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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电缆 

实至名归的服务 

当设备和人员的安全成为头等

大事时，每一项应用都很关

键，决不允许电线发生故障。

对于恶劣环境和关键应用，请

选购 Alpha 通信、控制和工

业电缆；因为只有当您使用的

产品坚固可靠时，您系统的完

整性才能得到保证。

优越的可用性 

大多数尺寸和结构的Alpha 
通信、控制和工业电缆都有现

货供应，分小盘卷和大盘卷电

缆，当您有需求时可以随时订

购，我们将立即从库存中供

货。我们的产品可当日发货，

无需长时间的备货期。

绝无仅有的服务和支持 

为您的关键应用选择正确的电

缆对于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性

能和安全性都至关重要。因此

我们提供各种便利，方便您

为特定应用轻松选择正确的 
Alpha 电缆。我们的在线资

源包括电线电缆选购指南、技

术信息、完整的产品目录以及

分销商地址查询，以方便您选

择和购买您需要的电缆。 

找不到您需要的商品？我们可

以按照您的规格设计电缆。

办法非常简单，只需访问  
www.alphawire.com!

通
信和控制是任何电子系

统的关键。无论是风力

涡轮发电机的监控、工厂车

间驱动器与电动机之间的通

信还是工程部 CAD 系统的

互连，选用合适的通信和控

制电缆是保持信号准确传送

的关键。 

Alpha Wire 的
通信和控制电

缆品种齐全，

可以为您的应

用提供恰当的

电缆。我们的

电缆满足特殊要

求，例如低电容电缆有助于远

距离传输数字信号，橡胶绝缘

和护套提高了柔韧性，优异的

屏蔽性能则使它适用于嘈杂的

电气环境。

我们综合利用一系列绝缘材

料、各种屏蔽、导线数量和直

径以及其它要素生产出适合任

何应用的电缆。从传统的 RS-
232 接口到高速遥感勘测和数

据录制，再到高保真度麦克风

系统，我

们拥有丰

富的材料

经验和制

造技术，

这意味着我们制造的电缆在电

力、机械和环保方面都具有完

美表现。我们知道，一根电缆

不仅仅是电缆：它还是传输您

关键信号的通道。

我们的通信和控制线包括三大

主要类别：

•  工业系列电缆： 

适用于工厂的坚韧性电缆，

可满足工厂的标准需求，例

如驱动器互连、输送机或自

动化网络

•  通信和控制电缆： 

圆形多芯和多线对电缆，其

结构几乎适合任何应用

•  扁平电缆： 

扁平多芯电缆，主要在机柜

或设备中使用

满足苛刻要求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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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工厂车间到过程控制

的工业系列电缆 

Alpha Wire 的系列工业电

缆非常适合各种工业应用。我

们提供一系列电缆来满足常见

需求，例如固定和运动部件中

的控制布线。我们还提供专用

的电缆配置，供驱动器、伺服

系统和工厂协议使用。

工业系列电缆的典型应用包

括：

• 高柔性应用

• 工厂设备互连

• 机器人技术

• 机床

• 汽车装配设备

• 输送机系统

• 控制盘

• 往复式自动输送设备

• 自动化取放系统

• PLC 控制设备

• 自动化搬运系统

•  伺服系统中的速度和位置控

制/监测

适合通信和控制应用 

我们的标准系列通信和控制电

缆为您提供最多的选择，减少

对需求的妥协。通过为您提供

全面的绝缘/护套材料、屏蔽

选择和导线数量组合，您可以

轻易地选择出满足您最苛刻需

求的电缆。我们的电缆性能非

凡，能满足电磁干扰、传输距

离、灵活性和温度极限的严格

要求。

通信和控制电缆的典型应用包

括：

•  音频系统：扬声器、麦克

风、对讲机

• 广播和播音室

•  数据传输：RS-232, 
422, 485 

•  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

助制造

• 计算机外设

• 商业机器

•  安防系统：警报器、摄像

头、传感器

• 控制系统

• 测试仪表系统

• 销售网点系统

• 银行系统

工业系列电缆

应用 Alpha Wire 产品特点

静态
电缆槽
轻度到中度挠曲

M 系列控制电缆

18 – 8 AWG
导线数量为 3 到 65 根

PVC/尼龙绝缘
耐油PVC护套

UL 类型 TC-ER (600 伏)
UL 类型 MTW (600 伏)
UL 类型 WTTC (600 伏)

UL 类型 PLTC (300 伏) (仅限 18 到 12 AWG)
直埋式
防紫外线

UL 耐油级别 I

电缆槽
轻度到中度挠曲
增强的柔韧性和可布线性

P 系列增强型控制电缆

增强的抗油和抗化学品腐蚀性能
18 – 8 AWG

导线数量为 3 到 65 根
PVC/尼龙绝缘

耐油型热塑性橡胶护套
UL 类型 TC-ER (600 伏)

