会人员 72名，有来自高校、检测机构、电力系统、电缆制造企业和

原材料供应商。此次会议研讨的内容与当前国内陆续出现高压电缆绝缘屏蔽烧伤事

故相一致，所以受到相关人员特别是电力系统运维人员的高度关注，研讨会上交流

的内容有： 

（1）西安交通大学曹晓珑教授——《高压电缆的阻水缓冲层故障》  

1）介绍了国外几种高压电缆护层结构； 

2）常见护层故障现象，以及发生故障的条件统计； 

3）国外的分析结果； 

4）国内的初步试验分析结果； 

5）护层性能劣化的评估方法探讨；  

6）现役电缆的补偿处理技术探讨；  

7）改进护层设计的思考 ； 

8）建议全行业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2） 国网电科院 樊友兵高工——《高压电缆缓冲层要求及结构优化》  

1）国产高压电缆缓冲层结构、设置目的和作用； 

2）平直套和铝塑复合套对载流量的影响对比； 

3）国产不同缓冲层的载流量对比——热阻系数； 

4）国产阻水缓冲带特性与作用分析； 

5）改进与提升要求：（a）纵向阻水要求不高时：挤塑工艺、半导电缓冲橡胶带；

（b）有纵向阻水要求时：加强阻水带设计和绕包工艺，采用金布绕包加一层阻水带

绕包，对绕包带膨胀率进行控制；（c）加强工艺，减小间隙；（d）加强平直套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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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测试。 

（3） 吴长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压电缆绝缘屏蔽局部烧伤分析及解决对策》  

1）“烧伤”案例； 

2）原因分析：（a）放电：辉光放电、电晕放电、火花放电、弧光放电；（b）泄

露电流； 

3）阻水特性和护层结构；  

4) 缓冲层材料标准与测试方法； 

5）解决烧伤对策的探讨。 

（4） 北京供电局 任志刚主任——《高压电缆故障典型案例介绍》  

1）北京地区高压电缆故障简介； 

2）典型故障特征；  

3）初步分析结论：导电率不合格，间隙不当。 

4）困惑：（a）检测手段？（b）故障具体原因？（c）入网检测阶段如何提前发

现？ 

（5） 上海电力公司 蒋晓娟高工 《上海电力公司类似故障案例分享》 

（6） 广州供电局 单鲁平高工——《广州供电局电缆情况汇报》  

（7） Prysmian 海缆及高压电缆系统工程 高级经理 王瑛《欧洲高压电缆护层结构

介绍》 

1）国外高压电缆结构发展历程； 

2）平滑铝结构； 

3）法国型式试验内容；  

4）Cigre 相关资料； 

5）电缆选型介绍； 

    6)平滑铝应用。 

研讨会期间代表们讨论热烈，大家受益匪浅，认为是一次接地气的研讨会，也

是行业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涉及到电网安全运行的大事，无论是生产制造企

业还是电力系统都非常关注，希望通过研讨和后续的研究工作，能够搞清楚绝缘“烧

伤”的机理，提出原材料和产品结构的改进措施，研究在役高压电缆的预防检测技

术等。 

西安交通大学钟力生教授作了总结发言，阐述了此次研讨会的意义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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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在“国际大电网绝缘电缆中国研究委员会”领导下成立研究工作组，由吴长顺

副主任为该工作组召集人，杨娟娟博士为工作组秘书，邀请国内电缆制造企业、各

电力公司、原材料供应商和有关检测机构共同参与。 

研究工作组的任务是（但不局限与这些）： 

1） 制定高压电缆用半导电缓冲材料、半导电阻水缓冲材料、金属屏蔽带（布）

和阻水金属屏蔽带标准； 

2） 非线性半导电缓冲材料表面电阻和体积电阻测试方法研究； 

3） 绝缘屏蔽“烧伤”机理研究； 

4） 电缆护层结构和生产工艺研究； 

5） 长期老化试验比对研究； 

经过二年多的研究，2019 年 6月 1召开了课题结题会议。会议内容如下： 

由国际大电网绝缘电缆中国研究委员会组织、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协办

的“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护层特性研究”结题研讨会于 2019年 6月 1日在

