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873730.0

(22)申请日 2019.06.12

(73)专利权人 南通市莱特电气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地址 226500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如城镇

仁寿东路236号

(72)发明人 蔡拥军　范慧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钟山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2252

代理人 戴朝荣

(51)Int.Cl.

H02G 3/3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

特征在于：包括数个电缆挂架单元，每一所述电

缆挂架单元均竖直设置，且彼此之间上下互相错

位贴合，并通过沉头螺栓以及螺母固定连接；最

上面一个所述电缆挂架单元的上端通过膨胀螺

栓固定安装在墙壁上，最下面一个所述电缆挂架

单元的下端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安装在墙壁上。本

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可以根据不同的

需求进行电缆挂架单元之间的错位贴合连接，适

用范围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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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特征在于：包括数个电缆挂架单元，每一所述电缆挂架单元

均竖直设置，且彼此之间上下互相错位贴合，并通过沉头螺栓以及螺母固定连接；最上面一

个所述电缆挂架单元的上端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安装在墙壁上，最下面一个所述电缆挂架单

元的下端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安装在墙壁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电缆挂架单元之

间呈上下“一字形”平行设置，且电缆呈上下“一字形”平行铺设。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电缆挂架单元均

包括挂架主体、第一固定块、第二固定块和固定夹；每一所述挂架主体均为竖直设置的长方

体结构；在每一所述挂架主体的右侧面上还垂直设有固定夹，且每一所述固定夹均通过螺

栓与对应所述挂架主体固定连接；在每一所述挂架主体的上表面左侧部分还竖直设有第一

固定块，每一所述第一固定块均为长方体结构，且其与对应所述挂架主体焊接成一整体；在

每一所述挂架主体的下表面右侧部分还竖直设有第二固定块，每一所述第二固定块均为长

方体结构，且其与对应所述挂架主体焊接成一整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第一固定块均不

超出对应所述挂架主体的上表面范围，且在每一所述第一固定块的左侧面中间位置还水平

开设有沉孔，每一所述沉孔均朝对应所述第一固定块的右侧面垂直开设，且均贯穿对应所

述第一固定块的右侧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第二固定块均不

超出对应所述挂架主体的下表面范围，且在每一所述第二固定块的左侧面中间位置还水平

垂直开设有贯通孔，每一所述贯通孔均与所述沉孔相匹配，且其设置位置均与每一所述沉

孔的设置位置相一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第一固定块均与

每一所述第二固定块相匹配，且每一所述第一固定块与每一所述第二固定块上下错位贴合

后的宽度之和均与每一所述挂架主体的宽度相一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挂架主体的第一

固定块右侧面均与相邻所述挂架主体的第二固定块左侧面错位贴合，并通过沉头螺栓以及

螺母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固定夹均包括固

定基座、套环、弹簧和夹持板；每一所述固定基座均为T形结构，且其T形底部垂直于对应所

述挂架主体的右侧面，并通过螺栓与对应所述挂架主体固定连接；在每一所述固定基座的T

形顶部还竖直固定设有套环，且每一所述套环的外圆周壁均与对应所述固定基座的T形顶

部焊接连接；在每一所述套环的内圆周壁上沿其圆周方向还均布设有数个弹簧，每一所述

弹簧均垂直于对应所述套环的内圆周壁设置，且其一端与对应所述套环的内圆周壁固定连

接；在每一所述弹簧的另一端还垂直设有一夹持板，每一所述夹持板均为弧形，且其弧心方

向均朝向对应所述套环的圆心方向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固定基座呈上下

“一字形”平行设置，且每一所述套环呈上下“一字形”平行设置。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夹持板的内表

面均与电缆的外表面相匹配，且在每一所述夹持板的内表面上还设有绝缘橡胶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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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缆铺设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电力建设的发展，电缆的应用场合越来越广泛，固定电缆用夹具的需求

也呈现多样化趋势（例如在墙壁上固定电缆），而目前市场上广泛应用的电缆固定夹大多是

固定在电缆支架或桥架上的，不适合在墙壁上固定，因此，以上问题亟需解决。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结构简单，安装方便，

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电缆挂架单元之间的错位贴合连接，适用范围更广。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取如下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组合式

电缆挂架，其创新点在于：包括数个电缆挂架单元，每一所述电缆挂架单元均竖直设置，且

彼此之间上下互相错位贴合，并通过沉头螺栓以及螺母固定连接；最上面一个所述电缆挂

架单元的上端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安装在墙壁上，最下面一个所述电缆挂架单元的下端通过

