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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 

（2022年7月8日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21号公布 自

2022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A章 总则 

 

第 31.1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规定了颁发和更改载人自由气球型号合格证的

适航要求，适用于下列升力来源类型的有人驾驶的自由气

球： 

(a) 加热空气（热气球）； 

(b) 比空气轻的气体（轻气球）； 

(c) 加热空气和比空气轻的不可燃气体的组合（混合气

球）。 

第 31.3条 定义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定义如下： 

(a) 轻气球，是指靠轻于空气的气体产生升力的气球。 

(b) 热气球，是指靠热空气产生升力的气球。 

(c) 混合气球，是指靠热空气和轻于空气的不可燃气体

的组合产生升力的气球。 

(d) 球囊，是指用于包容升力介质的包壳。 

(e) 吊篮，是指悬挂在球囊下面用于载人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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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吊架，是指悬挂在球囊下面用于载人的索带，或者

带有横梁或平板的座椅。 

(g) 悬挂系统，是指将吊篮、吊架或者其他载人器具悬

挂在球囊下面的连接件。 

(h) 加热器系统，是指用来加热空气为气球提供升力的

系统，包括热源（如燃烧器）、控制装置、燃料管路、燃料

罐、调节器、控制阀和其他相关元件。 

(i) 可抛放压舱物，是指航径管理所需的、可在飞行中抛

放的配重。 

(j) 局方，是指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中

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 

X
交通运输部发布      

 



交通运输部规章 
 

 

B章 飞行 

 

第 31.12条 符合性验证 

(a) 申请人对于申请合格审定的气球的配载状态范围内

的每一重量，应当通过如下方法表明其满足本章的要求： 

(1) 在申请合格审定的该型气球上进行试验，或者根

据试验结果进行与试验同等准确的计算； 

(2) 如果不能从所检查的重量合理地推断出符合性，

则应当对每个重量进行系统的检查。 

(b) 除本规定第 31.17 条(b)款规定外，飞行试验中所允

许的重量允差为+5%和-10%。 

第 31.14条 重量限制 

申请人应当制定气球可以安全运行的重量范围，包括： 

(a) 最大重量。最大重量是用来表明符合本规定每项适

用要求的最重的重量。最大重量应当被确定并且不超过下述

任一重量： 

(1) 申请人选择的最重的重量； 

(2) 设计最大重量，即用来表明符合本规定每项适用

结构载荷条件的最重的重量； 

(3) 用来表明符合本规定每项适用飞行要求的最重的

重量。 

(b) 最小重量。最小重量是用来表明符合本规定每项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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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飞行要求的最轻的重量。 

第 31.16条 空重 

气球空重应当通过称重来确定。称重时，气球应当带有

安装的设备，但无升力气体和加热器燃料。 

第 31.17条 性能：爬升 

(a) 每个气球应当能在起飞（离地）后的第一分钟内以

稳定爬升率爬升到至少 91.4 米（300 英尺）。申请人应当在

申请批准的每一高度和环境温度下表明对本条要求的符合

性。 

(b) 申请人应当在最大重量条件下表明对本条(a)款要求

的符合性，所允许的重量允差为+5%。 

第 31.19条 性能：失控下降 

(a) 申请人应当为最不利的失控下降确定以下数据，该

失控下降起因可能是加热器系统、轻气体阀门系统或者机动

放气系统中的任何单个失效或者止裂带之间球囊的任何单

个撕裂： 

(1) 所达到的最大垂直速度； 

(2) 从失效发生点至达到最大垂直速度的点之间的高

度损失； 

(3) 在气球以本条(a)款(1)项所确定的最大垂直速度下

降的情况下，从启动纠正措施到实现水平飞行所需的高度。 

(b) 申请人应当制定以本条(a)款(1)项所确定的最大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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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着陆的程序及按本条(a)款(3)项停止下降的程序。 

第 31.20条 操纵性 

申请人应当表明气球在起飞、爬升、下降及着陆期间，

可以安全地操纵和机动而无需特殊的驾驶技巧。申请人应当

制定相关的使用限制并包含在飞行手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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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章 结构 

 

