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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径电力电缆聚乙烯外护套开裂问题的探讨

周礼文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无锡 214092)

摘要: 针对大外径电力电缆聚乙烯外护套开裂现象，对其开裂原因进行分析探讨，提出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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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sis the reasons of the sheath cracking phenomenon according to large diame-
ter power cabl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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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聚乙烯护套料因其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韧性、
耐热性、绝缘性能、化学稳定性、耐低温性能和优异

的防潮性能，早已被大量应用于市话电缆和光缆护

套上。近年来，随着阻水、环保型和耐低温电缆的发

展，聚乙烯因具有良好的防潮性能、不含卤素和比聚

氯乙烯更好的耐低温性能等特点，被越来越多地应

用于中低压电力电缆外护套中，以满足电力电缆在

特殊场合的使用需要。
市话电缆和光缆外径一般都比较小，电缆结构

紧密，缆芯圆整，护套内金属层一般都是采用纵包型

式，金属带厚度薄，纵包后金属表面平整，对护套的

影响小，另外施工队伍专业，施工尤其是放缆相对规

范，大部分采用张力放线，所以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

很少出现聚乙烯护套开裂情况。而聚乙烯护套的中

低压电力电缆外径相对要大很多，较大规格的 35
kV 三芯电缆的外径将达到 100 mm 以上，因电缆护

套外径大，铠装层钢带厚，如铠装层表面不平整，将

对护套产生不利影响，另外因电缆重量重，给常规施

工方法造成一定的困难，使电缆护套的开裂情况时

有发生。主要现象是机械性护套开裂，材料、产品结

构设计以及挤塑工艺等问题都会导致护套产生损伤

和内应力等缺陷，加上电缆施工放缆时张力不均、弯

曲半径过小等原因，加剧了护套的开裂。

1 开裂的机理

聚乙烯护套开裂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耐环

境应力开裂，指的是电缆安装运行后，护套在低于其

短时机械强度的耐张应力的作用下，产生裂纹和破

损的现象。这种开裂产生需要两个附加条件，一是

护套存在内应力，二是电缆护套长时间接触了极性

液体。这种开裂主要取决于材料本身耐环境应力开

裂性能，通过多年材料改性的研究，这种情况已得到

根本解决。另一种为机械性应力开裂，因电缆在结

构上存在缺陷或护套挤出工艺存在一些问题，电缆

护套中存在较大应力，且容易产生应力集中，使电缆

在施工放缆时产生变形而开裂。这种开裂一般发生

在有钢带铠装层的电缆外护套中，当电缆承受较大

拉力且局部弯曲较小时，护层局部被拉伸变薄而开

裂，大外径铠装电力电缆聚乙烯外护套开裂属于此

类情况。另外也存在电缆在展放过程中，护套受力

受弯情况严重，超过其最大抗拉强度而开裂。本文

主要就护套机械性应力开裂的情况展开探讨。

2 开裂的原因分析

2． 1 护套材料的影响

在 GB /T 15065—2009 标 准 中 有 NDH、LDH、
MH 和 GH 四种代号的聚乙烯护套料，见表 1。综合

