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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民航总局

令第１１３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相关条文中“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修改为“中国民用航空

局”,“民航总局”修改为“民航局”.

二、增加一项,作为第２９．２５条(a)款第(４)项:

“(４)客座量等于或小于９座的B类旋翼航空器,在第２９．１４３

(c)确定的最大风速下(可包括其它经演示的风速和风向),可近地

面安全操纵的最大重量、高度和温度.该使用包线必须列入在旋

翼航空器飞行手册限制章中.”

三、将第２９．１４３条(a)款第(２)项(v)目修改为:

“(v)自转;”.

四、将第２９．１４３条(c)款修改为:

“(c)必须确定所有方位情况下从０到至少８．７４米/秒(１７

节)的风速,在此风速下,旋翼航空器在下述情况下,能够在地面或

近地面处进行与其型号相适应的任何机动飞行(如侧风起飞、侧飞

与向后飞)而不丧失操纵:

“(１)临界重量;

“(２)临界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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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临界旋翼转速;

“(４)高度,从标准海平面条件到旋翼航空器所能达到的最大

起飞和着陆高度.”

五、增加一款,作为第２９．１４３条(d)款:

“(d)必须确定所有方位情况下从０到至少８．７４米/秒(１７

节)的风速,在此风速下,旋翼航空器在下述情况下,能够无地效飞

行而不丧失操纵:

“(１)申请人选定的重量;

“(２)临界重心;

“(３)申请人选定的旋翼转速,及

“(４)高度,从标准海平面条件到旋翼航空器所能达到的最大

起飞和着陆高度.”

六、将第２９．１４３条原(d)款顺延为(e)款并修改为:

“(e)在(１)满足运输类 A类旋翼航空器发动机隔离要求的多

发旋翼航空器中的,单一台发失效后,或(２)其它旋翼航空器全部

发动机失效后,当发动机失效发生在最大连续功率和临界重量时,

旋翼航空器在申请合格审定的速度和高度全部范围内,必须是可

操纵的.在发动机失效后的任何情况下,修正动作的滞后时间不

得小于如下规定:

“(１)对巡航状态为１秒或驾驶员正常的反应时间(取大者);

“(２)对任何其它状态为驾驶员正常反应时间.”

七、将第２９．１４３条原(e)款顺延为(f)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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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将第２９．１７３条(b)款修改为:

“(b)在申请合格审定的整个高度范围内,在第２９．１７５条(a)

到(d)中规定的机动飞行期间,油门和总距保持不变的状态下,操

纵杆位置与空速的关系曲线斜率必须是正的.然而,在局方确认

可接受的有限的飞行条件或运行模式下,如果旋翼航空器拥有的

飞行特性,允许驾驶员,在不需要特殊的驾驶技巧或警觉条件下,

便能将空速保持在设定配平空速的±９．２６千米/小时(５节)范围

内,操纵杆的位置与速度的关系曲线的斜率可以是中立的或负

的.”

九、将第２９．１７５条修改为:

“第２９．１７５条 纵向静稳定性的演示

“(a)爬升 纵向静稳定性必须在下列条件,速度从 VY １８．５２

千米/小时(１０节到 VY＋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爬升状态下表

明:

“(１)临界重量;

“(２)临界重心;

“(３)最大连续功率;

“(４)起落架收起;

“(５)旋翼航空器在 VY 配平.

“(b)巡航 纵向静稳定性必须在下列条件,速度以０．８VNE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至０．８VNE＋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

或 VH 小于０．８VNE时,从 VH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至 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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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巡航状态下表明:

“(１)临界重量;

“(２)临界重心;

“(３)０．８VNE或 VH 平飞功率,取小值;

“(４)起落架收起;

“(５)旋翼航空器配平在０．８VNE或 VH,取小值.

“(c)VNE纵向静稳定性必须在下列条件,速度从 VNE ３７．０４

千米/小时(２０节)至 VNE,表明:

“(１)临界重量;

“(２)临界重心;

“(３)VNE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平飞功率或最大连续功

率,取小值;

“(４)起落架收起;和

“(５)旋翼航空器配平在 VNE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

“(d)自转纵向静稳定性必须在以下自转状态下表明:

“(１)速度从最小下降率速度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到最

小下降率速度＋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

“(i)临界重量;

“(ii)临界重心;

“(iii)起落架放下,及

“(iv)旋翼航空器配平在最小下降率速度.

“(２)速度从最佳下滑角速度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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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下滑角速度＋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

“(i)临界重量;

“(ii)临界重心;

“(iii)起落架收起,及

“(iv)旋翼航空器配平在最佳下滑角速度.”

十、将第２９．１７７条修改为:

“第２９．１７７条 航向静稳定性

“(a)航向操纵须按照如下方式工作:在第２７．１７５条(a),(b)

和(c)中规定的配平状态,油门杆和总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航

向操纵变化引起的旋翼航空器运动感觉和运动方向,应与脚蹬运

动方向一致.在侧滑角到以下值中较小值时,侧滑角必须随着航

向操纵量的稳定增加而增加:

“(１)从配平速度在小于最小下降率速度２７．７８千米/小时(１５

节)时的２５度侧滑角,线性变化到配平速度在 VNE时的１０度侧滑

角;

“(２)按照第２９．３５１条建立的稳定侧滑角;

“(３)申请人选定的,对应于至少０．１g侧向力的侧滑角;或

“(４)最大航向操纵输入所获得的侧滑角.

“(b)当航空器接近侧滑极限时,伴随着侧滑必须有足够的提

示警示驾驶员.

“(c)按本条(a)规定的方式机动过程中,侧滑角与航向操纵位

置之间的关系曲线,在配平周围小的角度范围内可以是负斜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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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是在不需要特殊的驾驶技巧或警觉条件下,就可以保持所需要

的航向.”

十一、将第２９．５７１条修改为:

“第２９．５７１条 金属结构的疲劳容限评定

“(a)每一主要结构件(PSE)必须执行疲劳容限评定,且必须

建立适当的检查和退役时间或经批准的等效方法以避免旋翼航空

器运行寿命期内的灾难性失效.疲劳容限评定必须考虑疲劳和按

本节(e)(４)款确定的损伤的影响.需要评定的部分包括旋翼,发

动机和旋翼桨毂之间的旋翼传动系统,操纵,机身,固定和可动的

操纵面,发动机和传动装置的支架,起落架,以及相关的主要附件

的PSE.

“(b)为了本条的目的,定义术语:

“(１)灾难性失效是指可能妨碍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事件.

“(２)主要结构件(PSE)是指对承受飞行或地面载荷起重要作

用,且该结构元件的疲劳失效可能导致航空器灾难性失效的结构

元件.

“(c)用于建立本条符合性的方法必须提交并被局方接受.

“(d)考虑所有旋翼航空器结构,结构元件,和组件,必须确定

每一个PSE.

“(e)本条要求的每一疲劳容限评定必须包括:

“(１)按２９．３０９条(包括高度影响)要求的整个设计限制范围

内,通过飞行实测确定本条(d)款规定的PSE在所有临界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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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疲劳载荷或应力,除了机动载荷系数不需要超过使用中预期的

最大值.

“(２)以本条(e)(１)款确定的预期使用中的载荷或应力为基础

(考虑)同样严重的载荷谱,包括外挂载荷运行(如果适用),和其它

高频动力循环运行.

“(３)评定起落架和其它受影响的PSE时,(考虑)起飞,着陆,

和滑跑载荷.

“(４)考虑疲劳、环境影响、内在和离散的缺陷、或在制造或使

用中可能产生的意外损伤,对本条(d)款确定的每个PSE,危险评

估包括确定可能的位置,类型,和损伤的大小.

“(５)对本条(e)(４)款确定的带损伤的PSE确定疲劳容限特

性,以支持检查和退役时间,或其他经批准的等效方法.

“(６)试验证据支持的分析和使用经验(如果有的话).

“(f)要求确定剩余强度,以验证疲劳容限评定所假定的最大

损伤大小.根据损伤扩展确定检查间隔,损伤扩展后,剩余强度评

定必须表明剩余结构能够承受设计限制载荷而不失效.

“(g)必须考虑损伤对刚度、动态行为、载荷、和功能特性的影

响.

“(h)在本条要求的基础上,必须建立检查和退役时间或经批

准的等效方法以避免灾难性失效.按２９．１５２９条和本规章附录 A

的 A２９．４条要求,检查和退役时间或经批准的等效方法必须包括

在持续适航文件的适航限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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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如果受几何形状、可检查性或良好设计经验的限制,不能

对本条(e)(４)款确定的任何损伤类型建立检查,则必须结合该

PSE退役时间,建立补充程序,使在旋翼航空器使用寿命周期内

可能导致灾难性失效的损伤类型出现的风险最小.”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２９．５７３条:

“第２９．５７３条复合材料旋翼航空器结构的损伤容限和疲劳评

定

“(a)每一申请人必须按本条(d)的损伤容限标准评定复合

材料旋翼航空器结构,除非申请人证实因受几何形状、可检查性

和良好的设计实践的限制,进行损伤容限评定不切实际.如果

申请人证实因受几何形状、可检查性和良好的设计实践的限制

进行损伤容限评定不切实际,申请人必须按本条(e)进行疲劳评

定.

“(b)用于确定本条符合性的方法必须提交并被局方接受.

“(c)定义.

“(１)灾难性失效是可能阻碍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事件.

“(２)主要结构件(PSEs)是对承受飞行或地面载荷起重要作

用,其失效可能导致旋翼航空器灾难性失效的结构元件.

“(３)威胁评估是详细说明损伤的位置、类型和尺寸的一种评

估,它考虑疲劳、环境影响、内在和离散缺陷,以及在制造和使用过

程中可能发生的冲击或其他意外损伤.

“(d)损伤容限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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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每一申请人必须表明,考虑了内在或离散制造缺陷或意

外损伤情况下,通过对复合材料PSE和其它零件的强度、细节设

计点和制造技术的损伤容限评定,在旋翼航空器使用寿命期或规

定的检查间隔内,避免了因静载荷和疲劳载荷导致的灾难性失效.

在强度和疲劳评定中,每一申请人必须考虑材料和工艺随环境

条件变化的影响.每一申请人必须评定包括机体PSE、主/尾旋

翼传动系统、主/尾旋翼桨叶和桨毂、旋翼操纵、固定和可动操纵

面、发动机和传动安装、起落架在内的零件,以及局方认为关键

的其它零件、细节设计点和制造技术.每一损伤容限评定必须

包括:

“(i)确定所有的PSE;

“(ii)用于确定所有PSE在２９．３０９条(包括高度影响)的整个

限制范围内的所有临界情况下的载荷和应力的空中和地面测量,

除机动载荷系数不会超过使用中预期最大值的情况外.

“(iii)以本条(d)(１)(ii)确定的载荷或应力为基础的、与使用

中预期的载荷谱一样严重的载荷谱,包括外挂载荷运行(如果适

用)和有高扭矩情况的其他运行;

“(iv)对规定损伤位置、类型和尺寸的所有PSE的威胁评估,

考虑疲劳、环境影响、内在和离散缺陷,以及在制造或使用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冲击或其它偶然损伤(包括偶然损伤的离散源);

“(v)用来支持按照本条(d)(２)确定的更换时间和检查间隔的

对所有PSE的剩余强度和疲劳特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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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每一申请人必须为所有PSE确定更换时间、检查、或其

它程序,以要求在灾难性失效前修理或更换损伤的零件.这些更

换时间、检查或其它程序必须包含在２９．１５２９条要求的持续适航

文件的适航限制章节中.

“(i)PSE的更换时间必须通过试验或试验支持的分析确定,

且必须表明结构能承受使用中预期的变幅重复载荷.在确定这些

更换时间时,必须考虑下列因素:

“(A)本条(d)(１)(iv)款要求在威胁评估中确定的损伤;

“(B)最大的可接受制造缺陷和使用损伤(即那些没有将剩余

强度降低到极限设计载荷以下的和那些可被修理恢复极限强度

的);和

“(C)施加重复载荷后的极限载荷强度能力.

“(ii)必须确定PSE的检查间隔,在本条(d)(１)(iv)要求的威

胁评估中确定的可能因疲劳或其它使用原因发生的任何损伤扩展

到该部件不能维持要求的剩余强度能力前,发现该损伤.在确定

这些检查间隔时,必须考虑下列因素:

“(A)通过试验或由试验支持的分析确定的、在使用中预期的

重复载荷作用下的损伤扩展率,包括不扩展.

“(B)考虑损伤类型、检查间隔、损伤可检性以及损伤检查所

用技术后确定的假定损伤所要求的剩余强度.要求的最小剩余强

度是限制载荷;且

“(C)在达到最小剩余强度并恢复到极限载荷能力前,检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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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检测到损伤扩展,或者该部件是否被要求更换.

“(３)当验证最大假定损伤尺寸和检查间隔时,每一申请人必

须考虑损伤对所有PSE的刚度、动态特性、载荷以及功能性能的

影响.

“(e)疲劳评定:如果申请人确定在几何形状、检查能力,或好

的设计实践限制范围内,本条(d)规定的损伤容限评定不切实际,

申请人必须对该特定复合材料旋翼航空器结构进行疲劳评定,并

且:

“(１)确定在疲劳评定中考虑的所有PSE;

“(２)确定在疲劳评定中考虑的所有PSE的损伤类型;

“(３)建立补充程序,使得与本条(d)确定的损伤相关的灾难性

失效的风险最小;

“(４)将这些补充程序纳入２９．１５２９条要求的持续适航文件的

适航限制章节中.”

十三、将第２９．６１０条(d)款第(４)项修改为:

“(４)使闪电和静电对主要电气和电子设备工作的影响减至可

接受的水平.”

十四、删去第２９．１３０９条(h)款.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２９．１３１６条:

“第２９．１３１６条电气和电子系统的闪电防护

“(a)对于其功能失效会妨碍旋翼航空器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的每一个电子和电气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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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闪电环境期间和暴露以后,其功能

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２)在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闪电之后,系统及时地自动恢复其

功能的正常运行.

“(b)对于其功能失效会降低旋翼航空器或飞行机组应对不

利运行条件能力的每一个电子和电气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必须确

保在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闪电环境之后,能及时的恢复其功能的正

常运行.”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２９．１３１７条:

“第２９．１３１７条高强辐射场(HIRF)保护

“(a)对于其功能失效会妨碍旋翼航空器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的每一个电气和电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必须确保:

“(１)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件E所描述的 HIRF环境I期间

和暴露以后,其功能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２)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件 E所描述的 HIRF环境I之

后,系统及时地自动恢复其功能的正常运行,除非系统的这种功能

恢复与系统的其它运行或功能要求相冲突;

“(３)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件 E所描述的 HIRF环境Ⅱ期

间和暴露以后,其系统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４)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件E所描述的 HIRF环境III期

间和暴露以后,目视飞行规则下飞行所需的各个功能不会受到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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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于其功能失效后会严重降低旋翼航空器或飞行机组

应对不利运行条件能力的电子和电气系统必须设计和安装,当提

供这些功能的设备暴露于附件D所描述的设备 HIRF测试水平１

或２时,系统不受不利影响.

“(c)对于其功能失效后会降低旋翼航空器或飞行机组应对不

利运行条件能力的电子和电气系统必须设计和安装,当提供这些

功能的设备暴露于附件D中描述的设备 HIRF测试水平３时,系

统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十七、增加一项,作为第２９．１４５７条(a)款第(６)项:

“(６)使用经批准的数据信息集的所有数据链通信(如果安装

了数据链通信设备).数据链信息必须作为通信设备的输出信号

被记录,该通信设备将信号转换为可用数据.”

十八、将第２９．１４５７条(d)款修改为:

“(d)每台驾驶舱录音机的安装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i)其供电应来自对驾驶舱录音机的工作最为可靠的汇

流条,而不危及对重要负载或应急负载的供电;

“(ii)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供电,又不危及旋翼航空器的应急

操作.