第 31.21条 载荷 

强度要求用限制载荷和极限载荷来规定。限制载荷为服

役中预期的最大载荷。极限载荷为限制载荷乘以规定的安全

系数。除非另有规定，所规定的载荷均为限制载荷。 

第 31.23条 载荷系数 

(a) 飞行载荷系数。除本条(b)款规定外，确定限制载荷

时，限制飞行载荷系数应当至少为 1.4。 

(b) 着陆载荷系数。对于属于气球悬挂系统的所有零部

件，包括球囊与悬挂系统的连接点，确定限制载荷时应当使

用至少为 3.0 的限制着陆载荷系数。 

第 31.25条 安全系数 

(a) 除本条(b)款和(c)款规定外，安全系数为 1.5。 

(b) 球囊设计应当使用至少为 5 的安全系数。如果能表

明所选择的系数将能防止由于缺少止裂带而发生渐进或者

瞬时撕裂造成的失效，则安全系数可以减小，但不得小于 2。

所选用的系数，应当应用于最大工作压力或者球囊应力（取

较临界者）。 

(c) 设计气球悬挂系统的所有纤维质或者非金属零部件

时，应当使用至少为 5 的安全系数。悬挂系统中主要连接件

的设计，应当使得失效极少发生或者任何单个失效将不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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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安全。 

(d) 在应用安全系数时，应当考虑可能影响气球强度的

温度和其他运行特性或者两者同时作用的影响。 

(e) 除非另有规定，设计中，应当假设每一乘员的重量

至少为 77 千克（170 磅）。 

第 31.27条 强度 

(a) 结构应当能够承受限制载荷，而无永久变形或者其

他有害影响。 

(b) 应当用试验证明，结构能承受极限载荷至少 3 秒钟

而不失效。对于球囊，允许使用具有代表性的部件进行试验，

前提是该试验件足够大，包含了关键接缝、接头及承载连接

点及构件。 

(c) 对于球囊，强度证明还应当考虑球囊损坏后的撕裂

增长，以防止撕裂扩展到危险尺寸。 

(d) 吊篮、吊架和其他载人器具应当具有坚固的设计，

在重着陆或者快速着陆时为乘员提供足够的保护。应当进行

吊篮、吊架或者其他载人器具的极限自由落体落震试验。试

验应当在水平表面上以设计最大重量进行，用吊篮、吊架或

者其他载人器具分别以 0°、15°、30°角度撞击表面。重量分

布可模拟实际情况。不得出现可能导致乘员严重受伤的变形

或者失效。应当用下列高度中的较大者进行落震实验： 

(1) 0.91 米（36 英寸）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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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得撞击时的速度等于按照本规定第 31.19 条确

定的最大垂直速度所对应的高度。 

(e) 部件（特别是燃烧器框架/负载框架）的设计和强度

还应当考虑地面操作和运输过程中所经历的重复载荷和其

他载荷的影响。 

(f) 应当考虑温度和可能影响气球强度的其他运行特性

的影响。 

(g) 对松动可能导致不安全状态的每一物件应当进行约

束。约束装置和结构之间的承载接头应当设计成能承受 1.33

倍的以下极限载荷： 

(1) 水平：6g； 

(2) 向下：6g； 

(3) 向上：2g。 

第 31.30条 约束索带 

(a) 当安装了约束乘员的索带时，该索带承受乘员质量

在以下加速度（见图 1）下产生的载荷时不得失效： 

(1) 垂直向上 2g； 

(2) 水平各个方向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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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约束索带载荷 

在本款中，应当假设乘员质量至少为 86 千克（190 磅）。 

(b) 对于约束乘员的安全带或者索带与吊篮主结构之间

的承载接头，应当表明能够承受本条(a)款中规定的载荷乘以

1.33 接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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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章 设计构造 

 