考虑护套材料的耐温等级、柔韧性和抗拉强度指标，

一般选用 MH 黑色中密度聚乙烯护套料用于电力电

缆外护套中，但 MH 因结晶度高，分子量大且分布



窄，虽然具有较高的硬度，且机械强度、耐环境应力

开裂和加工性能好，但是弹性模量较大，抗收缩和抗

冲击能力差，加工挤塑后收缩性大，由热态向冷态定

型过程中收缩率一般可达到 8%。若挤塑工艺控制

不当会更大，容易使护套中产生较大的内应力，对于

铠装电缆，护套在向铠装层收缩的过程中，钢带易对

护套造成机械损伤。这也是聚乙烯比聚氯乙烯护套

容易开裂的一个主要原因。
表 1 聚乙烯护套料产品分类

代号 产品名称 主要用途

NDH

LDH

黑色耐环境开裂低密度

聚乙烯护套料

黑色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护套料

用于耐环境开裂要求较高

的通信电缆、控制电缆、信号

电缆和电力电缆的护层，最

高工作温度 70℃

MH

GH

黑色中密度聚乙烯护套料

黑色高密度聚乙烯护套料

用于通信电缆、光缆、海底

电缆、电力电缆，最高工作温

度 90℃

2． 2 钢带铠装的影响

大外径电力电缆因外径大，当铠装前假定直径

大于 70 mm 时，铠装钢带的厚度要求为 0. 8 mm，钢

带厚了，强度大了，刚性也强了，塑性将变差，绕包过

程中将产生较大的反弹趋势，加剧护套层所承受的

外界张力，这样铠装层的表面上下层钢带之间的高

差会很大，相对于小外径电缆，铠装层表面更不平

整。在挤塑聚乙烯外护套时，一般只在铠装钢带与

外护套间增加一层 0. 2 mm 厚的无纺布作为缓冲

层，以减小铠装层对护套层的影响。对于大外径电

缆，0. 2 mm 厚的缓冲层根本不能解决铠装表面不平

整，在护套挤出时，护套经拉伸后包覆在铠装表面的

厚度不一致，在外层钢带的边缘部分的护套厚度最

薄，护套在冷却收缩过程中铠装钢带毛边容易刺破

缓冲层切入护套内，增加了护套开裂的几率。
2． 3 挤塑工艺的影响

大外径铠装电缆护套挤塑工艺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护套挤出时冷却不够，模具配制不合理，拉伸比过

大，造成护套中内应力过大。
聚乙烯护套挤出时的温度要比聚氯乙烯高很

多。大规格电缆因护套厚、外径大，一般挤出生产线

水槽的长度和体积有限，护套挤出时从二百多度的

高温冷却至常温比较困难。挤出后若护套冷却不充

分，靠近铠装层的护套部分会比较软，电缆在成品盘

上弯曲时很容易造成钢带在护套表面造成切痕，致

使在施工放缆时，外护套承受较大外力而开裂。另

一方面护套冷却不够，会造成电缆成盘后进一步冷

却产生较大内收缩力，使护套在较大外力作用下开

裂的几率上升。
2． 4 电缆成盘弯曲半径的影响

因受运输限高的影响，一般的电缆成品交货盘

具最大规格为 3. 15 m。当用户要求的交货长度较

长时，大外径大段长的成品电缆，选用适宜的盘具十

分困难。有些生产厂家为保证交货长度，不得不减

小盘具的筒体直径，造成电缆弯曲半径不够，铠装层

因电缆弯曲过大而产生位移，对护套产生较大的剪

切力，严重时铠装钢带毛边会扎破缓冲层直接嵌入

护套内，使护套沿钢带边沿产生裂纹或裂缝。在施

工放缆时，电缆受到横向弯切力和拉力很大，造成成

品电缆从盘上展开后护套沿裂纹方向开裂，电缆盘

靠近筒体层的电缆更易开裂。
2． 5 施工的影响

相比通信电缆、通信光缆和高压电缆的施工，部

分施工单位对中低压电缆的施工重视程度不够，施

工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施工流程、施工方法也不够规

范。很多施工队伍缺少卷扬机、履带牵引机、张力

计、电缆盘制动装置等必须的施工器材。施工完全

靠人工或者拖拉机、卡车牵引放线，放线张力无法控

制，无制动，放线速度也时快时慢，容易造成电缆在

施工过程中弯曲过小，受力过大，同时放线过程中电

缆在地面摩擦，也加剧了电缆护套的开裂。

3 避免开裂的应对措施

根据对护套开裂的原因分析，可采取下列措施:

