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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固体发动机穿舱电缆的设计和制
造方法
杨 健1，李宇翔2，赵国清2，张晨曦2，李 健2
（ 1. 海军装备部驻南京地区第一军事代表室，江苏 南京 210006；2. 北京控制与电子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要：主要结合固体发动机穿舱电缆在飞行器上的应用需求，对飞行器发动机穿舱电缆的设计和制造方
法进行研究总结。给出了基于机器编织技术的固体发动机穿舱电缆设计制造技术途径及试验验证情况，
证明该种穿舱电缆的设计制造满足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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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methods for solid engine cabin cable
YANG Jian1, LI Yuxiang2, ZHAO Guoqing2, ZHANG Chenxi2, LI Jian2
(1. The First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Bureau of Naval Equipment Department in Nanjing Area, Nanjing 210006,
China; 2. Beijing Contro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 of solid engine cabin cable on aircraft,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methods of aircraft engine cable are studied.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olid engine cabin cable
based on machine weaving technology are presented, an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this kind of cable can meet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
Key words: engine cabin cabl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machine we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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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解决在固体发动机段的电缆束安装问

引言

题 [2]。 这 种 安 装 方 式 简 单 可 靠 ， 设 备 功 能 和 分

飞行器控制系统设备根据功能，分别安装
在不同舱段。控制系统电缆网是将控制系统设
备实现物理连接的多根电缆束的组合

[1]

工清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随着飞行器的逐步发展，对飞行器气动外

。作为

形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以前广泛采用的发动机

控制系统电缆网的一部分，发动机穿舱电缆起

外电缆安装方式中，发动机外电缆和电缆罩安

到连接发动机前端舱电缆束和后端舱电缆束的

装在圆形的固体发动机上，严重影响了飞行器

作用。一般采用发动机外安装电缆束和电缆罩

的气动外形和防热层敷设，需要设计新型的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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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电缆满足 对高温和气动外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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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段

非扁平段

基于机器编织技术的发动机穿舱电缆
的设计
非扁平段

1.1 发动机穿舱电缆设计要点

扁平段

非扁平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将电缆束与发动
总线线缆直径

机采用一体化设计，安装在发动机防热层中。
图1

由于发动机防热层较薄，要求发动机穿舱电缆
尽量扁平化设计，同时要求结构形式稳定，
在电缆束运输和安装过程中变形量小，同时也
对发动机穿舱电缆的防热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

扁平电缆束的设计示意图

Fig. 1 The design schematic diagram of ﬂat cable

2

基于机器编织技术的发动机穿舱电缆
的制造

求。具体设 计时考虑了以下方面。
1）参照相关资料，防热层内温度较高，为

2.1 发动机穿舱电缆制造流程

满足电缆耐高温要求，导线需选用符合对应温

基于机器编织技术的发动机穿舱电缆的制

度要求的绝缘电缆。电缆具有耐高低温、重量

造流程包括扁平电缆束的编织、电缆两端包裹

轻、不热缩和卓越的机械韧性，能防盐雾、霉

纺纶防护套、电缆导线与连接器压接和成品包

菌、湿热及抗高能电子辐射，可在各种恶劣的

装等。

环境中提供 高可靠的能量和信号传输。
2）由于发动机防热层较薄，电缆要在如
此薄的防热层内走线，就必须将电缆以扁平状

扁平电缆束编织好后，在产品流转过程中
要注意保护，防止扁平编织部分松散或变形。
2.2 发动机穿舱电缆扁平电缆束制造工艺要点

成形且尺寸尽量小。因此，在满足电气性能的

基于机器编织技术的发动机穿舱电缆是将

要求下，发动机穿舱电缆束应尽量减少导线的

所有导线平行排列，由编织线作为经、纬线编

数量。同时，为提高机器编织的可操作性，电

织成形，在扁平到非扁平过渡处为防止编织线

缆在导线设计选型时应尽量选择规格统一的导

脱落，用耐高温胶涂抹并绑扎加固。电缆中的

线。

每根导线都通过主动放线架放线，由张力轮调

1.2 发动机穿舱电缆扁平电缆束设计实现

节控制张力，以保证所有导线在电缆束中受力

根据使用需求，通常电缆束包括了总线电

均匀一致，长度均等。

缆、双绞屏蔽导线、单芯屏蔽导线和普通导线

通过机器编织的扁平电缆可将不同规格外

四类。一般总线电缆在各种线缆中外径最大，

径的导线合理排列，使成品电缆紧密，最大限

对整个扁平电缆的厚度要求一般不大于总线电

度地减少宽度和厚度；电缆外形尺寸由机器调

缆外径。扁平电缆束可以将总线电缆分布在扁

节定制，电缆宽度、线间距和纬线节距均匀，

平电缆边侧，屏蔽线布于中间，非屏蔽线相邻

所有导线只须在编织前由操作人员从放线架上

屏蔽线排布 的方式编织成扁平状。

放线、牵引和过模具至编织机上，编织时无须

扁平电缆束两端的电缆部分无须编织，但

人员过多接触导线，可减少受损的几率，也

要保证导线编号标识在运输过程中不丢失。对

避免了手工编织的许多可变因素，而且外形美

扁平电缆需进行防护，并且在运输过程中采用

观，能保证产品状态的一致性。

保护扁平部 分的方式运输。
扁平电缆束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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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束中所有导线要求受力均匀、长度相
同，这样在电性能方面同一规格导体的阻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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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加工过程中避免导线受损，充分保证导线

项尺寸参数满足要求，然后随发动机进行后续

绝缘性能及抗电强度。这是工艺控制的关键，

生产工艺及防热工艺验证，满足相关要求。

电缆在生产中尽量减少人工的干预来增加产品
的一致性。同时，在节距控制、宽度调节等方

4

面进行了改 进。

3 发动机穿舱电缆的试验验证

结束语
本文主要结合固体发动机穿舱电缆在飞行

器上的应用需求，给出了飞行器发动机穿舱电
缆的设计和制造方法，并进行了相关的试验验

为验证发动机穿舱电缆设计和制造的可行

证。基于机器编织技术的发动机穿舱电缆具有

性，开展了发动机穿舱电缆的地面验证试验，

结构紧凑、外形美观且一致性好的特点，可满

主要包括高温环境适应性试验和发动机模装验

足对应类型发动机穿舱电缆的应用需求。

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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