第 31.31条 一般规定 

影响安全的每个设计细节或者零部件的适用性应当通

过试验或者分析确定。 

第 31.33条 材料 

(a) 其失效可能对安全有不利影响的零部件所用材料的

适用性和耐久性都应当建立在经验或者试验的基础上。材料

应当符合经批准的规范，以保证这些材料具有设计资料中采

用的强度和其他性能。 

(b) 材料的强度特性应当以符合规范的材料的足够试验

为依据，以便在统计的基础上确定设计值。 

(c) 对于热气球和混合气球，应当表明，如果在气球充

气或者飞行时被加热器点燃，球囊材料不会支持持续燃烧。 

第 31.35条 制造方法 

采用的制造方法应当能生产出一个始终完好的结构。如

果某种制造工艺需要严格控制才能达到此目的，则该工艺应

当按照经批准的工艺规范执行。 

第 31.37条 紧固件 

(a) 用于结构的紧固件（如螺栓、销钉、螺钉、钩环）

应当符合经批准的规范。 

(b) 应当制定并记录锁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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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除非接头没有相对运动，否则应当使用辅助锁定装

置。 

(d) 使用过程中经受转动的任何螺栓都不得采用自锁螺

母，除非在自锁装置外还采用非摩擦锁定装置。 

第 31.39条 零部件保护 

其失效可能对安全有不利影响的零部件，应当适当地加

以保护，防止因风化、腐蚀、热、磨损、地面操作、地面运

输、飞行条件或者其他原因而导致其在使用中强度降低或者

丧失。 

第 31.41条 检查措施 

申请人应当制定检查措施，确保可以对每个要求重复检

查和调整的零部件进行接近检查。 

第 31.43条 接头系数 

(a) 如果其强度不是通过模拟接头和周围结构实际应力

状态的限制载荷和极限载荷试验进行证实，则在分析该接头

强度时应当使用至少为 1.15 的接头系数。该系数适用于接头

本体、连接方式和连接结构支承部位的所有零部件。 

(b) 对于带整体接头的零部件，从接头直到截面性质成

为其典型构件截面为止的部分都应当作为接头处理。 

(c) 如果接头是按照批准的方法并基于全面的试验数据

设计，则无需使用接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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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44条 球囊的防撕裂保护 

球囊的设计应当确保当其承受限制载荷时，局部损伤不

会增长到导致失控飞行或者着陆的程度。 

第 31.45条 燃料罐 

(a) 应当通过试验或者分析或者两者并用，证明燃料罐

有足够的强度裕度来承受包括地面操作和地面运输在内的

运行中可能遇到的内部和外部压力、温度和载荷的所有情

况。 

(b) 应当证明燃料罐材料与燃料的相容性。应当评估燃

料罐的抗疲劳、抗老化、耐火和抗腐蚀能力，并确定任何必

要的限制、保护或者维修措施。 

(c) 应当通过试验表明燃料罐及其附件和相关支承结构

能够承受该安装在运行中可能经受的任何惯性载荷，而不会

产生有害的变形或者失效。 

(d) 增压燃料罐应当配备： 

(1) 关断阀。该阀门应当配备自密封接头或者其他装

置来避免在没有连接燃料管的情况下，意外操作该阀门控制

开关导致释放出危险量的燃料； 

(2) 用来保护燃料罐免受过高压力的泄压阀； 

(3) 用来控制最大加注的装置； 

(4) 用来指示燃料量的装置； 

(5) 包含安全运行所需信息的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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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所有燃料罐应当安装防护装置，以防止阀门和其他

配件在下列情况下发生燃料泄漏： 

(1) 意外操作； 

(2) 在正常运行、地面操作或者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坏

时。 

(f) 为避免重着陆或者快速着陆时可能发生过载或者断

裂，刚性加长件不得直接安装在燃料罐阀门或者配件上。 

第 31.46条 增压燃料系统 

(a) 对于增压燃料系统，每个元件和它的连接接头和导

管应当试验到极限压力，该压力至少为正常运行时系统所承

受最大压力的两倍。试验期间，系统任何零部件都不得失效

或者故障。试验构型应当能代表正常的燃料系统安装和气球

构型。 

(b) 增压燃料系统的所有零部件通常都应当坚固，能够

承受在使用中可能发生的冲击和过载以及相关变形。 

(c) 如适用，增压燃料系统的零部件应当永久性标记，

以防止安装错误。 

(d) 燃料系统的任何部分都不得有在任何可能的冲击情

况下可能断裂的、未受保护的刚性加长件。 

(e) 如果燃料系统包括可拆卸的燃料管路，则应当在每

条管路的每个出口上安装一个自密封接头或者其他装置，以

避免在未连接燃料管路出口的情况下意外操作燃料罐阀门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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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释放危险量的燃料。 

