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bles you trust. Service you deserve.

Xtra-Guard® 高性能电缆



从冰冻地带到高温沙漠，从防化学品腐蚀要求极高的石化工厂到

需要连续挠曲的运动控制应用，从要求防紫外线的室外应用到

无需管道的直埋式应用环境，Xtra-Guard电缆处处实至名归。

Alpha Wire 的 Xtra-Guard 电缆拥有卓越的性能和可靠性，可战胜

最恶劣环境中的最大挑战。无论面对何种极端条件，您都可以找到

超越要求的 Xtra-Guard 电缆。无论是完全因为电缆故障而导致的停

工，还是因为电缆不能满足应用需求而发生微小故障所导致的停工，

所付出的代价都非常高昂。采用 Xtra-Guard 则可让您

高枕无忧。

Xtra-Guard 电缆能够在最苛刻的工作环境中保持正常

工作，是市场上最持久耐用、性能最高的电缆。 

Xtra-Guard 拥有经过多年实践验证的应用性能，已成

为工程师们三十多年来的首选。

卓越性能，适合各种极端应用

lmm = 好;  llm = 非常好;  lll = 极其好;  NR = 不推荐

一流设计 

Xtra-Guard 高性能电缆专为满足您的需求而设计。它采用了圆

形结构，从而使安装、密封和布线更加容易。Xtra-Guard 电缆

有将近 5000 种标准结构和行业内最齐全的尺寸规格、导线数

量、屏蔽选择和护套颜色，为可靠性能确立了全球标准。 

高温

低温

紫外线

油、化学品、溶剂、燃料

磨损

直埋

电磁干扰噪音

挠曲

您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标准 

我们严格按照现行的行业

标准测试我们的电缆。

我们的电缆通过了大多

数主要机构的认证，例如 
UL、CSA、CE 
和 VDE。  

主要需求 典型应用 Xtra-Guard 系列
绝缘/护套材料 

温度范围
绝缘 护套

高性能

高科技受控环境
医疗电子设备
销售网点设备
计算机外设
工业过程控制

Xtra-Guard 1 SR-PVC/
PVC PVC -30°C 到 +105°C

抗磨损性

数控机床中心
汽车装配厂

军事地面援助系统
包装机械
石化工厂

地球物理勘探设备 

Xtra-Guard 2 SR-PVC PU -20°C 到 +105°C
-20°C 到 +90°C

直埋式

楼宇间通信
卫星通信设备
土地灌溉系统
室外安防系统

室外记分板和显示器
管道传感器控制

Xtra-Guard 3 SR-PVC PE -20°C 到 +80°C

卓越的耐温和防化
学品腐蚀性能 

木材、纸张、纸浆和造纸厂
采矿仪器和控制装置

公共交通系统
军用电子设备
食品饮料厂
化工工艺控制
北极管道控制

Xtra-Guard 4 TPE TPE -50°C 到 +125°C

最强的耐温和防化
学品腐蚀性能

食品饮料冲洗
洁净室环境

食品/医学级应用
涡轮发电机
化学品处理
军用电子设备

采矿仪器

Xtra-Guard 5 FEP FEP -80°C 到 +200°C

挠曲/柔性

笛卡尔坐标机器人
铰接多轴机器人

自动化联网
机床

汽车总成设备
输送机系统
控制面板

挠曲和固定轨道
往复式自动输送设备

传感器/执行装置与控制器的连接
电机电源线

Xtra-Guard Flex  
(控制，600 伏) PVC PVC -5 ºC 到 +90 ºC: 挠曲

-40 ºC 到 +90 ºC: 固定

Xtra-Guard Flex
(数据，300伏) SR-PVC PVC -5 ºC 到 +90 ºC: 挠曲

-10°C 到 +105°C: 固定

