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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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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深圳市标准化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深圳市标准化协会联合归口。

主要起草单位：广州南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成天泰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

圳市金环宇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安达电缆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T/CAB 00XX—20XX

T/CSTE 00XX—20XX

1

“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屏蔽软电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屏蔽软电线“领跑者”标准评价的术语和定义、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屏蔽软电线产品企业标准水平评价。企业在制

定企业标准时可参照使用。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方案时可参照或参考使

用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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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1.11-2008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11 部分：通用试验方

法—厚度和外形尺寸测量—机械性能试验 (IEC 60811-1-1:2001,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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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60811-1-2:1985,IDT)

GB/T 2951.32-2008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32 部分：聚氯乙烯混

合料专用试验方法—失重试验—热稳定性试验 (IEC 60811-3-2:1985,IDT)

GB/T 5023.2-2008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IEC 60227-2:2003,IDT)

GB/T 18380.12-2008 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第 12 部分：单根绝缘电线

电缆火焰垂直蔓延试验 1kW 预混合型火焰试验方法 (IEC 60332-1-2:2004,IDT)

JB/T 8734.1-2016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 电缆电线和软线

JB/T 8734.5-2016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第5部分:

屏蔽电线



T/CAB 00XX—20XX

T/SZAS 00XX—20XX

IEC 62321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的六种物质（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二

苯醚）浓度的测定程序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51.11-2008、GB/T 2951.12-2008、GB/T 2951.32-2008、GB/T 5023.2、GB/T

18380.12-2008、JB/T 8734.1、JB/T 8734.5、IEC6232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础指标

指所针对的产品或服务必须达到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指标。

3.2 核心指标

指所针对的产品或服务涉及的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中规定体现产品性能和功能，可量化

的指标。

3.3 创新性指标

指所针对的产品或服务，根据其特点、行业和市场需要所提出的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亟

需或相关方关注的，而当前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未提及的能反映产品性能和功能的指

标。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总则

4.1.1 提供产品质量与公开标准一致性承诺书。

4.1.2 近三年，企业无较大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4.1.3 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4.1.4 企业应建立并运行符合产品或服务的管理体系。

4.1.5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应满足 JB/T 8734.5-2016 以及相关引用标准要求。

4.2 评价指标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屏蔽软电线“领跑者”评价指标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

创新性指标，见表 1。

4.3 核心指标评价水平分级

基础指标和创新性指标应符合标准要求，核心指标分为先进水平、平均水平和基准水平

共三个等级，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5星级水平；平均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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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中 4星级水平；基准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3星级水平，屏蔽软电线“领跑者”核

心指标评价水平分级见表 2。

表1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屏蔽软电线“领跑者”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来源

1

基础指标

结构检查

GB/T 2951.11-2008

2 绝缘和护套厚度测量

3 外径或外形尺寸

4 椭圆度

5 导体电阻

6 电压试验

7 绝缘电阻

8 标志耐擦试验

9 不延燃试验

10

核心指标

绝缘老化前抗张强度

11 绝缘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12 绝缘和护套失重试验最大值

13 护套老化前抗张强度

14 护套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15 屏蔽密度

16 创新性指标 RoHS 有毒有害物质

表2 屏蔽软电线“领跑者”核心指标评价水平分级

序

号

核心指标评价水平分级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判定依据和方法）

评价水平分级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 绝缘老化前抗张强度（N/mm
2
） GB/T 2951.11-2008 ≥16.5 ≥13.5 ≥10.0

2 绝缘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GB/T 2951.11-2008 ≥220 ≥200 ≥150

3
绝缘和护套失重试验（mg/cm

2
）最

大值
GB/T 2951.32-2008 ≤0.5 ≤1.5 ≤2.0

4 护套老化前抗张强度（N/mm
2
） GB/T 2951.11-2008 ≥15.0 ≥12.5 ≥10.0

5 护套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GB/T 2951.11-2008 ≥300 ≥250 ≥150

6 屏蔽密度（%） JB/T 8734.1-2016 ≥88 ≥85 ≥80

4.4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3。

达到三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屏蔽软电线

企业标准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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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且按照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可以

直接进入屏蔽软电线的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表 3 评价结果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

基础指标

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

应满足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

应满足标准要求

二级
核心指标

应满足平均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

应满足标准要求

三级
核心指标

应满足基准水平要求
—

5 技术要求

5.1 基础指标

屏蔽软电线企业标准的基础指标，除应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外，还应符合JB/T

8734.1-2016和JB/T 8734.5-2016的规定。

5.2 核心指标

屏蔽软电线企业标准的核心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若JB/T 8734.1-2016与本文件不一

致的，以本文件为准。

5.3 创新性指标

屏蔽软电线企业标准的创新性指标应符合RoHS有毒有害物质限值的规定，见表4。

表4 RoHS有毒有害物质限值

种类 限值（mg/kg）

铅（Pb） ≤1000

汞（Hg） ≤1000

镉（Cd） ≤100

六价铬（Cr
6+
） ≤1000

多溴联苯（PBBs） ≤1000

多溴二苯醚（PBDEs） ≤1000

6 检验

产品基础指标和核心指标所涉及的检验项目、试验方法应按 JB/T 8734.5-2016 表 8 的

规定进行。

产品创新性指标所涉及的检验项目、试验方法应按 IEC 62321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的六

种物质（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浓度的测定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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