江苏常州顺利召开，有来自高校、检测机构、电力系统、电缆制造企业和原材料生

产厂家的 59 名专家学者参会（见附件 1）。围绕该课题的《高压电缆缓冲层特性研

究报告》（后简称“研究报告”）及制定的企标 ISTCW02-2019《额定电压 26/35kV以

上电压等级挤包绝缘电力电缆用半导电缓冲层材料》（后简称“企标”），进行了一系

列成果分享和研讨。 

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 

（1）西安交通大学中钟力生教授——生动的开场致辞   

1）在“六一”儿童节召开的本次研讨会有种特殊的含义：我国电缆行业逐渐走

向成熟，大家开始深入思考“想干什么”的问题； 

2）希望我国电缆行业能“长”——有效益、“顺”——有质量； 

3）本课题成果将成为 Cigre B1中国工作组的研究报告； 

4）亚洲地区（新加坡、韩国等）陆续发现此类问题，可借鉴欧洲的相关经验，

或分享 Cigre D1工作组的研究成果。 

5）电网方面还特别关注现场检测的技术可行性。 

（2）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吴长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报告》成果

分享  



5 

1）缓冲层多次出现问题的根源不只是电气问题，还有化学问题和材料问题； 

2）国内标准中对缓冲层作用的要求的差异分析，指出了容易忽略的关键点，以

及国内高压电缆缓冲层设计中的不足； 

3）通过故障电缆解剖，发现缓冲层出现异常白色粉末现象的共性特征； 

4）通过白色粉末的成分分析，研究其产生的机理； 

5）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证明局部放电并不是出现白色粉末的电缆击穿的

主要原因； 

6）从缓冲层带材耐热特性入手，研究缓冲带材电阻特性、电缆结构和承受电流

能力等与带材烧蚀的关系，还提出了新的针对蓬松型缓冲带材的电阻测试方法；  

7）提出了改进措施的建议，包括制定新的半导电组水带标准、改进高压电缆产

品标准、改进高压电缆结构设计，还提出了高压电缆生产和施工的相关注意事项。 

（3）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孙利——白色粉末特性研究的模拟验证试验的内

容介绍 

1）讲解了阻水带的阻水机理，分为碱溶涨型（我国大多数采用）和缔合型（日

本有采用）； 

2）比较分析国内外几种缓冲层带材的酸碱度； 

3）分析温度、压力、干燥/潮湿条件、交直流电压、直流电压极性等因素对白

色粉末生成的影响。 

（4）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贾欣博士——运用 X 射线在线无损检测方法的初

步尝试 

1）介绍对模拟缺陷的试验方法； 

2）提出了采用该方法的一些建议。 

（5）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吴长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企标讲解 

研讨会期间代表们讨论热烈，认为是一次货真价实分量十足的成果分享，也解

答了行业内有迫切需要的重大问题，大家受益匪浅。 

涉及到电网长期安全可靠运行的大事，无论是生产制造企业还是电力系统都非

常关注，本项目给行业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并提出了后续研究工作的建议，希望

能够早日彻底解决困扰业内人士已久的缓冲层“烧伤”的问题。 



6 

（6） 本次会议还特别邀请上海科辰光电线缆设备有限公司杨驰销售总监——上海

科辰超高压电缆铝护套焊接轧纹生产线技术特点介绍 

介绍了该公司针对轧纹铝护套生产装备进行的一类列研发成果：双焊枪、轴连

接绝对同步、缆芯导入系统、节距无极设定、焊接质量在线甄别系统、轧纹前后稳

定装置、速度控制收线架等。这些成果恰好契合本次研讨的关键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曹晓珑教授作了总结发言，再次强调缓冲层应满足 6 种电流通过

并保证“连续或频繁的电气接触”的设计原则与要求，启发行业内人士应注意细节、

联合起来攻坚克难！ 

 2019年 7月 5日，在宜兴召开标准启动会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在充分分析缓冲层故障的基础上，从抑制故障的形成出发，制定了相应

的考核要求和测试方法。 

 2.1.1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考核指标是针对防止高压电缆缓冲层产生故障要制定的，考核指

标数据是根据大量试验研究而设定的，国内主流制造企业也能实现的。 

2.1.2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考核项目及要求和试验方法作为解决高压电缆缓冲层故障问题的

指导性文件，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2.1.3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考核项目及要求和试验方法与目前使用的国家标准中的方法协调

统一、互不交叉。 

2.1.4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考核项目及要求和试验方法充分考虑了电线电缆行业里用到的文

件资料、标准，具有普遍适用性。 

2.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为了减缓或消除缓冲层受潮后与铝护套起化学反应的相容性问题，首次提出了