第 31.47条 加热器系统 

(a) 如果使用加热器作为提供升力的装置，则该系统的

设计和安装不得有造成火灾的危害。 

(b) 应当有防护罩来保护乘员和靠近燃烧器火焰的零部

件免受热影响。 

(c) 应当有加热器系统安全控制和使用所必需的控制器

件、仪表或者其他设备，并且表明它们在正常和应急运行时

能够执行其预期功能。 

(1) 如果加热器系统有多个燃料供应或者每个燃料供

应上有多个控制器件，则应当有明确的方法来区分每个控制

器件及其供应来源和功能。 

(2) 加热器系统应当具有指示可用燃料量的装置或者

其他手段。 

(3) 对于燃烧器，每个控制系统应当有用来指示热输

出是高、正常还是低的装置。 

(d) 加热器系统（包括燃烧器本体、控制器件、燃料管

路、燃料罐、调节器、控制阀和其他相关元件）应当通过至

少 40 小时的耐久性试验进行验证。验证应当模拟真实状态

下的气球安装和使用，确保该系统的每个元件都被安装和试

验。 

(1) 燃烧器的主火焰阀门操作的试验大纲应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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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申请批准的最大燃料压力下工作 5 小时，每分

钟循环内有 3 至 10 秒的燃烧时间。该燃烧时间的确定应当

使得每个燃烧器上受温度影响的元件遭受最大的热冲击； 

(ii) 在中等燃料压力下工作 7.5 小时，每分钟循环

内有 3 至 10 秒的燃烧时间。中等燃料压力为本条(d)款(1)项

(i)目中最大燃料压力和本条(d)款(1)项(iii)目中最小燃料压力

之间范围的 40%到 60%； 

(iii) 在申请批准的最小燃料压力下工作 6 小时 15

分钟，每分钟循环内有 3 至 10 秒的燃烧时间； 

(iv) 在使用燃料蒸汽燃烧的情况下工作 15 分钟，每

分钟循环内至少 30 秒的燃烧时间； 

(v) 15 小时的正常飞行操作。 

(2) 燃烧器的辅助或者备用火焰阀门操作的试验大纲

应当包括在中等燃料压力下工作 6 小时，每 5 分钟循环内有

1 分钟的燃烧时间。 

(3) 试验还应当包括至少 3 次熄火和再起动。 

(4) 试验结束时，系统的每个元件应当是可用的。 

(e) 对于燃烧器，应当表明点火火种（或者其他点火装

置）在典型的阵风和雨中能够可靠地工作，应当易于接近进

行重新点燃并且应当易于重新点燃。当持续的点火火种失效

时，燃烧器应当能够继续工作。 

(f) 除单个乘员的气球外，加热器系统的设计应当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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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任何单个故障时，它将保持足够的热输出以维持水平

飞行。 

第 31.49条 操纵系统 

(a) 每一操纵器件的操作应当能够简便、平稳和准确地

完成其功能。操纵器件的布局和标识应当方便操作，防止混

淆和随之发生误动的可能性。 

(b) 每个操纵系统和操作装置应当设计和安装成能够防

止卡阻、摩擦、以及因乘员、货物或者松动物品引起的干扰。

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外来物卡阻操纵器件。操纵系统元件

应当具有某种设计特征或者做出明显的永久性标记，使可能

导致操纵系统故障的不正确装配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c) 为防止球囊爆裂，每个以充装轻气体提供升力的轻

气球或者混合气球应当配备一个阀门或者装置，当气球达到

其最大工作压力时，可通过该阀门或者装置自动放气，放气

速率至少为每分钟总容积的 3%。 

(d) 每个热气球和混合气球应当有一个装置，使得可在

飞行期间可控地释放热空气，除非没有这个装置也符合本规

定第 31.20 条的要求。 

(e) 为了保护球囊材料，每个热气球和混合气球应当有

一个装置来指示使用期间球囊表面最高温度或者内部空气

最高温度。该指示装置应当容易被驾驶员看到，并应有指示

球囊材料安全限制温度的标记。如果标记在仪表玻璃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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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采取措施使玻璃罩与刻度盘对准。 

