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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

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包括设备夹具本体，所述

设备夹具本体为板状结构，在设备夹具本体上面

两侧分别设有待测设备安装凸台，两个待测设备

安装凸台上分别设有两个与ARINC600设备安装

托架相匹配的ARINC600固定安装孔，同时，两个

待测设备安装凸台上还分别设有三个与

ARINC763设备安装托架相匹配的ARINC763固定

安装孔，在设备夹具本体上成矩形阵列分布多个

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一安装沉头孔，在设备夹具本

体的中部成“米”字形阵列分布多个与试验台匹

配的第二安装沉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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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包括设备夹具本体(1)，其特征在于：

所述设备夹具本体(1)为板状结构，在设备夹具本体(1)上面两侧分别设有待测设备安装凸

台(2)，两个待测设备安装凸台(2)上分别设有两个与ARINC600设备安装托架相匹配的

ARINC600固定安装孔(3)，同时，两个待测设备安装凸台(2)上还分别设有三个与ARINC763

设备安装托架相匹配的ARINC763固定安装孔(4)，在设备夹具本体(1)上成矩形阵列分布多

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一安装沉头孔(5)，在设备夹具本体(1)的中部成“米”字形阵列分布多

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二安装沉头孔(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设备夹具本体(1)上成矩形阵列分布16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一安装沉头孔(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设备夹具本体(1)的中部成“米”字形阵列分布18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二安装沉头孔(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设备夹具本体(1)顶面中部设有十字型减重槽(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设备夹具本体(1)外形尺寸为380mm×340mm×40mm。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其特

征在于：两个所述待测设备安装凸台(2)对称设在设备夹具本体(1)顶面两侧，待测设备安

装凸台(2)高出设备夹具本体(1)顶面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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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ARINC600/763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

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近年国内民用航空业的飞速发展，针对航线可更换单元(LRU)的设备研发工

作也日渐增多，ARINC600、ARINC763结构形式的航空设备设备研发中的工作冲击、坠撞与振

动、  Halt(高加速寿命试验)等试验项目频次也不断增加。随着试验项目的不断增多，试验

中配套的设备装夹装置(试验夹具)的需求也不断增多。因此，对ARINC600、ARINC763结构形

式设备的各类试验夹具通用化设计提出了要求。

[0003] 现有的使用的试验夹具主要如下不足:

[0004] ARINC600与ARINC763两种结构形式的试验夹具各自独立设计，两种夹具的设备装

夹方案与夹具本身在试验台上的安装接口互不兼容，两种结构形式的夹具无法相互替换。

[0005] 目前市面上使用的冲击振动与Halt试验两种夹具往往由于工作环境的些许差异，

致使实际设计工作各行其道，未将二者的使用需求结合起来进行通用化设计，重复进行了

诸多夹具设计工作。

[0006] 目前在用的各类试验台的设备安装接口尺寸基本分为英制(inch)和公制(mm)两

种度量方式，针对不同单位制的试验台需要与之兼容的安装接口夹具，致使夹具开发中往

往需要设计英制与公制两种，夹具数量加倍。

[0007]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原因：两种结构形式设备、两大类试验项目、两种度量单位制，

三者可以有诸多不同的组合，即各大航空设备研发单位各自设计了各种互不兼容，差异甚

小的试装夹具，极为浪费人力、物力。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即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不足，提供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

试验的夹具装置，解决ARINC600与ARINC763两种结构形式的试验夹具各自独立设计，两种

夹具的设备装夹方案与夹具本身在试验台上的安装接口互不兼容，两种结构形式的夹具无

法相互替换的问题。

[0009] 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10] 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包括设备夹具本体，所述设备夹具

本体为板状结构，在设备夹具本体上面两侧分别设有待测设备安装凸台，两个待测设备安

装凸台上分别设有两个与ARINC600设备安装托架相匹配的ARINC600固定安装孔，同时，两

个待测设备安装凸台上还分别设有三个与ARINC763设备安装托架相匹配的ARINC763固定

安装孔，在设备夹具本体上成矩形阵列分布多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一安装沉头孔，在设备

夹具本体的中部成“米”字形阵列分布多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二安装沉头孔。

[0011] 本实用新型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将ARINC600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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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NC763  两种结构形式的设备在试验夹具上的安装方案融合设计，在一台夹具上设计两

种标准形式设备均可安装的待测设备安装接口，实现一台夹具装夹两种设备。分析总结冲

击振动与Halt两大类环境试验参数的异同，综合考虑两大类试验对夹具的需求，将两类使

用需求结合起来进行通用化设计，减少试验对夹具种类的需求。

[0012] 进一步的，在设备夹具本体上成矩形阵列分布16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一安装沉头

孔。

[0013] 进一步的，在设备夹具本体的中部成“米”字形阵列分布18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二

安装沉头孔。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设备夹具本体顶面中部设有十字型减重槽。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设备夹具本体外形尺寸为380mm×340mm×40mm。

