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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1196-2;1995《射频电缆 第2部分:聚四氟乙烯(PTFE)绝缘半硬射频同轴

电缆分规范》。

    聚四氟乙烯((PTFE)绝缘半硬射频同轴电缆广泛应用于高频通讯系统中，具有优良的高频传输性

能和功率容量，在国际和国内市场已形成规模生产和商品化。IEC 61196-2颁布至今已第二版，我国该

类产品标准与国际标准的等同能适应国际贸易、技术和经济交流日益增长的需要。为该类产品的研制、

生产提供与国际接轨的设计和验收依据。

    IEC 61196-2中，“结构回波损耗”采用开槽测量线技术，给出的试验装置图(图1)有误，本标准予以

修正 。

    GB/T 17737在《射频电缆》总标题下，包括若干独立部分:

    第1部分(即GB/T 17737.1):总规范:总则、定义、要求和试验方法(idt IEC 61196-1:1995)

    第 2部分(即 GB/T 17737-2):聚四氟乙烯 (PTFE)绝缘半硬射频 同轴 电缆分规范

(idt IEC 61196-2 1995)

本标准的附录A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子设备用高频电缆及连接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传输线研究所、天津609电缆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锐臻、张建平、张国菊、吴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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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言

    1)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各国家电工委员会(IEC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组织。

IEC的目的是促进电工电子领域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合作。为此目的，除其他活动外，IEC发布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的制定由各技术委员会承担，对所涉及内容关切的任何IEC国家委员会均可参加国际标准的

制定工作。与IEC有联系的任何国际、政府和非官方组织也可以参加国际标准制定。IEC与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根据两组织间协商确定的条件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2) IEC在技术问题上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对这些问题特别关切的国家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员

会制定的，所涉及的问题尽可能地代表了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3)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发布，以推荐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

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认可。

    4)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各IEC国家委员会有责任使其国家和地区标准尽可能采用IEC标准。

IEC标准与相应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的任何差异应在国家或地区标准中指明。

    5) IEC未制定使用认可标志的任何程序，当宣称某一产品符合相应的IEC标准时，IEC概不负责。

    国际标准IEC 61196-2由IEC第46技术委员会(通信和信号用电缆、电线、波导、射频连接器及其

附件)的第46A分技术委员会(同轴电缆)制定。

    本标准第二版取消并替代1993年颁布的第一版，内含对第一版的局部修订。

    IEC 61196-2是总标题射频电缆下系列出版物的第2部分。
    附录 A仅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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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1.1 范围和目的

    本标准规定了聚四氟乙烯(PTFE)绝缘半硬射频同轴电缆的要求。

    本标准与总规范(GB/T 17737.1)一起使用。

    本标准旨在规定推荐的额定值和特性以及选自总规范适用的质量评定程序、试验和测量方法，同时

规定半硬同轴电缆一般性能要求和补充试验方法。引用本标准的详细规范中规定的试验和严酷等级要

求应具有与本标准等同或较高的性能水平。

1.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17737.1-200。射频电缆 第1部分:总规范— 总则、定义、要求和试验方法
                                (idt IEC 61196-1:1995)

    IEC 60028:1925 铜电阻国际标准

    IEC 60068-2-20:1979环境试验 第2部分:各种试验 试验T:锡焊
1.3 定义

    本标准采用GB/T 17737. 1中规定的一般术语定义。

1.4 详细规范规定的内容

    详细规范不应规定低于GB/T 17737. 1或分规范的要求。当包括更严格要求时 这些要求应列在详

细规范中并在检验一览表中列出。

    1.4.11.4.4中规定的内容应包括在详细规范中，并且列出的值应在本标准给出的优先值中选
取。详细规范示例见附录Ao

1.4.1 外形图和尺寸

    详细规范应包括电缆示意图，以有助于识别并与其它电缆相比较。作为最低要求应规定介质直径和

电缆外径。所有影响互换性和端接的尺寸和公差应以毫米(mm)为单位给出，并在图下列表。

，.4.2 材料

国家质f技术监督局2000-12一11批准 2001一06-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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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规范应规定内导体和外导体的材料。绝缘应为实心聚四氟乙烯(PTFE)，其厚度由详细规范规

4.3 额定值和特性

  额定值和特性应符合本标准的有关条款。

4.4 包装标志

  电缆的包装上应清楚地标有制造厂名称和电缆型号名称。

定

1.