“(２)应备有自动装置,在坠撞冲击后１０分钟内,能使录音机

停止工作并停止各抹音装置的功能;

“(３)应备有音响或目视装置,能在飞行前检查录音机工作是

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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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无论驾驶舱录音机和数字式飞行数据记录器是安装在独

立的盒子内还是组合单元,任何记录器以外的单一电气故障,不能

使驾驶舱录音机和飞行数据记录器停止工作;

“(５)具有符合以下要求的独立电源:

“(i)提供１０±１分钟的电源来支持驾驶舱录音机和安装在驾

驶舱的区域话筒;

“(ii)安装位置尽可能靠近驾驶舱录音机,和;

“(iii)当由于电气汇流条的正常关断或任何其它断电导致驾

驶舱录音机的所有其它电源中断时,驾驶舱录音机和驾驶舱安装

的区域话筒能够自动切换至该电源.”

十九、增加一款,作为第２９．１４５７条(h)款:

“(h)当民用航空规章营运规则要求同时具有驾驶舱录音机

和飞行数据记录器时,只要符合本条中的其它要求和本规章中关

于飞行数据记录器的要求,可以安装一个组合单元.”

二十、将第２９．１４５９条(a)款第(３)项修改为:

“(３)(i)其供电应取自对飞行记录器的工作最为可靠的汇流

条,而不危及对重要或应急负载的供电;

“(ii)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电力,又不危及旋翼航空器的应急

操作.”

二十一、增加一项,作为第２９．１４５９条(a)款第(６)项:

“(６)无论驾驶舱录音机和数字式飞行数据记录器是安装在独

立的盒子内还是组合单元内,任何记录器以外的单一电气故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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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驾驶舱录音机和数字飞行数据记录器都停止工作.”

二十二、增加一款,作为第２９．１４５９条(e)款:

“(e)当民用航空规章营运规则要求同时具有驾驶舱录音机和

飞行记录器时,只要符合本节中的其它需求和本规章中关于驾驶

舱录音机的需求,可以安装一个组合单元.”

二十三、将第２９．１５８７条(a)款第(７)项修改为:

“(７)按第２９．４９条确定的无地效悬停性能,和在每个高度、温

度条件下,全方位、风速不低于８．７４米/秒(１７节)的任何风情况

下,旋翼航空器能够安全无地效悬停的最大重量.这些数据必须

在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悬停图表中给出.”

二十四、将第２９．１５８７条(b)款第(２)项修改为:

“(２)稳定爬升率和有地效悬停升限,以及相应的空速和其它

有关资料,包括计算的高度和温度和影响;”

二十五、将第２９．１５８７条(b)款第(８)项修改为:

“(８)按第２９．４９条确定的无地效悬停性能,和在给出数据对

应的环境条件下演示的最大安全风.另外,在每个高度和温度条

件下,旋翼航空器可在全方位、风速不小于８．７４米/秒(１７节)的

任何风情况下,无地效安全悬停的最大重量.这些数据必须在旋

翼航空器飞行手册悬停图表中给出;”

二十六、将第２９．２００１条修改为:

“第２９．２００１条施行

“本规章自２００２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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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将附件 A第 A２９．４条修改为:

“A２９．４适航限制条款

“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括题为适航限制的条款,该条款应单独

编排并与文件的其它部分明显地区分开来.该条款必须规定型号

合格审定要求的强制性的更换时间、结构检查时间间隔以及有关

结构检查程序.如持续适航文件由多本文件组成,则本节要求的

条款必须编在主要手册中.并必须在该条款显著位置清晰说明:

“本适航限制条款业经中国民航局批准,规定了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有关维护和营运的条款所要求的检查和其他维护工作.”

二十八、将附件B第 V条修改为:

“Ⅴ横向———航向静稳定性

“(a)在整个批准的空速、功率和垂直速度范围内,航向静稳定

性必须是正的.在直线和从配平稳定侧滑直到１０度的情况下,航

向操纵量必须随侧滑角增加而无中断的增加,除在配平点周围小

侧滑角范围内.在更大的侧滑角直至适合于该型号的最大侧滑

角,航向操纵量增加必须产生侧滑角的增加.必须能够在不需要

特殊的驾驶技巧及警觉,可保持平稳飞行.

“(b)在整个经批准的空速、功率和垂直速度范围内,离配平

状态±１０°范围的侧滑中,横向操纵动作或操纵力不得有驾驶员感

觉到的负的上反稳定性.纵向周期杆随侧滑角的变化移动不得过

分.”

二十九、将附件B第 VII条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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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增稳系统

“(a)如果采用增稳系统,该增稳系统的可靠性必须考虑到增

稳系统发生故障的影响.发生任何妨碍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增

稳系统失效条件,必须是概率极小的.对增稳系统中凡未经表明

是概率极小的失效情况,需表明———

“(１)在经批准的仪表规则运行限制内的任何速度或高度,出

现失效或故障时,直升机仍可安全操纵.

“(２)直升机整个飞行特性允许在不超出驾驶员能力的情况下

长时间仪表飞行.影响操纵系统的其他不相关的可能故障,必须

考虑.此外———

“(i)在整个实用飞行包线内,应满足B章中操纵性和机动性

要求.

“(ii)飞行操纵、配平及动稳定性特性,不得受损到低于允许

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水平.

“(iii)对 A类直升机,在整个实用飞行包线内,必须满足B章

中动稳定性要求.

“(iv)在整个实用飞行包线内,必须满足B章中纵向静稳定性

及航向静稳定性要求.

“(b)增稳系统必须设计成增稳系统在正常运行中或一旦出

现故障或失效时假设在适当的时间内采取了纠正动作,不可能引

起飞行轨迹危险的偏离或在直升机上产生危险的载荷.装有多路

系统时,必须考虑相继产生故障的情况,除非已表明这些故障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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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不可能的.”

三十、增加一个附件,作为附件E:

“附件EHIRF环境和设备 HIRF试验水平

“附件规定了用于第２９．１３１７条中电气和电子系统的 HIRF

环境和设备 HIRF试验水平.HIRF环境和试验室设备 HIRF试

验水平的场强值均以测量调制周期内峰值的均方根表示.

“(a)HIRF环境I如下表１所示:

“表１　HIRF环境I

频　　段
场　强(V/m)

峰　值 平均值

１０kHz—２MHz ５０ ５０

２MHz—３０MHz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MHz—１００MHz ５０ ５０

１００MHz—４００MHz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MHz—７００MHz ７００ ５０

７００MHz—１GHz ７００ １００

１GHz—２GHz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２GHz—６GHz ３０００ ２００

６GHz—８GHz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８GHz—１２GHz 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２GHz—１８GHz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８GHz—４０GHz ６００ ２００

　　“表中,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

—９１—



“(b)HIRF环境II如表２所示:

“表２　HIRF环境II

频　　段
场　强(V/m)

峰　值 平均值

１０kHz—５００kHz ２０ ２０

５００kHz—２MHz ３０ ３０

２MHz—３０MHz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MHz—１００MHz １０ １０

１００MHz—２００MHz ３０ １０

２００MHz—４００MHz １０ １０

４００MHz—１GHz ７００ ４０

１GHz—２GHz １３００ １６０

２GHz—４GHz ３０００ １２０

４GHz—６GHz ３０００ １６０

６GHz—８GHz ４００ １７０

８GHz—１２GHz １２３０ ２３０

１２GHz—１８GHz ７３０ １９０

１８GHz—４０GHz ６００ １５０

　　“表中,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

“(c)HIRF环境III如表３所示:

“表３　HIRF环境III

频　　段
场　强(V/m)

峰　值 平均值

１０kHz—１００kHz １５０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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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段
场　强(V/m)

峰　值 平均值

１００kHz—４００MHz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MHz—７００MHz ７３０ ２００

７００MHz—１GHz １４００ ２４０

１GHz–２GHz ５０００ ２５０

２GHz—４GHz ６０００ ４９０

４GHz—６GHz ７２００ ４００

６GHz—８GHz １１００ １７０

８GHz—１２GHz ５０００ ３３０

１２GHz—１８GHz ２０００ ３３０

１８GHz—４０GHz １０００ ４２０

　　“表中,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

“(d)备 HIRF试验水平１

“(１)１０kHz—４００MHz内,用连续波(CW)和１kHz方波调制

(调制深度为９０％或更大)做传导敏感试验.传导敏感电流最小

必须从１０kHz时的０．６mA开始,然后每１０倍频率增加２０dB,到

５００kHz时电流最小为３０mA.

“(２)５００kHz—４０MHz内,传导敏感电流至少为３０mA.

“(３)４０MHz—４００MHz内,做 传 导 敏 感 试 验,最 小 电 流 从

４０MHz时的３０mA开始,然后每１０倍频率减少２０dB,到４００MHz

时最小为３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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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０MHz—４００MHz内,用峰值最小为２０V/m 的连续波

(CW)和１kHz方波调制(调制深度为９０％或更大)做辐射敏感试验.

“(５)４００MHz—８GHz内,用峰值最小为１５０V/m、占空比为

４％且脉冲重复频率(PRF)为１kHz的调制脉冲做辐射敏感试验.

该信号必须以１Hz的频率切换开和关,占空比为５０％.

“(e)设备 HIRF试验水平２

“设备 HIRF试验水平２是由本附件表２中 HIRF环境II经

过可接受的航空器传输函数和衰减曲线降低后的结果.

“试验必须覆盖１０kHz—８GHz频段.

“(f)设备 HIRF试验水平３

“(１)１０kHz—４００MHz内,做传导敏感试验,最小电流必须从

１０kHz时 的 ０．１５mA 开 始,然 后 每 １０ 倍 频 率 增 加 ２０dB,到

５００kHz时最小为７．５mA.

“(２)５００kHz—４０MHz内,传 导 敏 感 试 验 的 电 流 最 小 为

７．５mA.

“(３)４０MHz—４００MHz内,做传导敏感试验,最小电流从

４０MHz时 的 ７．５mA 开 始,然 后 每 １０ 倍 频 率 减 少 ２０dB,到

４００MHz时最小为０．７５mA.

“(４)１００MHz—８GHz内,进行峰值最小为５V/m 的辐射敏

感试验.”

本决定自２０１７年５月１日起施行.«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

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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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４１条 总则 ５９

