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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编制背景与目标 

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用于港口相关设施与船舶之间供电系统的连接。 

当船舶停靠在码头的时候，停止使用船舶上的自备辅助发电机，转而使用陆地

电源向主要船载系统供电，即为岸电系统技术；其中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是自陆上

电源至船舶的连接电缆的统称。岸电系统技术不仅是是一项新兴的电力传输和能源

配置技术，也是有效减少船舶港口的污染，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 

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受其特定的使用环境限定，应具备相当的柔性、耐候性、

耐磨、耐拖拽等技术特点，与传统意义的船用电缆（IEC 60092 系列产品标准）相

比，具有相当的技术差异度。虽然岸电系统技术在国内已经逐渐成熟并规模化应用，

但作为岸电系统的主要组成之一的岸电电缆缺乏相应的标准来规范和导引市场，市

场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厘清和规范。因此本标准项目的主要工作即是在相关 IEC 文件

（IEC 80005-1 和 IEC 80005-3）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制造水平，制定出能够规范

和导引市场的国内电线电缆行业产品标准。 

1.2 任务来源 

为了规范和导引市场的国内电线电缆行业产品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电线电

缆委员会提出，根据其标准管理有关规定，通过立项审查，2019 年 11 月 20 日由中

国标准化协会正式批准立项，批准文件号中国标协【2019】302 号。本标准由上海

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等联合起草。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编制本标准的前期研究工作 

2018 年-2019 年，应部分国内电线电缆生产制造商要求，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就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的研制、生

产、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并研究了相关 IEC 标准。 

1.3.2 标准立项工作 

为了规范和厘清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以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国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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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牵头的研究团队于 2019 年 09 月向中国标准化协会

申请制定《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团体标准，于 2019 年 11 月获得中国标准化协会

的批复（中国标协[2019]302 号）“关于《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等 2项中国标准化

协会标准立项的通知”，同意立项。 

1.3.3 标准制定启动 

按照制定团体标准的要求，于 2019 年 01 月 07 日在江苏宜兴召开了《岸电系统

用连接电缆》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启动会。参会单位有：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等十多家单位，起草工作组介绍了标准

立项的背景、成立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及后续工作的安排。 

1.3.4 标准研讨阶段 

根据启动会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标准草案，同时向相关机构征求意见。截止

到 2019 年 1 月 20 日，共收到 10 家单位 30 条修改意见，根据意见进一步完善草案。

由于春节假期和新冠疫情影响，工作暂停 3个月。 

2020 年 05 月 25 日在安徽芜湖召开了标准讨论会议。参会单位有中国船级社南

京分社产品处、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

等二十多家单位的四十多位代表，与会人员对标准草案进行充分讨论，根据研讨会

意见，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在专委会内部及团标信息平台等媒体公开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 

2.1 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 IEC/ IEEE 80005-1：2019《港

口连接设施-第 1 部分：高压岸电连接系统—通用要求》(Utility connections in 

port –Part 1: High Voltage Shore Connection (HVSC) Systems – General 

requirements)、 IEC/ IEEE 80005-3：2014 《港口连接设施-第 3部分：低压岸电

连接系统—通用要求》（Utility connections in port - Part 3: Low Voltage Shore 

Connection (LVSC) Systems - General requirements）。 

——为便于国内制造企业、用户使用，标准参照 IEC 60092-350、IEC 60502-1、

IEC 60502-2、GB/T 12706.1、12706.2 等标准的框架进行。 

2.1.1 通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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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提出的考核指标是结合 IEC 标准的技术指标和国内的实际制造水平而

制定的，考核指标数据是等同或高于 IEC 标准，国内制造企业也能实现的；同时在

标准的制修订过程中邀请了用户单位代表参加，并听取了协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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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规范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产

品的指导性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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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标准主要内容 

3.1 产品范围 

目前国内的主要产品等级为 0.6/1kV,6/10kV,也有少量的 8.7/15kV 产品。经会

议讨论，确定本标准适用于高压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额定电压 6/10kV、8.7/15kV）

和低压岸电系统用电缆（额定电压 0.6/1kV 及以下）。 

在备注中明确了电缆为岸电连接电缆，并申明与相关标准的协调一致性。 

3.2 产品表示方法 

经会议讨论系列代号为“AD”。其余代号依据电线电缆行业产品标准惯例而定。 

3.3 导体规格截面积系列 

导体为第 5类镀锡导体。 

0.6/1kV 电压等级的规格主要范围：3×25～3×240 或 1×70～1×240； 

6/10kV 和 8.7/15kV 电压等级的规格主要范围：3×120、3×150、 3×185 、3

×240； 

3.4 电缆的绝缘性能 

结合国内的已有制造经验，绝缘材料主要考虑乙丙橡皮绝缘。 

关于征求意见稿中监视线芯的聚全氟乙丙烯绝缘、热塑性弹性体绝缘材料的选

用，经讨论不再列入标准正文，仅以资料性附录出现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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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丙橡皮绝缘的性能应符合 IEC 60092-360 中 EPR 型绝缘材料的电气性能和机

