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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概要

在商業和住宅建築案件中，使用低烟無鹵（LSHF）電纜有助於減少設備損壞，並降低烟氣毒性。然而，對製造商、産品規格制定

者以及承包商而言，對 LSHF 名稱的確切含義以及用於確保電纜完全符合 LSHF 要求所需的廣泛的基於標準的測試，仍存在著大量

困惑。而且，帶有假冒標韱和安全標誌却沒有進行嚴格的安全性、烟霧濃度和鹵素含量測試的電纜産品的不斷增多的情况，更進

一步加劇了這種困惑。

在此份 UL 白皮書中，我們將會討論在重大建築應用中使用 LSHF 級電纜的優勢，以及用於驗證電纜是否真爲低烟無鹵型所需的測

試類型。我們還會具體討論 UL 的“材料識別計劃”的細節，LSHF 電纜和材料的電纜表面標誌計劃，以及根據 UL 2885“可燃材料

燃燒時酸性氣體、酸度和電導率調查及鹵素評估綱要”的要求進行認證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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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纜結構和材料
電線電纜産品是基礎設施案件、工業和商業建築及住宅的功能性背後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各種類型的電線電纜産品被用來爲系統、設備和電動設備供電並進行控制，

還用在數據和電信應用中，爲音頻、視頻和數據傳輸功能提供支持。即使先進的無

線連接技術的可用性不斷增加，電線電纜産品仍可以合理的成本提供可靠的電力和

數據連接。

電纜産品一般由銅導體或光纖構成，外部圍繞有保護性外外被。在一些情况下，在外

外被下方添加輔助層，對電纜芯進行屏蔽或提供絕緣功能。外外被的成分通常取决於

電纜的預期用途，或者其預期暴露的環境元素和條件，例如，室外，地下等。但如今

生産的大多數電纜採用一些聚合物材料組合，爲電纜成品提供强度、耐久性和柔性。

幾十年來，基於聚合物的電纜化合物已經摻入含有鹵素化合物和其它鹵化成分的樹脂、

添加劑、阻燃劑和色母。對於電纜絕緣和外被材料，經常添加溴化物等鹵化成分來改

善材料的阻燃特性。在電纜絕緣和外被中使用的其它聚合物材料，例如聚氯乙烯（PVC）、

氟化乙烯丙烯和氯化聚乙烯，可能是其它潛在的鹵素來源。

鹵化電纜材料的潛在危害
雖然摻入鹵化成分的電纜絕緣和外被可能具有更好的阻燃性，但是在遇火之後，會放

出具有毒性和腐蝕性的烟氣。具體而言，遇火之後釋放的鹵素會和普遍存在的氫氣反

應，形成鹵化氫。當與水混合時（例如，水用來滅火），鹵化氫會形成鹽酸、氫氟酸

或氫溴酸。這些酸可能會損壞或毀壞重要結構、部件和設備，並增加毒性。含有鹵化

材料的電纜還會在燃燒時顯著提高一氧化碳（CO）含量，使其潛在危險進一步升級。

多年來，許多備受矚目的火災都提供了明確的證據，證明使用含有鹵化成分的材料進

行屏蔽的電纜存在潛在的危險性。僅舉一例，2015年在華盛頓特區地鐵隧道發生的電

氣短路導致傳統電纜燃燒，釋放出有毒烟霧和氣體，致使一名女性死亡，幾十名其他

乘客患病。據報導，這場悲劇導致地鐵維護官員加快了將舊式電力電纜更換成低鹵或

無鹵替代品的長期計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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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LSHF電纜的需求
具有 LSHF 特性的電纜首次於 20世紀 70年代推出，其最初是

用於安裝在小型密閉空間中，因爲在小型密閉空間中，傳統電

纜在火災中所産生烟霧的腐蝕性和毒性風險特別突出。然而，

摻入鹵化材料的電纜的潛在風險，已經引起了在更多種環境中

使用 LSHF 電纜的廣泛興趣。

現在，LSHF 電纜並非專用於諸如隧道、礦山和船舶等密閉空

間應用中，而是在關鍵操作需要設備和系統的連續運行的任何

環境中使用，例如，數據中心、緊急呼叫中心和電信交換站。

LSHF 電纜還被用於無法始終迅速有效撤離人員的場所，例如，

醫院、重症監護中心和養老院。

LSHF 電纜産品的安全性也使其使用範圍超出了電源和控制電纜

類別。今天，LSHF 替代方案可用於數據和電信電纜、光纖電纜

和電器電線電纜。此外，由於不含鹵化材料，讓 LSHF 電纜成爲

了涉及環境和可持續性因素的新建築案件的合理選擇，因爲使

用 LSHF 電纜可能會滿足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的 LEED 綠色建築

倡議的案件信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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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LSHF電纜標準的困惑
雖然上述因素導致對 LSHF 電纜的需求不斷增加，但是對電纜製造商和電纜買家而言，