图 1 双峰聚乙烯分子量分布示意图

( 1) 为了减少外护套收缩率和提高其耐磨损

性，护套材料可以选用双峰聚乙烯护套料。双峰聚

乙烯其实质是对聚乙烯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进行

调控和裁制，其示意图如图 1。普通聚乙烯的分子

量分布只有一个峰，而双峰聚乙烯的分子量分布曲

线却呈现两个峰值，分子量分布比单峰宽，高低分子

量的含量比例比较合理，使双峰聚乙烯塑料具有良

好机械物理性能，同时抗收缩性能大大提高了。双

峰聚乙烯护套料与 MH 黑色中密度聚乙烯护套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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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能对比见表 2。
表 2 双峰聚乙烯护套料与 MH 黑色中密度

聚乙烯护套料主要性能对比

项目
双峰聚乙烯

护套料

MH 黑色中密度

聚乙烯护套料

磨损性 /% 1． 74 3． 48

收缩性 /% 2． 11 6． 51

抗拉强度 /MPa 26． 2 27． 4

屈服强度 /MPa 19． 3 15． 5

耐环境应力开裂 /h ＞ 1400 ＞ 1000

低温冲击脆化温度 /℃ － 76 － 76

密度 / ( g /cm3 ) 0． 957 0． 952

( 2) 为了保证电缆冷却充分，可适当增加水槽

的长度或体积，在保证护套塑化良好的基础上适当

降低挤出速度，保证上盘时电缆已充分冷却。另外，

考虑到聚乙烯为结晶型聚合物，宜采用分段降温的

温水冷却方式，以减小冷却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
( 3) 为避免铠装钢带对外护套的影响，钢带和

外护套间的缓冲层应保证一定的厚度，钢带铠装绕

包应紧密均匀，保证钢带表面平整。
( 4) 在护套挤出时，挤塑模具配比采用较小的

拉伸比，一般选 1. 5 ～ 2. 0 比较合适，以减小护套在

挤塑过程中的拉伸，减小护套的收缩率和内应力。
( 5) 规范电缆施工，严格按照 GB 50168—2006

要求进行施工。标准中对电缆施工有明确规定，如

敷设电缆的速度不宜超过 15 m /min，在较复杂路径

上敷设时，其速度应适当放慢，电缆最大牵引强度为

70 N /mm( 铜芯) 和 40 N /mm( 铝芯) ，而实际施工放

缆时存在速度和牵引强度大于上述要求的情况。对

于大外径大段长电缆施工，建议尽量降低放缆速度，

避免对缆产生过大的侧压力、弯切力和拉力，电缆牵

引一定要采用牵引头，这样放缆牵引时电缆护套承

受的拉力小。
( 6) 电缆生产完后不要马上施工，最好能在 50

～60℃度环境中放置于一段时间，使护套中的内应

力自然释放，同时也应避免电缆长时间在太阳下暴

晒。因暴晒时，电缆不同侧面温度不一样，容易产生

应力集中，在电缆施工放缆时，增加了护套开裂的风

险。

4 结束语

大外径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的护套开裂问题是

电缆生产厂家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尤其是大段长的

电缆，因电缆重量重，最重时可达到十几吨，施工难

度很大，施工时护套承受的拉力、侧压力、弯曲剪切

力很大，更容易加剧电缆护套的开裂。护套开裂的

原因很多，当问题发生时，这更需要生产厂家、施工

单位、设计单位和用户一起针对具体原因，采取相应

的措施，才能避免护套的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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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XLPE 电力电缆局部放电在线测试技术的研究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实际测试工作中灵活运用各

种测试方法，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提高测试灵

敏度，降低现场干扰对测试工作的影响，有助于综合

分析电缆局放状况。抑制噪声、提高传感器的灵敏

度是推广 XLPE 电力电缆局部放电在线测试技术的

关键。如何分析局放测试数据、识别局放源类型乃

至精确定位局放源，需要更多的现场检测经验和理

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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