卞

2 额定值和特性

    详细规范中给出的值应选自下列推荐的要求。

2.1 气候类别

    由于半硬同轴电缆的特定结构和与之相关材料的不同温度膨胀系数，应在详细规范中对每一电缆

规定设计温度。

    工作温度范围即为上下极限温度范围，在此温度范围内电缆可连续工作，并且其基本性能无任何降

低。工作温度范围包括环境温度加上电缆的工作温升。

    由于机械、环境和电气要求会影响工作温度范围，因此此范围作为指南给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

将试验温度作为给定的工作温度范围。试验通常是在加速条件下进行，用以揭示电缆组件结构所用材料

中的任何缺陷。

    最高功率容量以瓦(w)为单位，它是指同轴电缆在整个适用的频率范围内能安全地传输，而不产生

过热或介质击穿的功率。安全功率容量见相关曲线。上述曲线是假设电压驻波比(VSWR)为2、环境温
度为25℃时，功率降低后的曲线。该曲线还考虑了典型的系统安装影响，例如弯曲、夹具和热绝缘部分。

2.2 推荐的额定值

2.2.1 特性阻抗

    优先值为50。或75。。
2.2.2 特性阻抗公差

    额定特性阻抗公差应从下列数值中选取:

    士0.5n，士1 d1，士1.5n，士2n。

2.2.3 设计温度

    设计温度的标准值为2o0c,

3 附加要求

3门 外导体设计和结构

    外导体应为一根平滑并且连续的铜管或轻金属合金管。

    铜 :

    所用铜材应电解精炼并退火，其铜含量至少为 99.9%，并且按IEC 60028定义的导电率至少为

100% a

    铜管的机械性能应满足在一段长度上进行的放平和弯曲试验。将铜管完全放平直，然后将其对折。

试验后铜管应不出现破裂、裂纹、缝隙或扯裂。

    轻金属合金:

    正在考虑中。

3.2 试验和测量

3.2门 尺寸

3.2.1.1 介质偏心度

    应按GB/T 17737.1-200。中9.2规定的方法测量介质偏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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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1 要求

    在同一横截面上介质芯厚度的最小测量值应至少为最大测量值的85%.

3.2.2 电气试验

3.2.2.1 结构回波损耗

3.2.2.1.， 程序

    试样应有足够长度，以满足在规定的最高扫频频率下衰减不大于26 dB，在最低扫频频率下衰减不

小于3 dB。如果在规定频率范围试样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则应采用追加试样。应采用扫频开槽测量线技

术测量规定频率范围内的结构回波损耗。试样两端应装有适配的连接器，并用阶跃函数上升时间等于或

小于150 ps的时域反射计(TDR)检查组件。试样远端接到匹配负载，每个电缆一连接器交界面所呈现

的阻抗变化应不超过电缆本身允许的最大阻抗变化。对于不匹配系统应采用校正曲线。图1所示为扫

频测量驻波比((SWR)所用典型设备的框图’」。开槽测量线连接器和负载总的驻波比((SWR) (不含试样)

应小于1.06。开槽测量线用匹配负载端接时，应在X-Y记录仪曲线图上确定定标网格。可变衰减器的

设定值应从零开始，在每次扫频中均匀步进，直至在记录纸上画出足以复盖被测组件驻波比((SWR)范

围的一系列校准线为止。其中有一条校准线应含有频率标志脉冲的尖峰信号。

                            图1 结构回波损耗试验测量设备框图

3.2.2.1.2 测量

    为了测量驻波比((SWR)，把试样插人转接器之间。调节可变衰减器使驻波比曲线在校准过的曲线

范围内。沿开槽测量线前后移动测量线的探针，在最低频率时至少移动半个波长，最少分成20等分。然

后测量所测频率下包络线的垂直高度A (dB)，并利用下式确定驻波比:

                                  SWR=antilg

由驻波比计算的结构回波损耗((dB)用下式表示:

A20

      。      �,  SWR+ 1
'R一‘,ig丽顽二

(dB)