第 31.51条 可抛放压舱物 

轻气球和使用可抛放压舱物的混合气球应当有装置来

安全存放和可控地释放可抛放压舱物。可抛放压舱物应当由

在空中释放不会对地面人员造成危害的材料组成。 

第 31.53条 锚绳 

如果使用锚绳，则应当将其在气球外的自由端硬化，以

防止其与树木、电线或者地面上的其他物体缠绕。 

第 31.55条 放气装置 

(a) 应当有可使球囊放气的装置以保证安全的应急着

陆，以及在着陆后快速放气。该装置的设计应当尽量减少意

外操作的可能性。如果使用人工放气系统之外的系统，则应

当证明所用系统的可靠性。 

(b) 如果轻气球或者混合气球装有横向快速放气装置，

应当安装一个装置，用来在着陆期间调整气球，以便将该快

速放气装置转到指定位置。 

第 31.57条 操纵拉索 

(a) 一般规定。 

(1) 用于飞行操纵的所有操纵拉索的设计和安装，应

当防止缠绕和意外操作。 

(2) 操纵拉索的功能应当向驾驶员标明，并根据适用

性按照本条(b)款、(c)款和(d)款进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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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纵所需的力最大不得超过 340 牛。 

(4) 用于飞行操纵的所有操纵拉索应当足够长，以允

许球囊垂直方向上的尺寸增加至少 10%，但也不得过长而影

响操纵。 

(b) 保险装置。 

如果使用了保险装置来防止意外操作不可逆操纵，此保

险装置被驾驶员操作的部分应当用黄色和黑色带标识。 

(c) 转向通气拉索。 

如果使用转向通气拉索来调整气球着陆方向，驾驶员操

纵用来向左转的拉索部分应当用黑色标识，用来向右转的拉

索相应部分应当用绿色标识。 

(d) 放气拉索。 

(1) 如果使用放气拉索来控制升力气体的释放，并且

放气孔可以在飞行中重新密封，则放气拉索被驾驶员操纵的

部分应当用红色和白色带标识。 

(2) 如果需要另一根拉索来重新密封任何放气孔，该

拉索被驾驶员操纵的部分应当用白色标识。 

(e) 快速或者紧急放气拉索。 

(1) 如果使用绳索来对球囊快速或者紧急放气，并且

该装置在空中无法重新密封的，该绳索被驾驶员操纵的部分

应当用红色标识。 

(2) 除本条(a)款(2)项的力值要求外，操作快速或者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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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放气拉索所需的力还不得小于 110 牛。 

第 31.59条 吊篮、吊架或者其他载人器具 

(a) 吊篮、吊架或者其他载人器具不得有相对于球囊的

旋转，除非该旋转由驾驶员控制并且操纵绳不会缠绕。 

(b) 吊篮、吊架或者其他载人器具上可能对乘员造成伤

害的每个凸出物体都应当垫上保护垫。 

(c) 在重着陆或者快速着陆时，吊篮内的乘员应当能够

得到保护，以防从吊篮掉落下来或者被严重伤害。 

(d) 当运载超过 6 名乘员时，吊篮应当分为多个隔舱，

每个隔舱不超过 6 名乘员。 

(e) 如果吊篮的尺寸和分隔使得一个以上的乘员在着陆

时可能落在另一乘员的上部，则应当采取措施将这种可能性

减至最低。 

(f) 应当为所有乘员提供合理的空间，既考虑飞行期间

的舒适度，也考虑着陆期间的安全性。 

(g) 驾驶员的空间应当确保其在所有飞行阶段都可以无

障碍地操作。 

(h) 每个乘员应当有扶手。 

(i) 应当提供可使水汽或者液体从吊篮底部排出的设施。 

(j) 悬挂系统的承载零部件（如绳索或者缆绳）的布置方

式应当排除其在正常使用中受损的可能性。 

(k) 吊篮的地板不得伸出其侧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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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飞行手册中应当包含吊篮、吊架或者其他载人器具的