第２９．１４３条 操纵性与机动性 ６１

第２９．１５１条 飞行操纵 ６３

第２９．１６１条 配平操纵 ６３

第２９．１７１条 稳定性:总则 ６３

第２９．１７３条 纵向静稳定性 ６３

第２９．１７５条 纵向静稳定性的演示 ６４

—４２—



第２９．１７７条 航向静稳定性 ６６

第２９．１８１条 动稳定性:A类旋翼航空器 ６６

地面和水面操纵特性 ６７

第２９．２３１条 总则 ６７

第２９．２３５条 滑行条件 ６７

第２９．２３９条 喷溅特性 ６７

第２９．２４１条 “地面共振” ６７

其它飞行要求 ６７

第２９．２５１条 振动 ６７

C章 强度要求 ６７

总则 ６７

第２９．３０１条 载荷 ６７

第２９．３０３条 安全系数 ６８

第２９．３０５条 强度和变形 ６８

第２９．３０７条 结构验证 ６８

第２９．３０９条 设计限制 ６９

飞行载荷 ６９

第２９．３２１条 总则 ６９

第２９．３３７条 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７０

第２９．３３９条 合成限制机动载荷 ７０

第２９．３４１条 突风载荷 ７１

第２９．３５１条 偏航情况 ７１

—５２—



第２９．３６１条 发动机扭矩 ７２

操纵面和操纵系统载荷 ７３

第２９．３９１条 总则 ７３

第２９．３９５条 操纵系统 ７３

第２９．３９７条 驾驶员限制作用力和扭矩 ７４

第２９．３９９条 双操纵系统 ７５

第２９．４１１条 地面间隙:尾桨保护装置 ７５

第２９．４２７条 非对称载荷 ７５

地面载荷 ７６

第２９．４７１条 总则 ７６

第２９．４７３条 地面受载情况和假定 ７６

第２９．４７５条 轮胎和缓冲器 ７７

第２９．４７７条 起落架的布置 ７７

第２９．４７９条 水平着陆情况 ７７

第２９．４８１条 机尾下沉着陆情况 ７８

第２９．４８３条 单轮着陆情况 ７８

第２９．４８５条 侧移着陆情况 ７９

第２９．４９３条 滑行刹车情况 ７９

第２９．４９７条 地面受载情况:尾轮式起落架 ８０

第２９．５０１条 地面受载情况:滑橇式起落架 ８３

第２９．５０５条 雪橇着陆情况 ８５

第２９．５１１条 地面载荷:多轮起落架装置的非对称载荷 ８６

—６２—



水载荷 ８６

第２９．５１９条 船体型旋翼航空器:水基、水陆两用型 ８６

第２９．５２１条 浮筒着水情况 ８７

主要部件要求 ８８

第２９．５４７条 主旋翼和尾旋翼结构 ８８

第２９．５４９条 机身和旋翼支撑结构 ８９

第２９．５５１条 辅助升力面 ９０

应急着陆情况 ９０

第２９．５６１条 总则 ９０

第２９．５６２条 应急着陆动态情况 ９２

第２９．５６３条 水上迫降的结构要求 ９４

疲劳评定 ９６

第２９．５７１条 金属结构的疲劳容限评定 ９６

第２９．５７３条 复合材料旋翼航空器结构的损伤容限和疲劳评定　

９８

D章 设计与构造 １０１

总则 １０１

第２９．６０１条 设计 １０１

第２９．６０２条 关键零部件 １０１

第２９．６０３条 材料 １０２

第２９．６０５条 制造方法 １０２

第２９．６０７条 紧固件 １０２

—７２—



第２９．６０９条 结构保护 １０３

第２９．６１０条 闪电和静电防护 １０３

第２９．６１１条 检查措施 １０４

第２９．６１３条 材料的强度性能和设计值 １０４

第２９．６１９条 特殊系数 １０５

第２９．６２１条 铸件系数 １０６

第２９．６２３条 支承系数 １０８

第２９．６２５条 接头系数 １０８

第２９．６２９条 颤振和发散 １０９

旋翼 １０９

第２９．６３１条 鸟击 １０９

第２９．６５３条 旋翼桨叶的卸压排水 １０９

第２９．６５９条 质量平衡 １０９

第２９．６６１条 旋翼桨叶间隙 １１０

第２９．６６３条 防止“地面共振”的措施 １１０

操纵系统 １１０

第２９．６７１条 总则 １１０

第２９．６７２条 增稳系统、自动和带动力的操纵系统 １１１

第２９．６７３条 主飞行操纵系统 １１２

第２９．６７４条 交连操纵装置 １１２

第２９．６７５条 止动器 １１２

第２９．６７９条 操纵系统锁 １１２

—８２—



第２９．６８１条 限制载荷静力试验 １１３

第２９．６８３条 操作试验 １１３

第２９．６８５条 操纵系统的细节设计 １１３

第２９．６８７条 弹簧装置 １１５

第２９．６９１条 自转操纵机构 １１５

第２９．６９５条 动力助力和带动力操作的操纵系统 １１５

起落架 １１６

第２９．７２３条 减震试验 １１６

第２９．７２５条 限制落震试验 １１６

第２９．７２７条 储备能量吸收落震试验 １１７

第２９．７２９条 收放机构 １１８

第２９．７３１条 机轮 １１９

第２９．７３３条 轮胎 １１９

第２９．７３５条 刹车 １２０

第２９．７３７条 雪橇 １２０

浮筒和船体 １２１

第２９．７５１条 主浮筒浮力 １２１

第２９．７５３条 主浮筒设计 １２１

第２９．７５５条 船体浮力 １２１

第２９．７５７条 船体和辅助浮筒强度 １２２

载人和装货设施 １２２

第２９．７７１条 驾驶舱 １２２

—９２—



第２９．７７３条 驾驶舱视界 １２２

第２９．７７５条 风挡与窗户 １２３

第２９．７７７条 驾驶舱操纵器件 １２３

第２９．７７９条 驾驶舱操纵器件的动作和效果 １２３

第２９．７８３条 舱门 １２４

第２９．７８５条 座椅、卧铺、担架、安全带和肩带 １２６

第２９．７８７条 货舱和行李舱 １２８

第２９．８０１条 水上迫降 １２９

第２９．８０３条 应急撤离 １３０

第２９．８０５条 飞行机组应急出口 １３１

第２９．８０７条 旅客应急出口 １３１

第２９．８０９条 应急出口的布置 １３４

第２９．８１１条 应急出口的标记 １３６

第２９．８１２条 应急照明 １３８

第２９．８１３条 应急出口通路 １３９

第２９．８１５条 主过道宽度 １４０

第２９．８３１条 通风 １４０

第２９．８３３条 加温器 １４１

防火 １４１

第２９．８５１条 灭火瓶 １４１

第２９．８５３条 座舱内部设施 １４２

第２９．８５５条 货舱和行李舱 １４４

—０３—



第２９．８５９条 燃烧加温器的防火 １４６

第２９．８６１条 结构,操纵器件和其它部件的防火 １４９

第２９．８６３条 可燃液体的防火 １４９

外挂物的吊挂设备 １５０

第２９．８６５条 外挂物 １５０

其它 １５３

第２９．８７１条 水平测量标记 １５３

第２９．８７３条 配重设施 １５３

E章 动力装置 １５４

总则 １５４

第２９．９０１条 动力装置 １５４

第２９．９０３条 发动机 １５５

第２９．９０７条 发动机振动 １５６

第２９．９０８条 冷却风扇 １５７

旋翼传动系统 １５７

第２９．９１７条 设计 １５７

第２９．９２１条 旋翼刹车 １５９

第２９．９２３条 旋翼传动系统和操纵机构的试验 １５９

第２９．９２７条 附加试验 １６６

第２９．９３１条 轴系的临界转速 １６７

第２９．９３５条 轴系接头 １６８

第２９．９３９条 涡轮发动机工作特性 １６８

—１３—



燃油系统 １６９

第２９．９５１条 总则 １６９

第２９．９５２条 燃油系统的抗坠撞 １６９

第２９．９５３条 燃油系统的独立性 １７３

第２９．９５４条 闪电防护 １７４

第２９．９５５条 燃油流量 １７４

第２９．９５７条 连通油箱之间的燃油流动 １７５

第２９．９５９条 不可用燃油量 １７６

第２９．９６１条 燃油系统在热气候条件下的工作 １７６

第２９．９６３条 燃油箱:总则 １７６

第２９．９６５条 燃油箱试验 １７７

第２９．９６７条 燃油箱安装 １７９

第２９．９６９条 燃油箱的膨胀空间 １８０

第２９．９７１条 燃油箱沉淀槽 １８０

第２９．９７３条 燃油箱加油口接头 １８１

第２９．９７５条 燃油箱的通气和汽化器蒸气的排放 １８１

第２９．９７７条 燃油箱出油口 １８２

第２９．９７９条 低于油面的压力加油和加油设备 １８３

燃油系统部件 １８３

第２９．９９１条 燃油泵 １８３

第２９．９９３条 燃油系统导管和接头 １８４

第２９．９９５条 燃油阀 １８５

—２３—



第２９．９９７条 燃油滤网或燃油滤 １８５

第２９．９９９条 燃油系统放油嘴 １８５

第２９．１００１条 应急放油 １８６

滑油系统 １８７

第２９．１０１１条 发动机:总则 １８７

第２９．１０１３条 滑油箱 １８８

第２９．１０１５条 滑油箱试验 １８９

第２９．１０１７条 滑油导管和接头 １９０

第２９．１０１９条 滑油滤网或滑油滤 １９０

第２９．１０２１条 滑油系统放油嘴 １９１

第２９．１０２３条 滑油散热器 １９１

第２９．１０２５条 滑油阀 １９１

第２９．１０２７条 传动装置和减速器:总则 １９２

冷却 １９３

第２９．１０４１条 总则 １９３

第２９．１０４３条 冷却试验 １９３

第２９．１０４５条 爬升冷却试验程序 １９５

第２９．１０４７条 起飞冷却试验程序 １９６

第２９．１０４９条 悬停冷却试验程序 １９８

进气系统 １９８

第２９．１０９１条 进气 １９８

第２９．１０９３条 进气系统的防冰 １９９

—３３—



第２９．１１０１条 汽化器空气预热器的设计 ２０１

第２９．１１０３条 进气系统管道和空气导管系统 ２０１

第２９．１１０５条 进气系统的空气滤 ２０２

第２９．１１０７条 中间冷却器和后冷却器 ２０２

第２９．１１０９条 汽化器空气冷却 ２０２

排气系统 ２０２

第２９．１１２１条 总则 ２０２

第２９．１１２３条 排气管 ２０４

第２９．１１２５条 排气热交换器 ２０４

第２９．１１４１条 动力装置的操纵机构:总则 ２０５

第２９．１１４２条 辅助动力装置的操纵机构 ２０５

第２９．１１４３条 发动机的操纵机构 ２０６

第２９．１１４５条 点火开关 ２０７

第２９．１１４７条 混合比操纵机构 ２０７

第２９．１１５１条 旋翼刹车操纵机构 ２０７

第２９．１１５７条 汽化器空气温度控制装置 ２０７

第２９．１１５９条 增压器操纵机构 ２０７

第２９．１１６３条 动力装置附件 ２０８

第２９．１１６５条 发动机点火系统 ２０８

动力装置的防火 ２０９

第２９．１１８１条 指定火区:包括范围 ２０９

第２９．１１８３条 导管、接头和组件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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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１８５条 可燃液体 ２１１

第２９．１１８７条 火区的排油和通风 ２１１

第２９．１１８９条 切断措施 ２１２

第２９．１１９１条 防火墙 ２１３

第２９．１１９３条 整流罩和发动机舱蒙皮 ２１３

第２９．１１９４条 其它表面 ２１４

第２９．１１９５条 灭火系统 ２１５

第２９．１１９７条 灭火剂 ２１５

第２９．１１９９条 灭火瓶 ２１６

第２９．１２０１条 灭火系统材料 ２１６

第２９．１２０３条 火警探测系统 ２１７

F章 设备 ２１８

总则 ２１８

第２９．１３０１条 功能和安装 ２１８

第２９．１３０３条 飞行和导航仪表 ２１８

第２９．１３０５条 动力装置仪表 ２１９

第２９．１３０７条 其它设备 ２２３

第２９．１３０９条 设备、系统及安装 ２２３

第２９．１３１６条 电气和电子系统的闪电防护 ２２５

第２７．１３１７条 高强辐射场(HIRF)保护 ２２６

仪表:安装 ２２７

第２９．１３２１条 布局和可见度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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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３２２条 警告灯、戒备灯和提示灯 ２２８

第２９．１３２３条 空速指示系统 ２２８

第２９．１３２５条 静压和气压高度表系统 ２３０

第２９．１３２７条 磁航向指示器 ２３１

第２９．１３２９条 自动驾驶仪系统 ２３１

第２９．１３３１条 使用能源的仪表 ２３２

第２９．１３３３条 仪表系统 ２３２

第２９．１３３５条 飞行指引系统 ２３３

第２９．１３３７条 动力装置仪表 ２３３

电气系统和设备 ２３５

第２９．１３５１条 总则 ２３５

第２９．１３５３条 电气设备及安装 ２３７

第２９．１３５５条 配电系统 ２３８

第２９．１３５７条 电路保护装置 ２３８

第２９．１３５９条 电气系统防火和防烟 ２３９

第２９．１３６３条 电气系统试验 ２４０

灯 ２４０

第２９．１３８１条 仪表灯 ２４０

第２９．１３８３条 着陆灯 ２４１

第２９．１３８５条 航行灯系统的安装 ２４１

第２９．１３８７条 航行灯系统二面角 ２４１

第２９．１３８９条 航行灯灯光分布与光强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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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３９１条 前、后航行灯水平平面内的最小光强 ２４３

第２９．１３９３条 前、后航行灯任一垂直平面内的最小光强 ２４４

第２９．１３９５条 前、后航行灯的最大掺入光强 ２４４

第２９．１３９７条 航行灯颜色规格 ２４５

第２９．１３９９条 停泊灯 ２４５

第２９．１４０１条 防撞灯系统 ２４６

安全设备 ２４８

第２９．１４１１条 总则 ２４８

第２９．１４１３条 安全带:乘客告警设施 ２４９

第２９．１４１５条 水上迫降设备 ２４９

第２９．１４１９条 防冰 ２４９

其它设备 ２５０

第２９．１４３１条 电子设备 ２５０

第２９．１４３３条 真空系统 ２５１

第２９．１４３５条 液压系统 ２５１

第２９．１４３９条 防护性呼吸设备 ２５２

第２９．１４５７条 驾驶舱录音机 ２５３

第２９．１４５９条 飞行记录器 ２５６

第２９．１４６１条 含高能转子的设备 ２５７

G章 使用限制和资料 ２５８

第２９．１５０１条 总则 ２５８

使用限制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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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５０３条 空速限制:总则 ２５８

第２９．１５０５条 不可超越速度 ２５９

第２９．１５０９条 旋翼转速 ２６０

第２９．１５１７条 极限高度—速度包线 ２６０

第２９．１５１９条 重量和重心 ２６１

第２９．１５２１条 动力装置限制 ２６１

第２９．１５２２条 辅助动力装置限制 ２６６

第２９．１５２３条 最小飞行机组 ２６６

第２９．１５２５条 运行类型 ２６６

第２９．１５２７条 最大使用高度 ２６６

第２９．１５２９条 持续适航文件 ２６６

标记和标牌 ２６７

第２９．１５４１条 总则 ２６７

第２９．１５４３条 仪表标记:总则 ２６７

第２９．１５４５条 空速表 ２６７

第２９．１５４７条 磁航向指示器 ２６８

第２９．１５４９条 动力装置仪表 ２６８

第２９．１５５１条 滑油油量指示器 ２６９

第２９．１５５３条 燃油油量表 ２６９

第２９．１５５５条 操纵器件标记 ２６９

第２９．１５５７条 其它标记和标牌 ２７０

第２９．１５５９条 限制标牌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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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５６１条 安全设备 ２７１

第２９．１５６５条 尾桨 ２７２

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 ２７２

第２９．１５８１条 总则 ２７２

第２９．１５８３条 使用限制 ２７３

第２９．１５８５条 使用程序 ２７４

第２９．１５８７条 性能资料 ２７５

第２９．１５８９条 装载资料 ２７７

H 章 附则 ２７７

附件 A 持续适航文件 ２７８

A２９．１总则 ２７８

A２９．２格式 ２７８

A２９．３内容 ２７８

A２９．４适航限制条款 ２８０

附件B直升机仪表飞行适航准则 ２８１

Ⅰ 总则 ２８１

Ⅱ 定义 ２８１

Ⅲ 配平 ２８１

Ⅳ 纵向静稳定性 ２８１

Ⅴ 横向———航向静稳定性 ２８３

Ⅵ 动稳定性 ２８４

Ⅶ 增稳系统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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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设备、系统和安装 ２８５

Ⅸ 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 ２８７

附件C 结冰合格审定 ２８８

(a)连续最大结冰 ２８８

(b)间断最大结冰 ２８８

附件D 第２９．８０３条要求的应急撤离演示准则 ２９５

附件EHIRF环境和设备 HIRF试验水平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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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日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１１３号发布　根

据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

航规定›的决定»修订)

A章　总　　则

第２９．１条　制定依据和适用范围

本规章的制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

条例»第四条和第五条.本规章的适用范围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a)本规章规定颁发和更改运输类旋翼航空器型号合格证用

的适航标准.

(b)运输类旋翼航空器必须按照本规章 A类或B类的要求进

行合格审定.多发旋翼航空器可以同时按 A 类和B类进行型号

合格审定.但必须对每一类规定相应的和不同的使用限制.

(c)最大重量大于９０８０公斤(２００００磅)和客座量等于或大于

１０座的旋翼航空器,必须按照 A 类旋翼航空器进行型号合格

审定.

(d)最大重量大于９０８０公斤(２００００磅)和客座量等于或小于

９座的旋翼航空器,可按B类旋翼航空器进行型号合格审定.但

必须符合本规章中C、D、E和F章的 A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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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最大重量等于或小于９０８０公斤(２００００磅),但客座量等

于或大于１０座的旋翼航空器,可按B类旋翼航空器进行型号合格

审定.但必须符合本规章中第２９．６７条(a)(２)、第２９．８７条、第

２９．１５１７条和C、D、E和F章的 A类要求.

(f)最大重量等于或小于９０８０公斤(２００００磅)和客座量等于

或小于９座的旋翼航空器,可按 B类旋翼航空器进行型号合格

审定.

(g)按照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

定规定»(CCAR ２１)申请本条(a)至(f)所述合格证或申请对该

合格证进行更改的法人,必须表明符合本规章中适用的要求.

第２９．２条　特别追溯要求

对于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以后制造的各旋翼航空器,申请人必须表

明每个乘员座椅均装有满足本条(a)、(b)和(c)要求的安全带和肩带.

(a)每个乘员座椅必须具有一套单点脱扣的组合式安全带和

肩带.每个驾驶员的组合式安全带和肩带必须允许驾驶员在系上

安全带和肩带就座时能够完成飞行操作所有必需的功能.安全带

和肩带不使用时必须有措施将其固定,以免妨碍旋翼航空器的操

作和应急情况下的快速撤离.

(b)必须用安全带加上能防止头部与任何伤害性物体碰撞的

肩带,保护每个乘员免受严重的头部损伤.

(c)在适用的情况下,安全带和肩带必须满足旋翼航空器型号

审定基础规定的静强度和动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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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对本条而言,旋翼航空器的制造日期按下列日期确定:

(１)反映旋翼航空器完工并满足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

航局)批准的型号设计资料的验收检查记录或等效记录的日期;或

(２)外国适航当局证明该旋翼航空器完工并颁发初始标准适

航证或等效文件的日期.

B章　飞　　行

总　　则

第２９．２１条　证明符合性的若干规定

本章的每项要求,在申请合格审定的载重状态范围内,对重量

和重心的每种相应组合,均必须得到满足.证实时必须按下列

规定:

(a)用申请合格审定的该型号旋翼航空器进行试验,或根据试

验结果进行与试验同等准确的计算;

(b)如果由所检查的各种组合不能合理地推断其符合性,则

应对重量与重心的每种预期的组合进行系统的检查.

第２９．２５条　重量限制

(a)最大重量　最大重量(表明符合本规章每项适用要求的最

重重量)或由申请人选定每一高度和对每一实用上可分的工作状

态(例如:起飞、航路飞行及着陆)的最重重量必须这样制定,使之

不超过:

(１)申请人选定的最重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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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设计最大重量(表明符合本规章每项适用的结构载荷情况

的最重重量);

(３)表明符合本规章每项适用的飞行要求的最重重量.

(４)客座量等于或小于９座的B类旋翼航空器,在第２９．１４３

(c)确定的最大风速下(可包括其它经演示的风速和风向),可近地

面安全操纵的最大重量、高度和温度.该使用包线必须列入在旋

翼航空器飞行手册限制章中.

(b)最小重量　最小重量(表明符合本规章每项适用要求的

最轻重量)必须这样制定,使之不低于:

(１)申请人选定的最轻重量;

(２)设计最小重量(表明符合本规章每项适用的结构载荷情况

的最轻重量);

(３)表明符合本规章每项适用的飞行要求的最轻重量.