膨胀螺栓固定安装在墙壁上。

[0005] 优选的，每一所述电缆挂架单元之间呈上下“一字形”平行设置，且电缆呈上下“一

字形”平行铺设。

[0006] 优选的，每一所述电缆挂架单元均包括挂架主体、第一固定块、第二固定块和固定

夹；每一所述挂架主体均为竖直设置的长方体结构；在每一所述挂架主体的右侧面上还垂

直设有固定夹，且每一所述固定夹均通过螺栓与对应所述挂架主体固定连接；在每一所述

挂架主体的上表面左侧部分还竖直设有第一固定块，每一所述第一固定块均为长方体结

构，且其与对应所述挂架主体焊接成一整体；在每一所述挂架主体的下表面右侧部分还竖

直设有第二固定块，每一所述第二固定块均为长方体结构，且其与对应所述挂架主体焊接

成一整体。

[0007] 优选的，每一所述第一固定块均不超出对应所述挂架主体的上表面范围，且在每

一所述第一固定块的左侧面中间位置还水平开设有沉孔，每一所述沉孔均朝对应所述第一

固定块的右侧面垂直开设，且均贯穿对应所述第一固定块的右侧面。

[0008] 优选的，每一所述第二固定块均不超出对应所述挂架主体的下表面范围，且在每

一所述第二固定块的左侧面中间位置还水平垂直开设有贯通孔，每一所述贯通孔均与所述

沉孔相匹配，且其设置位置均与每一所述沉孔的设置位置相一致。

[0009] 优选的，每一所述第一固定块均与每一所述第二固定块相匹配，且每一所述第一

固定块与每一所述第二固定块上下错位贴合后的宽度之和均与每一所述挂架主体的宽度

相一致。

[0010] 优选的，每一所述挂架主体的第一固定块右侧面均与相邻所述挂架主体的第二固

定块左侧面错位贴合，并通过沉头螺栓以及螺母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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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每一所述固定夹均包括固定基座、套环、弹簧和夹持板；每一所述固定基

座均为T形结构，且其T形底部垂直于对应所述挂架主体的右侧面，并通过螺栓与对应所述

挂架主体固定连接；在每一所述固定基座的T形顶部还竖直固定设有套环，且每一所述套环

的外圆周壁均与对应所述固定基座的T形顶部焊接连接；在每一所述套环的内圆周壁上沿

其圆周方向还均布设有数个弹簧，每一所述弹簧均垂直于对应所述套环的内圆周壁设置，

且其一端与对应所述套环的内圆周壁固定连接；在每一所述弹簧的另一端还垂直设有一夹

持板，每一所述夹持板均为弧形，且其弧心方向均朝向对应所述套环的圆心方向设置。

[0012] 优选的，每一所述固定基座呈上下“一字形”平行设置，且每一所述套环呈上下“一

字形”平行设置。

[0013] 优选的，每一所述夹持板的内表面均与电缆的外表面相匹配，且在每一所述夹持

板的内表面上还设有绝缘橡胶垫。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5] 1）本实用新型将电缆挂架单元彼此之间上下互相错位贴合，并通过沉头螺栓以及

螺母固定连接，使得整个组合式电缆挂架的高度可调整，从而便于满足不同的需求，适用范

围更广。

[0016] 2）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在套环内设置弹簧和夹持板，利用弹簧的可伸缩性和夹持板

的弧形特性，可以更好地对电缆进行固定夹持，同时压缩弹簧起到缓冲作用，使固定夹适用

多种不同直径的电缆，适用范围更广。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中记载的一些实

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中电缆挂架单元的正视图。

[0020] 图3为图1中电缆挂架单元的右视图。

[0021] 其中，1-电缆挂架单元；2-挂架主体；3-沉孔；4-贯通孔；5-固定基座；6-套环；7-弹

簧；8-夹持板；9-第一固定块；10-第二固定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3]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组合式电缆挂架，包括数个电缆挂架单元1，具体结构如图1所

示，每一个电缆挂架单元1均竖直设置，且彼此之间上下互相错位贴合，并通过沉头螺栓以

及螺母固定连接；最上面一个电缆挂架单元1的上端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安装在墙壁上，最下

面一个电缆挂架单元1的下端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安装在墙壁上；使得整个组合式电缆挂架

的高度可调整，从而便于满足不同的需求，适用范围更广。

[0024] 其中，每一个电缆挂架单元1均包括挂架主体2、第一固定块9、第二固定块10和固

定夹；如图2、图3所示，每一个挂架主体2均为竖直设置的长方体结构，且在每一个挂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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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右侧面上还垂直设有固定夹，每一个固定夹均通过螺栓与对应挂架主体2固定连接。