2.1.3 替代方法

允许采用反射计代替开槽测量线作为替代方法。

3 机械和气候试验

采 用说 明

.1 1EC 61196-2图中有误，作如下修改 增加了“开槽测量线”与“检测器”间的连线;增加了“扫频发生器”与“低通滤

  波器nr1l的连线删除了“检测器呜“匹配负载”的连线，删除了“可变衰减器”与“定向祸合器悯的连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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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 性能随温度变化

    尺寸稳定性应按GB/T 17737.1-2000 10.9进行测量。

    电容稳定性应按GB/T 17737.1-2000 11.4进行测量。
    衰减稳定性应按GB/T 17737.1-2000 11.14进行测量。1]

3.2.3.1.1 程序

    试验在一试样上进行，应在详细规范中规定试样的安置方式。

    a)预处 理

    温度:20̀C。

    持续时间:16 h,

    b)初始测量

    单位长度电容。

    200 MHz下衰减。

    内导体端面和绝缘端面之间的距离。

    c)试验

    试样应经受3次下列循环:

    — 高温(按详细规范规定)下4h;

    — 室温下4 h-24 h;

    — 低温(按详细规范规定)下4 h;

    一 一室温下4 h-24 h,

    d)最后测量

    单位长度电容。

    200 MHz下衰减。

    内导体端面和绝缘端面之间的距离。

3.2.3.1.2 要求

    电容最大变化。

    衰减最大增量。

    内导体端面和绝缘端面之间距离的最大变化。

    上述变化应不超过详细规范中的规定值。

3.2.3.2 弯曲性

3.2-3-2.1 程序

    一根长300 mm的电缆应在芯轴上卷绕至少2700。芯轴的直径应在详细规范中给出。

3.2-3-2.2 要求

    外导体上应无开裂和纵向裂缝。

3.2.3.3 介质和护套的附着力

    试验应按GB/T 17737.1-2000 10. 1进行，施加在中心导体上的力应按详细规范规定。

3.2-3. 3.1 要求

    介质芯应无相对于导体的可见位移。

3.2.3.4 热性能

    试验应按GB/T 11737.1-2000 10.8的规定进行。

3.2-3-4.1 要求

    外导体应无可见的开裂和纵向裂缝，介质芯应不从电缆端部伸出。

3.2.3.5 可焊性

3.2.3.5.1 程序

采用说明 :

11 1EC 61196-2中无此条，本标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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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长度足以允许浸渍25 mm的试样应经受IEC 60068-2-20试验Ta方法1(235'C焊槽)的试验。

3.2.3.5.2 要求

    相应浸渍段的铜管表面应可正常镀锡，即该表面的95%应被焊料所浸渍。焊料的斑点和痕迹不应

集中在一个区域上，并且该区域应不超过浸渍面积的5%0

3.2-3. 5.3 耐焊接热

    150 mm110 mm长的试样应按详细规范规定的弯曲半径，在离其端部30 mm处十分仔细地弯曲。

试样形成的夹角应为1350士5'.
    然后试样弯曲的一端应浸渍在符合IEC 60068-2-20试验Tb，方法IA(260'C焊槽)的焊槽中。

    所用焊剂:焊剂应按IEC 60068-2-20的规定，并增加0.5%(重量百分比)的二乙胺盐酸盐。

    浸渍深度:25 mm士1 mm
    试验结束后，允许试样冷却并在两端检查尺寸(精确到0. 1 mm)

        a)外导体相对于绝缘的位移;

        b)绝缘相对于内导体门的位移。
    每次测得的位移应小于详细规范规定的值。

4 质f评定程序

4.1 初始制造阶段

    初始制造阶段是指将介质挤包在内导体上的阶段。

4.2 结构相似电缆

    为抽样检验，只要属于下列情况的半硬射频同轴电缆被认为是结构相似:

    — 采用同一个分规范;

    — 相同的尺寸和材料(除外导体外表面涂层)。

4.3 鉴定批准

    表1给出用于鉴定批准的各组中样本大小。

    每组检验应按给出的顺序进行。

                                  表 1 鉴定批准检验一览表

采用说明

11 IEC 61196-2中为“外导体”，本标准改为“内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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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详细规范示例