(c)带有可抛放外挂载重的总重如满足下列要求,对于任何旋

翼航空器－载重组合,带有可抛放外挂载重的旋翼航空器总重可

以制定成大于依据本条(a)所制定的最大重量:

(１)旋翼航空器的载重组合不包括有人外挂载重;

(２)按第２９．８６５条或等效的运行标准,用于外挂运行的结构

件已得到批准;

(３)总重中大于按本条(a)制定的最大重量的部分仅由可抛放

外挂载重的全部或部分重量组成;

(４)按重量增加超过本条(a)规定的重量而引起的载荷和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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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状态来表明旋翼航空器的结构部件符合本规章适用的结构

要求;和

(５)使用总重大于本条(a)制定的最大合格审定重量的旋翼航

空器,应受适当的使用限制,该限制要符合第２９．８６５条(a)和(d)

的要求.

第２９．２７条　重心限制

重心前限、重心后限及横向重心极限(如果是临界的),必须按

第２９．２５中规定的每一重量来制定.其极限不得超过:

(a)申请人选定的极限;

(b)证明结构符合要求所使用的极限;

(c)表明符合每项适用的飞行要求的极限.

第２９．２９条　空机重量和相应的重心

(a)空机重量和相应的重心必须根据无机组人员和有效载重

的旋翼航空器称重来确定.但应装有:

(１)固定配重;

(２)不可用燃油;

(３)全部工作液体.包括:

(i)滑油;

(ii)液压油;

(iii)除了发动机因喷液要求的水以外,旋翼航空器系统正常

工作所需的其它液体.

(b)在确定空机重量时,旋翼航空器的状态必须是明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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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易于再现,特别是关于燃油、滑油、冷却剂和所装设备的

重量.

第２９．３１条　可卸配重

在表明符合本章的飞行要求时,可采用可卸配重.

第２９．３３条　主旋翼转速和桨距限制

(a)主旋翼转速限制　主旋翼转速范围必须这样制定:

(１)有动力时,提供足够的余量以适应在任何适当的机动中所

发生的旋翼转速的变化,并与所使用的调速器或同步器的类型相

协调;

(２)无动力时,在申请合格审定的整个空速和重量范围内,可

以完成各种适当的自转机动飞行.

(b)正常的主旋翼高桨距限制(有动力)除需要有本条(e)规定

的主旋翼低转速警告的直升机外,对旋翼航空器必须表明在有动

力并且不超过批准的发动机最大极限时,在任何验证过的飞行状

态下,不会出现主旋翼转速明显低于批准的最小主旋翼转速.必

须用下述任一种方法来保证:

(１)安装适当的主旋翼高桨距限制器;

(２)旋翼航空器的固有特性保证主旋翼很不可能出现不安全

的低转速;

(３)以适当的措施将主旋翼的不安全转速警告驾驶员.

(c)正常的主旋翼低桨距限制(无动力)当无动力时,必须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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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重量和空速的最临界组合条件下的任何自转状态,主旋

翼正常低桨距极限应保证有足够的旋翼转速;

(２)不需要特殊的驾驶技巧就可以防止旋翼超转.

(d)应急高桨距　如果按本条(b)(１)的要求安置有主旋翼高

桨距限制器,而且不可能无意地超过限制器,可设有供应急使用的

附加桨距.

(e)直升机主旋翼低转速警告对各种单发直升机和当一台发

动机故障时,如果没有一种经批准的使工作的发动机自动地增加

功率的装置的各种多发直升机,必须有满足下述要求的主旋翼低

转速警告指示:

(１)在所有的飞行状态,包括有动力和无动力飞行,当主旋翼

的转速接近于可能危及飞行安全值时,必须向驾驶员提供警告

指示;

(２)可以通过直升机固有空气动力特性或用一种装置提供

警告;

(３)在所有情况下,警告指示必须清晰明了,并与所有其它警

告指示有明显的区别.仅用要求驾驶舱内机组人员给予注意的目

视警告装置是不可接受的.

(４)如果采用警告装置,在修正低转速状态后,此装置必须能

自动地停止工作并复原.如果此装置具有音响警告,则还必须设

有一种装置,以供驾驶员在修正低转速状态前,用手动消除音响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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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能

第２９．４５条　总则

(a)本章中规定的性能,必须按下列条件确定:

(１)使用一般的驾驶技巧;

(２)无需特殊有利的条件.

(b)必须在下列条件下表明符合本规章的性能要求:

(１)海平面标准大气的静止空气;

(２)批准的大气变化范围.

(c)可用功率必须相当于发动机功率(不能超过批准功率)

减去:

(１)安装损失;

(２)申请合格审定和批准的附件和服务设施所消耗功率值.

(d)对活塞发动机旋翼航空器,因发动机的功率而影响飞行

的性能,必须建立在标准大气相对湿度为８０％的基础上.

(e)对涡轮发动机旋翼航空器,因发动机的功率而影响的飞行

性能,必须建立在下述相对湿度的基础上:

(１)在等于和低于标准温度时,相对湿度是８０％;

(２)在等于和高于标准温度加２８℃(５０℉)时,相对湿度是

３４％.在这两种温度之间,相对湿度必须是线性变化.

(f)对涡轮发动机旋翼航空器,必须提供一种方法,以使驾驶

员在起飞前确定每台发动机能够输出为达到本章规定的旋翼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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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飞行性能所必需的功率.

第２９．４９条　最小使用速度时的性能

(a)对 A类直升机,悬停性能必须在编排起飞数据的重量、高

度和温度范围内按下列条件确定:

(１)发动机不大于起飞功率;

(２)起落架放下;和

(３)与制定起飞离场爬升或中断起飞航迹程序相一致的高度.

(b)对B类直升机,悬停性能必须在申请合格审定的重量、高

度和温度范围内按下列条件确定:

(１)每台发动机为起飞功率;

(２)起落架放下;和

(３)直升机在地效范围内在与正常起飞程序相一致的高度上.

(c)对每一直升机,无地效悬停性能必须用起飞功率在申请合

格审定的重量、高度和温度范围内确定.

(d)对除直升机外的旋翼航空器,最小使用速度下的稳定爬

升速率必须在申请合格审定的重量、高度、和温度范围内按下列条

件确定:

(１)起飞功率;和

(２)起落架放下.

第２９．５１条　起飞数据:总则

(a)第２９．５３、２９．５５、２９．５９、２９．６０、２９．６１、２９．６２、２９．６３和

２９．６７要求的起飞数据必须按下列条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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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申请人选定的各个重量、高度和温度;

(２)工作的发动机在批准的使用限制范围内.

(b)起飞数据必须:

(１)在平坦、干燥、坚硬的场地上确定;

(２)按假定水平的起飞场地修正.

(c)按本条要求确定的数据起飞,不得要求有特殊的驾驶技

巧、机敏和特别有利的条件.

第２９．５３条　起飞:A类

起飞性能必须这样确定和编排,以便在起飞开始后的任何时

刻,如果一台发动机失效,旋翼航空器能够:

(a)返回并安全地停在起飞场地;或

(b)继续起飞和离场爬升并达到能够符合第２９．６７条(a)(２)

要求的一种形态及空速.

第２９．５５条　起飞决断点:A类

(a)起飞决断点是按第２９．５９确定的有继续起飞能力的第一

点并且是在起飞航迹上按第２９．６２确定的距离内能够保证中断起

飞的最后一点.

(b)起飞决断点必须相对于起飞航迹用不多于两个参数来确

定,如空速和离地高度.

(c)起飞决断点的确定必须包括飞行员识别临界发动机失效

的时间间隔.

第２９．５９条　起飞航迹: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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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起飞航迹是从起飞程序的开始点延伸到旋翼航空器高于

起飞场地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尺)且符合第２９．６７条(a)(２)要求的

点.另外:

(１)起飞航迹必须始终避开按第２９．８７条制定的高度－速度

包线;

(２)旋翼航空器必须飞行至发动机失效点;在该点,必须使临

界发动机不工作并在起飞其余阶段保持不工作;

(３)在临界发动机不工作后,旋翼航空器必须继续飞行至起飞

决断点,然后达到起飞安全速度 VTOSS;

(４)在达到 VTOSS和建立正爬升率过程中只能使用主操纵器

件.在建立了正爬升率和达到 VTOSS后可以使用位于主操纵器件

上的次操纵器件,但任何情况下不得在临界发动机不工作后３秒

内使用;和

(５)在获得 VTOSS和正爬升率后,起落架可以收上.

(b)按本条(a)确定起飞航迹时,在获得 VTOSS和正爬升率后,必

须以尽可能接近但不小于VTOSS的速度继续爬升至高于起飞场地６０

米(２００英尺).在此期间,爬升性能必须满足或超过第２９．６７条

(a)(１)的要求.

(c)当起飞决断点高于起飞场地４．５米(１５英尺)时,在继续

起飞期间,旋翼航空器不得下降到低于起飞场地以上４．５米(１５

英尺).

(d)从高于起飞场地６０米(２００英尺)起,旋翼航空器起飞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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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必须是水平或正的,直到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尺)高度获得不少于

第２９．６７条(a)(２)要求的爬升率.在高于起飞场地６０米(２００英

尺)以后,可以使用任何次要的或辅助的操纵器件.

(e)按第２９．６１条确定起飞距离.

第２９．６０条　高架直升机场起飞航迹:A类

(a)高架直升机场起飞航迹是从起飞程序的开始点延伸到旋

翼航空器高于起飞场地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尺)且符合第２９．６７条

(a)(２)要求的起飞航迹上的那一点.另外:

(１)必须满足第２９．５９条(a)的要求;

(２)在获得 VTOSS和正爬升率的时候,旋翼航空器可以下降到

低于起飞场地,前提是,当旋翼航空器脱离高架直升机场边缘时,

其各部分距离所有障碍物至少为４．５米(１５英尺);

(３)必须确定任何下降到起飞场地以下的垂直距离;和

(４)在获得 VTOSS和正爬升率之后,起落架可以收上.

(b)编排起飞重量必须满足第２９．６７条(a)(１)和(a)(２)的

要求.

(c)按第２９．６１条确定起飞距离.

第２９．６１条　起飞距离:A类

(a)正常的起飞距离是一段水平距离,即沿着起飞航迹从起飞

的开始点到旋翼航空器达到并保持高于起飞场地１０．５米(３５英

尺),达到并保持至少 VTOSS的速度,并建立正爬升率的那一点,此

时,假设在起飞决断点前的发动机失效点发生临界发动机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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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于高架直升机场,起飞距离是一段水平距离,即沿着起

飞航迹从起飞的开始点到旋翼航空器达到并保持至少 VTOSS速

度,并建立正爬升率的那一点,此时,假设在起飞决断点前的发动

机失效点发生临界发动机失效.

第２９．６２条　中断起飞:A类

相应于每一经批准的起飞条件,中断起飞距离和程序按如下

确定:

(a)使用第２９．５９条和第２９．６０条的起飞航迹要求直到起飞

决断点,在该点识别出临界发动机失效,然后旋翼航空器在起飞场

地着陆并完全停止;

(b)其余发动机在经批准的限制范围内工作;

(c)起落架在整个中断起飞过程中保持放下;和

(d)在旋翼航空器落地之前,仅使用主操纵器件.在旋翼航

空器落地之后,才可使用主操纵器件上的次操纵器件.除机轮刹

车外的其它措施,如果是安全可靠的,并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可获得

始终如一的效果,则可以用于使旋翼航空器停止.

第２９．６３条　起飞:B类

起飞并爬升到超过１５米(５０英尺)障碍物高度所需的水平距

离必须按最不利的重心位置来制定.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可以用

任何方式进行起飞:

(a)规定了起飞场地;

(b)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以便保证适当的重心和操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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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假如单发停车,可从飞行轨迹的任何位置安全着陆.

第２９．６４条　爬升:总则

必须在下列条件下表明第２９．６５条和第２９．６７条的符合性:

旋翼航空器使用限制范围内的每一重量、高度和温度,及每一形态

最不利重心位置.整流罩鱼鳞片或其它控制发动机冷却空气供给

的装置处于申请合格审定的温度和高度能提供足够冷却的位置.

第２９．６５条　爬升:全发工作

(a)稳定爬升率必须在下列条件下确定:

(１)每台发动机用最大连续功率;

(２)起落架收起;和

(３)对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为 VY,对其它状态为申请人选

择的速度.

(b)对于除直升机外的B类旋翼航空器.按本条(a)确定的

爬升率必须提供在海平面标准大气状态下至少是１:６的稳定爬升

梯度.

第２９．６７条　爬升: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

(a)对于 A 类旋翼航空器,以起飞航迹上存在的临界起飞形

态,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１)在编排每一重量、高度和温度的起飞数据时,在下列条件

下,高于起飞场地６０米(２００英尺)以上,无地效稳定爬升率必须

为至少０．５米/秒(１００英尺/分):

(i)临界发动机不工作,其余发动机在批准的使用限制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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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申请３０秒/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旋翼航空器,

只能用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表明与本款的符

合性;

(ii)起落架放下;和

(iii)申请人选定的起飞安全速度.

(２)在编排每一重量、高度和温度的起飞数据时,在高于起飞

场地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尺)处,下列条件下的无地效稳定爬升率必

须为至少０．７５米/秒(１５０英尺/分):

(i)临界发动机不工作,其余发动机为最大连续功率,包括连

续的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如经批准),或,对于申请合格

审定使用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旋翼航空器为

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

(ii)起落架收上;和

(iii)申请人选定的速度.

(３)对于申请合格审定的重量范围内的任何重量,旋翼航空器

在任何预期运行高度和温度的稳定爬升(或下降)率(米/秒)必须

按下列条件确定:

(i)临界发动机不工作,其余发动机为最大连续功率,包括连

续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如经批准),对于申请３０分钟一

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旋翼航空器还要求３０分钟一台发

动机不工作(OEI)功率;

(ii)起落架收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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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申请人选定的速度.

(b)对满足 A类发动机隔离要求的多发B类旋翼航空器,必

须在旋翼航空器预期运行的每一高度、温度和重量下用最佳爬升

率(或最小下降率)速度、临界发动机不工作、其余发动机以最大连

续功率(如经批准包括最大连续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

对申请使用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合格审定的旋

翼航空器还要求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来确定稳

定爬升(或下降)率.

第２９．７１条　直升机的下滑角:B类

对B类直升机,除了满足第２９．６７条(b)和 A 类动力装置安

装要求的多发直升机外,稳定的下滑角必须由下列条件的自转来

确定:

(a)申请人选定的最小下降率的前飞速度;

(b)对应最佳下滑角的前飞速度;

(c)最大重量;

(d)申请人选定的一个或多个旋翼转速.

第２９．７５条　着陆:总则

(a)对每类旋翼航空器:

(１)经过修正的着陆数据必须是在平坦、干燥、坚硬和水平的

场地上确定;

(２)进场和着陆不得要求特殊的驾驶技巧和特别有利的条件;

(３)着陆必须没有过大的垂直加速度、弹跳、前翻、地面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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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振动(海豚运动)和水面打转的倾向.

(b)按第２９．７７条、第２９．７９条、第２９．８１条、第２９．８３条和第

２９．８５条要求的着陆数据必须按下列条件确定:

(１)经批准的着陆数据所对应的每一重量、高度和温度;

(２)每台工作的发动机处于经批准的使用限制范围内;和

(３)最不利重心位置.

第２９．７７条　着陆决断点(LDP):A类

(a)着陆决断点是在进场与着陆航迹上可以按第２９．８５条完

成中断着陆的最后一点.

(b)着陆决断点的确定必须包括飞行员识别临界发动机失效

的时间间隔.

第２９．７９条　着陆:A类

(a)对 A类旋翼航空器

(１)着陆性能必须这样确定和编排,假如临界发动机在进场航

迹的任何位置上失效,旋翼航空器能安全着陆并停止,或离场爬升

达到能够符合第２９．６７条(a)(２)爬升要求的旋翼航空器形态及

速度;

(２)进场和着陆航迹必须在临界发动机不工作的情况下制定,

并使每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是平滑、安全的;

(３)进场和着陆速度必须由申请人选定,并必须适合于该型旋

翼航空器;

(４)制定进场和着陆的航迹必须避开按２９．８７制定的极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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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速度包线的回避区:

(b)在正常巡航时,全部动力失效后,必须能在修整过的场地

上进行安全着陆;

第２９．８１条　着陆距离:A类

必须在第２９．７９条制定的进场与着陆航迹上,确定从高于着

陆场地１５米(５０英尺)的高度着陆至完全停止(水面着陆为约５．５

千米/小时(３节))所需的水平距离.

