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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机械技术领域。高强度轻质桥

架，包括一桥架，桥架包括一槽体，槽体包括一阻

燃塑料制成的塑料基体；塑料基体内埋设有一铝

制加强筋，铝制加强筋为一开设有网孔的板体，

网孔的内径沿着板体的厚度方向逐渐递增后递

减。本发明通过优化桥架的结构，通过传统金属

制成的桥架，改良为埋设有铝制加强筋的塑料基

体，便于保证自身强度的同时，减轻桥架的重量，

便于运输。此外，本发明通过内部埋设有铝制加

强筋还可以实现电磁屏蔽的效果。此外，通过网

孔的结构，便于保证铝制加强筋与板体两者的复

合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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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强度轻质桥架，包括一桥架，所述桥架包括一槽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槽体包括一

阻燃塑料制成的塑料基体；

所述塑料基体内埋设有一铝制加强筋，所述铝制加强筋为一开设有网孔的板体，所述

网孔的内径沿着板体的厚度方向逐渐递增后递减；

所述桥架还包括一盖体，所述槽体与所述盖体围成一放置电缆的空腔，所述槽体的内

侧与一由电磁屏蔽塑料制成的电磁屏蔽机构滑动连接，以所述电磁屏蔽机构作为一分隔机

构，所述分隔机构将空腔分隔成处于分隔机构上方的上腔室，处于分隔机构下方的下腔室；

以所述塑料桥架的长度方向为前后，所述电磁屏蔽机构上开设有一前后导通的穿线

槽；

所述电磁屏蔽机构的左侧设有长度方向为前后的第一条状凹槽；所述电磁屏蔽机构的

右侧设有长度方向为前后的第二条状凹槽；

所述槽体包括一底板、位于底板左右两侧的左侧板与右侧板，所述左侧板的内侧设有

与所述第一条状凹槽相匹配的第一条状凸起，所述右侧板的内侧设有与所述第二条状凹槽

相匹配的第二条状凸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轻质桥架，其特征在于：塑料基体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

的原料：40％～50％PVC、20％～30％膨胀珍珠岩、20％～30％气凝胶、2％～5％粘结剂，1％

～2％抗裂剂，1％～3％陶瓷纤维、1％～3％聚异丁烯基丁二酰亚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轻质桥架，其特征在于：塑料基体还包括6％～8％辣椒

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轻质桥架，其特征在于：塑料基体还包括2％～3％金属

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轻质桥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槽体的内部还固定有一用

于支撑电磁屏蔽机构的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设有通孔；

所述电磁屏蔽机构设置在槽体内时，所述电磁屏蔽机构的下表面与所述支撑板的上表

面相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轻质桥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盖体上左右两侧均设有用

于固定橡皮筋的固定板，

所述左侧板与所述右侧板均设有向下弯曲的挂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强度轻质桥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上设有用于固定橡

皮筋的凹槽，所述凹槽与所述盖体围成一C字形用于容纳橡皮筋的通道。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轻质桥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盖体的左侧与所述左侧板

通过一转轴相连；

所述盖体上右侧设有用于固定橡皮筋的固定板，

所述右侧板设有向下弯曲的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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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轻质桥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桥架。

背景技术

[0002] 桥架是一种用于支撑和放置电缆的支架。桥架包括一容置电缆的槽体以及盖板。

[0003] 电缆桥架由于其本身的需求，大部分都是采用金属进行制作，这样可以保证其本

身的强度，但是在目前看来，由于钢铁原料的成本加高，同时直接使用金属作为桥架的主

材，这样桥架自身重量较大，不便于运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高强度轻质桥架，解决以上至少一个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高强度轻质桥架，包括一桥架，所述桥架包括一槽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槽体包括

