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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Richard Hosier,  
亚洲区域技术经理

请即日联系 marketing@basec.org.uk 
以便安排免费研讨会

白皮书



PAGE   I  ONE

电线及相关设备 

灯、灯泡或照明

电源线或插头

变压器和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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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电线需要第三方检测证明吗？

许多劣质及不合格的电线在各地流通使用。这些
低品质的电线大大增加了电路短路的可能性，容
易引起火灾。而导体、绝缘体及防护层是最常出
现不合格的地方。电线的绝缘防护及外层非常重
要，因为它们通常代表了建筑绝大部分的固定火
负载。连接整栋建筑物的电线很容易成为火势蔓
延的导火线。

电线联通电路让电灯、空调、电梯、电脑及办公
用具运作如常，还提供区域网路(LAN)连接给计
算机、娱乐系统、电话及通讯系统。就连移动电
话也需要连接无线全球移动通讯系统(GSM)的天
线，进而通过光纤与同轴电缆与电讯系统沟通。
除此之外，电线也通过连接火灾警报器、烟雾及
热源探测器、易碎玻璃警报器、消防员电话、预
警系统及监视器(CCTV)来完善防火与安保系统。
电线还连接了排烟器、空气压缩器、加湿器、紧
急出口处的电灯、消防泵等其他现代建筑管理系
统应有的特征。
 

那么，这一切哪里会出错呢?
美国民宅失火有13%是由电气故障所引起，而其
中约50%由配电和照明系统导致而成。根据NFPA
的调查[4]，其中有67%是由电气线路和其零件为
直接失火原因。

这印证了其他在发达国家进行的国际研究[1],[2], 
[3], 但在电气规范较不严谨的国家，这个数目有可
能提高。Figure 2.

Figure 图 2. 2012-2016 年涉及家庭火灾的配电或照明设备类型

Figure 图 1. 2012-2016 年涉及设备电气故障导致起火的家庭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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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结构

软线的绝缘层及表层是由聚合物（石油）制成
的。右图的火三角显示只需可燃物（燃料）、氧
气（空气）和点火器（火花、热源）就可形成火
势。当被安装于空气中并被外来或内在热源（电
流、电压）加热，热解气可能会被释放出引致着
火。

电缆是建筑物内为火灾而具备所有三个要素之其
一材料。 

大多数软性电缆是由碳氢聚合物制成。这些聚合
物通常是不妨火且具有高发热值(燃料物质)，因
此电缆制造商会加其他的化学剂使它们更适合用
在电缆上。类似氯的卤素是很好的妨火添加物，
也不会过多影响聚合物本身自带的电介质，因此
这些卤素都被用在电缆的防火层和防护层中。但
这些卤化聚合物（例如：聚氯乙烯, PVC）也会在
火灾里带来一些副作用，它们会释放出有毒的卤
化物，结合眼睛、嘴巴及肺部里的湿气对人产生
刺激反应。通常基本的PVC电缆也会释放出大量
的酸性气体。

官方机构、法规制定方和设计者知道火势蔓延、
卤素及有毒气体和火灾中从电缆释放出的气体的
危害性，所以他们会要求电缆须有“无卤素”
，“不易燃”，及“低烟性”的特质（根据欧盟/
英国CPR规定）。在此情况下，电缆制造商需使
用不含卤素的原料，常为不易燃的填充物。虽然
这些填充物能有效地预防火势蔓延，但也可能会
造成介电性能减低或影响机器本身的性能和防水
性。因为这个原因，很多非卤素的不易燃的添加
物只被用在电缆表层。无卤素且不易燃的电缆通
常会在绝缘层使用具有良好的电性和机械性质，
但可能不那么防火的更纯粹的聚合物，如聚乙烯
（PE/XLPE）或乙丙烯橡膠（EPR）。

好的阻燃电缆通常是含卤素的，因为它的绝缘层
和表层都是不易燃的。当我们需要不含卤素的电
缆时，常见的情况是只有外表那层是不易燃的，
而里面的绝缘层则不是。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
各个大学的工业实验表明，外层不易燃的电缆可
能可以通过来自外在火源的防火测试，但同样的
电缆在面对高过载或长时间的短路时是高度易燃
且能导致火灾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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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应用 

在美国，很对建筑准则中是不要求不含卤素的电
缆的。这不是因为美国人不知道隐含的危险，而
是他们认为不会使火势蔓延的高度防火的电缆，
比可能使大火蔓延的只能低程度防火的电缆要
好。一场含卤素的小火灾比一场不含卤素的大火
灾好。

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则使用不同的
策略，较为青睐去卤素及防火性能。虽然这看起
来很好，但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因为需同时具有
防火及无卤素的特质，电缆制造商常需在使用含
卤素但高度防燃的材料，或是使用不含卤素但防
燃程度较低，或在电缆的其他性能方面打折中做
出妥协。