A1 示例 1

采用说明

11  IEC 61196-2为“电阻率”，根据数值含义，本标准改为“导电率，’o

21  IEC 61196-2为“1 000 MHz"，根据总规范规定，本标准改为“1 000 Hz",

31  IEC 61196-2为“2.15 mm"，本标准改为 2.15 m"



GB/T 17737.2-2000

示例1(完)

4 使用工程数据(不作为规范的要求)

                          项 目

额定 电容

额定速 比

额定特性阻抗

连续使用最高交流电压

单向脉冲工作的最高工作电压

重量(近似值)

成盘或成圈的最小直径

工作温度范围

最高工作频率

最高工作功率

数 据

96 pF/m

0. 695

50n

1.3 kV,峰值

2.6kV,峰值

20 g/m

220 m-

一55℃一125'C

20 GHz

见图 A1

衰减, dB/. 最高功奉，W

姗

l00

目目目阵 目目目目巨巨目目目
r 门 门I Il 厂 二1二一厂二「厂丁】，了口 口i可 下
门门门门一 厂一r--F--厂厂一门r门门一

阵口匡阵 目口阵巨匡口口目印 尸‘
r 曰 广r」一 广，尸 广 广厂一广 门 门门 -}2尸
广 门 广「丁-l l 「一 厂 尸 厂厂 一「 门 门「〕二r I

「日厂可 } 「 「厂厂「 厂口尸叮 } }

阵巨厂厅 厂厂厂「呀尸尸厂吓

丰、、、、知吧二，‘ 沪尸
尸尹

丰
曰日日压 夕于 曰日日日曰日日日田
厂一门 口尸下份 仁二丁仁二口 竺、仁二仁二口 口巨工二 }
口团门厂厂 「一曰曰曰r̀ 口 曰曰口一} }

门曰日门 门 口口口「 门曰口n-- }

日日日干 曰日日日曰日日「千}刃-
r门叮厂r I 厂二口口口巨二『尸厂曰厂 、、{

「厂「可 门 口口口口 「厂厂印 ‘、、

厂厂厂吓 口口口尸厂厂厂厂印
巨巨[压 巨巨口[ 巨口口

10
9
日
7
6

6

刁

3

2

1

9

8

1了

6

5

4

3

q
创

 
 
氏
氏
氏

众

众

众

氏

住

5 0.6 0.7 0 日 0 9 1

颧率. (;Hz

最大衰减 — 最高功率 <W}--------一 (25'C 海平面)

图Al 最大衰减和功率曲线



GB/T 17737.2-2000

          20

预率. G14z

图A2 最小结构回波损耗

A2 示例 2

详细规范 半硬射频同轴电缆

本详细规范构成GB/T 17737.2的一部分。

        ( --二二~
I 结 构

项 目 GB/T 17737.1- 2000 细节
尺寸 ，mm

最小 标称 最大

内导体

介质

外导体

10.5

10.6

10.7

单根镀银铜包钢线

单线直径

实芯聚四氟乙烯 厚度

                  直径

无缝铜管

0. 902

2.95

3.56

0. 915

1.04

3. 00

3. 58

0.928

3. 05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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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完)

2 电气试验

试验 GB/T 17737.1-2000 试验条件
要求

最小 最大 单位

铜包钢线导电率1〕

缆芯介 电强度

绝缘电阻

局部放 电

特性 阻抗

速比

电容

最大 衰减

结构 回波损耗

  11.1

  11.5

  11.2

  11.7

  11.8

  11. 9

  11.3

  11.13

3. 2. 2. 1"

40 Hz- 60 Hz

500 V(d.c.)

40 Hz- 60 Hz

  200 MHz

  200 M Hz

  1 000 Hz"

  40

  5

5 000

  1.5

48.5

0.688

  92

        见匡

        见匡

        51.5

      0.708

        100

IA3

] A4

  %IACS

kV (r. m. s.)

  M a ·km

k V (r. m. s.)