考核指标和测试方法；为了鉴别缓冲层材料的耐温特性，首次提出热冲击试验项目，

并规定了考核要求和试验方法；首次提出了缓冲层材料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测试

电极与高压电缆内部结构相当的设计方法，并规定了测试方法和考核要求，根据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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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粉分散性不均匀的现状，规定了体积电阻率分散性的考核要求，以及其他考核项

目。 

这份标准与 JB/T10259比较，考虑问题的思路完全不同，是避免电缆发生缓冲

层故障而设计的，是高压电缆相容性性能的要求，是高压电缆缓冲层频繁事故的技

术总结，是电缆结构设计和生产工艺设计的依据。此标准的使用，对降低或消除高

压电缆缓冲层故障的发生起到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对缓冲层原材料生产企业和电缆

制造企业都有一个质量判定依据，必将为我国提升高压电缆产品质量和使用寿命起

到引领和规范作用。 

2.3关键技术问题说明 

2.3.1 pH值数值的确定 

通过大量的试验、考虑到阻水特性的要求和国内原材料的特性，pH值数值确定

在 7.20±0.30。依据化学反应原理，pH值数值确定在 7.00最好，但实际情况是做

不到，确定在 7.20±0.30主流企业能够做到。 

2.3.2 体积电阻率测试电极尺寸的确定 

从检测数据分析可知，大直径电极检测的数据掩盖了缓冲层材料小体积上体积

电阻率不均匀的事实，缓冲材料在使用时与铝护套接触面积较小，因此如果采用小

直径电极测得的数据更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小直径测得的数据能够反映阻水粉的分

散性，在考核指标中增加分散系数评价指标更能体现产品质量的均匀性。电极尺寸

的设计是依据皱纹铝套波谷与缓冲层接触面积作为基础，为了体积电阻率计算方便，

把圆弧型修改成平面型，二种形状的电极接触面积相当。 

2.3.3 体积电阻率和分散性数据的确定 

从缓冲层材料在高压电缆结构中的作用分析，其电阻率越小越好，但实际情况

有一个极限值，采用大量的样品进行了电阻率试验，目前国内有 25%左右的原材料

能满足要求，分散性系数的确定原则与体积电阻率相同。 

2.4标准制定原则 

在充分总结和比较了国内外卤素含量测试方法标准、调研了国内外对材料卤素

含量分析的试验方法的基础上，参考了 GB/T 11446.7-2013《电子级水中痕量阴离

子的离子色谱测试方法》、GB/T 6682《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标准中的

有关内容编写和 GB/T 14642-2009《工业循环冷却水及锅炉水中氟、氯、磷酸根、

亚硝酸根、硝酸根和硫酸根的测定离子色谱法》。本标准对利用氧弹设备将电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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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用聚合物材料充分燃烧、产生的烟雾以溶液的方式充分吸收、经过一系列处理之

后采用离子色谱仪进行测试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规定，以确保卤素含量测试的准确

性及实现不同卤素含量的连续自动检测。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pH 值得验证试验 

      等重量不同样品的 pH值 

样品编号 产地 pH值 

0# 进口 7.15 

3# 国产某公司 7.67 

5# 国产某公司 7.75 

9# 国产某公司 7.64 

11# 国产某公司 7.48 

13# 国产某公司 7.86 

15# 国产某公司 7.37 

2）体积电阻率、表面电阻和体积电阻分散性试验调查 

样品编号/标

称厚度（mm） 

平均体积电阻率

（Ω.cm） 

体积电阻率分散性

系数 

表面电阻（Ω） 

13/1.50 5.7×104 13 684～805 

9/2.00 2.3×103 4.2 320～352 

8/1.80 9.1×103 4 320～373 

3/2.00 10.2×104 127 760～852 

1/2.50 2.4×104 7.7 98～187 

4/2.00 3.5×103 4 260～455 

进口/1.00 1.6×104 2.4 230～387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尚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此标准的编制是考虑高压电缆相容性性能的要求，避免电缆发生缓冲层故障而

设计的，可以作为电缆结构设计和生产工艺设计的依据。此标准的使用，对降低或

消除高压电缆缓冲层故障的发生起到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对缓冲层原材料生产企业

和电缆制造企业都有一个质量判定依据，必将为我国提升高压电缆产品质量和使用

寿命起到引领和规范作用。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

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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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

调性 

本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保

持协调一致。在高压电缆领域，尚无专门的国家标准，本标准的出现填补了国内标

准的空白。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尚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严格按照本标准提出的考核要求和试验方法对缓冲层材料进行检测，确保我国

高压电缆安全、可靠的使用。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