[0016] 进一步的，两个所述待测设备安装凸台对称设在设备夹具本体顶面两侧，待测设

备安装凸台高出设备夹具本体顶面20mm。

[0017]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8] 1、本实用新型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将ARINC600与 

ARINC763两种结构形式的设备在试验夹具上的安装方案融合设计，在一台夹具上设计两种

标准形式设备均可安装的待测设备安装接口，实现一台夹具装夹两种设备。

[0019] 2、本实用新型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分析总结冲击振动

与  Halt两大类环境试验参数的异同，综合考虑两大类试验对夹具的需求，将两类使用需求

结合起来进行通用化设计，减少试验对夹具种类的需求。

[0020] 3、本实用新型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收集、分析目前市面

使用的各类主流试验台的设备安装接口尺寸，将最广泛使用的的英制(inch)和公制(mm)两

种接口尺寸同时设计到所述试验夹具上，解决了一台夹具能最广泛的适应在不同单位制的

试验台上安装使用的问题，大大减少试验夹具数量需求。

附图说明

[0021]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

部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ARINC600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ARINC763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ARINC600设备与通用夹具装置配合夹装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ARINC763设备与通用夹具装置配合夹装的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中标记及对应的零部件名称：

[0028] 1-设备夹具本体，2-待测设备安装凸台，3-ARINC600固定安装孔，4-ARINC763固定

安装孔，5-第一安装沉头孔，6-第二安装沉头孔，7-十字型减重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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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30] 实施例

[0031] 如图1-5所示，本实用新型支持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包括设

备夹具本体1，所述设备夹具本体1为板状结构，该通用化试验夹具采用薄板结构形式，主体

部分外形尺寸为380mm×340mm×40mm，在设备夹具本体1上面两侧分别设有待测设备安装

凸台2，如图4所示，两个待测设备安装凸台2上分别设有两个与ARINC600设备安装托架相匹

配的ARINC600固定安装孔3，如图5所示，同时，两个待测设备安装凸台2上还分别设有三个

与ARINC763设备安装托架相匹配的ARINC763固定安装孔4，夹具设计结合了常规振动冲击

与Halt类环境试验对夹具的要求，同时满足了两种夹具的功能要求，即既可以装夹待测设

备进行常规振动冲击试验，又能支持设备装夹进行Halt试验。在设备夹具本体1  上成矩形

阵列分布多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一安装沉头孔5，在设备夹具本体1的中部成“米”字形阵列

分布多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二安装沉头孔6。

[0032] 如图2-3所示，ARINC600与ARINC763是两款常用的航空设备，本实用新型支持 

ARINC600及763设备进行试验的夹具装置，将ARINC600与ARINC763两种结构形式的设备在

试验夹具上的安装方案融合设计，在一台夹具上设计两种标准形式设备均可安装的待测设

备安装接口，实现一台夹具装夹两种设备。分析总结冲击振动与Halt两大类环境试验参数

的异同，综合考虑两大类试验对夹具的需求，将两类使用需求结合起来进行通用化设计，减

少试验对夹具种类的需求。收集、分析目前市面使用的各类主流试验台的设备安装接口尺

寸，将最广泛使用的的英制(inch)和公制(mm)两种接口尺寸同时设计到所述试验夹具上，

解决了一台夹具能最广泛的适应在不同单位制的试验台上安装使用的问题，大大减少试验

夹具数量需求。

[0033] 在设备夹具本体1上成矩形阵列分布16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一安装沉头孔5。在设

备夹具本体1的中部成“米”字形阵列分布18个与试验台匹配的第二安装沉头孔6。

[0034] 所述设备夹具本体1顶面中部设有十字型减重槽7。所述设备夹具本体1外形尺寸

为  380mm×340mm×40mm。两个所述待测设备安装凸台2对称设在设备夹具本体1顶面两侧，

待测设备安装凸台2高出设备夹具本体1顶面20mm。

[0035] 该通用化试验夹具采用薄板结构形式，主体部分外形尺寸为380mm×340mm×

40mm，主体顶面突出两条待测设备安装凸台，凸台高度为20mm，顶面中部加工出夹具减重

槽，如图1所示

[0036] 该夹具主体部分设计有16个英制螺钉(3/8-16threads)安装沉头孔，成矩形阵列

分布，直径 可与市面上广泛存在的矩形阵列英制螺孔(3/8-16threads)试验台匹配安

装。

[0037] 该夹具主体部分设计有18个公制螺钉(M12)安装沉头孔，成“米”字形阵列分布，直

径 可与市面上广泛存在的矩形阵列公制螺孔(M12)试验台匹配安装，具有英制矩形沉

头安装孔和公制米字形沉头孔两种安装方式。

[0038] 该通用化试验夹具顶面安装凸台上布置有4个ARINC600设备安装托架的固定安装

孔，供标准ARINC600设备托架在该夹具上的匹配固定安装，如图1中凸台上黑色孔所示。

[0039] 该通用化试验夹具顶面安装凸台上布置有6个ARINC763设备的固定安装孔，供标

准  ARINC763设备在该夹具上的匹配固定安装，如图1中凸台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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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

一步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

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

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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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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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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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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