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bles you trust. Service you deserve.

Dearborn™ 船用电线和电缆



作
为适于航海的韧性电线

和电缆，Alpha Wire 
的Dearborn 品牌产品拥有

卓越的性能。对于电气部件

和电子系统，海洋、河流和

湖泊是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之

一，它们始终面临着受到潮

湿、盐、油和气体腐蚀以及

其它有害影响

的风险。每一

根 Dearborn 
船用电线和电

缆的设计和结

构都能确保在恶劣的海上环

境中提供数年的可靠服务。

无论您是在建造新的游艇或

商业船舶，还是在维护现有

船舶，我们的船用产品都能

满足您最严格的要求。 

可满足每种海上应用的完整产
品系列 

我们的产品涵盖所有海上应用

类型。从发动机、电池和舱底

泵的接线到通信、

仪表和电子设备的

电缆，您都可以找

到您需要的正确电

线或电缆。电缆具

有颜色标记，符合

船舶工业标准。

我们还可提供热缩管来保护电

气连接以及采用螺旋缠绕和对

开管道来管理和组织电线和电

缆。 

船用认证 
我们帮助客户在选择适当的船
用电缆时消除种种猜测，。我
们的电缆可满足各种规范，从
而确保遵守监管要求和适于航
海。

•  UL 标准 1426：船舶电力电

缆

•  SAE J378：船用推进系统

接线 

• SAE J1127：低压电池电缆

• SAE J1128：低压初级电缆

•  ABYC E-11-2008：船用交

流和直流电系统标准

•  ABYC E-10-2006：蓄电

池

•  USCG：标题 33，CFR 
183 子部分 I，第 183 条

高性能设计 

Dearborn 船用电线和电缆

使用 3 类船用线股的防腐

淬火镀锡铜导

线，具有更高

的柔韧性和更

长的服务寿

命。各种圆形

或扁平多芯电缆意味着搬运

和布线更加容易。

•  坚固的聚氯乙烯绝缘和护

套，额定温度达 105°C 

•  导体采用颜色标识，便于识

别电路

• 屏蔽电缆，用于抗电磁干扰

• UL VW-1 阻燃性

•  包装使用简便，最短仅50 英
尺长

•  具有耐油、耐腐蚀、耐溶剂

和耐海水性能

• 确保高性能的镀锡导体

 

适合海上应用的高品质选择 

应用 结构 导线数量 线径范围 特点

发动机接线 扁平 (平行) 或圆形 1 – 3 18 – 6 采用不同颜色标记，白色护套

电池 圆形 1 8 – 4/0 更柔韧的线股

海岸线 圆形 3 – 4 16 – 6 比其它电缆轻 35%

扬声器电缆 圆形 1 22 – 14 带护套剥离索构造

接合电缆 圆形 1 6 – 4 耐油、耐真菌、耐腐和耐高温性能阻止电解腐蚀

电话电缆 圆形  2 – 3 22 高密度聚乙烯绝缘

通信 同轴 1 22 – 11 RG-485, 8/U, 8X, 59U, 213/U
防紫外线护套

通信和控制电缆 圆形 2 – 7 18 – 16 屏蔽和非屏蔽

射频干扰屏蔽电缆 圆形 2 – 3 18 – 14 铝箔屏蔽，100% 覆盖率

双工屏蔽电缆 圆形 2 16 – 10 铝箔+编织层，最佳效果的屏蔽

舱底泵电缆 圆形 3 18 – 14 防水构造
具有耐汽油、耐油、耐溶剂和耐盐水性能

拖船电缆 扁平 (平行) 或圆形 3 – 4 16 – 12 透明绝缘层，更便于安装

注意：上表为一般结构。有关特殊结构的供应请咨询 Alpha Wire。

提供密封保护的热缩管 

为保护电缆端接和提供防水

连接，我们的船用级热缩管

系列坚固可靠、简单易用。

我们的交联聚烯烃胶内衬管

具有 3:1 的
热缩比。胶

合剂内衬在

受热时开始

融化流动，

形成防潮密封，从而阻止

酸、气、油和盐水进入。对

于电机井等极端温度环境，

聚烯烃热缩管在受热后数秒

内就开始收缩到供应直径的

一半。热缩管可提供可靠的

保护，工作温度范围分布在 
–55°C 到 +130°C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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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电缆

实至名归的服务 

当船只和乘客的安全成为头

等大事时，每一项船舶应用

都很关键，决不允许电缆发

生故障。对于恶劣环境和关

键应用，请选购 Alpha 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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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的供货能力 

大多数尺寸和结构的

Dearborn 船用电线和电缆

都备有现货，在您有需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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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您的关键船舶应用选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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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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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