第２９．８３条　着陆:B类

(a)对B类旋翼航空器,从高于着陆场地１５米(５０英尺)的高

度着陆至完全停止(水面着陆为约５．５千米/小时(３节))所需的

水平距离,必须按下列条件确定:

(１)速度相应于该型旋翼航空器并由申请人选择,避开第

２９．８７条确定的极限高度－速度包线的回避区;和

(２)在经批准的限制范围内有动力进场和着陆.

(b)每一满足 A类动力装置安装要求的多发B类旋翼航空器

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１)第２９．７９条和第２９．８１条的要求;或

(２)本条(a)的要求.

(c)正常巡航期间,如果发生全部动力失效,必须能在经过修

整的场地上进行安全着陆.

第２９．８５条　中断着陆:A类

对 A类旋翼航空器,临界发动机不工作的中断着陆航迹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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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列条件制定:

(a)从机动飞行的每一个阶段能平滑、安全地过渡到下一个

阶段;

(b)从申请人在进场航迹上选定的着陆决断点,能以符合第

２９．６７(a)(１)和(a)(２)的爬升要求的速度进行安全地离场爬升;

(c)旋翼航空器不得下降到着陆场地上空４．５米(１５英尺)以

下高度.对于在高架直升机场运行情况,只要满足第２９．６０条对

停机场地边缘间距要求而且下降到起飞场地以下的高度(或高度

损失)已经确定,则可以下降到着陆场地以下.

第２９．８７条　极限高度—速度包线

(a)如果存在高度和前飞速度(包括悬停)的任何组合,当临界

发动机失效,其余发动机在批准的限制范围内工作时不能安全着

陆,则必须就下述条件制定极限高度—速度包线:

(１)经批准的起飞和着陆压力高度和周围温度的组合;

(２)重量是从最大重量(海平面)到经批准每一个高度的起飞

和着陆的最大重量.对直升机,该重量不必超过每个高度上无地

效悬停所允许的最大重量.

(b)对单发或不满足 A 类发动机隔离要求的多发旋翼航空

器,必须制定全部发动机失效的极限高度－速度包线.

飞行特性

第２９．１４１条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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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翼航空器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a)除了在适用条款中另有特殊要求以外,在下列情况下满足

本章飞行特性要求:

(１)在经批准的工作高度和温度条件下;

(２)在申请合格审定的重量与重心范围内的任一临界载重

状态;

(３)有动力飞行时,在申请合格审定的任一速度、功率和旋翼

转速状态;

(４)无动力飞行时,在申请合格审定的任一速度和旋翼转速状

态.此状态在操纵装置符合批准的安装说明和容限下是能达

到的.

(b)对这类型号的任何可能的使用情况,包括下列使用情况,

不要求特殊的驾驶技巧、机敏和体力,并且没有超过限制载荷系数

的危险,便能保持任何需要的飞行状态,以及从任一飞行状态平稳

地过渡到任何其它飞行状态:

(１)满足运输类 A类旋翼航空器发动机隔离要求的多发旋翼

航空器单发突然失效;

(２)其它旋翼航空器全部发动机突然失效;

(３)本规章第２９．６９５条规定的整个操纵系统突然失效.

(c)如果申请夜间或仪表飞行的合格审定,则要具有夜间或仪

表飞行所要求的一些附加特性.对直升机仪表飞行的要求见本规

章附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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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４３条　操纵性与机动性

(a)在下列过程中,旋翼航空器必须能够安全地操纵与机动:

(１)稳定飞行;

(２)适应该型号的任何机动飞行,包括:

(i)起飞;

(ii)爬升;

(iii)平飞;

(iv)转弯;

(v)自转;

(vi)着陆(有动力作用和无动力作用).

(b)周期变距操纵余量在下述情况必须能够在 VNE时提供满

意的滚转与俯仰操纵:

(１)临界重量;

(２)临界重心;

(３)临界旋翼转速;

(４)无动力(除表明符合本条(f)的直升机外)和有动力.

(c)必须确定所有方位情况下从０到至少８．７４米/秒(１７节)

的风速,在此风速下,旋翼航空器在下述情况下,能够在地面或近

地面处进行与其型号相适应的任何机动飞行(如侧风起飞、侧飞与

向后飞)而不丧失操纵:

(１)临界重量;

(２)临界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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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临界旋翼转速;

(４)高度,从标准海平面条件到旋翼航空器所能达到的最大起

飞和着陆高度.

(d)必须确定所有方位情况下从０到至少８．７４米/秒(１７节)

的风速,在此风速下,旋翼航空器在下述情况下,能够无地效飞行

而不丧失操纵:

(１)申请人选定的重量;

(２)临界重心;

(３)申请人选定的旋翼转速,及

(４)高度,从标准海平面条件到旋翼航空器所能达到的最大起

飞和着陆高度.

(e)在(１)满足运输类 A 类旋翼航空器发动机隔离要求的多

发旋翼航空器中的一台发动机失效后,或(２)其它旋翼航空器全部

发动机失效后,当发动机失效发生在最大连续功率和临界重量时,

旋翼航空器在申请合格审定的速度和高度全部范围内,必须是可

操纵的.在发动机失效后的任何情况下,修正动作的滞后时间不

得小于如下规定:

(１)对巡航状态为１秒或驾驶员正常的反应时间(取大者);

(２)对任何其它状态为驾驶员正常反应时间.

(f)对按第２９．１５０５条(c)制定 VNE(无动力)的直升机,必须

按下列要求在临界重量、临界重心和临界旋翼转速下演示:

(１)有动力 VNE时,当最后一台工作的发动机不工作后,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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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必须能安全地减速到无动力的 VNE,而不需要特殊的驾驶技巧;

(２)在速度为１．１VNE(无动力)时,周期变距操纵余量必须在

无动力的情况下能提供满意的滚转与俯仰操纵.

第２９．１５１条　飞行操纵

(a)纵向、横向、航向和总距操纵不得出现过大的启动力、摩擦

力和预载.

(b)操纵系统的各种力和活动间隙不得妨碍旋翼航空器对操

纵系统输入的平稳和直接的影响.

第２９．１６１条　配平操纵

配平操纵:

(a)在以任何合适速度平飞时,任一稳定的纵向、横向和总距

操纵力必须配平至零;

(b)不得引起操纵力梯度有任何不希望的不连续.

第２９．１７１条　稳定性:总则

在预期的长时间正常运行中,在任何正常的机动飞行期间,旋

翼航空器的飞行不应使驾驶员有过分的疲劳和紧张.在演示时必

须至少做三次起落.

第２９．１７３条　纵向静稳定性

(a)纵向操纵必须这样设计:为获得小于配平时的速度,操纵

杆必须向后运动.而为了获得大于配平时的速度,操纵杆必须向

前运动.

(b)在申请合格审定的整个高度范围内,在第２９．１７５条(a)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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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规定的机动飞行期间,油门和总距保持不变的状态下,操纵

杆位置与空速的关系曲线斜率必须是正的.然而,在局方确认可

接受的有限的飞行条件或运行模式下,如果旋翼航空器拥有的飞

行特性,允许驾驶员,在不需要特殊的驾驶技巧或警觉条件下,便

能将空速保持在设定配平空速的±９．２６千米/小时(５节)范围内,

操纵杆的位置与速度的关系曲线的斜率可以是中立的或负的.

第２９．１７５条　纵向静稳定性的演示

(a)爬升纵向静稳定性必须在下列条件,速度从 VY １８．５２

千米/小时(１０节)到 VY＋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爬升状态下

表明:

(１)临界重量;

(２)临界重心;

(３)最大连续功率;

(４)起落架收起;

(５)旋翼航空器在 VY 配平.

(b)巡航纵向静稳定性必须在下列条件,速度以０．８VNE １８．５２

千米/小时(１０节)至０．８VNE＋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或 VH 小

于０．８VNE时,从 VH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至 VH＋１８．５２千

米/小时(１０节),巡航状态下表明:

(１)临界重量;

(２)临界重心;

(３)０．８VNE或 VH 平飞功率,取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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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起落架收起;

(５)旋翼航空器配平在０．８VNE或 VH,取小值.

(c)VNE纵向静稳定性必须在下列条件,速度从 VNE ３７．０４千

米/小时(２０节)至 VNE,表明:

(１)临界重量;

(２)临界重心;

(３)VNE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平飞功率或最大连续功率,

取小值;

(４)起落架收起;和

(５)旋翼航空器配平在 VNE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

(d)自转纵向静稳定性必须在以下自转状态下表明:

(１)速度从最小下降率速度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到最小

下降率速度＋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

(i)临界重量;

(ii)临界重心;

(iii)起落架放下,及

(iv)旋翼航空器配平在最小下降率速度.

(２)速度从最佳下滑角速度 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到最佳

下滑角速度＋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

(i)临界重量;

(ii)临界重心;

(iii)起落架收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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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旋翼航空器配平在最佳下滑角速度.

第２９．１７７条　航向静稳定性

(a)航向操纵须按照如下方式工作:在第２７．１７５条(a)、(b)和

(c)中规定的配平状态,油门杆和总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航向

操纵变化引起的旋翼航空器运动感觉和运动方向,应与脚蹬运动

方向一致.在侧滑角到以下值中较小值时,侧滑角必须随着航向

操纵量的稳定增加而增加:

(１)从配平速度在小于最小下降率速度２７．７８千米/小时(１５

节)时的２５度侧滑角,线性变化到配平速度在 VNE时的１０度侧

滑角;

(２)按照第２９．３５１条建立的稳定侧滑角;

(３)申请人选定的,对应于至少０．１g侧向力的侧滑角;或

(４)最大航向操纵输入所获得的侧滑角.

(b)当航空器接近侧滑极限时,伴随着侧滑必须有足够的提

示警示驾驶员.

(c)按本条(a)规定的方式机动过程中,侧滑角与航向操纵位

置之间的关系曲线,在配平周围小的角度范围内可以是负斜率,前

提是在不需要特殊的驾驶技巧或警觉条件下,就可以保持所需要

的航向.

第２９．１８１条　动稳定性:A类旋翼航空器

在主飞行操纵器件处于松浮和某一固定位置下,在从 VY 到

VNE之间任何速度下出现的任何短周期振荡必须是受到正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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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和水面操纵特性

第２９．２３１条　总则

旋翼航空器必须具有良好的地面和水面操纵特性,包括在使

用中预期的任一工作状态下不得有不可操纵的倾向.

第２９．２３５条　滑行条件

旋翼航空器必须设计得能承受当旋翼航空器在正常使用中可

以合理预期到的最粗糙地面上滑行时的载荷.

第２９．２３９条　喷溅特性

如果申请水上使用的合格审定,在滑行、起飞或着水期间,不

得有遮蔽驾驶员视线及危及旋翼、螺旋桨或旋翼航空器其它部件

的喷溅.

第２９．２４１条　“地面共振”

在地面旋翼转动时,旋翼航空器不得发生危险的振荡趋势.

其它飞行要求

第２９．２５１条　振动

在每一种合适的速度和功率状态下,旋翼航空器的每一部件

必须没有过度的振动.

C章　强度要求

总　　则

第２９．３０１条　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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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强度的要求用限制载荷(使用中预期的最大载荷)和极限

载荷(限制载荷乘以规定的安全系数)来规定.除非另有说明,所

规定的载荷均为限制载荷.

(b)除非另有说明,所规定的空气载荷、地面载荷和水载荷必

须与计及旋翼航空器每一质量项目的惯性力相平衡.这些载荷的

分布必须接近或偏保守地反映真实情况.

(c)如果在载荷作用下的变位会显著地改变外部或内部载荷

的分布,则必须考虑这种重新分布.

第２９．３０３条　安全系数

除非另有规定,安全系数必须取１．５.此系数适用于外部载

荷和惯性载荷,除非应用它得到的内部应力是过分保守的.

第２９．３０５条　强度和变形

(a)结构必须能承受限制载荷而无有害的或永久的变形.在

直到限制载荷的任何载荷作用下,变形不得影响安全运行.

(b)结构必须能承受极限载荷而不破坏,此要求必须用下述

任一方法表明:

(１)在静力试验中,施加在结构上的极限载荷至少保持三

秒钟.

(２)模拟真实载荷作用的动力试验.

第２９．３０７条　结构验证

(a)必须表明结构对计及其使用环境的每一临界受载情况均

满足本章的强度和变形要求,只有经验表明结构分析的方法(静力

—８６—



或疲劳)对某种结构是可靠的情况下,对这种结构才可采用分析的

方法,否则必须进行验证载荷试验.

(b)为满足本章的强度要求所作的试验必须包括:

(１)旋翼、旋翼传动系统和旋翼操纵系统的动力及耐久试验;

(２)包括操纵面在内的操纵系统的限制载荷试验;

(３)操纵系统的操作试验;

(４)飞行应力测量试验;

(５)起落架落震试验;

(６)用于新的或非常规设计特点所要求的任何附加试验.

第２９．３０９条　设计限制

为表明满足本章的结构要求,必须制定下列数据和限制:

(a)设计最大重量和设计最小重量;

(b)有动力和无动力时主旋翼的转速范围;

(c)在本条(b)规定的范围内,对应主旋翼每一转速下的最大

前飞速度;

(d)最大后飞和侧飞速度;

(e)与本条(b)、(c)、(d)所规定的限制相对应的重心极限;

(f)每一动力装置和每一相连接的旋转部件之间的转速比;

(g)正的或负的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飞行载荷

第２９．３２１条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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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必须假定飞行载荷系数垂直旋翼航空器的纵轴,并且与作

用在旋翼航空器重心上的惯性载荷系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b)对以下情况必须表明满足本章的飞行载荷要求:

(１)从设计最小重量到设计最大重量的每一重量;

(２)在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使用限制内,可调配载重的任何实

际分布.

第２９．３３７条　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旋翼航空器必须按下述规定之一设计:

(a)从正限制机动载荷系数３．５到负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１．０

的范围;

(b)任一正限制机动载荷系数不得小于２．０,负限制机动载荷

系数不得大于 ０．５,但

(１)需用分析和飞行试验表明超过所选取系数的概率极小;

(２)所选取系数对在设计最大重量和设计最小重量之间的每

一重量情况均是适当的.

第２９．３３９条　合成限制机动载荷

假设由限制机动载荷系数得到的载荷,作用在每个旋翼桨毂

中心和每个辅助升力面上,并且载荷方向和在各旋翼和各辅助升

力面间的分配应能代表包括具有最大设计旋翼前进比的有动力和

无动力飞行在内的每个临界机动情况,此前进比是旋翼航空器飞

行速度在桨盘平面的分量与旋翼桨叶的桨尖速度之比,用下式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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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Vcosα

ΩR

式中:

V :为沿飞行航迹的空速,米/秒;

α:为桨距不变轴在对称平面上的投影和飞行航迹垂线间的

夹角,弧度,轴指向后为正;

Ω :为旋翼的角速度,弧度/秒;

R :为旋翼半径,米.

第２９．３４１条　突风载荷

旋翼航空器必须设计成能承受包括悬停在内的每个临界空速

下由９．１４米/秒(３０英尺/秒)的垂直和水平突风产生的载荷.

第２９．３５１条　偏航情况

(a)旋翼航空器必须设计成能承受由本条(b)和(c)规定的机

动飞行载荷,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１)对重心处的不平衡气动力矩,由考虑的主要质量提供的反

作用惯性力以合理的或保守的方式相平衡;

(２)主旋翼最大转速.

