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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市场需要，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是中国标准化协会

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487160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联网及内部网络等。 

http://www.china-c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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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是依据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制。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协会电线电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 王亮、XXX 

考虑到本文件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文件首次制定。 

  



T/CAS XXX—202X 

II 

引  言 

随着装备技术的快速升级，柔性电缆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于柔软度的评判一直缺少

定量的评判标准。在线缆的安装敷设，对线缆的柔软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更多的是

凭操作者手感，严重影响线束的安装效率和产品一致性。 

本文件规定了一种适用于电线电缆柔软度力矩测试方法。该方法通过力矩测试工装和

方法定量测定线缆的力矩大小，判定电缆的柔软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本文件的制定，适应了市场需求，有利于规范产品制造和用户选型，提高电线电缆的

安装敷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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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柔软度力矩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装备类电线电缆柔软度力矩测试的方法，包括试验测试方法和试验设备。 

本文件适用于有弯曲半径和柔软度要求的装备类电缆，包括单芯和多芯电缆，如新能源

汽车电缆、风能电缆等，其它类电缆产品或有类似性能要求的装备可参照采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00.10  电工术语  电缆  

GB/T 15729—2008  手用扭力扳手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10界定的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试验设备 

4.1 可调试夹紧装置 

可使电缆调整到相应的夹紧位置保证试验的一致性。 

4.2 扭矩扳手 

可测量电缆力矩大小的装置，本文件中采用最大允许误差±4％的扭矩设备，应符合

GB/T 15729—2008标准要求。 

5 试验装置 

电线电缆柔软度力矩测试方法的试验装置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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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试验装置图 

标引序号说明： 

1——底板
a
；                 6——小辊轮；                       32——固定螺栓。 

2——可调式夹紧装置；       7——指针； 

3——扶持条；               8——扭矩扳手； 

4——转轴；                 9——被测样品； 

5——大辊轮
b
；               31——长孔；   

注：
a 
底板上的刻度值对应电缆测试弯曲角度值； 

    
b 
大辊轮直径应不大于测试弯曲直径要求。 

6 测试要求 

6.1 环境要求 

试验环境参考温度为（23±5）℃，相对湿度不大于90％的条件下测试。 

6.2 弯曲半径要求 

客户未做规定时，测试弯曲半径按对应产品标准执行；客户规定弯曲半径时，对应力

矩值可参考附录B。 

6.3 柔软度测试要求 

a) 截取1.4米的被测样品9。 

b) 调节扶持条3的固定螺栓32，使大辊轮5的环形凹槽的槽底到扶持条3的最短垂直距

离等于被测样品9的直径。 

c) 调节可调式夹紧装置2的夹持部的夹紧底座，使被测样品9放置在夹紧底座的夹紧

面上后，被测样品9的中心到与底板1的距离等于大辊轮5的环形凹槽的中心到底板1的距离。 

d) 调整可调式夹紧装置2的夹持部的夹紧头，使夹紧头的中心到扶持条3的垂直 距离

等于被测样品9的直径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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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见图1，将被测样品9的一端固定在夹紧头与夹紧底座之间，并调整夹紧头， 使夹

紧头能在夹紧被测样品9的同时与夹紧底座平齐。将被测样品9的另一端从大辊轮 5与小辊

轮6之间穿过。 

f) 横向拉直被测样品9，使被测样品9紧贴扶持条3、大辊轮5的环形凹槽的槽 底、以

及小辊轮6的环形凹槽的槽底。 

g) 将扭矩扳手8的一端插入转轴4的方头内。 

h) 见图1，匀速旋转扭矩扳手到指针至90°时停止，读取扭矩扳手显示最大值， 即

为该试样的柔软度力矩值。 

7 结果判定 

a) 客户未做规定时，测试弯曲角度按90°执行，客户有要求时，应按客户要求测试，

弯曲角度对应底板上刻度值。重复测试过程三次，电缆表面应无目力可视的裂纹。 

b) 电线电缆柔软度力矩值应满足供需双方技术协议要求，未规定时只提供实测值，

不做判定。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试验依据和判定依据的标准； 

b) 样品标识（包含样品名称、型号、编号等）； 

c) 环境温度、湿度； 

d) 判定结果； 

e) 试验样品的来源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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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电缆柔软度力矩值 

A.1 目标 

本附录旨在为电缆制造商和使用方对装备类电线电缆设计和选择提供参考，以保证满

足安装敷设要求。 

A.2 装备电缆柔软度力矩值 

装备电缆弯曲力矩值可以参考表A.1。 

表 A.1 柔软度力矩值 

产品名称 导体结构 绝缘、护套材质 
导体标称截面范围 

mm
2 

弯曲力矩 

N·m 

新能源汽车编织高压线 5 类 硅橡胶 
70～150 ≤20 

185～400 ≤30 

风电电缆 5 类 
乙丙橡胶/CPE

护套 

70～150 ≤15 

185～400 ≤25 

风电电缆 2 类 
乙丙橡胶/CPE

护套 

70～185 ≤30 

240～4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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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弯曲半径与力矩值 

B.1 目标 

本附录旨在为电缆制造商和使用方对不同弯曲半径下对应力矩值提供参考，以保证满

足设计选型要求。 

B.2 装备电缆弯曲半径与力矩值 

不同弯曲半径下电缆力矩值可以参考表B.1。 

表 B.1 弯曲半径与力矩值
a 

产品名称 导体结构 导体材质 
弯曲半径 D 

mm
 

弯曲力矩 

N·m 

硅橡胶电缆 5 类 

铜 

3D ≤25 

4D ≤20 

5D ≤15 

铝 

3D ≤30 

4D ≤25 

5D ≤20 

橡胶电缆 

5 类 铜 
5D ≤30 

6D ≤20 

2 类 铝 

6D ≤40 

7D ≤30 

8D ≤25 

XLPO 电缆 5 类 

铜 
4D ≤25 

5D ≤20 

铝 
4D ≤30 

5D ≤25 

注：
a
适用于外径≤40mm 的电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