对很多电缆、电线和复合材料制造商来说，这不
是一项容易达成的平衡，但很多出众的厂家都能
做到在产品达到最佳表现的同时符合规范。当这
些高质量的电缆制造商必须在监管或规范不要求
第三方认证并允许制造商自行认证其电缆的市场
中竞争时，困难就来了。这使得供应商之间的电
缆质量的任何桌面比较或评估几乎不可能。 

不符合要求的电缆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在那里厂商和进口商可
以自我鉴定安装在大楼里的电缆和电线。这导致
一些制造商和进口商将低价、低质量的产品推向
市场，这些产品声称符合要求。在检查中发现，
他们实际上不符合当地标准。这个情况使澳大利
亚政府下令经销商和承包商召回这些电线电缆，
并撤除替换所有国内工业及商业建筑物内不合格
的电线电缆。这中情形造成业内重大的财物损失
和法律问题。 

大厦业主、管理员、施工方和承包商需依法承担
一下责任：

 下令整改和其他制裁
  如忽略制裁，将面临被起诉、罚款、或执照吊
销的后果

  财产损失、受伤或生命损失的财务责任

在2010年至2013年间，澳大利亚共进口了3.9百
万厘米的不合格电缆。如今，其中403公里已从
工厂移除，已安装的283公里正在补救，787公里
计划进行补救措施，但超过2400公里已安装的电
缆仍存存在各栋建筑里，不知所踪 [7]。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和国家监管部门认
为这些电缆无法达到安全标准的原因是因为劣质
的塑料绝缘涂层。实验表明，这些电缆从2016年
起过早地变得脆弱，有可能在电缆受到干扰的情
况下引发火灾或电击。国家监管部门已开始对建
筑内的电线实施强制性的一次性测试，但很多其
他的电缆仍不在监管范围内。因此，您为工程项
目选择的电缆必须完全满足所有电缆结构和性能
标准的要求。 

如发生火灾和电击，国内安装有不合格电缆的商
业及工业大楼也极不大可能被保险公司接受投保
或赔偿[12]。作为制造商或设计师，这不是您希望
与客户进行的对话。

当然，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不是唯二面临不合格的
电缆和危险的电线电缆产品的国家。英国在2010
年时也有过相似的问题，一共召回了11百万厘米
的电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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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不仅澳大利亚和英国受到电缆质量差的
影响。

中国、印度、欧洲、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纽西兰
全都有过不合格的电线电缆的案例。南韩还因虚假
验证的电缆在2013年被中止了两个核电站的项目和
宣布第三个核电站的禁闭 [14]。 

在很多没有强制要求电线电缆需经过第三方认证的
国家，上百万厘米的不合格的电缆已被安装。这些时
间越长，变得越危险的电缆对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建
筑业者造成严重的潜在责任。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联邦

BASEC 是什么?
BASEC (英国电缆验证机构) 专注于服务全球
电线电缆的业者。成立于1971年, BASEC一直
被制造、制定、购买及安装电缆业者公认的指
标。BASEC 名称是质量和安全的代名词，电缆 
认证和测试服务受到全世界的信任和尊重。

BASEC是被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UKAS)认可为
产品认证(ISO/IEC 17065), 为产品测试(ISO/IEC 
17025)和为品质管理系统和环境管理系统认证
(ISO/IEC 17021-1) 。这份认证被国际认可论坛多
边承认协议(IAF MLA)在内的89个国家所认可。 
BASEC也拥有在英国(NB2661) 和欧盟 (NB2851)

的公告机构资格。

BASEC 是做什么的

为符合世界级的标准，BASEC确保电线电缆达到
国家及国际的适当标准。为此，我们对厂商的管
理系统进行详细的检查，对生产过程用普通和严
格的电气测试，及实体检测和用火测试他们的产
品以達到以下标准：

  国际标准
  欧盟标准
  英国与其他国家标准
  私有标准
   特定部门标准，例如铁道，海洋，太阳能，

高压电(Megavolt, MV) 等
  实用标准

BASEC为电线电缆厂商提供测试、认证及会员列
表服务。

为什么选择 BASEC?
BASEC是唯一专为电缆电线提供测试、认证及会
员列表服务的机构。这表示BASEC拥有无可比拟
的电线电缆材料的知识、技术和表现。BASEC已
经建立了一个技术电缆专家团队，以确保深入了
解电缆制造商的经验限制。在与电缆行业密切合
作时，BASEC确保电缆质量和性能的一致性。

完整的产品测试与认证服务使制定者、买家和承
包商能安心确保他们所使用的电缆是合格、符合
需求的，且能常年良好稳定运作。

BASEC的认证方案是业内最严格的认证之一。
被BASEC认可的电缆的生产方需固定进行工厂
检查，电缆也需每年多次被采样检测以确保一致
性。

这详尽的过程表示，当制定者、终端使用者、买
家和承包商要求被BASEC认证合格的电缆时，
他们可以确保所提供的电缆从第一厘米到最后一
厘米都是完全达到品质标准和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的。

ATTENTION BUILDERS 
AND CONTRACTORS

Have you installed any non-compliant  
wire and cable? 