不僅對有關這些産品的術語，還對使用哪些標準才能令人滿意地對這些電纜産品和電

纜組件進行評估和測試以表明其低烟無鹵的性質，存在著大量困惑。

目前，對於適用於産生低烟度、或不含鹵化材料、或具有耐火性的電纜的術語，還沒

有一個標準化的方法。例如，一些製造商提供“低烟無鹵”電纜，而另一些製造商提

供“低烟零鹵”（LSZH）的可比産品。其它公司提供“無鹵耐火”（HFFR）電纜，

而仍有其它公司銷售“低烟塵”（LSF）電纜。

許多情况下，混亂的首字母縮略詞也强調了術語本身的主觀性質。然而，“低烟”電

纜究竟具有什麽特徵？“零鹵”是否意味著不含鹵化材料，還是指在火災條件下釋放

的鹵素排放物？

造成名稱爲 LSHF 的電纜的這種混亂的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用來評估其鹵素含量

的傳統標準。兩個最常用的標準包括 IEC 60754-1 “電纜材料燃燒時釋出的氣體的試

驗第 1部分：氫鹵酸氣體量的測定”和 IEC 60754-2“電纜材料燃燒時釋出的氣體的

試驗 第 2部分：酸度（用 pH 值測量）和電導率的測定”。電纜評估中常用的其它

標準爲 MIL-DTL-24643 C（其中涵蓋了在海軍艦艇應用中使用的電纜的要求）和 IEC 

61249-2。

然而，IEC 60754-1和 IEC 60754-2均未對鹵素的基本元素，即，氯、溴、氟、砹或碘

的含量水平進行測試或引用。相反，每個標準都定義了對由測試材料燃燒産生的氫鹵

酸氣體進行測試的方法（根據 IEC 60754-1通過滴定，而根據 IEC 60754-2通過 pH 值

和電導率），並且推斷出所産生的氫鹵酸氣體來自上述五種鹵素元素之一。這些標準

沒有以百分比或百分率（PPM）提供實際鹵素含量水平。另外根據 IEC 60754-2，最低

pH 值和最大電導率限值被定義爲“建議性”性能要求，而不是表述爲“規範性”要求。

此外，在這些以及其它與評估電纜特性有關的標準中，針對電纜産品或材料中鹵化物的允許水平，通常列出了似乎不同的
要求。例如，MIL-DTL-24643C 規定，所有電纜材料應具有“不超過 0.2％的鹵素含量”，而行業標準 ICEAT-33-655（來自

絕緣電纜工程師協會 ICEA）則規定電纜材料必須含有“少於 0.2重量％的任何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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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 LSHF電纜分類和測試
術語“低烟無鹵”包含性能的兩個單獨且不同的方面，這些必

須在電纜評估中加以考慮。“低烟”是指完整的電纜結構在燃

燒時産生的烟霧量。“無鹵”是指每個可燃電纜組件中存在的

單個鹵素元素的量。爲了對 LSHF 進行準確考量，必須根據這些

標準對電纜的具體性能分別進行評估。

幸運的是，最近推出的一系列國際公認的標準對於明確和統一

電纜産品和材料中低烟無鹵特性的要求，有著很大的幫助。

2015年發佈的 IEC 62821系列標準“電纜 - 額定電壓小於等於

450/750V 的無鹵、低烟、熱塑性絕緣和鎧裝電纜”由三部分組

成。第 1部分涉及一般要求，第 2部分涉及測試方法，第 3部

分詳細介紹了柔性電纜和電線的其它注意事項。綜合看來，IEC 

62821系列是首先爲整套電纜組件和電纜材料部件提供無鹵低

烟要求的之一。

除了 IEC 62821系列，還有幾項標準目前正在開發中，旨

在專門針對 LSHF 電纜、電纜材料和先進的測試方法。這

些包括以下內容：

1. IEC 63010-1“電纜 - 額定電壓小於等於 300/300V 的無

鹵熱塑性絕緣和鎧裝柔性電纜 - 第 1部分：一般要求”（預

計於 2018年 3月出版）

2. EC 63010-2“電纜 - 額定電壓小於等於 300/300V 的無

鹵熱塑性絕緣和鎧裝柔性電纜 - 第 2部分：測試方法”（預

計於 2018年 3月出版）

基於目前的科學和電纜材料技術，這些標準將有助於進一步明確無烟、非鹵化電纜和電纜材料的要求和測試標準。

 

3. IEC 60754-3“電纜材料燃燒過程中釋出氣體的測試 - 第

3部分：通過離子色譜檢測低含量鹵素含量”（預計於

2018年 6月出版）

4. IEC 62321-3-2“電子技術産品中一些物質的測定 - 第 3-2

部分：通過燃燒 - 離子色譜法在聚合物和電子産品中篩選

氟、溴和氯”（預計於 2018年 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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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5和 UL的
LSHF電纜認證
爲了促進 HF 和 LSHF 電纜的持續開發和

