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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rigan-Lewis™ 特种电线
利兹线 | 电阻线



无论您是在为空间受限

的印制电路板应用制

造微型电感器，为弧焊设备

制造变压器还是为精密运动

控制制造高效电机，请采用 
Alpha Wire 产品装配绕组，

它可为您带来更高的工作性

能。从助听器的细小绞丝到

医疗器械中的

大型绕组，您

都需要一家成

熟的供应商利

用专门技能处

理细金属丝，有能力为产品

订做专用解决方案，并以最

低的价格提供最佳的技术。

Alpha Wire 的 Kerrigan-
Lewis 特种线按照严格的质

量和性能标准设计和制造。

从细铜丝和绝缘专门技术到

完全理解您最严格的应用要

求，我们可以帮助您提高效

率、减少线径并提高生产效

率。除我们具有竞争力的

交付周期和具有吸引力的定

价，我们还提供行业中最宽

松的最小起订量要求。完全

按需求量订购货物，从而为

您节省成本。

利兹线 

利兹线降低了高频率时的集肤

效应和邻近效应所导致的导体

交流电损耗，从而保证了变

压器和电机更高效地工作。

它由按照特定模式单独绝缘的

编织线或双绞线构成，使每

对线尽量占据横截面中的所

有位置。这将使得磁通链和

电抗均匀化，从而在绞股线

之间平均分配

电流。更高的

载流效率使利

兹线常用于下

列应用中：

• 高频电感器和变压器

• 电机

• 继电器 

• 换流器 

• 电源

• 超声波和声纳设备 

• 热感应设备 

•  高扭曲应用，每英尺 300 
圈

Kerrigan-Lewis 利兹线拥有

各种结构，可满足特定的工作

频率、电压和载流能力。单股

线的直径为50到16 AWG，电

线中的线股数分布在几根到上

千根。除传统的圆形导体外，

我们还提供节省空间的方形和

三角形横截面，使铜密度最大

适合独特应用的特种电线 

电阻线 

Kerrigan-Lewis 电阻线利

用铜镍合金，取得了高公差

电阻值。标准配置为：55% 
铜/45% 镍，每一圆密耳英

尺的电阻为 294 欧姆；78%
铜/22% 镍，电阻为 180 欧
姆；另可提供其它配置。我

们提供尺寸为 

40 AWG 到 25 AWG 的电

线来满足特定的电阻和载流

要求。

获得专家的帮助 

利用 Alpha Wire 专家选购正

确的电线。我们清楚各种绞合

和绝缘的

类别 特点

绝缘/被覆物

NEMA 认证薄膜
高达 105°C、155°C、200°C

单层厚涂料

棉花 最高 105°C
耐磨蚀

尼龙
最高 130°C

耐磨蚀
良好的高频率特性

纤烷丝合成纱
最高 105°C

优异的高频率特性
化学可溶性

尼龙/纤烷丝混合
最高 105°C

优异的高频率特性
化学可溶性

Teflon 纺织物

最高 200°C
耐磨蚀

优异的高频率特性
优异的处理特性

Teflon 挤成品

最高 200°C
防水
耐磨蚀

优异的高频率特性
优异的处理特性

聚氯乙烯 最高 105°C

线股尺寸范围 50 到 16 AWG 较高的柔韧性，可满足应用目标

配置
圆形
方形
矩形

便于配置，取得最高的工作和空间效率

化。一些常见结构包括60 根 
36 AWG 绞股线，100 根
38 AWG 绞股线以及2100 

根 36 
AWG 
绞股

线。虽

然聚氨

酯是最

通用的绝缘膜，但是我们提

供所有NEMA 认证的薄膜以

及一系列其它绝缘材料，包

括 Teflon®、尼龙、棉花、合

成纱以及尼龙/纤烷丝组合  

优缺点以及在使用

中它们对机械和电

气特性的影响。我

们会帮助您找到标

准的产品或为您的

应用定制一款电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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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电缆 
实至名归的服务 

当设备性能和可靠性成为头

等大事时，每一项应用都很

关键，决不能允许电线发生

故障。对于恶劣环境和关

键应用，请选购 Kerrigan-
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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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订单生产 

由于利兹线具有极高的专业

性，需根据每个应用专门制

作，因此我们对每张订单实

施定制生产。通过这种办

法，您就可以获得完全满足

您需求的电线。在 Alpha 
Wire，定制生产还意味着快

速的周转时间，让您获得双

重优势。

绝无仅有的服务和支持  

为您的关键应用选择正确的

电线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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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选择正确的产品。

我们的在线资源包括电线电

缆选购指南、技术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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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