UL 类型 PLTC (300 伏) (仅限 18 到 12 AWG)
防紫外线

UL 耐油级别 I/II 

高挠曲电缆轨道 F 系列连续挠曲控制电缆

高达 2 千万次的连续滚动挠曲循环
28 – 8 AWG

导线数量为 3 到 65 根
PVC/尼龙绝缘
热塑性橡胶护套

UL 类型 TC-ER (600 伏)
UL 类型 PLTC (300 伏) (仅限 18 到 12 AWG)

防紫外线
UL 耐油级别 I/II 

伺服电机
伺服驱动器 

S 和 SF 系列伺服电源和控制电缆

电源线
四芯电源线，带或不带制动线对

18 – 8 AWG
热塑性橡胶护套

SF 系列具有更高的柔韧性
UL 类型 TC-ER (600 伏)
UL 类型 WTTC (600 伏)

防紫外线
UL 耐油级别 I/II

控制线
分解器应用为 3 到 6 对线
编码器应用为 9 根导线

线径为 20 AWG
聚烯烃绝缘

热塑性橡胶护套

变频驱动器 V 系列VFD 电缆

四芯电缆
线径为 16 到 4/0 AWG

14 AWG 制动线对
交联聚乙烯绝缘

PVC护套
小直径

低电容，更强的信号传输性能
UL 类型 TC-ER (600 伏)
CSA I/II A/B 1000V FT4

直埋式
防紫外线

工业自动化

ControlNet™ 电缆
低损耗 RG-6/U 75 欧姆同轴电缆

双重编织层/铝箔屏蔽，拥有最大的信号完整性和运行长度

RS-485 电缆

1 到 4 对线
编织层/铝箔屏蔽，降低电噪音灵敏度

UL PLTC 类型明线 (300 伏)
防紫外线

DeviceNet™ 电缆

两对导线，坚固耐用，集成电源线和数据线
防紫外线

ODVA 厚和薄两种
符合 Allen-Bradley 部件号
1485 CPI-A 和 1485 CPI-C

Fieldbus和 PROFIBUS™ 电缆
A 类和 B 类现场总线阻抗为 100 欧姆

高速Fieldbus和 PROFIBUS DP 阻抗为 150 欧姆

工业双轴电缆 满足 Allen-Bradley 数据高速公路网的要求

扁平电缆

扁平电缆的平面结构可以大

量节省板与板之间的空间以

及设备或机柜内其它互连的

空间。我们提供挤压式扁

平电缆，间距为 0.050 和 
0.025，可快速、方便地连接 
IDC 连接器。扁平电缆天生

具有优异的信号传输特性，

电容低、串扰少、失真小。

针对需要额外防护的应用，

我们另提供屏蔽和扁平绞合

式电缆结构，以改进双绞线

的串扰性能。

间距 导线 导线规格 结构

0.050 28 AWG 镀锡铜绞线 9 - 64

非屏蔽
彩色扁平电缆
扁平绞合式

圆形到扁平，带铝箔/编织层屏蔽
护套整体铝箔屏蔽

0.025 30 AWG 实心铜 26 - 60 非屏蔽

V 系列 VFD 电缆可提升 
VFD的性能

V 系列VFD电缆专为满足变

频驱动器的需求而设计，可抵

抗导致其它类型电缆发生故障

的电介质强度。特制的XLPE 
绝缘导线提升了性能和信号完

整性。V 系列电缆可在强电力

负荷下轻松面对谐波、电晕放

电和功率失真而不会引起性能

降低。电缆采用圆形结构，确

保铝箔/编织屏蔽层拥有对称

的轮廓和相应的圆度，以提供

长距离布线所需要的低电容。

电缆可带也可不带制动线对。

FIT 热缩管产品

FIT 优选热缩管产品是在受

到最严格的制造控制下利用

高质量复合材料制造而成

的，是我们通信、控制和工

业电缆的完美补充。这意味

着，FIT 将始终具有优良的物

理特性，例如较小的纵向收

缩范围和较宽的温度范围，

并且在单独使用或结合其它

厂商制造的设备使用时，拥

有干净、整洁的外观。

FIT 产品线包括 23 种不同的

管道类型，每种类型都拥有

独特的特性，为最广泛的应

用和环境提供完美的管材解

决方案。FIT 产品随时可供应

现货，拥有各种包装尺寸。

通信与控制电缆 

绝缘/护套材料

聚氯乙烯：一种最常见的通用材料，自身具有阻燃和耐磨性能

防辐射型聚氯乙烯：比标准聚氯乙烯有更好的耐焊接性能

半刚性聚氯乙烯：比标准聚氯乙烯拥有更佳的物理属性，例如耐磨性

橡胶：极高的柔韧性，适合便携式缆索等应用

聚乙烯：电气特性比聚氯乙烯更佳，柔韧性低；优异的防水性能，适合室外和直埋应用

聚丙烯：电气特性比聚氯乙烯更佳，柔韧性低

发泡聚丙烯：用作绝缘材料，电缆电容达到中低等水平，允许更远的传输距离，并拥有出色的信号完整

性

Teflon® 聚四氟乙烯/氟化乙丙烯：优质材料，出色的高温范围、电气特性和防腐性能

夹层级聚氯乙烯：适合在天花板夹层空间中使用

屏蔽选择

无屏蔽：适合在噪音不会带来问题的环境中使用

整体铝箔屏蔽：适合具有中等电磁干扰级别的环境中使用；良好的高频噪音屏蔽性能

整体铝箔/编织层屏蔽：优异性能，非常适合高电磁干扰级别

单独铝箔屏蔽线对：提供串扰保护和中等电磁干扰防护性能

单独铝箔屏蔽线对，外加整体铝箔/编织层屏蔽：串扰保护，优异的电磁干扰防护

导线数量