使用和构型限制。 

第 31.61条 静电放电 

除非表明对安全是不必要的，否则在设计以可燃气体为

升力介质的气球时，应当有适当的搭接手段，以确保静电放

电不会产生危害影响。 

第 31.63条 乘员约束装置 

(a) 除装有吊篮的气球之外的所有气球，应当为每个乘

员提供安全带、索带或者其他约束装置，除非局方确定其不

必要。如果被安装，该安全带、索带或者其他约束装置及其

支撑结构应当满足本规定 C 章的强度要求。 

(b) 对于有单独驾驶舱的吊篮，应当为驾驶员提供适当

的约束装置，该约束装置应当满足本规定 C 章的强度要求。

此外，该约束装置的设计还应当确保： 

(1) 驾驶员正确使用并调整该约束装置后，能够操作

所有必要的操纵器件； 

(2) 有简单明了的快速脱扣方法； 

(3) 将意外脱扣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第 31.65条 航行灯 

(a) 如果安装航行灯，应当有一个稳定的航空白色航行

灯和一个闪光的航空红色（或者闪光的航空白色）航行灯，

有效闪光频率至少为 40 次/分，但不超过 100 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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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个航行灯应当按本条规定的光强提供 360°的水平

覆盖。以下光强应当在光源处于稳定工作状态、所有灯罩和

滤色镜都已安装并且在制造人的额定最小电压下确定。对于

闪光的航空红色灯，应当将测量值调整到对应至少 130℉的

红色滤光镜温度： 

(1) 通过光源的水平面上的光强应当等于或者超过下

列值： 

航行灯 最小光强（坎德拉） 

稳定白色 20 

闪光红色或者白色 40 

(2) 在垂直平面上的光强应当等于或者超过下列值。

一个单位的光强对应于本条(b)款(1)项所规定的相关水平面

的光强： 
在垂直平面内与 

水平面的夹角（度） 最小光强（单位） 

0° 1.00 
0°～ 5° 0.90 

5°～ 10° 0.80 
10°～ 15° 0.70 

15°～ 20° 0.50 
20°～ 30° 0.30 
30°～ 40° 0.10 

40°～ 6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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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稳定的白色灯应当安装在吊篮、吊架或者其他载人

器具以下不超过 6.1 米（20 英尺）处。闪光的红色或者白色

灯应当安装在稳定白色灯以下不小于 2.1 米（7 英尺），且

不大于 3.0 米（10 英尺）处。 

(d) 应当有收上和存放灯具的装置。 

(e) 每个航行灯的颜色应当具有适用的国际照明委员会

色度坐标，如下： 

(1) 航空红色 

“y”不大于 0.335；并且 

“z”不大于 0.002。 

(2) 航空白色 

“x”不小于 0.300 且不大于 0.540； 

“y”不小于“x-0.040”或者“y0-0.010”，取小者； 

“y”不大于“x+0.020”，也不大于“0.636-0.400x”。 

其中，“y0”为普朗克辐射器相对于“x”值的“y”坐标值。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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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章 设备 

 

第 31.71条 功能与安装 

(a) 安装的每项设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 种类和设计与预定功能相适应； 

(2) 作永久和明显的标记，标明其名称、功能、使用

限制或者这些要素的任何组合，如果零件太小而难以作标

记，则用标签标明； 

(3) 按对该设备规定的限制进行安装； 

(4) 安装后功能正常。 

(b) 所安装的每项设备，不得影响任何其他设备的功能

而导致产生不安全状况。 

(c) 设备、系统和安装应当设计成在发生可能的故障或

者失效情况时防止对气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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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章 使用限制与资料 

 

第 31.81条 一般规定 

(a) 应当以飞行手册的形式为每一气球提供使用说明。 

(b) 飞行手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 气球及其技术设备的说明和示意图； 

(2) 使用限制、正常程序（包括索具安装，充气和放

气）、应急程序和针对该气球操作特性并且安全运行必需的

其他相关信息，手册的这部分需要得到批准； 

(3) 允许使用的升力气体的规范（仅限于轻气球和混

合气球）； 

(4) 有关地面操作、运输、储存的信息。 

(c) 应当向驾驶员提供使用限制、正常和应急程序、以

及针对该气球操作特性的、并且安全运行必需的其他相关信

息。 

第 31.82条 持续适航文件 

申请人应当根据本规定附录 A 编制局方可接受的持续

适航文件。如果有计划保证在交付第一个气球之前或者在颁

发标准适航证之前完成这些文件，则这些文件在型号合格审

定时可以是不完备的。 

第 31.83条 醒目性 

球囊的外表面应当有一种或者多种颜色的对比色，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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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期间明显可见。也可以用多色的彩旗或者飘带，只要