[0025] 本实用新型中每一个固定夹均包括固定基座5、套环6、弹簧7和夹持板8；如图2、图

3所示，每一个固定基座5均为T形结构，且其T形底部垂直于对应挂架主体2的右侧面，并通

过螺栓与对应挂架主体2固定连接；在每一个固定基座5的T形顶部还竖直固定设有套环6，

且每一个套环6的外圆周壁均与对应固定基座5的T形顶部焊接连接；在每一个套环6的内圆

周壁上沿其圆周方向还均布设有数个弹簧7，每一个弹簧7均垂直于对应套环6的内圆周壁

设置，且其一端与对应套环6的内圆周壁固定连接；在每一个弹簧7的另一端还垂直设有一

夹持板8，每一个夹持板8均为弧形，且其弧心方向均朝向对应套环6的圆心方向设置。本实

用新型中通过在套环6内设置弹簧7和夹持板8，利用弹簧7的可伸缩性和夹持板8的弧形特

性，可以更好地对电缆进行固定夹持，同时，该固定夹可以适用多种不同直径的电缆，适用

范围广；

[0026] 其中，每一个固定基座5呈上下“一字形”平行设置，且每一个套环6呈上下“一字

形”平行设置，从而实现了电缆呈上下“一字形”平行铺设；如图1~3所示，每一个夹持板8的

内表面均与电缆的外表面相匹配，且在每一个夹持板8的内表面上还设有绝缘橡胶垫；本实

用新型通过设置绝缘橡胶垫，从而保护电缆的外表不被磨损，同时增加了摩擦效果。

[0027] 本实用新型在每一个挂架主体2的上表面左侧部分还竖直设有第一固定块9，每一

个第一固定块9均为长方体结构，且其与对应挂架主体2焊接成一整体；如图2、图3所示，每

一个第一固定块9均不超出对应挂架主体2的上表面范围，且在每一个第一固定块9的左侧

面中间位置还水平开设有沉孔3，每一个沉孔3均朝对应第一固定块9的右侧面垂直开设，且

均贯穿对应第一固定块9的右侧面。

[0028] 本实用新型在每一个挂架主体2的下表面右侧部分还竖直设有第二固定块10，每

一个第二固定块10均为长方体结构，且其与对应挂架主体2焊接成一整体；如图2、图3所示，

每一个第二固定块10均不超出对应挂架主体2的下表面范围，且在每一个第二固定块10的

左侧面中间位置还水平垂直开设有贯通孔4，每一个贯通孔4均与沉孔3相匹配，且其设置位

置均与每一个沉孔3的设置位置相一致。

[0029] 如图1~3所示，每一个第一固定块9均与每一所述第二固定块10相匹配，且每一个

第一固定块9与每一个第二固定块10上下错位贴合后的宽度之和均与每一个挂架主体2的

宽度相一致。本实用新型中电缆挂架单元1之间呈上下“一字形”平行设置，且每一个挂架主

体2的第一固定块9右侧面均与相邻挂架主体2的第二固定块10左侧面错位贴合，并通过沉

头螺栓以及螺母固定连接，从而实现了电缆呈上下“一字形”平行铺设。

[003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首先根据实际需求准备电缆挂架单元1的所需数量，并将

每一个电缆挂架单元1组装成一整体；然后将电缆挂架单元1之间呈上下“一字形”平行摆

放，再将每一个挂架主体2的第一固定块9右侧面均与相邻挂架主体2的第二固定块10左侧

面错位贴合，并通过沉头螺栓以及螺母固定连接；最后将最上面一个第一固定块9通过膨胀

螺栓固定安装在墙壁上，最下面一个第二固定块10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安装在墙壁上；从而

使得整个组合式电缆挂架固定安装在墙壁上。

[003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32] 1）本实用新型将电缆挂架单元1彼此之间上下互相错位贴合，并通过沉头螺栓以

及螺母固定连接，使得整个组合式电缆挂架的高度可调整，从而便于满足不同的需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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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更广。

[0033] 2）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在套环6内设置弹簧7和夹持板8，利用弹簧7的可伸缩性和夹

持板8的弧形特性，可以更好地对电缆进行固定夹持，同时压缩弹簧7起到缓冲作用，使固定

夹适用多种不同直径的电缆，适用范围更广。

[0034]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

型的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中普通工程技

术人员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本实用新型的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技术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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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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