单导线数量为 1 到 50 根

1 到 50 根线对



Cables you trust. Service you deserve.

通信、控制以及工业电缆

Cables you trust. Service you deserve.

全球总部

711 Lidgerwood Avenue
Elizabeth, NJ 07207-0711 USA
免费电话：1-800-52 ALPHA
电话：1-908-925-8000
传真：1-908-925-5411
电子邮件：info@alphawire.com

亚太地区

银座企业中心1708
室 陕西北路 1388  
中国上海 200060 

电话: +86-21-61498201/61498205
传真：+86-21-61498001 
电子邮件：apac@alphawire.com

©2010 Alpha Wire. 保留所有权利。规格可能会随时更新。最新规格，请咨询 Alpha Wire。
Teflon es una marca comercial registrada de E. 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 ControlNet es una marca comercial de ControlNet International, Ltd.  文献编号: C&C-Bro-1008-CN
DeviceNet es una marca comercial de Open DeviceNet Vendor Association, Inc. PROFIBUS es una marca comercial de Profibus International. 替代: 新版
 

值得信赖的电缆 

实至名归的服务 

当设备和人员的安全成为头等

大事时，每一项应用都很关

键，决不允许电线发生故障。

对于恶劣环境和关键应用，请

选购 Alpha 通信、控制和工

业电缆；因为只有当您使用的

产品坚固可靠时，您系统的完

整性才能得到保证。

优越的可用性 

大多数尺寸和结构的Alpha 
通信、控制和工业电缆都有现

货供应，分小盘卷和大盘卷电

缆，当您有需求时可以随时订

购，我们将立即从库存中供

货。我们的产品可当日发货，

无需长时间的备货期。

绝无仅有的服务和支持 

为您的关键应用选择正确的电

缆对于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性

能和安全性都至关重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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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信息、完整的产品目录以及

分销商地址查询，以方便您选

择和购买您需要的电缆。 

找不到您需要的商品？我们可

以按照您的规格设计电缆。

办法非常简单，只需访问  
www.alphawire.com!

通
信和控制是任何电子系

统的关键。无论是风力

涡轮发电机的监控、工厂车

间驱动器与电动机之间的通

信还是工程部 CAD 系统的

互连，选用合适的通信和控

制电缆是保持信号准确传送

的关键。 

Alpha Wire 的
通信和控制电

缆品种齐全，

可以为您的应

用提供恰当的

电缆。我们的

电缆满足特殊要

求，例如低电容电缆有助于远

距离传输数字信号，橡胶绝缘

和护套提高了柔韧性，优异的

屏蔽性能则使它适用于嘈杂的

电气环境。

我们综合利用一系列绝缘材

料、各种屏蔽、导线数量和直

径以及其它要素生产出适合任

何应用的电缆。从传统的 RS-
232 接口到高速遥感勘测和数

据录制，再到高保真度麦克风

系统，我

们拥有丰

富的材料

经验和制

造技术，

这意味着我们制造的电缆在电

力、机械和环保方面都具有完

美表现。我们知道，一根电缆

不仅仅是电缆：它还是传输您

关键信号的通道。

我们的通信和控制线包括三大

主要类别：

•  工业系列电缆： 

适用于工厂的坚韧性电缆，

可满足工厂的标准需求，例

如驱动器互连、输送机或自

动化网络

•  通信和控制电缆： 

圆形多芯和多线对电缆，其

结构几乎适合任何应用

•  扁平电缆： 

扁平多芯电缆，主要在机柜

或设备中使用

满足苛刻要求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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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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