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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塑料工程技术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塑料工程技术学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xxxx-xx-xx《额定电压6kV到35kV电力电缆用改性聚丙烯绝缘料及半导电屏蔽料》分为2个部分：

---第1部分：额定电压6kV到35kV电力电缆用改性聚丙烯绝缘料

---第2部分：额定电压6~35kV聚丙烯绝缘电力电缆用半导电屏蔽料

本部分为xxxx.2-xx-xx的第2部分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版权归上海市塑料工程技术学会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本文件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

式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发行、改编、翻译、汇编或将本文件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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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压6kV到35kV电力电缆用改性聚丙烯绝缘料及半导电屏蔽料

第2部分：额定电压6~35kV聚丙烯绝缘电力电缆用半导电屏蔽料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额定电压6~35kV聚丙烯绝缘电力电缆用半导电屏蔽料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等的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以聚烯烃PP等为基料，经改性并掺有各种助剂和导电炭黑，通过塑化混炼造粒制成的

热塑性粒料。可用于额定电压6kV到35kV改性聚丙烯绝缘电力电缆用半导电屏蔽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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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文件，然而，鼓励根据本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48.3-2007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3部分:半导电橡塑材料体积电阻率试验

GB/T1033.1-2008 塑料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 eqv

ISO/DIS 1183:1984)

GB/T 2951.12—2008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12部分:通用试验方法 热老化试

验方法(idt IEC 60811-1-2:1985 .No.1:1989第1次修正）

GB/T 5470-2008 塑料冲击化温度试验方法

GB/T8815-2008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GB/T 19466.6—2009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 第6部分:氧化诱导时间(等温OIT)和氧化诱导温

度(动态OIT)的测定

GB/T 1040.1—2018 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总则

3 名称代号及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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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使用温度特性代号：

适用于电缆导体长期允许最高温度为 105℃

3.2使用特征代号：

不可剥离型---------------------------PP-D

可剥离型-----------------------------PP-B

产品表示方法

举例： 工作温度105℃，不可剥离 ---- PP-D/105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

半导电屏蔽料呈黑色颗粒状，尺寸为直径约4mm，高为3mm色泽和质地均匀，无粉末,无杂质。

4.2 性能

表 1 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PP-D PP-B

1 密度 g/cm3 ≤1.15 ≤1.15

2 抗张强度 MPa ≥10 ≥10

3 断裂伸长率 % ≥200 ≥200

4

4.1

4.2

空气热老化

老化温度/时间

抗张强度变化率

断裂伸长率变化率

%

%

135±2℃/240h

最大±40

最大±40

135±2℃/240h

最大±40

最大±40

5 热变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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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

变形率 %

130±2℃/1h

≤40

120±2℃/1h

≤40

6 低温冲击试验（-25℃） 失效数 ≤15/30 ≤15/30

7

7.1

7.2

体积电阻率

20℃时

105℃时

Ω.cm ≤100

≤5000

≤100

≤2500

8

老化后体积电阻率

老化条件

测试温度

体积电阻率

Ω.cm
115±2℃/168h

105℃

≤5000

115±2℃/168h

105℃

≤2500

9 剥离强度 N/cm - 10~60

11

老化后剥离强度

老化条件

剥离强度 N/cm -

115±2℃/168h

10~60

12 氧化诱导时间 200℃ ≥30min ≥30min

4.3 其他要求

若用户要求，制造方应提供物料的工艺参数和流变特性，如工艺温度、熔融指数等。

4.4 制造方应提醒用户，使用前是否需要物料干燥，并提供干燥工艺条件。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

自然光线下用正常视力目测外观。

5.2 试样制备

5.2.1挤出制片

采用挤出机挤出200℃成型，出模口后辊轧定型，试片应平滑，厚度均匀，无起泡。

5.2.2模压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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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用粒料模压，称取合适量的粒子装入模中，在200℃液压机中不加压预热5~10分钟,压机要求压

强大于15PMa，试样熔融后加压5分钟，然后加压冷却至50℃以下。试片应平滑，厚度均匀，无气孔。

推荐使用挤出制片。

5.2.3试样厚度

符合各试验项目的规定。

5.3 试样的状态调整

如有必要，试片可以进行状态调整，如140℃4小时处理后，室温停放24小时，

或其他处理条件。

5.4抗张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试验

按照GB/T1040.3-2006 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3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规定进行，Ⅱ型哑铃