一阻燃塑料制成的塑料基体；

[0007] 所述塑料基体内埋设有一铝制加强筋，所述铝制加强筋为一开设有网孔的板体，

所述网孔的内径沿着板体的厚度方向逐渐递增后递减。

[0008] 本发明通过优化桥架的结构，通过传统金属制成的桥架，改良为埋设有铝制加强

筋的塑料基体，便于保证自身强度的同时，减轻桥架的重量，便于运输。此外，本发明通过内

部埋设有铝制加强筋还可以实现电磁屏蔽的效果。此外，通过网孔的结构，便于保证铝制加

强筋与板体两者的复合强度。

[0009] 塑料基体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40％～50％PVC、20％～30％膨胀珍珠岩、

20％～30％气凝胶、2％～5％粘结剂，1％～2％抗裂剂，1％～3％陶瓷纤维、  1％～3％聚异

丁烯基丁二酰亚胺。

[0010] 本发明通过优化塑料基体的配比，实现阻燃性的同时，保证轻质的效果，此外，本

发明通过增设有气凝胶，保证塑料基体的强度与轻质效果的同时，通过气凝胶的微孔，便于

陶瓷纤维的渗入，增加强度，进一步，提高防火性能。

[0011] 塑料基体还包括6％～8％辣椒素。本发明通过增设有辣椒素，实现防虫的效果，避

免虫蚁坑食导致的强度降低的问题。此外，增加了辣椒素的塑料基体的抗紫外线能力相较

不设有辣椒素的抗紫外线能力强。

[0012] 塑料基体还包括2％～3％金属锂。保证强度的同时，增加电磁屏蔽的效果。

[0013] 所述桥架还包括一盖体，所述槽体与所述盖体围成一放置电缆的空腔，所述槽体

的内侧与一由电磁屏蔽塑料制成的电磁屏蔽机构滑动连接，以所述电磁屏蔽机构作为一分

隔机构，所述分隔机构将空腔分隔成处于分隔机构上方的上腔室，处于分隔机构下方的下

腔室；

[0014] 以所述塑料桥架的长度方向为前后，所述电磁屏蔽机构上开设有一前后导通的穿

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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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发明通过优化传统的塑料桥架的结构，便于实现电磁屏蔽机构的可拆卸连接，

进一步，提高电磁屏蔽效果，此外，根据不同的需求，决定是否需要安装电磁屏蔽机构。

[0016] 此外，本发明通过电磁屏蔽机构进而实现对塑料桥架的分腔处理，便于不同类型

的线缆穿过不同的腔室，便于线缆的梳理。针对于需要电磁屏蔽的线缆容置在电磁屏蔽机

构内的穿线槽内，保证电磁屏蔽效果。

[0017] 所述电磁屏蔽机构的左侧设有长度方向为前后的第一条状凹槽；所述电磁屏蔽机

构的右侧设有长度方向为前后的第二条状凹槽；

[0018] 所述槽体包括一底板、位于底板左右两侧的左侧板与右侧板，所述左侧板的内侧

设有与所述第一条状凹槽相匹配的第一条状凸起，所述右侧板的内侧设有与所述第二条状

凹槽相匹配的第二条状凸起。

[0019] 便于实现电磁屏蔽机构与槽体两者的相对滑动。

[0020] 所述槽体的内部还固定有一用于支撑电磁屏蔽机构的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设有