(b)为了产生本条(a)所要求的载荷,在由０到０．６VNE的前飞

速度下,旋翼航空器作无偏航非加速飞行时:

(１)将驾驶舱内方向操纵器件突然移动到由操纵止动器或由

第２９．３９７条(a)规定的最大驾驶员作用力所限制的最大偏转;

(２)达到最终侧滑角或９０°(二者中取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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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将方向操纵器件突然返回到中立位置.

(c)为了产生本条(a)所要求的载荷,在由０．６VNE到 VNE或

VH(二者中取小值)的前飞速度下,飞机作无偏航非加速飞行时:

(１)将驾驶舱内方向操纵器件突然移动到由操纵止动器或由

第２９．３９７(a)规定的最大驾驶员作用力所限制的最大偏转;

(２)在 VNE或 VH(二者中取小值)的速度下,达到最终侧滑角

或１５°(二者中取小值);

(３)直接随速度变化确定本条(b)(２)和(c)(２)的侧滑角;

(４)方向操纵器件突然返回到中立位置.

第２９．３６１条　发动机扭矩

发动机限制扭矩不得小于下列数值:

(a)涡轮发动机,为下列中之最大值:

(１)最大连续功率时的平均扭矩乘以１．２５;

(２)第２９．９２３所要求的扭矩;

(３)第２９．９２７所要求的扭矩;

(４)因故障或结构损坏(如压气机卡滞)引起的发动机突然停

车而产生的扭矩.

(b)对活塞发动机,最大连续功率时的平均扭矩乘以下列

系数:

(１)对有５个或５个以上汽缸的发动机,为１．３３;

(２)对有４个、３个或２个汽缸的发动机,分别为２、３和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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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面和操纵系统载荷

第２９．３９１条　总则

各辅助旋翼、固定的或可动的安定面或操纵面和用于任何飞行

控制的各操纵系统,必须满足第２９．３９５至第２９．３９９条、第２９．４１１

条和第２９．４２７条的要求.

第２９．３９５条　操纵系统

(a)对第２９．３９７条所规定载荷的反作用力,必须由下列部分

提供:

(１)仅由操纵止动器;

(２)仅由操纵锁扣;

(３)仅由不可逆机构(当机构锁紧以及系统的受影响部件在它

的运动限制内操纵面处于临界位置);

(４)仅由操纵系统同旋翼桨距操纵摇臂的连接件(当系统的受

影响部件在它的运动极限内操纵处于临界位置);

(５)仅由操纵系统同操纵面的操纵支臂的连接件(当系统的受

影响部件在它的运动极限内操纵处于临界位置).

(b)各主操纵系统及其支承结构,必须按下列设计:

(１)操纵系统必须能承受第２９．３９７中规定的驾驶员限制作用

力所产生的载荷;

(２)除本条(b)(３)外,当使用带动力作动筒操纵或动力助力

操纵时,系统还必须能承受规定在第２９．３９７中的驾驶员限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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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连同每个正常赋能动力装置,包括任何动力助力器或作动筒系

统的单个故障的输出力所产生的载荷.

(３)如果系统设计或正常操作载荷使得系统的某一部分不能

平衡第２９．３９７中规定的驾驶员限制作用力,那么系统的这一部分

必须设计成能承受在正常使用中所能获得的最大载荷.在任何情

况下,最小设计载荷必须对服役使用中包括计及疲劳、卡滞、地面

突风、操纵惯性和摩擦载荷等情况下提供可靠的系统.在缺少合

理分析的情况下,由０．６倍规定的驾驶员限制作用力产生的载荷

是可接受的最小设计载荷.

(４)如果由于卡滞、地面突风、操纵惯性和摩擦等原因可能超

过上述操作载荷,则应承受第２９．３９７中规定的驾驶员限制作用力

而不屈服.

第２９．３９７条　驾驶员限制作用力和扭矩

(a)除了本条(b)规定的以外,驾驶员限制作用力按下述规定:

(１)脚操纵:５７８牛(１３０磅);

(２)杆式操纵:前、后为４４５牛(１００磅),侧向为２９８牛(６７

磅).

(b)对于风门、调整片、安定面、旋翼刹车和起落架操纵机构,

下述规定适用(R:半径,厘米(英寸)):

(１)手柄、轮式和杆式操纵机构:

２．５４＋R
７．６２

æ

è

ç
ç

ö

ø

÷
÷×２２２牛 　　 １＋R

３
æ

è

ç
ç

ö

ø

÷
÷×５０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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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小于２２２牛(５０磅),手操纵不大于４４５牛(１００磅),脚操

纵不大于５７８牛(１３０磅),力作用于操纵运动平面２０°范围内的任

何角度上.

(２)旋转操纵:３５６R牛－厘米(８０R英尺－磅).

第２９．３９９条　双操纵系统

各双主飞行操纵系统必须能承受不小于第２９．３９５规定的

驾驶员作用力的０．７５倍所产生的载荷,其操纵力按下述方向

作用:

(a)相反方向;

(b)同一方向.

第２９．４１１条　地面间隙:尾桨保护装置

(a)在正常着陆时,尾桨不得接触着陆表面;

(b)当采用尾桨保护装置来满足本条(a)时,则:

(１)对保护装置必须制定适当的设计载荷;

(２)尾桨保护装置及其支撑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该设计

载荷.

第２９．４２７条　非对称载荷

(a)水平尾翼及其支撑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由偏航和旋翼

尾流影响与规定的飞行情况相组合所产生的非对称载荷.

(b)为了满足本条(a)的设计准则,在缺乏更合理资料的情况

下,必须同时满足:

(１)对称飞行情况下最大载荷的１００％作用在对称面一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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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尾翼上,另一侧不加载荷.

(２)对称飞行情况下最大载荷的５０％作用于对称面每一侧的

水平尾翼上,但方向相反.

(c)对于水平尾翼支撑在垂直尾翼上的尾翼布局,垂直尾翼及

其支撑结构必须按分别考虑每一种规定的飞行情况下所产生的垂

直尾翼载荷和水平尾翼载荷的组合进行设计.必须按在水平尾翼

和垂直尾翼上获得最大设计载荷来选择这些飞行情况.在缺乏更

合理资料的情况下,水平尾翼的非对称载荷分布必须假定为本条

所规定的分布.

地面载荷

第２９．４７１条　总则

(a)载荷和平衡

对限制地面载荷,采用下述规定:

(１)在本章着陆情况下得到的限制地面载荷,必须看成是作用

在假定为刚体的旋翼航空器结构上的外部载荷;

(２)在规定的每一着陆情况中,外部载荷必须以合理的或偏保

守的方式与平动和转动惯性载荷相平衡.

(b)临界重心必须在申请合格审定的重心范围内选择临界重

心,使每一起落架元件获得最大设计载荷.

第２９．４７３条　地面受载情况和假定

(a)对规定的着陆情况,必须采用不小于最大重量的设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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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可以假定在整个着陆撞击期间旋翼升力通过重心且不得超

过设计最大重量的三分之二.

(b)除非另有说明,对于所规定的每一着陆情况,旋翼航空器

必须按限制载荷系数设计.此系数不小于第２９．７２５条中所证实

的限制惯性系数.

(c)在第２９．７２５条和第２９．７２７条规定的试验中所确定的载

荷下,吸收额外或附加能量的触发或作动装置不允许破坏,但不必

采用第２９．３０３条中规定的安全系数.

第２９．４７５条　轮胎和缓冲器

除非另有说明,对于所规定的每一着陆情况,必须假定轮胎处

于它的静态位置及缓冲器处于它的最临界的位置.

第２９．４７７条　起落架的布置

第２９．２３５条、第２９．４７９条至第２９．４８５条和第２９．４９３条适

用于重心后有两个机轮,而重心前有一个或多个机轮的起落架.

第２９．４７９条　水平着陆情况

(a)姿态

在本条(b)规定的各受载情况下,假定旋翼航空器处于下述

水平着陆姿态中的每个姿态:

(１)所有机轮同时触地的姿态;

(２)后轮触地,前轮稍离地面的姿态.

(b)受载情况

旋翼航空器必须按下述着陆受载情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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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按第２９．４７１条施加的垂直载荷;

(２)按本条(b)(１)施加的载荷与不小于作用在机轮上的垂直

载荷的２５％的阻力载荷相组合;

(３)阻力载荷峰值出现的瞬间所达到的垂直载荷同模拟使机

轮滚转组件加速到所规定的地面速度所需力的阻力分量相组合,

同时:

(i)决定起转载荷的地面速度至少为最小自转下降率时的最

佳前飞速度的７５％;

(ii)(b)中的受载荷情况仅适用于起落架和它的连接结构.

(４)如果有两个前机轮,则按本条(b)(１)和(b)(２)施加在机

轮上的载荷按４０:６０的比例分配.

(c)俯仰力矩

假定俯仰力矩用下述方式平衡:

(１)在本条(a)(１)姿态下,用前起落架平衡;

(２)在本条(a)(２)姿态下,用转动惯性力平衡.

第２９．４８１条　机尾下沉着陆情况

(a)假定旋翼航空器处于它的各部分距地面间隙所允许的最

大抬头姿态.

(b)在此姿态下,假定地面载荷垂直地面.

第２９．４８３条　单轮着陆情况

对单轮着陆情况,假定旋翼航空器处于水平姿态,并有一个后

轮触地,在此姿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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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垂直载荷必须与按第２９．４７９条(b)(１)得到的那侧载荷

相同;

(b)不平衡的外部载荷必须由旋翼航空器的惯性力平衡.

第２９．４８５条　侧移着陆情况

(a)假定旋翼航空器处于水平着陆姿态,且:

(１)侧向载荷与第２９．４７９条(b)(１)水平着陆情况中得到的最

大地面反作用力的一半相结合;

(２)本条(a)(１)得到的载荷按下述规定之一作用:

(i)在地面接触点上;

(ii)对于自由定向起落架,在轮轴中心.

(b)旋翼航空器必须设计成在触地时能承受下列载荷:

(１)仅后轮触地时,等于０．８倍垂直反作用力的侧向载荷在一

侧向内作用,而等于０．６倍垂直反作用力的侧向载荷在另一侧向

外作用,且均与本条(a)规定的垂直载荷相结合.

(２)所有机轮同时触地采用下述规定:

(i)对后轮,本条(b)(１)规定的侧向载荷与本条(a)规定的垂

直载荷相结合.

(ii)对前轮,等于０．８倍垂直反作用力的侧向载荷与本条(a)

规定的垂直载荷相结合.

第２９．４９３条　滑行刹车情况

在滑行刹车情况下,缓冲器处于静态位置.

(a)限制垂直载荷至少必须乘以下列载荷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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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第２９．４７９条(a)(１)规定的姿态,为１．３３;

(２)对第２９．４７９条(a)(２)规定的姿态,为１．０.

(b)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作用在带刹车装置的各机轮触地

点上的阻力载荷,此载荷至少为下列数值中的较小值:

(１)垂直载荷乘以０．８的摩擦系数;

(２)根据限制刹车力矩确定的最大值.

第２９．４９７条　地面受载情况:尾轮式起落架

(a)总则

在重心前有两个机轮和重心后有一个机轮的起落架的旋翼航

空器,必须按本条规定的受载情况设计.

(b)仅前轮触地的水平着陆姿态,在此姿态下采用下述规定:

(１)必须按第２９．４７１条至第２９．４７５条施加垂直载荷;

(２)各轮轴上的垂直载荷必须同该轴上的阻力载荷相组合,且

阻力载荷不小于此轴上的垂直载荷的２５％;

(３)假定不平衡的俯仰力矩由转动惯性力平衡.

(c)所有机轮同时触地的水平着陆姿态在此姿态,旋翼航空器

必须按本条(b)规定的着陆受载情况设计.

(d)仅尾轮触地的最大抬头姿态

本情况的姿态必须是包括自转着陆在内的正常使用中预期的

最大抬头姿态,在此姿态下采用下述规定之一:

(１)必须确定并施加本条(b)(１)和(b)(２)所规定的适当的地

面载荷,采用合理的方法计算尾轮的地面反作用力与旋翼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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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之间的力臂;

(２)必须表明以尾轮首先触地的着陆概率是极小的.

(e)仅一个前轮触地的水平着陆姿态

在此姿态下,旋翼航空器必须按本条(b)(１)和(b)(３)规定的

地面载荷设计.

(f)水平着陆姿态的侧向载荷

在本条(b)和(c)规定的姿态下,采用下述规定:

(１)每个机轮上的侧向载荷必须同本条(b)和(c)所得到那个

机轮的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的一半相组合.在此情况下,侧向

载荷必须:

(i)对前轮,等于０．８倍的垂直反作用力(在一侧向内作用)和

等于０．６倍的垂直反作用力(在另一侧向外作用);

(ii)对尾轮,等于０．８倍的垂直反作用力.

(２)本条(f)(１)规定的载荷必须作用于下列规定部位:

(i)处于拖曳位置的机轮触地点上(对定向起落架或装有使机

轮保持在拖曳位置上的锁、控制装置或减摆器的自由定向起落

架);

(ii)轮轴中心上(对不装锁、控制装置或减摆器的自由定向起

落架).

(g)水平着陆姿态的滑行刹车情况

在本条(b)和(c)规定的姿态下,缓冲器处于静态位置,旋翼航

空器必须按下列滑行刹车载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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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限制垂直载荷所必须依据的限制垂直载荷系数不小于下

列值:

(i)对本条(b)规定的姿态,为１．０;

(ii)对本条(c)规定的姿态,为１．３３.

(２)对装有刹车装置的各机轮,作用在触地点上的阻力载荷必

须不小于下列数值中的较小值:

(i)０．８倍的垂直载荷;

(ii)根据限制刹车力矩确定的最大值.

(h)在地面静止姿态下的尾轮扭转载荷

在地面静止状态下,缓冲器和轮胎处于静态位置,旋翼航空器

必须按下述尾轮扭转载荷设计:

(１)等于尾轮静载荷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必须与相等的侧向

载荷相组合.

(２)本条(h)(１)规定的载荷必须按下述规定之一作用于尾

轮上:

(i)如果尾轮是可偏转的(假定尾轮相对旋翼航空器纵轴旋转

９０°),则载荷通过轮轴;

(ii)如果有锁、控制装置或减摆器,则载荷作用在触地点上

(假定尾轮处于拖曳位置).

(i)滑行情况

旋翼航空器及其起落架必须按在正常使用中合理的预期的最

粗糙地面上滑行产生的载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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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５０１条　地面受载情况:滑橇式起落架

(a)总则

装有滑橇式起落架的旋翼航空器必须按本条规定的受载情况

设计.在表明满足本条要求时,采用下述规定:

(１)必须按第２９．４７１至第２９．４７５确定设计最大重量、重心和

载荷系数.

(２)在限制载荷作用下,弹性构件的结构屈服是允许的.

(３)弹性构件的设计极限载荷不必超过下述规定的起落架落

震试验所得到的载荷:

(i)落震高度为第２９．７２５规定的１．５倍;

(ii)所假定的旋翼升力不大于第２９．７２５规定的限制落震试验

使用值的１．５倍.

(４)必须按下述规定表明满足本条(b)至(e)的要求:

(i)对所考虑的着陆情况,起落架处于它的最临界的偏转

位置.

(ii)地面反作用力沿橇筒底部合理地分布.

(b)水平着陆姿态的垂直反作用力

对在水平姿态下,以两个滑橇底部触地的旋翼航空器,必须按

本条(a)的规定施加垂直反作用力.

(c)水平着陆姿态的阻力载荷

对在水平姿态下,以两个滑橇底部触地的旋翼航空器,采用下

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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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垂直反作用力必须与水平阻力相结合.水平阻力等于垂

直反作用力的５０％;

(２)组合的地面载荷必须等于本条(b)规定的垂直载荷.

(d)水平着陆姿态的侧向载荷

对在水平姿态下,以两个滑橇底部触地的旋翼航空器,采用下

述规定:

(１)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必须:

(i)等于在本条(b)所规定的情况中得到的垂直载荷;

(ii)在滑橇间平均分配.

(２)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必须与等于该力２５％的水平侧向载荷

相组合.

