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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1196-3-2: 1997《射频电缆 第3-2部分:数字通信用水平布线同轴电缆

— 局域网用185 m以下、10 Mb/s及其以下泡沫介质同轴电缆详细规范》规定。

    在GB/T 17737《射频电缆》总标题下，包括若干部分:

    GB/T 17737.1-2000《第1部分:总规范一总则、定义、要求和试验方法》(idt61196-1:1995);

    GB/T 17737.2-2000《第 2部分:聚四氟乙烯 (PTFE)绝缘半硬射频同轴电缆分规范》( id1

61196-2:1998);

    GB/T 17737.3-2001《第3部分:局域网用同轴电缆分规范》(idt61196-3:1998);

    在GB/T 17737.3《第3部分:局域网用同轴电缆分规范》下的产品详细规范有:

    SJ/T 11251-2001《射频电缆 第3-1部分:数字通信用水平布线同轴电缆一局域网用500 m

以下、10 Mb/s及其以下泡沫介质同轴电缆详细规范》(idt IEC 61196-3-1);

    SJ/T 11252-2001《射频电缆 第3-2部分:数字通信用水平布线同轴电缆一局域网用185 m

以下、10 Mb/s及其以下实芯介质同轴电缆详细规范》(idt IEC 61196-3-2);

    SJ/T 11253-2001《射频电缆 第3-3部分:数字通信用水平布线同轴电缆一局域网用 185 m

以下、10 Mb/s及其以下饱沫介质同轴电维详细规范》(idt IEC 61196-3-3):

    本标准是GB/'r 17737.3《第3部分:局域网用同轴电缆分规范》下的一项产品详细规范，它规

定了185 m以下、10 Mb/s及其以下泡沫介质同轴电缆的详细要求，应与GB/T 17737.1和GB/T17737.3

一起使用。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标准:

    GB/T 12666.2: 1990 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二部分:单根电线电缆垂直燃烧试验方法

                              (idtIEC 60322-1)

    IEC/ISO 8802-3:  19% 信息处理系统 局域网 第3部分:带碰撞检测的载波侦听多址访问

                            (CSMA/CD)的访问方法和物理层规范

    IEC 60169-8 射频连接器 第8部分:外导体内径为6.5 mm (0.256 in)、特性阻抗为50 S2,

                卡口连接的射频同轴连接器 (BNC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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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天津六0九电缆有限公司。
    本标准卞要ita草人:张国菊、石 斌、徐晓川、杨 光。



I EC 前 言

    1)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所有国家电工委员会 (IEC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范围的标

准化组织。IEC的目的在于促进在电气和电子领域中有关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合作。为此目的，除其

他活动外，IEC还发布国际标准。各技术委员会受委托制定这些标准:任何对涉及问题感兴趣的IEC

国家委员会均可参加标准的制定工作。与IEC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机构也可参

加标准的制定工作。IEC与ISO按照两个组织之间订立的协议所确定的条件进行紧密合作。

    2) IEC在技术问题上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所有对这些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各国家委员会组

成的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尽可能表达了对所涉及问题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3)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指南的形式发布，推荐给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上

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4)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各国家委员会以最大可能程度在其国家和地方标准中采用 IEC国

际标准。IEC标准与相应各国家标准或地区性标准之间的任何差异应在国家或地方标准中明确指出。

    国际标准IEC 6119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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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和附件)的第46A分委员会 (同轴电缆)制定。

    本标准文本以下列文件为依据:

表决批准本标准的全部资料可从上表所列的表决报告中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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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频电缆

    第3-2部分:数字通信用水平布线同轴

          电缆一局域网用185 m以下、

      10 Mb/s及其以下实芯介质同轴电缆 :J/T 11252-2001

                  详 细 规 范 ’dtlEC 61196-3-2: 199)

                        Radio frequency cables

Part 3-3: Coaxial cables for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 horizantal floor

    wiring Detail specification for coaxial cables with solid dielectric

          for local a area networks 185m reach and up to 10 Mb/s

[I] 制定单位和地址: [2]文件编号:S1/T 11252-2001

    发布日期:2002-01-31

[3]从下列地方获得: [a1总规范:GB/T 17737.1-2000 ( idt IEC 61196-1)

    分规范:GB/T 17737.3-2001 (idtTEC 61196-3)

[5]附加参考内容:

    符合本标准的电缆适用于 IECASO 8802-3 (1996)规定的 10 BASE 2型中的连接和系统性能要求.

[61 标题、型号

    射频电缆 第3一部分:数字通信用水平布线同轴电缆一局域网用 185 m以下、10 Mb/s及其以下实芯介质

同轴电缆详细规范 SJYV-50-3-1

[71材料和电缆结构:

    导体

      材料:镀锡铜线

      绞线根数:19

      直径:0.90 mmt0.05 mm

    介质

      材料:实芯聚乙稀

      偏心度:8%max

      椭圆度:5%max

      直径 2.95 mm士0.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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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T 11252- 2001

续表

[71材料和电统结构(续):
    外导体

    层序:I

    形式:编织

    外导体

      材料:镀锡铜线

      编织单线直径:。.”mmt0.02 mm
      填充系数:不规定

    护套

      材料:聚氮乙烯

      偏心度:5%. max

      椭圆度:5%, max

      最薄厚度:0.5 mm
      颜色:不规定

      护套外径:4.7 mmt0.3 mm

      标志:电缆制造厂名 SJ/T 11252-2001  SJYV-50-3-1

[81 工程数据

      连接器类型:IEC60169-8 (BNC)

      质量:4.0 kg/100 m nom

      弯曲半径:50 mm min
      电容:100 pF/m nom

      额定电压:30 V max

      安装方式:固定安装

【9] 试验项目 [101章条号 ’) [11]要求 [12]说明

电气完整性 (电气特性)

护套火花试验

介质耐电压

绝缘电阻

11.6

11.5

11.2

3.0 kV r.m.s

1.0 kV r.m.s

>-5 000 Mf2.1cm

传输特性 (电气特性)

特性阻抗

外导体直流电阻

直流环阻 2)

衰减常数

老化后衰减

相对传播速度 (速比)

表面转移阻抗

回波损耗

11.8

11.1

11.1

11.13

11.9

12.1/12.2

11.12

500士2Q

20 f2/km max

55 f2/km max

-3.4 dB/100 m

簇4.8 dB/100 m

在考虑中

0.65 min

见图 1

不规定

10 MHz

温度:20 0C

温度:20 0C

5 M Hz

10 MHz

最大值，图 I

I)GB/T 17737.1- 2000.

2)内导体和外导体直流电阻之和。



SJ/T 11252-2001

续表

[91 试验项目 [10]章条号 ’) [111要求 [I2]说明

机械性能

内导体断裂伸长率

绝缘断裂伸长率

护套断裂伸长率

护套断裂抗拉强度

老化后护套断裂伸长率

老化后护套断裂抗拉强度

9.5

9.5

9.5

9.5

9.5

9.5

15%  min

10p% min

100% min

12.5 M Pa min

50%

70%

指在 100 0C下 7d老化后

对未老化 值的最 小保留

率。

环境适应性

电缆低温弯曲

单根电缆垂直燃烧

烟不透明度、毒性、卤酸气

体的逸出

103

8.1.3.2

不适 用

无损伤

通 过

50 mm (芯轴直径)，

温度:-20 0C

GB/T 12666.2

【131 质量保证 正在考虑月户

U  GB/T 17737.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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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 最大表面转移阻杭

马使川理想的4层编织时，转移FLI抗(fl 30 MHz下，应约为 100 M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