通孔；

[0021] 所述电磁屏蔽机构设置在槽体内时，所述电磁屏蔽机构的下表面与所述支撑板的

上表面相抵。

[0022] 本发明通过支撑板，进一步提高电磁屏蔽机构在槽体内的固定效果。通过通孔节

约成本。

[0023] 所述电磁屏蔽机构的外表面上涂覆有一特氟龙涂层；

[0024] 所述穿线槽的内壁也涂覆有一特氟龙涂层。

[0025] 本发明增设有一特氟龙涂层，实现电磁屏蔽机构的绝缘处理，提高安全性。

[0026] 所述盖体上左右两侧均设有用于固定橡皮筋的固定板，

[0027] 所述左侧板与所述右侧板均设有向下弯曲的挂钩。

[0028] 橡皮筋通过套设在挂钩上，进而，实现盖体与槽体相对位置的固定。

[0029] 盖体上每间隔50cm固定有左右对称排布的两个橡皮筋。槽体上每间隔  50cm固定

有左右对称排布的挂钩。

[0030] 所述固定板上设有用于固定橡皮筋的凹槽，所述凹槽与所述盖体围成一C  字形用

于容纳橡皮筋的通道。将橡皮筋嵌入凹槽内后，将固定板固定在盖体上，进而实现橡皮筋的

固定。

[0031] 所述盖体的左侧与所述左侧板通过一转轴相连；

[0032] 所述盖体上右侧设有用于固定橡皮筋的固定板，

[0033] 所述右侧板设有向下弯曲的挂钩。

[0034] 便于实现槽体与盖体的一体化，实现槽体与盖体的同步安装与固定。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剖视图；

[0036]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37] 图3为本发明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0038] 图4为本发明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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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40] 参照图1、图2、图3、图4，高强度轻质桥架，包括一桥架，桥架包括一槽体，槽体包括

一阻燃塑料制成的塑料基体21；塑料基体21内埋设有一铝制加强筋23，铝制加强筋23为一

开设有网孔22的板体，网孔22的内径沿着板体的厚度方向逐渐递增后递减。本发明通过优

化桥架的结构，通过传统金属制成的桥架，改良为埋设有铝制加强筋23的塑料基体21，便于

保证自身强度的同时，减轻桥架的重量，便于运输。此外，本发明通过内部埋设有铝制加强

筋23还可以实现电磁屏蔽的效果。此外，通过网孔22的结构，便于保证铝制加强筋23与板体

两者的复合强度。

[0041] 塑料基体21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40％～50％PVC、20％～30％膨胀珍珠

岩、20％～30％气凝胶、2％～5％粘结剂，1％～2％抗裂剂，1％～3％陶瓷纤维、  1％～3％

聚异丁烯基丁二酰亚胺。本发明通过优化塑料基体21的配比，实现阻燃性的同时，保证轻质

的效果，此外，本发明通过增设有气凝胶，保证塑料基体21的强度与轻质效果的同时，通过

气凝胶的微孔，便于陶瓷纤维的渗入，增加强度，进一步，提高防火性能。

[0042] 塑料基体还包括6％～8％辣椒素。本发明通过增设有辣椒素，实现防虫的效果，避

免虫蚁坑食导致的强度降低的问题。此外，增加了辣椒素的塑料基体的抗紫外线能力相较

不设有辣椒素的抗紫外线能力强。

[0043] 塑料基体还包括2％～3％金属锂。保证强度的同时，增加电磁屏蔽的效果。

[0044]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塑料基体21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40％PVC、  20％膨胀

珍珠岩、20％气凝胶、5％粘结剂，2％抗裂剂，3％陶瓷纤维、2％聚异丁烯基丁二酰亚胺、8％

辣椒素、2％金属锂。采用上述配方，保证抗电磁屏蔽能力的同时，保证轻质化处理。此外，还

可以阻燃性，防紫外线等多种性能。

[0045] 作为另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2％～3％碳酸水。塑料基体21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