(３)总的侧向载荷必须平均施加在两个滑橇上并沿滑橇长度

均匀分布.

(４)假定不平衡力矩由转动惯性力平衡.

(５)对滑橇式起落架必须研究下述情况:

(i)侧向载荷向内作用;

(ii)侧向载荷向外作用.

(d)在水平姿态下单橇着陆载荷

对在水平姿态下,仅用单橇底部触地的旋翼航空器,采用下述

规定:

(１)触地一侧的垂直载荷必须与本条(b)规定的情况中得到

的该侧载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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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假定不平衡力矩由转动惯性力平衡.

(f)特殊情况

除本条(b)和(c)规定的情况外,旋翼航空器必须按下述地面

反作用力设计:

(１)与旋翼航空器纵轴向上、向后成４５°角作用的地面反作用

载荷必须满足下述要求:

(i)等于１．３３倍的最大重量;

(ii)在滑橇间对称分配;

(iii)集中在橇筒直线部分的前端;

(iv)仅适用于橇筒前端和它与旋翼航空器的连接件.

(２)水平着陆姿态的旋翼航空器,垂直地面反作用载荷等于本

条(b)确定的垂直载荷的一半,该载荷必须满足下述要求:

(i)仅适用于橇筒和它与旋翼航空器的连接件;

(ii)沿撬筒连接件之间３３．３％长度平均分布在撬筒连接件之

间的中央区域.

第２９．５０５条　雪橇着陆情况

如果申请使用雪橇合格审定,则装雪橇的旋翼航空器必须设

计成能承受下述载荷(其中P是旋翼航空器在设计最大重量时作

用在每个雪橇上的最大静载荷,n是按第２９．４７３(b)确定的限制

载荷系数):

(a)向上载荷情况

在此情况下,采用下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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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垂直载荷Pn和水平载荷Pn/４同时施加在支承座上.

(２)１．３３P的垂直载荷施加在支承座上.

(b)侧向载荷情况

在此情况下,０．３５Pn的侧向载荷在水平面内施加在支承座

上,并垂直于旋翼航空器中心线.

(c)扭转载荷情况

在此情况下,０．４０５P(牛 米)(１．３３P,磅 英尺)的扭转载荷施

加在雪橇上,它是对通过支承座中心线的垂直轴取矩的.

第２９．５１１条　地面载荷:多轮起落架装置的非对称载荷

(a)对双轮起落架装置,其总的地面反作用力的６０％必须施

加在一个机轮上,而４０％施加在另一个机轮上.

(b)考虑到一个轮胎泄气,除垂直地面反作用力不得小于轮

组停机载荷外,所规定的起落架载荷的６０％必须作用在任一个机

轮上.

(c)在确定起落架装置的总载荷时,可以忽略因轮组上的载荷

非对称分配所引起的载荷中心的横向偏移.

水载荷

第２９．５１９条　船体型旋翼航空器:水基、水陆两用型

(a)总则　船体型旋翼航空器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本条

(b)、(c)和(d)规定的申请批准的最严重波高和波型的水载荷.本

条(b)和(c)所规定的着水情况的载荷必须以合理的和偏保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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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船体和辅助浮筒(如果使用)之间分配并沿船体和辅助浮筒分

布,假定在整个着水撞击期间,旋翼升力不大于旋翼航空器重量的

三分之二.

(b)垂直着水情况　旋翼航空器必须以前飞速度为零,能产

生临界设计载荷的可能的俯仰和滚转姿态开始触到最临界波面,

此时相对于平均水面垂直降落速度不得小于２米/秒(６．５英尺/

秒).

(c)具有向前速度的着水情况　旋翼航空器必须以从零到

１５．４３米/秒(３０节)的前飞速度,并以可能的俯仰、滚转和偏航姿

态触到最临界波面,此时相对于平均水面垂直降落速度不小于２

米/秒(６．５英尺/秒).在设计中可以采用小于１５．４３米/秒(３０

节)的最大前飞速度,但是要能够证明正常单发停车着水时的前飞

速度不超过此值.

(d)辅助浮筒浸水情况　除着水情况的载荷外,辅助浮筒及

其在船体上的支撑结构及连接结构还必须按浮筒完全浸水而确定

的载荷进行设计,除非能够表明浮筒完全浸水是不可能的.在浮

筒不可能完全浸水的情况下,必须采用浮筒可能的最大浮力载荷,

此载荷系考虑浮筒浸水产生的恢复力矩,以克服由侧风、旋翼航空

器不对称受载、波浪作用以及旋翼航空器惯性引起的倾覆力矩.

第２９．５２１条　浮筒着水情况

如果申请使用浮筒(包括使用水陆两用浮筒)的合格审定,则

带浮筒的旋翼航空器必须设计成能承受下述情况的载荷(其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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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载荷系数按第２９．４７３(b)确定或假定等于轮式起落架的值):

(a)向上载荷情况

在此情况下,采用下述规定:

(１)旋翼航空器处于静止的水平姿态,合成的水面反作用力垂

直通过重心;

(２)本条(a)(１)规定的垂直载荷与垂直分力的０．２５倍的向后

分力同时作用.

(b)侧向载荷情况

在此情况下,采用下述规定:

(１)垂直载荷是本条(a)(１)规定的总垂直载荷的０．７５倍,它

均等地分配于每个浮筒上;

(２)对每个浮筒,按本条(b)(１)确定的载荷与本条(b)(１)规

定的总垂直载荷的０．２５倍的总侧向载荷相组合,它仅适用于

浮筒.

主要部件要求

第２９．５４７条　主旋翼和尾旋翼结构

(a)旋翼是旋转部件的组合件,包括旋翼桨毂、桨叶、桨叶阻尼

器、桨距操纵机构和随组合件旋转的其它零件.

(b)必须按本条规定设计旋翼组合件,使其在所有临界飞行

载荷和操作情况下安全地工作.必须进行设计评定,包括详细的

失效分析,以便确定所有妨碍持续安全飞行或安全着陆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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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确定使失效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小的方法.

(c)主旋翼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第２９．３３７条至第２９．３４１

条和第２９．３５１条中规定的下列载荷:

(１)临界飞行载荷;

(２)在正常自转情况下出现的限制载荷.

(d)主旋翼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模拟下列情况的载荷:

(１)对于旋翼桨叶、桨毂和挥舞铰,在地面运行期间,桨叶对它

的止动块的撞击力;

(２)在正常运行中预期的任何其他临界情况.

(e)主旋翼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包括零在内的任何转速下

的限制扭矩,此外:

(１)限制扭矩不必大于由扭矩限制装置(如果安装)所限定的

扭矩,但不得小于下列中的较大值:

(i)由于旋翼驱动或突然使用旋翼刹车在两个方向上很可能

传给旋翼结构的最大扭矩;

(ii)对主旋翼,在第２９．３６１中规定的发动机限制扭矩.

(２)限制扭矩必须均等而合理地分配给旋翼桨叶.

第２９．５４９条　机身和旋翼支撑结构

(a)每个机身和旋翼支撑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下列载荷:

(１)在第２９．３３７条至第２９．３４１条和第２９．３５１条中规定的临

界载荷;

(２)在第２９．２３５条、第２９．４７１条至第２９．４８５条、第２９．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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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２９．４９７条、第２９．５０５条和第２９．５２１条中规定的适用的地

面载荷和水载荷;

(３)在第２９．５４７(d)(１)和(e)(１)(i)中规定的载荷.

(b)必须考虑辅助旋翼的推力,每一旋翼驱动系统的反扭矩,

以及在加速飞行情况下产生的平衡气动载荷和惯性载荷.

(c)每个发动机架和邻接的机身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在加

速飞行和着陆情况下产生的载荷,包括发动机扭矩.

(d)[备用]

(e)如果需要批准使用２
１
２

分钟功率,则每一发动机架和邻接

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限制扭矩(等于１．２５倍２
１
２

分钟功率的平

均扭矩)及与１g相对应的飞行载荷的组合.

第２９．５５１条　辅助升力面

每个辅助升力面必须设计成能承受下列载荷:

(a)第２９．３３７条至第２９．３４１条和第２９．３５１条中规定的临界

飞行载荷;

(b)第２９．２３５条、第２９．４７１条至第２９．４８５条、第２９．４９３条、

第２９．５０５条和第２９．５２１条中规定的适用的地面载荷和水载荷;

(c)在正常使用中预期的任何其它临界情况的载荷.

应急着陆情况

第２９．５６１条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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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尽管旋翼航空器在地面或水上应急着陆中可能损坏,但必

须按本条规定设计,以便在这些情况下保护乘员.

(b)在下述情况下,结构必须设计成在坠撞着陆时,给每个乘

员避免严重受伤的一切合理的机会:

(１)正确使用座椅、安全带和其它安全设施;

(２)机轮收起(如果适用);

(３)当经受下列相对周围结构的极限惯性载荷系数时,应约束

住每个乘员和座舱内可能伤害乘员的每个质量项目:

(i)向上４g;

(ii)向前１６g;

(iii)侧向８g;

(iv)向下２０g,在预期的座椅装置位移之后;

(v)向后１．５g.

(c)支承结构必须设计成在直至本款规定的任何极限惯性载

荷系数下,能约束住位于机组舱和客舱上部和/或后部、在应急着

陆时如果松脱可能伤害乘员的任何质量项目.所计及的质量项目

包括,但不限于:旋翼、传动装置和发动机.这些质量项目必须按

下列极限惯性载荷系数进行约束:

(１)向上１．５g;

(２)向前１２g;

(３)侧向６g;

(４)向下１２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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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向后１．５g.

(d)位于客舱地板下面的内部燃油箱区域的任何机身结构,

必须设计成能承受下列极限惯性系数的载荷,并在这些载荷施加

于燃油箱区域时保护燃油箱不致破裂:

(１)向上１．５g;

(２)向前４g;

(３)侧向２g;

(４)向下４g.

第２９．５６２条　应急着陆动态情况

(a)尽管旋翼航空器在坠撞着陆中可能损坏,但必须设计成在

下列情况下能合理地保护每个乘员:

(１)乘员正确地使用了设计提供的座椅、安全带和肩带;

(２)乘员经受了本条规定情况所产生的载荷.

(b)在起飞和着陆期间批准用于机组和乘客的每种座椅型号

设计或其它座椅装置必须按下列准则成功地完成动态试验或由相

似型号座椅的动态试验为基础的合理分析予以证明.试验必须按

民航局认可的７７公斤(１７０磅)的拟人试验模型(ATD)或者其等

效物以正常向上坐姿模拟乘员来进行.

(１)当座椅或其他座椅装置相对于旋翼航空器的坐标系统以

名义位置布置时,旋翼航空器的纵轴相对于撞击速度矢量向上倾

斜６０°,旋翼航空器的横轴垂直于包含撞击速度矢量和旋翼航空

器纵轴的垂直平面,其向下速度变化不小于９．１４米/秒(３０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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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地板负加速度峰值必须在撞击后不大于０．０３１秒内出现,且

必须达到其最小值３０g.

(２)当座椅或其他座椅装置相对于旋翼航空器的坐标系统以

名义位置布置时,旋翼航空器的纵轴相对于撞击速度矢量右偏或

左偏１０°(取使肩带产生最大载荷的值),旋翼航空器的横轴位于

包含撞击速度矢量的水平面内,垂直轴垂直于包含撞击速度矢量

的水平平面,其向前速度变化不小于１２．８米/秒(４２英尺/秒).

地板负加速度峰值必须在撞击后不大于０．０７１秒内出现,且必须

达到其最小值１８．４g.

(３)若采用地板导轨或地板、侧壁板连接设施将座椅装置连接

到本条情况的机身结构上,则导轨或设施必须在垂直方向互相错

开１０°(即不能平行设置),且与所选方向至少横向滚转错位１０°,

以便计及可能出现的地板翘曲.

(c)必须表明下列要求的符合性:

(１)座椅装置系统可以出现设计上预期的分离,但其余部份必

须保持完整.

(２)尽管结构可能已超过其限制载荷,但在座椅装置和机体结

构之间的连接必须保持完整.

(３)在撞击期间,拟人试验模型的肩带或肩带组必须保持在其

肩部或紧靠肩部的区域.

(４)在撞击期间,安全带必须保持在拟人试验模型的骨盆处.

(５)拟人试验模型的头部不触及机组舱或客舱的任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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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触,头部撞击不能超过按如下方程确定的头部损伤判据

(HIC)的１０００值.

HIC＝(t２－t１)×
１

t２－t１
×∫

t２

t１

a(t)dt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２．５

式中:

a(t)—头部重心的合成加速度,以g(重力加速度)的倍数

表达;

t１ t２—严重头部撞击的时间历程,以秒计.不超过０．０５秒.

(６)单个肩带上的载荷必须不超过７７７９牛(１７５０磅).如果

使用双肩带系紧上部躯体,则肩带上的总载荷必须不超过８８９０牛

(２０００磅).

(７)在拟人试验模型的骨盆和腰锥柱之间测得的最大压力载

荷必须不超过６６６８牛(１５００磅).

(d)如果选用与本条所要求的乘员保护方法相当水平或更高

水平的替代方法,必须以合理的方式加以证明.

第２９．５６３条　水上迫降的结构要求

如果申请水上迫降的合格审定,则水上迫降所要求的结构强

度必须满足本条和第２９．８０１条(e)的要求.

(a)前飞速度着水情况旋翼航空器必须以从零到１５．４米/秒

(３０节)的前飞速度及可能出现的俯仰、滚转和偏航姿态开始触到

合理的可能出现的水面情况的最临界波浪.旋翼航空器相对于平

均水面的限制垂直下沉速度不得小于１．５米/秒(５英尺/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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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着水撞击过程中,作用于重心的旋翼升力不得大于最大设计

重量的三分之二.如果能证明在正常单发停车着水时不会超过所

选的前飞速度,则可以采用小于１５．４米/秒(３０节)的前飞速度作

为设计中的最大前飞速度.

(b)辅助浮筒或应急浮筒情况

(１)固定式浮筒或在触水前展开的浮筒除本条(a)规定的水载

荷以外,每一个辅助浮筒和应急浮筒及其支持结构和与机体框架

或机身的连接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浮筒完全浸没所产生的载

荷,除非能够证明浮筒完全浸没是不大可能的.若浮筒完全浸没

是不大可能的,则必须采用可能的最大浮筒浮力载荷.可能的最

大浮力载荷必须包括如下考虑:部分浸水的浮筒产生的恢复力矩

平衡由侧风、旋翼航空器非对称受载、水波作用、旋翼航空器惯性

以及第２９．８０１条(d)所考虑的可能的结构损坏和渗漏而产生的倾

倒覆中矩.如果有重大影响,可采用第２９．８０１条(d)所确定的最

大滚转角和最大俯仰角来确定每个浮筒的浸没程度.如果在飞行

中展开浮筒,则在验证浮筒及其与旋翼航空器的连接部件时,应采

用对展开浮筒的飞行限制所导出的相应气动载荷.为此,限制载

荷的设计空速等于展开浮筒的空速使用限制的１．１１倍.

(２)开始触水后展开浮筒每一个浮筒必须按本条(b)(１)所述

的完全浸没或部分浸水情况进行设计.此外,每一个浮筒必须设

计成能承受旋翼航空器与水面相对１０．３米/秒(２０节)限制速度

所产生的垂直载荷和阻力载荷的组合载荷.此垂直载荷不得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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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b)(１)所确定的可能的最大浮力载荷.

疲劳评定

第２９．５７１条　金属结构的疲劳容限评定

(a)每一主要结构件(PSE)必须执行疲劳容限评定,且必须建

立适当的检查和退役时间或经批准的等效方法以避免旋翼航空器

运行寿命期内的灾难性失效.疲劳容限评定必须考虑疲劳和按本

节(e)(４)款确定的损伤的影响.需要评定的部分包括旋翼,发动

机和旋翼桨毂之间的旋翼传动系统,操纵,机身,固定和可动的操

纵面,发动机和传动装置的支架,起落架,以及相关的主要附件

的PSE.