You could be liable for damages or f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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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C可以为您做什么?
作为一个权威机构、设计者、承包商或终端使用
者： 

当你要求BASEC产品认证书 (BASEC product 
certification PCR) 时，你将确保购买及安装于您
工程里的电线电缆完全且持续的达到该生产作业
的要求及性能标准。在不另加費用下，也确保不
合格的电线电缆不被納用。

第三方认证意味着您无需依赖和接受制造商或分
销商提供的测试报告。您可以确保制造商和提供
的产品都有效且持续监控，让您安装的电缆第一
厘米和最后一厘米一样达标。 您可以通过 BASEC 
的在线主页 www.basec.org.uk 搜索服务上查看
所有已批准的制造公司、其生产工厂和产品的认
证状态。

作为一个电线电缆制造商 

获得BASEC产品认证书(PCR)让您当地及出口的
客户知晓您是一家世界级、负责人及有品质的电
线电缆生产商。这表示您通过第三方认证，让客
户知道他们可以通过您取得始终如一的高品质产
品和效能。这表明您的公司和生产过程持续的进
步，采取世界最好的措施和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缺
陷。

通过 BASEC 产品认证，您将能区分您的产品与许
多廉价竞争对手来增强您的竞争优势。产品认证
可保护您的：

  电缆价格
  向客户提出的价值主张
  加强公司在市场上的形象
  区别于许多廉价的竞争对手，
  把你定位为技术领导者

符合BASEC产品认证（PCR）和欧盟建筑产品法
令(Construction Product Regulation, CPR)能让您
有资格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和市场。其中规范和法
规要求必須提供第三方认证电缆的证据。

BASEC 认证流程与您的质量团队和流程协同工
作，确定持续改进的领域，从而提高您的生产力
和质量。

结论

在现如今这个自由贸易的世界，及时的沟通和快
捷便宜的商品运输，建筑产品供给的竞争一边的
日渐国际化。不幸的是，相关法规仍局限于国家
内，而国家的法律效益在国际边界至少是复杂
的。

许多承受巨大竞争压力的建筑商一直在利用这种
国际主义的供应优势，选择甚至追逐世界各地更
具竞  

争力报价的建筑产品。这导致一些不受管制的国
家中的生产商生产的产品可能声称合规，但实际
上或生产中不能达到或维持合规性。尽管排除了
许多伪造测试报告和文件的情况，没有具备良好
管理体系和控制措施的善意生产者，也很难或无
法保持持续的质量。

在建筑物和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中需要电缆
时，安全必须放在首位。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制定
建筑法规和法律要求产品需符合国家和国际标准
的原因。不幸的是，许多以最少的资本和有限责
任设立公司以逃避责任的投机的贸易公司，通常
在抽取利润后宣布破产，将带来的巨大后果甩给
安装承包商、建筑业主和经营者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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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和许多其他国家，官方的产品召回意
味着后续补救过程中的拆除和替换成本和负担都
落在安装承包商和/或项目业主身上 [7] [8]。这也
可能对设计师和顾问产生影响，认为他们没有应
有的“合理技能与关心”[13]。

Grenfell在 “Building a Safer Future. Independent 
Review of Building Regulations and Fire Safety” 
2018 [6] 和澳大利亚建筑产品创新委员会的 
“Rebuilding Confidence” 2018 [5] 报告中指出，这
些国家在监管责任方面存在许多缺陷，但这对很
多其他国家来说是一样的情况。

现今对有关当局、业主、运营商、顾问、设计
师、承包商和安装人员的问题是：“我能做些什
么来防止项目或设备中有使用不合格产品的风
险？” 对电线电缆产品来说，答案很简单，就是
要求所有低压和中压的固定电线电缆产品都获得
第三方产品认证。

BASEC PCR 和 CPR 批准提供最佳保证，确保购
买和安装的电缆始终满足或超过所有必需的产品
制造标准和运营性能要求。

Richard Hosier是BASEC机构的驻亚洲区域技术经理。他曾任教于

全球多所机构及学府，并发表多份技术报告，包括两张有关高阶

防火电缆设计的JICABLE论文。他在2014年以其有关防火接线系

统的研究赢得英国消防员协会技术奖，并曾就防火接线系统和电

缆方面服务于三个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的技术制定标准协会。

电邮: richard.hosier@basec.org.uk         chongst@basec.org.uk 

电话: +65 8938 8966                                     +60 169 216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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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联系BASEC marketing@basec.org.uk 安排到府说明会或线上演
示。这些服务都是免费向行业组织、厂商、官方机构和顾问们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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