(扭转，600 伏) TPE PU -10°C 到 +80°C: 挠曲
-30°C 到 +80°C: 固定

Xtra-Guard
Aplicación

高温 低温 紫外线 油/水/化学品 磨损 直埋 带Supra-Shield 的电
磁干扰防护

高挠曲/连续挠曲

Xtra-Guard 1 lmm lmm llm lmm lmm NR lll NR

Xtra-Guard 2 lmm lmm llm llm lll NR lll NR

Xtra-Guard 3 lmm lmm llm llm lmm lll lll NR

Xtra-Guard 4 llm llm llm llm lmm lmm lll NR

Xtra-Guard 5 lll lll lll lll llm llm lll NR

Xtra-Guard Flex lmm lmm lmm lmm – llm lmm – llm NR lll llm – lll



Alpha Wire Xtra-Guard 电
缆系列种类齐全，以优异的品

质和性能著称，可满足最广泛

的应用要求。Xtra-Guard 电
缆具有齐全的导线数量和屏蔽

选择，按多个性能等级制造，

可以达到成本、环境和机械性

能的完美结合。Xtra-Guard 
电缆通常具有： 

•  2 到 80 根导线，采用单导

线或线对结构 

• 28 – 14 AWG 

•  柔韧的多股绞合导线

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特殊

需要定制电缆。

Xtra-Guard 1  
高性能，坚固的聚氯乙烯电

缆

•  高性能电缆，适用于一般

用途

•  独特的优质PVC绝缘和护

套，更容易在狭窄空间中

布线

•  具有耐油性能，符合 UL 耐
油级别 I 和第 43 类

•  设计温度高达 105°C 

•  采用 Supra-Shield® 屏蔽

材料可极大增强抗电磁干扰

性能

Xtra-Guard 2  
耐磨损，可承受机械损伤

  

•  坚韧电缆适用于易对电缆产

生磨损和机械损伤的工业应

用中

•  特制的坚固聚氨酯护套，抗

撕破性和耐磨性比普通PVC
高三倍

•  优异的抗切割和抗物理损坏

性能

•  对油、溶剂、化学品和燃料

具有中度至高度的抗腐蚀性

能

•  所有护套颜色都具有出色的

紫外线照射稳定性

•  指定使用 Supra-Shield 屏
蔽材料可极大增强抗电磁干

扰保护性能

适合极端环境的极致性能 

Xtra-Guard 3  
直埋——无需导管

• 适合直埋的首选室外电缆

• 防水性是PVC的六倍

•  采用特制的聚乙烯护套，拥

有出色的使用寿命，并且所

有护套颜色都具有良好的紫

外线照射稳定性

•  对天气、潮湿和紫外线老化

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抵抗力，

无需使用昂贵的导线管

•  Supra-Shield® 屏蔽材料在

电磁干扰盛行的高频和低频

环境中可提供优异的抗电磁

干扰性能

Xtra-Guard 4  
在极端温度条件下能够应对

高温、低温和泄漏状况

•  该电缆的温度范围可扩展至 
-50°C 到 +125°C 

•  高性能TPE绝缘和护套，其

低温柔韧性是普通PVC的

三倍

•  具有中等的对油、溶剂、化

学品和燃料防腐性能

•  所有护套颜色都具有出色的

紫外线照射稳定性

•  适用于电缆槽的UL TC 
600 V 和 PLTC 300 V，

(除 24 AWG 外) 

•  经过宾夕法尼亚州深井采矿

安全局的认证，适用于整

个矿区的监控系统 (除 14 
AWG 例外) 