      0

    pF/m

    dB/.

      dB

3 机械和热性能试验

试 验 GB/T 17737.1-2000 试验条件 要 求

温度变化

  电容稳定 性

  衰 减稳 定性

  尺 寸稳定性

弯曲性

导体附着力

热性能

可焊性

3.2.3. 1"

    11.4

  11.14

    10.9

3. 2. 3. 20

    10.1

    10.8

3.2.3.5"

1250C,4h

一550C ,4 h

4.20 m'〕试样

13 mm芯轴

18 N 拉力

125'C

35.8 mm弯曲半径

3次循环

(5%

簇10%

镇 2 mm

无位移

收缩:(3 mm

4 使用工程数据(不作为规范的要求)

项 目 数 据

额定 电容

额定 速比

额定特性阻抗

连续使用最高交流电压

单向脉冲工作的最高工作电压

重量(近似值)

成盘或成圈的最小直径

工作温度范围

最高工作频率

最高工作功率

96 pF/m

0.698

50n

2.55 kV,峰值

5 kV,峰值

47 g/-

360 mm

一55"C -̂125℃

20 GHz

见 图A3

1)分规范条款

采用说明

11  IEC 61196-2为“电阻率”，根据数值含义，本标准改为“导电率，’o

21  IEC 61196-2为“1 000 MHz"，根据总规范规定，本标准改为“1 000 Hz".

31  IEC 61196-2为“4.20 mm"，本标准改为“4. 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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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示例 3

详细规范 半硬射频同轴电缆

本详细规范构成GB/T 17737.2的一部分.

        ( ==1=
1 结构

项 目 GB/T 17737.1- 2000 细节
尺寸 ，mm

最小 标称 最 大

内导体

介质

外导体

10.5

10.6

10.7

单根镀银铜包钢线

单线直径

实芯聚四氟乙烯 厚度

                  直径

无缝 铜管

1. 605

5.28

6.30

1. 630

1. 85

5.33

6.35

1.655

5.38

6.40

2 电气试验

试验 GB/T 17737.1-2000 试脸条件
要求

最小 最大 单位

铜包钢线导电率1习

缆芯介电强度

绝缘 电阻

局部放 电

特性阻抗

速 比

电容

最大衰减

结构回波损耗

    11.1

    11. 5

    1112

  11.7

    11. 8

    11.9

  11.3

  11.13

3. 2. 2. 1"

40 H- 60 Hz

500 V(d.c.)

40 Hz-60 Hz

  200 M Hz

  200 M Hz

  1 000 Hz']

  40

  7.5

5 000

  3

48. 5"

0. 685

  92

        见匡

        见庄

        51.5

        0. 700

        100

f A5

!A6

  %  IACS

kV (r. m. s.)

  Mn ·km

k V (r. m. s.)

      n

    pF/m

    dB/m

      dB

3 机械和热性能试验

试 验 GB/T 17737.1-2000 试验条件 要 求

温度 变化

  电容稳定性

  衰减稳定性

  尺寸稳定性

弯曲性

导体附着力

热性能

可焊性

3.2.3. 1"

    11.4

  11.14

    10.9

3.2. 3. 2"

    10.1

    10.8

3. 2. 3. 5"

1250C,4 h

一55̀C,4 h

7.35 m'〕试样

19 mm芯轴

18 N拉力

125'C

63.5mm弯曲半径

3次循环

成5%

(10%

( 2 mm

无位 移

收缩 :(Zmm

1)分规范条款。

采用说 明

11  IEC 61196-2为“电阻率”，根据数值含义，本标准改为“导电率”
21  IEC 61196-2为“100"，根据实际情况，本标准改为“40"

31  IEC 61196-2为“49.5"，根据 2.2.1的规定，本标准改为"48.5"

41  IEC 61196-2为“1 000 MHz"，根据 GB/T 17737.1-2000规定，本标准改为“1 000 Hz"
51  IEC 61196-2为“7.35 mm"，本标准 改为“7.3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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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完 )

4 使用工程数据(不作为规范的要求)

项 目 数 据

额定 电容

额定速 比

额定特性阻抗

连续使用最高交流电压

单向脉冲工作的最高工作电压

重量(近似值)

成盘或成圈的最小直径

工作温度范围

最高工作频率

最高工作功率

96 pF/m

0.695

500

3.5 kV,峰值

7kV,峰值

146 g/-

635 mm

一55"C-125̀C

18 GHz

见图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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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波损耗,dB

            2o

频率 ，GHz

图 A6 最小结构 回波损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