械物理性能要求，但绝缘的机械性能有所提高（见表 3-1）。 

表 3-1 

 IEC 60092-360 中 EPR 本标准中乙丙橡皮(代号 E) 

原始机械性能 ——抗拉强度 4.2Mpa 

——断裂伸长率 200% 

——抗拉强度 5.0Mpa 

——断裂伸长率 250% 

绝缘厚度符合 IEC 60092-354、353、376 中 EPR 绝缘相应规定。 

3.5 电缆的护套性能 

护套材料主要考虑聚氨酯弹性体、 氯丁橡皮混合物或其他相当的合成弹性体、

交联聚烯烃等三类。 

聚氨酯弹性体护套材料的性能应符合 GB/T 33594—2017 中 U 型材料规定。 

氯丁橡皮混合物或其他相当的合成弹性体护套材料应符合 IEC 60092-360 中 SE

型材料的规定，部分性能有所提高（见表 3-2）。 

表 3-2 

 IEC 60092-360 中 SE 本标准中氯丁橡皮（F型护套）

原始机械性能 ——抗拉强度 10.0Mpa 

——断裂伸长率 300% 

——抗拉强度 12.5Mpa 

——断裂伸长率 300% 

交联聚烯烃护套材料应符合 IEC 60092-360 中 SHF2 型材料的规定，部分性能有

所提高。（见表 3-3） 

表 3-3 

 IEC 60092-360 中 SHF2 本标准中交联聚烯烃 

原始机械性能 ——抗拉强度 9.0Mpa 

——断裂伸长率 120% 

——抗拉强度 10.0Mpa 

——断裂伸长率 150% 

所有技术指标均等同或高于 IEC 标准。护套的厚度设计主要参考 IEC 60245 中

YCW 型橡套电缆，并经起草工作组单位内部复核。 

3.6 护套的耐日光老化、耐磨、抗撕、耐盐雾试验 

考虑到电缆的特殊使用场合，对电缆的护套还应提出耐日光、耐磨、抗撕、耐

盐雾使用要求。其中与 IEC 80005 的要求对比如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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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项目 IEC 80005 中护套要求 本标准中护套要求 

耐日光 ISO 4892-2:2013 720h  

— — 抗 拉 强 度 的 变 化 率 不 大 于

±40 %， 

— — 断 裂 伸 长 率 的 变 化 率 大 于

±40 %。 

采标 GB/T 33594-2017 

——抗拉强度的变化率不大于 ±30 %，

——断裂伸长率的变化率大于 ±30 %。

耐磨 ISO 4649:2010  

——相对体积磨耗量：最大 300 mm
3
。

采标 JB/T 10696.6-2007 

次数为 50 次，未磨穿。 

并测试磨损厚度 

抗撕 无 材料 

耐盐雾 无 GB/T 29631-2013 336h 

——抗拉强度的变化率不大于 ±30 %，

——断裂伸长率的变化率大于 ±30 %。

其中 IEC 80005 规定的耐磨试验为护套的原始材料样品的试验，并非由护套制

样，并不能直接反应成品电缆的耐磨性能。根据会议讨论，考虑到电缆的实际使用

工况，采用成品电缆的耐磨试验能更好地反映产品耐磨特性，故本标准采 JB/T 

10696.6-2007 的成品电缆耐磨试验来考核耐磨性能。 

3.7 试验性能和考核指标 

依据国内行业产品标准的惯例，在标准中明晰了所有性能试验的样品要求及试

验项目。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4.1 主要性能验情况——电缆弯曲试验 

与常规船用电缆（IEC 60092 系列船用电缆）相比，岸电系统用来连接电缆的

弯曲性能是技术差异度较大的考核项目。 

本标准中的电缆弯曲试验等同 IEC 80005-1 的附录 A。 

目前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江苏中煤电缆有限公司、江苏上上电缆集团

有限公司等都已按照本标准研制出了试验装置，并进行了验证。研制的产品均可满

足 5000 次循环弯曲要求，达到 IEC 80005 的要求的水平。 

4.2 其余技术指标 

起草工作组成员对本标准的其它主要技术参数也进行了内部验证也确认。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尚无。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及早制定岸电电缆相关标准不仅有利于加快整个线缆制造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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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国内船用电缆配套产能的持续技术更新，进一步提高我国制造行业的整体竞争

力。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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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等同或高于相关 IEC 80005 标准，并根据适宜性修改和

增加了部分技术要求（具体对比情况见第 3部分）。 

本标准的技术要求国内主流制造企业均可达到。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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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尚无。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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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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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产品进行检测，确保我国该

类产品的安全、可靠的使用。 

本标准中技术指标等同或高于 IEC 标准，是基于国内主流制造厂家的内部技术

数据和多年的供货经验，是国内电线电缆行业内部自发提高产品质量的“自发举动”

和“内心呼声”，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共同打造“中国制造”。 

此类产品用于岸电系统用连接电缆的设计选型、生产制造和实际使用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将会推动产品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0 年 0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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