能表明其足够大且有足够的色彩反差使得气球在飞行中明

显可见。 

第 31.85条 要求的基本设备 

除适航规章对特定运行类型要求的设备外，还要求如下

设备： 

(a) 对所有气球： 

(1) 一个高度表; 

(2) 一个升降速度表。 

(b) 对热气球和混合气球： 

(1) 一个燃料量表，如果使用燃料罐则应当具有在飞

行中向机组指示每个燃料罐中燃料量的装置，该装置应当以

适当单位的刻度指示或者以燃料罐容积的百分比指示; 

(2) 一个球囊温度指示器，可以为连续读数型或者发

出警告信号型; 

(3) 一个备用点火源； 

(4) 一个灭火器。 

(c) 对于轻气球和混合气球配置最小可抛放压舱物（如

适用）。 

(d) 对轻气球：一个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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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章 附则 

 

第 31.91条 施行 

本规定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中国民用航空总

局于 2007 年 3 月 15 日公布的《载人自由气球适航规定》（民

航总局令第 181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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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持续适航文件 
 

第 A31.1 条 一般规定 

(a) 本附录规定了本规定第 31.82 条所要求的持续适航

文件的编制要求。 

(b) 气球的持续适航文件应当包括：涉及民航管理的规

章所要求的气球及其零部件的持续适航文件，以及所需的用

来说明这些零部件与气球相互连接关系的资料。如果零部件

制造人未提供相关零部件的持续适航文件，则气球的持续适

航文件应当包含这部分对气球的持续适航性所必需的信息。 

(c) 申请人应当向局方提交一份文件，对如何分发申请

人或者零部件制造人制定的持续适航文件更改资料，进行说

明。 

第 A31.2 条 格式 

(a) 申请人应当根据所提供资料的数量，将持续适航文

件编成一本或者多本手册。 

(b) 手册的编排格式应当实用。 

第 A31.3 条 内容 

持续适航文件的内容应当用中文编写，并含有下列信

息： 

(a) 说明性资料，包括对气球特性和数据的说明，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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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维修或者预防性维修所需的程度。 

(b) 气球及其系统和安装的说明。 

(c) 气球及其部件和系统的基本操作和使用资料。 

(d) 勤务资料，包括有关在运行期间气球各部件（包括：

燃烧器喷口、燃料罐及阀门）勤务工作的详细资料。 

(e) 包括气球每一部分及其球囊、操纵装置、索具、吊

篮结构、燃料系统、仪表和加热器系统的维修资料，提供建

议的清洁、调整、测试和润滑的周期、适用的磨损容差以及

在这些周期内建议的工作程度。但是，如果申请人表明某项

附件、仪表或者设备非常复杂，需要专业化的维修技术、测

试设备或者专业技术来处理，则申请人可以注明向该件的制

造人索取上述资料。还应当包含建议的翻修周期和与手册适

航限制章节之间必要的交叉索引。此外，申请人应当提交一

份包含气球持续适航所需的检查频度和程度的检查大纲。 

(f) 说明可能发生的故障，如何判别这些故障以及对这

些故障采取补救措施的排故资料。 

(g) 关于重着陆后检查项目和如何检查的详细资料。 

(h) 包括储存限制在内的储存准备资料。 

(i) 球囊及吊篮或者吊架的修理资料。 

第 A31.4 条 适航限制章节 

持续适航文件应当包含标题为“适航限制”的章节，该章

节应当单独编排并与文件的其他部分明显地区分开来。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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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应当规定型号合格审定所要求的强制性更换时间、结构检

查时间间隔和包括球囊结构完整性在内的相关结构检查程

序。 

如果持续适航文件由多本文件组成，则本条要求的适航

限制章节内容应当列入主要手册中。申请人应当在该章节显

著位置清晰声明:“本适航限制章节已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

准，规定了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有关维修和运行的条款所要

求的维修内容。”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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