的原料：40％PVC、20％膨胀珍珠岩、20％气凝胶、5％粘结剂，2％抗裂剂，3％陶瓷纤维、1％

聚异丁烯基丁二酰亚胺、6％辣椒素、3％碳酸水。阻燃性能优异。碳酸水内的二氧化碳气体

会撑大气凝胶内的微孔，进而实现其余物料渗入微孔中，实现分布的均匀性。

[0046] 参见图2，桥架还包括一盖体2，槽体1与盖体2围成一放置电缆的空腔，槽体1的内

侧与一由电磁屏蔽塑料制成的电磁屏蔽机构滑动连接，以电磁屏蔽机构作为一分隔机构，

分隔机构将空腔分隔成处于分隔机构上方的上腔室  7，处于分隔机构下方的下腔室8；以塑

料桥架的长度方向为前后，电磁屏蔽机构上开设有一前后导通的穿线槽5。本发明通过优化

传统的塑料桥架的结构，便于实现电磁屏蔽机构的可拆卸连接，进一步，提高电磁屏蔽效

果，此外，根据不同的需求，决定是否需要安装电磁屏蔽机构。此外，本发明通过电磁屏蔽机

构进而实现对塑料桥架的分腔处理，便于不同类型的线缆穿过不同的腔室，便于线缆的梳

理。针对于需要电磁屏蔽的线缆容置在电磁屏蔽机构内的穿线槽内，保证电磁屏蔽效果。电

磁屏蔽机构的左侧设有长度方向为前后的第一条状凹槽；电磁屏蔽机构的右侧设有长度方

向为前后的第二条状凹槽；槽体1包括一底板、位于底板左右两侧的左侧板与右侧板，左侧

板的内侧设有与第一条状凹槽相匹配的第一条状凸起3，右侧板的内侧设有与第二条状凹

槽相匹配的第二条状凸起4。便于实现电磁屏蔽机构与槽体1两者的相对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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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槽体1的内部还固定有一用于支撑电磁屏蔽机构的支撑板6，支撑板6上设有通孔；

电磁屏蔽机构设置在槽体1内时，电磁屏蔽机构的下表面与支撑板的上表面相抵。

[0048] 本发明通过支撑板，进一步提高电磁屏蔽机构在槽体1内的固定效果。通过通孔节

约成本。

[0049] 电磁屏蔽机构的外表面上涂覆有一特氟龙涂层；穿线槽的内壁也涂覆有一特氟龙

涂层。本发明增设有一特氟龙涂层，实现电磁屏蔽机构的绝缘处理，提高安全性。

[0050] 参见图3，盖体2上左右两侧均设有用于固定橡皮筋10的固定板9，左侧板与右侧板

均设有向下弯曲的挂钩11。橡皮筋10通过套设在挂钩11上，进而，实现盖体2与槽体1相对位

置的固定。盖体2上每间隔50cm固定有左右对称排布的两个橡皮筋。槽体1上每间隔50cm固

定有左右对称排布的挂钩。固定板上设有用于固定橡皮筋的凹槽，凹槽与盖体2围成一C字

形用于容纳橡皮筋的通道。将橡皮筋嵌入凹槽内后，将固定板固定在盖体2上，进而实现橡

皮筋的固定。

[0051] 盖体2的左侧与左侧板通过一转轴相连；盖体2上右侧设有用于固定橡皮筋的固定

板，右侧板设有向下弯曲的挂钩。便于实现槽体1与盖体2的一体化，实现槽体1与盖体2的同

步安装与固定。

[0052]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参见图4，第一条状凸起3与第二条状凸起4的下表面均与支撑

板6的上表面相连。槽体的槽口宽度大于槽底宽度，槽体的宽度从上至下逐渐递减。电磁屏

蔽机构的上方设有通孔，相邻通孔的间距为  4cm～6cm。节约成本的同时，通过通孔，便于用

户将电磁屏蔽机构从上方槽口中取出。盖体2的左侧与左侧板通过一转轴相连；盖体2上右

侧设有用于固定橡皮筋10的固定板9，右侧板设有向下弯曲的挂钩11。便于实现槽体1  与盖

体2的一体化，实现槽体1与盖体2的同步安装与固定。固定板上设有用于固定橡皮筋的凹

槽，凹槽与盖体2围成一C字形用于容纳橡皮筋的通道。将橡皮筋嵌入凹槽内后，将固定板固

定在盖体2上，进而实现橡皮筋的固定。

[005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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