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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飞机通讯技术，
具体涉及一种飞
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
本发明飞机通讯编码注入
装置包括四个专用插头和多组信号传输线 ，
其
中，
一端为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 51 )，
综合加
载设备通过此插头将信号输入，
另一端分别为第
一超短波电台插头( 52 )、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
( 53 )、
联合数据分发设备插头( 54 )，
以分别与第
一超短波电台( 3 )、第二超短波电台( 4 )、
联合数
据分发设备连接，
且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 52 )、
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53)、
联合数据分发设备插
头( 54 )分别通过信号传输线并联连接到综合加
载设备连接插头上。
本发明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
置经试用证明，
能够实现飞机通讯编码的直接快
速注入，
而且性能可靠、
稳定，
具备较高的使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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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四个专用插头和多组信号传输线，
其
中，
一端为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51) ，
综合加载设备通过此插头将信号输入，
另一端分成
3个并联的插头，
分别为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52)、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53)、
联合数据分
发设备插头(54)，
以分别与第一超短波电台(3)、第二超短波电台(4)、
联合数据分发设备连
接，
且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52)、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53)、
联合数据分发设备插头(54)分
别通过信号传输线并联连接到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
其特征在于，
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
(51)上的连接触点多于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52)、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53)、
联合数据分
发设备插头(54)连接触点的总合。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
其特征在于，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
(52)、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53)、
联合数据分发设备插头(54)之间采用通过采用不同类型
或不同尺寸的防插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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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飞机通讯技术，
具体涉及一种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通讯系统是最重要也是应用最广泛的飞机无线电系统，
主要用于飞机在起飞着陆
期间以及飞机通过管制空域时与地面交通管制人员之间的双向语言通讯。
[0003] 现有的飞机通讯系统无法实现通讯编码的注入，
每次注入编码都需拆除成品返
厂，
拆装过程中会涉及到导线插头的拆装问题，
且成品多次拆装运输影响其质量，
成品拆除
期间更影响用户对飞机的正常使用，
对外场配合的人力物力更是较大的损耗。
目前现场缺
少该类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
考虑到实际需求，
遂进行了研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
提供一种能够直接快速将通讯编码注入到飞机通讯设备中的通
讯编码注入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
其包括四个专用插头和多组
信号传输线，
其中，
一端为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51，
综合加载设备通过此插头将信号输
入，
另一端分成3个并联的插头，
分别为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52、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53、
联
合数据分发设备插头54，
以分别与第一超短波电台、第二超短波电台、
联合数据分发设备连
接，
且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52、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53、
联合数据分发设备插头54分别通过
信号传输线并联连接到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上。
[0006] 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51上的连接触点多于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52、
第二超短波
电台插头53、
联合数据分发设备插头54连接触点的总合。
[0007]
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52、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53、联合数据分发设备插头54之间
采用通过采用不同类型或不同尺寸的防插错设计。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是：
本发明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将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应
用在超短波电台和联合数据分发通讯编码注入过程中，
可在地面使用综合加载设备通过通
讯编码注入装置在短时间内直接将通讯编码注入到通讯设备中，
无需成品返厂，
可免去拆
装成品的不便，
解决成品返厂修理期间影响飞机正常使用的问题，
可远远缩短注入编码的
周期，
也可极大节约外场配合的人力物力，
非常具有研制价值。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线路原理图；
[0010] 图2是飞机通讯编码信号注入走向示意图；
[0011] 其中，
1-综合加载设备、2-第一超短波电台、3-第二超短波电台、4-联合数据分发
设备、
5-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
51-综合加载设备插头、
52-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
53-第二
超短波电台插头、
54-联合数据分发设备插头。
3

CN 106741989 B

说

明

书

2/2 页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说明：
[0013] 请参阅图1，
其是本发明是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线路原理图。本发明飞机通讯编
码注入装置包括四个专用插头和多组信号传输线组成。其中，
一端为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
头51，
综合加载设备通过此插头将信号输入，
此装置的另一端分成3个并联的插头，
分别为
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52、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53、
联合数据分发设备插头54，
以分别与第一
超短波电台、
第二超短波电台、
联合数据分发设备连接。
[0014] 下面进一步给出上述各插头之间的连接关系。
[0015] 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51的A点与第一超短波电台插头52的1点相连，
B点与2点相
连，
C点与3点相连，
D点与4点相连，
E点与5点相连，
F点与6点相连，
G点与7点相连，
此7个线束
的连接实现对第一超短波电台的编码注入。
[0016] 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51的J点与第二超短波电台插头53的1点相连，
K点与2点相
连，
L点与3点相连，
M点与4点相连，
N点与5点相连，
O点与6点相连，
此6个线束的连接实现对
第二超短波电台的编码注入。
[0017] 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51的S点与联合数据分发设备插头54的1点相连，
T点与2点
相连，
U点与3点相连，
V点与4点相连，
W点与5点相连，
此5个线束的连接实现对联合数据分发
设备的编码注入。
[0018] 下面结合图2对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与综合加载设备、
两部超短波电台、
联合数
据分发设备的交联关系做详细说明。
[0019] 飞机通讯编码注入装置的一端与综合加载设备连接，
综合加载设备通过此插头将
信号输入，
此装置的另一端分成3个插头，
分别与第一超短波电台、第二超短波电台、
联合数
据分发设备连接。
综合加载设备信号经综合加载设备连接插头51中转后注入给第一超短波
电台、第二超短波电台和联合数据分发设备，
信号注入后，
第一超短波电台、第二超短波电
台、联合数据分发设备将接收到的编码信息反馈给综合加载设备，
由综合加载设备上的显
示代码确认飞机通讯编码的注入是否成功。因综合加载设备与各个成品的接口关系不同，
想要信号输入，
必须经通讯编码注入装置进行转接匹配，
且各个插头的设计均采用不同类
型或不同尺寸的防插错的设计，
避免接错造成对成品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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