•  使用 Supra-Shield 屏蔽可

提供优异的抗电磁干扰性能

Xtra-Guard 5 
可承受最危险的化学品腐蚀

•  采用FEP绝缘和护套的极

高性能电缆，在 -80°C 到 
+200°C 温度下具有可靠

的性能

• 适合一类洁净室内使用

•  经过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认可，经过消毒后可用于食

品和医用级用途

•  对油、溶剂、化学品、燃料

和酸具有防渗透性能

•  使用 Supra-Shield 屏蔽可

极大地增强抗电磁干扰性能

Xtra-Guard Flex 
适用于各类挠曲应用

•  持久耐用的柔性电缆，在高

柔性、高扭曲和连续挠曲应

用（例如运动控制和机器人

系统）中表现出优异的性能

•  可达1400 万次挠曲循环

运动 

•  可提各种结构选择，从而为

应用选择完全正确的电缆 

•  圆形构造，有助于确保按照 
IP67 或 NEMA 6标准进行

防液体渗透安装

•  Supra-Shield 为您的特定

应用提供精确的抗电磁干扰

性能，如标准挠曲、扭转挠

曲和连续挠曲应用

•  Xtra-Guard 柔性电机电源

线将柔韧性和屏蔽融入圆

形、紧凑的结构中，因此非

常适合且很方便地在电缆槽

走线和露天布线 



值得信赖的电缆
实至名归的服务

Xtra-Guard 屏蔽功能可抵御

恶劣的电磁干扰环境

Alpha Wire 可提供具有三种

屏蔽选择的 Xtra-Guard 电缆

来应对任何电气环境。

非屏蔽电缆具有最小的电缆

直径，适用于低噪音的受控

环境。

铝箔屏蔽电缆使用坚固的

铝/聚酯屏蔽来抵抗中度电

磁干扰，特别是高频电磁干

扰。镀锡铜排扰线便于电缆

接地。铝箔屏蔽可以减轻电

缆的重量并且缩小电缆的直

径。

Alpha 特有的 
Supra-Shield® 电缆使

用了铝/聚酯/铝箔，

外加镀锡铜编织层屏

蔽，拥有 70% 的覆盖

率。Supra-Shield 
提供优异的抗电磁干扰性能

和柔韧性，可以抗噪音干

扰，维持整个系统的完整

性。铝箔和编织

层的结合为低频

和高频噪音防护

提供了比单一方

式更好的屏蔽效

果。

我们的高柔性屏

蔽包括双重护套

结构，同时具有

覆盖面积达 85% 的编织层，

具有较高的屏蔽效果，同时

维持了所需的柔韧性。我们

为扭曲挠曲提供具有覆盖面

积达90%的螺旋缠绕式屏

蔽。

护套选择 

Xtra-Guard 电缆拥有一系列

经久不变的颜色，便于简单

快速地对电缆进行识别，提

高电缆的安全性，并与系统

的颜色相匹配。另可提供定

制颜色。

FIT® 首选热缩管产品

FIT 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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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 Xtra-Guard 优质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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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镀锡铜编织层

易于端接的
连续接触排
扰线

三层箔，25% 的重叠

覆盖面积达85% - 90%  的
镀锡铜编织层

双重护套使挠曲性能更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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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传输控制信号的电缆

坚固可靠时，您系统的完整

性才能得到保证。对于极端

环境和关键应用，请选择 

Xtra-Guard 电缆——市场

上最坚固、最可靠的电缆。 

一流的供货能力

可现货提供绝大多数尺寸和

结构的小盘卷Xtra-Guard 电
缆，在您有需求时可以随时

订购。Alpha Wire 几乎可以

向世界的任何地区提供当日

发货、次日交付服务，消除

了长时间的交货期。另外，

我们的分销商网络遍布全球 
1500 个地点，都备有大量库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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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根据特定应用轻松选择正确

的 Xtra-Guard 电缆。

我们的在线资源包括 Xtra-
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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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定制电缆？ Alpha Wire 
的电缆设计中心® 可以让您快

速、轻松地根据您自己的应用

要求修改任何标准 Alpha 产
品规格或设计和制造您自己的

特种电缆。如果您需要进一步

支持，只需拨打电话联系我

们的销售和工程人员，我们会

及时帮助您解决问题。

联系 Alpha Wire

有关产品规格、选购协助和

评估样品的更多信息，请拨

打 1-800-52-ALPHA 或访

问 www.alphawi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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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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