片，厚度1.0±0.1mm，拉伸速度25mm/min。

5.5 冲击脆化温度试验

脆化温度试验应按GBT5470-2008 规定进行，试片厚度为(2.0±0.1)mm,每组取不切口试样30个试样

破裂数应不大于15个。

5.6 空气热老化试验

进行空气老化试验的有效试片应不少于5片，在规定的老化条件下，按GB/T2951.12-2008 中8.1规

定进行老化处理，然后进行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试检。

5.7 剥离强度试验

试样制备：分别将绝缘和半导电屏蔽模压成片，再将绝缘试片与半导电试片重合在一起，然后模压。

再按照附录B进行测试。

5.8 体积电阻率测试

体积电阻率试验

测定20℃时体积电阻率，试验按GB/T3048.3-2007的规定，试样在温度为(23±3)℃、相对湿度为

(45-55)%的环境中待调节时间不少于24h 测定105℃时体积电阻率，体积电阻率试验应附录A 的规定

进行测定老化后105℃时体积电阻率，热老化后105℃时体积电阻率应在1h之内进行，试验按附录A的规

定进行。

5.9 热变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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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T8815-2008中6.4条的规定进行试验。

5.10 密度测试

按照GB/T1033.1-2008。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本标准规定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 每一批产品交货时必须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为抽样试验(代号S)。每一批样片由生产厂检验

部门进行抽样试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1.2 型式检验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考核，即对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全部项目进行型式试验(代号T)。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原料、配方、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每隔六个月；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1.3 试验项目和试验类别应符合表4规定

表 2 试验项目及类别

序 号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1 外观检验 T、S

2 拉伸强度 T、S

3 断裂伸长率 T、S

4 空气热老化试验 T

5 热变形试验 T、S

6 低温冲击试验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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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体积电阻率 T、S

8 热老化后体积电阻率 T

9 剥离强度 T、S

10 热老化后剥离强度 T

11 密度 T、S

12 氧化诱导期 T

6.2 组批和抽样规则

产品的每一生产批为一检验单位，每一生产批为10t,不足10t 仍然作为一批一组试验样品应从同一

批量产品的三个包装单位中随机抽取，经混合后制备试样。

6.3 合格判定

按照第4章技术要求判定是否合格。出厂试验中有任一项不合格时，应对不合格试验项目进行加倍

抽样试验，如仍有不合格，则判定该批量产品为不合格品。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半导电屏蔽料应采用防潮包装，内袋用增强型（复合）薄膜袋，外包装应采用加强型纸板箱，应

带铲板。每个包袋净重500kg，不允许负公差。允许采用制造方和用户双方同意的其他包装方式。

7.2 包装表面应标明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型号、批号、制造日期、有效使用期及防潮标志，包

装上应附有产品合格证，每批应附有出厂检验报告。

7.3 半导电屏蔽料运输过程中不应受到日晒雨淋和浸水等不正常条件的损害。

7.4 半导电屏蔽料应贮存在清洁、干燥的库房内，贮存温度应不低于5~40℃

7.5 半导电屏蔽料自生产之日起贮存期应不超过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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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工作温度时体积电阻率试验方法

A.1 概述

本附录规定的试验方法适用于本标准规定的挤包绝缘电缆用半导电屏蔽料工作温度时体积电阻率

的试验。

A.2 试验条件

A.2.1 试验电极装置用图A.1。

A.2.2 电位电极绝缘板和电流电极绝缘盒均应采用聚四氟乙烯板材。试验用引接线应采用F46绝缘导线；

上托板和托板采用不锈钢板，厚度2mm；上托板轴和底座采用Q235-A材料，φ=3.0mm；托架上R1圆弧半

径为6.0mm，R2圆弧半径为3.0mm；间距调节δ应控制在不大于2mm。

A.2.3 试验电极装置中所采用的接线原理、电位电极、电流电极和负荷质量应符合GB/T3048.3-1994中

的相关的要求。

A.2.4 烘箱应符合6.4.2的要求。

A.3 实验步骤

A.3.1 按6.2规定制备试样，试样尺寸GB/T3048.3-2007的规定，试样厚度为（2.0±0.2）mm。

A.3.2 试验前，烘箱应符合6.4.2的要求。

A.4 试验处理结果

体积电阻率以Ω·cm为单位。记录每一试样的两个测试值，以三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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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B

(规范性附录)

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B.1概述

本附录规定的试验方法适用于本标准规定的聚丙烯绝缘电缆绝缘用可剥半导电屏料剥强度试验.

B.2试样制备

B.2.1将按压机200±5℃模压压力大于15MPa ,均匀冷却至50℃。

按照规定所制备的试样切成长150mm、宽(20±0.5)mm、厚度为(4.0±0.4)mm的条状试样(见图B1)。

B.2.2条状试样的分离段供夹具夹住试样用，隔离段分离时，试验段不允许产生分离，隔离段分离角呈

180°,它们的边应清晰平整，形状见图B.2。

B.3 试验方法

B.3.1试验应在(23±2)℃和相对湿度为(50±5)%的标准状态中进行。

试样在标准状态调节时间应不少于6h。

B.3.2剥离试验前，标定条状试样的标定线(见图B.1),将分离段按图B.2中b)所示对称地夹在上下夹具内，

在拉伸速度为50mm/min条件下，于条状试样的标定线内测定剥离力，并记录下标定线内剥离力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记录装置同时绘出剥离负荷的曲线。

B.4 试结果处理

剥离力以N为单位，计算相应的剥离强度，以五个条状试样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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