採用，UL 提供了一系列認證計劃，可用

於驗證無鹵和低烟無鹵電線和電纜構造

的特性。認證計劃可用於所有 UL 類別的

電線電纜産品。

對於自願認證計劃，對電纜材料的鹵素

特性的評估符合 UL 2885“可燃材料燃燒

時酸性氣體、酸度和電導率調查及鹵素

評估綱要”中列出的方案。UL 2885主要

基於 IEC 62821系列標準，其中的測試通

過應用以下四個階段的測試方案，對電

纜絕緣和外被化合物以及包括填料、膠

帶和包裹物的電纜部件的鹵素含量進行

評定： 

• 階段 0

鈉熔（根據 IEC 62821-1/-2）

• 階段 1

pH 值和電導率（根據 IEC 60754-2）

• 階段 2

溴和氯作爲 HCI（根據 IEC 60754-1）

• 階段 3

含氟量（根據 IEC 62821-1/-2）

滿足 UL 2885鹵素含量要求的電纜材料

符合該標準的 HF 材料認可指定。使用已

獲得 HF 認可的化合物和部件，對那些尋

求對其産品應用可選的 HF 電纜表面標誌

的電纜製造商而言，還可以加快完整電

纜結構的評估過程。

還可以對完整電纜結構的低烟特性進行

評估和認證。

對於 UL 根據 IEC 62821-3的要求對 LSHF

指定、電纜結構進行評估，其中，IEC 

62821-3規定了在 IEC 61034-2“在限定條

件下燃燒的電纜的烟霧密度測量 - 第 2部

分：測試程序和要求”中詳述的測試方法。

滿足這些附加要求的電纜結構，可以將

LSHF 電纜表面標誌應用於其産品。

特別應注意的是，已經收到 HF 或 LSHF

標誌的 UL 列名電纜，已經被評估符合所

有普遍適用的認證要求。此外，使用 HF

或 LSHF 標誌的完整電纜結構，將根據

UL“後續服務”（FUS）計劃進行定期審

查，該計劃將會對 UL 認證産品進行持續

監測和測試，以幫助確保産品生産持續

符合原始認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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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的 LSHF計劃的優勢
UL 的電纜材料和完整電纜組件的 HF 和 LSHF 認證計劃，分別

爲製造商和買家提供了以下幾個潛在的重要優勢：

基於國際認可和接受的標準和測試方法 - UL 的 HF 和 LSHF 認證

計劃基於 IEC 62821系列標準，該標準具體規定了電纜和電纜材

料的要求和測試方法。

有助於消除關於 LSHF電纜産品和部件的困惑 - UL 針對電纜和

電纜材料的烟霧和鹵素相關特性提供的綜合性評估和測試方法，

可以爲尋求 LSHF 産品的買家提供透明度，便於産品比較。

UL的在線認證目錄簡化了産品規格並有助於檢測假冒産品 - 通

過我們的“在線認證目錄”（www.ul.com），可以輕鬆訪問

UL 認可的電纜和部件信息。獲取該信息讓買家能够對産品認證

聲明進行驗證，並識別有關 HF 和 LSHF 認證的潛在假冒聲明。

可以簡化在美國以外司法轄區的産品認證 - 通過獲得 UL 基於標

準的 LSHF 電纜認證計劃的認可，電纜設計師可以開發出將被世

界大多數司法轄區的買家和監管機構所接受的新産品和材料。

有助於獲得更多行業認可 - UL 的 HF 和 LSHF 認證可以獲得美國

綠色建築委員會授予的 LEED 綠色建築積分，支持符合加利福

尼亞州第 65號設施要求提案，而且有助於確保電纜和電纜組件

不會進入國際生活未來研究所的“化合物材料紅名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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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總結

使用含有無鹵材料的電線電纜産品能够降低潛在的腐蝕性和毒性，這讓對 HF 和 LSHF 電纜和電纜部件的需求不斷增加。然而，對

電纜製造商和買家而言，對這些術語的含義以及有關電纜烟霧和鹵素相關特性的自我認證聲明的有效性，仍然存在著大量困惑。

UL 的 HF 和 LSHF 認證計劃旨在爲評估電纜材料和完整電纜組件，提供客觀、全面和最新的要求和測試方法。

有關 UL 低烟和低烟無鹵電纜及電纜材料認證計劃的更多信息，

請通過 Robert.W.Bellassai@UL.COM 聯繫 ROBERT，或登錄 U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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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朗方廣場事件之後，地鐵部門緊急安裝更多“低烟”電纜”，《華盛頓郵報》，2015年 1月 31日。網絡：2017年 8月 3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trafficandcommuting/ metro-rushes-to-install-low-smoke-power-cables-after-lenfant-
plaza-incident/2015/01/31/89979118- a85b-lle4-a06b-9df2002b86a0_story.html?tid=a_inl&utm_term=.c31b70803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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