(b)为了本条的目的,定义术语:

(１)灾难性失效是指可能妨碍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事件.

(２)主要结构件(PSE)是指对承受飞行或地面载荷起重要作

用,且该结构元件的疲劳失效可能导致航空器灾难性失效的结构

元件.

(c)用于建立本条符合性的方法必须提交并被局方接受.

(d)考虑所有旋翼航空器结构,结构元件,和组件,必须确定

每一个PSE.

(e)本条要求的每一疲劳容限评定必须包括:

(１)按２９．３０９条(包括高度影响)要求的整个设计限制范围

内,通过飞行实测确定本条(d)款规定的PSE在所有临界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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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疲劳载荷或应力,除了机动载荷系数不需要超过使用中预期的

最大值.

(２)以本条(e)(１)款确定的预期使用中的载荷或应力为基础

(考虑)同样严重的载荷谱,包括外挂载荷运行(如果适用),和其它

高频动力循环运行.

(３)评定起落架和其它受影响的PSE时,(考虑)起飞,着陆,

和滑跑载荷.

(４)考虑疲劳、环境影响、内在和离散的缺陷、或在制造或使用

中可能产生的意外损伤,对本条(d)款确定的每个PSE,危险评估

包括确定可能的位置,类型,和损伤的大小.

(５)对本条(e)(４)款确定的带损伤的PSE确定疲劳容限特

性,以支持检查和退役时间,或其他经批准的等效方法.

(６)试验证据支持的分析和使用经验(如果有的话).

(f)要求确定剩余强度,以验证疲劳容限评定所假定的最大损

伤大小.根据损伤扩展确定检查间隔,损伤扩展后,剩余强度评定

必须表明剩余结构能够承受设计限制载荷而不失效.

(g)必须考虑损伤对刚度、动态行为、载荷、和功能特性的

影响.

(h)在本条要求的基础上,必须建立检查和退役时间或经批

准的等效方法以避免灾难性失效.按２９．１５２９条和本规章附录 A

的 A２９．４条要求,检查和退役时间或经批准的等效方法必须包括

在持续适航文件的适航限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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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如果受几何形状、可检查性或良好设计经验的限制,不能

对本条(e)(４)款确定的任何损伤类型建立检查,则必须结合该

PSE退役时间,建立补充程序,使在旋翼航空器使用寿命周期内

可能导致灾难性失效的损伤类型出现的风险最小.

第２９．５７３条　复合材料旋翼航空器结构的损伤容限和疲劳

评定

(a)每一申请人必须按本条(d)的损伤容限标准评定复合材料

旋翼航空器结构,除非申请人证实因受几何形状、可检查性和良好

的设计实践的限制,进行损伤容限评定不切实际.如果申请人证

实因受几何形状、可检查性和良好的设计实践的限制进行损伤容

限评定不切实际,申请人必须按本条(e)进行疲劳评定.

(b)用于确定本条符合性的方法必须提交并被局方接受.

(c)定义.

(１)灾难性失效是可能阻碍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事件.

(２)主要结构件(PSEs)是对承受飞行或地面载荷起重要作

用,其失效可能导致旋翼航空器灾难性失效的结构元件.

(３)威胁评估是详细说明损伤的位置、类型和尺寸的一种评

估,它考虑疲劳、环境影响、内在和离散缺陷,以及在制造和使用过

程中可能发生的冲击或其他意外损伤.

(d)损伤容限评定:

(１)每一申请人必须表明,考虑了内在或离散制造缺陷或意外

损伤情况下,通过对复合材料PSE和其它零件的强度、细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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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制造技术的损伤容限评定,在旋翼航空器使用寿命期或规定

的检查间隔内,避免了因静载荷和疲劳载荷导致的灾难性失效.

在强度和疲劳评定中,每一申请人必须考虑材料和工艺随环境条

件变化的影响.每一申请人必须评定包括机体PSE、主/尾旋翼

传动系统、主/尾旋翼桨叶和桨毂、旋翼操纵、固定和可动操纵面、

发动机和传动安装、起落架在内的零件,以及局方认为关键的其它

零件、细节设计点和制造技术.每一损伤容限评定必须包括:

(i)确定所有的PSE;

(ii)用于确定所有PSE在２９．３０９条(包括高度影响)的整个

限制范围内的所有临界情况下的载荷和应力的空中和地面测量,

除机动载荷系数不会超过使用中预期最大值的情况外.

(iii)以本条(d)(１)(ii)确定的载荷或应力为基础的、与使用中

预期的载荷谱一样严重的载荷谱,包括外挂载荷运行(如果适用)

和有高扭矩情况的其他运行;

(iv)对规定损伤位置、类型和尺寸的所有PSE的威胁评估,

考虑疲劳、环境影响、内在和离散缺陷,以及在制造或使用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冲击或其它偶然损伤(包括偶然损伤的离散源);

(v)用来支持按照本条(d)(２)确定的更换时间和检查间隔的

对所有PSE的剩余强度和疲劳特性的评估.

(２)每一申请人必须为所有PSE确定更换时间、检查、或其它

程序,以要求在灾难性失效前修理或更换损伤的零件.这些更换

时间、检查或其它程序必须包含在２９．１５２９条要求的持续适航文

—９９—



件的适航限制章节中.

(i)PSE的更换时间必须通过试验或试验支持的分析确定,且

必须表明结构能承受使用中预期的变幅重复载荷.在确定这些更

换时间时,必须考虑下列因素:

(A)本条(d)(１)(iv)款要求在威胁评估中确定的损伤;

(B)最大的可接受制造缺陷和使用损伤(即那些没有将剩余

强度降低到极限设计载荷以下的和那些可被修理恢复极限强度

的);和

(C)施加重复载荷后的极限载荷强度能力.

(ii)必须确定PSE的检查间隔,在本条(d)(１)(iv)要求的威

胁评估中确定的可能因疲劳或其它使用原因发生的任何损伤扩展

到该部件不能维持要求的剩余强度能力前,发现该损伤.在确定

这些检查间隔时,必须考虑下列因素:

(A)通过试验或由试验支持的分析确定的、在使用中预期的

重复载荷作用下的损伤扩展率,包括不扩展.

(B)考虑损伤类型、检查间隔、损伤可检性以及损伤检查所用

技术后确定的假定损伤所要求的剩余强度.要求的最小剩余强度

是限制载荷;且

(C)在达到最小剩余强度并恢复到极限载荷能力前,检查是

否能检测到损伤扩展,或者该部件是否被要求更换.

(３)当验证最大假定损伤尺寸和检查间隔时,每一申请人必须

考虑损伤对所有 PSE 的刚度、动态特性、载荷以及功能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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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e)疲劳评定:如果申请人确定在几何形状、检查能力,或好的

设计实践限制范围内,本条(d)规定的损伤容限评定不切实际,申

请人必须对该特定复合材料旋翼航空器结构进行疲劳评定,并且:

(１)确定在疲劳评定中考虑的所有PSE;

(２)确定在疲劳评定中考虑的所有PSE的损伤类型;

(３)建立补充程序,使得与本条(d)确定的损伤相关的灾难性

失效的风险最小;

(４)将这些补充程序纳入２９．１５２９条要求的持续适航文件的

适航限制章节中.

D章　设计与构造

总　　则

第２９．６０１条　设计

(a)旋翼航空器不得有经验表明是危险的或不可靠的设计特

征或细节.

(b)每个有疑问的设计细节和零件的适用性必须通过试验来

确定.

第２９．６０２条　关键零部件

(a)关键零部件是指其失效可能对旋翼航空器造成灾难性后

果的零部件.对于关键零部件必须控制已确定的关键特性,以保

证所要求的完整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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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如果型号设计包括关键零部件,则应该建立关键零部件

清单.应制定程序以定义关键设计特性,确定影响关键设计特性

的工艺和符合CCAR ２１有关质量保证要求的必要的设计、工艺

更改控制方法.

第２９．６０３条　材料

其损坏可能对安全有不利影响的零件所用材料的适用性和耐

久性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a)建立在经验或试验的基础上;

(b)符合经批准的标准,保证这些材料具有设计资料中所采

用的强度和其它特性;

(c)考虑使用中预期的环境条件,如温度和湿度的影响.

第２９．６０５条　制造方法

(a)采用的制造方法必须能始终生产出完好的结构.如果某

种制造工艺(如胶接、点焊或热处理)需要严格控制才能达到此目

的,则该工艺必须按照批准的工艺规范执行.

(b)旋翼航空器的每种新的制造方法必须通过试验大纲予以

证实.

第２９．６０７条　紧固件

(a)其脱落可能危及旋翼航空器安全使用的每个可卸的螺栓、

螺钉、螺母、销钉或其它紧固件必须装有两套独立的锁定装置.紧

固件及其锁定装置不得受到与具体安装相关的环境条件的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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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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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０９条　结构保护

每个结构零件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a)有适当的保护,以防止使用中由于任何原因而引起性能降

低或强度丧失,这些原因中包括:

(１)气候;

(２)腐蚀;

(３)磨损.

(b)在需要防止腐蚀、易燃或有毒液体聚积的部位,要有通风

和排泄措施.

第２９．６１０条　闪电和静电防护

(a)旋翼航空器结构必须具有防止由闪电引起灾难性后果的

保护措施.

(b)对于金属组件可用下列措施之一表明符合本条(a)的

要求:

(１)该组件合适地电搭接到机体上.

(２)该组件设计成不致因闪击而危及旋翼航空器.

(c)对于非金属组件可用下列措施之一表明符合本条(a)的

要求:

(１)该组件的设计使闪击的后果减至最小.

(２)具有可接受的分流措施将产生的电流分流而不致危及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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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航空器.

(d)防止闪电和静电的电搭接和保护措施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１)使静电荷的积聚减至最小;

(２)使采用了正常预防措施的机组成员、旅客、服务和维修人

员遭到电击的危险减至最小;

(３)在正常和故障情况下,在具有接地的电气系统的旋翼航空

器上,都要设有电回流通道;

(４)使闪电和静电对主要电气和电子设备工作的影响减至可

接受的水平.

第２９．６１１条　检查措施

对于每个具有下列要求之一的部件必须有能进行仔细检查的

措施:

(a)周期性检查;

(b)按基准和功能进行调整;

(c)润滑.

第２９．６１３条　材料的强度性能和设计值

(a)材料的强度性能必须以足够的符合标准的材料试验为依

据,在试验统计的基础上制定设计值.

(b)设计值的选择必须使任何结构因材料变化而破坏的概率

极小.除本条(d)和(e)所规定的以外,必须通过选取保证具有下

述概率引起的设计值来表明本款的符合性:

(１)对所施加载荷最终分布于某部件中的单个元件的情况,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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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元件的破坏将导致部件结构完整性的丧失,则应保证９９％的概

率及９５％的置信度;

(２)对于超静定结构,若单个元件的破坏将导致所施加的载荷

安全地分配到其它承载元件上,则应保证９０％的概率及９５％的置

信度.

(c)结构的强度、细节设计和制造,必须使灾难性疲劳破坏的

概率减至最小,特别是在应力集中处.

(d)设计值必须是经民航局认可的材料技术标准或手册中的

数值,或者是经民航局批准的其他数值.

(e)如果在使用前对每个单独项目取一个试件进行试验从而

对材料加以选择,并确定该特定项目的真实强度特性达到或超过

设计中使用的数值,则可采用其它设计值.

第２９．６１９条　特殊系数

(a)对于每个结构零件,如果属于下列任一情况,则采用第

２９．６２１条至第２９．６２５条中规定的特殊系数:

(１)其强度不易确定;

(２)在正常更换前,其强度在使用中很可能降低;

(３)由于下述原因强度发生显著变化:

(i)制造工艺不稳定;

(ii)检验方法不稳定.

(b)对于应用第２９．６２１条至第２９．６２５条系数的每个零件,第

２９．３０３中规定的安全系数必须乘以下列任一特殊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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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２９．６２１条至第２９．６２５条中规定的适用的特殊系数;

(２)任何其它系数,它大到足以保证零件由于本条(a)中所述

的不稳定因素而引起强度不足的概率极小.

第２９．６２１条　铸件系数

(a)总则　除制定铸件质量控制所必需的规定外,还必须采

用本条(b)和(c)规定的系数、试验和检验,检验必须符合经批准

的规范.除作为液压或其它流体系统零件而需要进行充压试验

的铸件和不承受结构载荷的铸件外,本条(c)和(d)适用于任何

结构铸件.

(b)支承应力和支承面　本条(c)和(d)中规定的铸件的支承

应力和支承面,其铸件系数按下列规定:

(１)不论对铸件采用何种检验方法,对于支承应力,取用的铸

件系数不必超过１．２５;

(２)当零件的支承系数大于铸件系数时,对该零件的支承面不

必采用铸件系数.

(c)关键铸件　对于其损坏将妨碍旋翼航空器继续安全飞行

和着陆或导致严重伤害乘员的每个铸件,采用下列规定:

(１)每个关键铸件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i)采用一个不小于１．２５的铸件系数;

(ii)１００％接受目视、射线和磁粉(适于磁性材料)或渗透(适

于非磁性材料)检验,或经批准的等效检验方法的检验.

(２)对于铸件系数小于１．５０的每项关键铸件必须用三个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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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进行静力试验,并表明下列两点:

(i)在对应于铸件系数为１．２５的极限载荷作用下满足第

２９．３０５的强度要求;

(ii)在 １．１５倍 限 制 载 荷 作 用 下,满 足 第 ２９．３０５的 变 形

要求.

(d)非关键铸件　除本条(c)规定的铸件外,对于其它铸件采

用下列规定:

(１)除本条(d)(２)和(３)规定的情况外,铸件系数和相应的检

验必须符合下表:

铸件系数 检　　　　验

等于或大于２．０ １００％目视

小于２．０大于１．５
１００％目视和磁粉(磁性材料)或渗透(非磁性材

料)或经批准的等效的检验方法

１．２５至１．５０
１００％目视和磁粉(磁性材料)或渗透(非磁性材

料)和射线或经批准的等效检验方法的检验

　　(２)如果已制定质量控制程序并经批准,本条(d)(１)规定的

非目视检验铸件的百分比可以减小;

(３)对于按技术条件采购的铸件(该技术条件确保铸件材料的

机械性能,并规定按抽样原则从铸件上切取试件进行试验来证实

这些性能)规定如下:

(i)可以采用１．０的铸件系数;

(ii)必须按本条(d)(１)中铸件系数为“１．２５”至“１．５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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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验,并按本条(c)(２)进行试验.

第２９．６２３条　支承系数

(a)除本条(b)规定的情况外,每个有间隙(自由配合)并承受

撞击或振动的零件,必须有足够大的支撑系数以计及正常的相对

运动的影响.

(b)对于规定有更大的特殊系数的零件,不必采用支承系数.

第２９．６２５条　接头系数

对于每个接头(用于连接两个构件的零件或端头),采用下述

规定:

(a)未经限制载荷和极限载荷试验(试验时在接头和周围结构

内模拟实际应力状态)证实其强度的接头,接头系数至少取１．１５.

这一系数必须用于下列各部分:

(１)接头本体;

(２)连接件;

(３)被连接构件的支承部位.

(b)下列情况不必采用接头系数:

(１)按照经批准的工艺方法制成并有全面试验数据为依据的

接合(如金属板连续接合、焊接和木质件中的嵌接);

(２)任何采用更大特殊系数的支承面.

(c)对于每个整体接头,一直到截面特性成为其构件典型截面

为止的部分,必须作为接头处理.

(d)每一座椅、卧铺、担架、安全带和肩带以及与结构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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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必须由分析、试验或两者组合表明能承受第２９．５６１(b)(３)

规定的系数乘以１．３３所产生的惯性载荷.

第２９．６２９条　颤振和发散

旋翼航空器的每个气动力面在各种可用速度和功率状态下,

不得发生颤振和发散.

旋　　翼

第２９．６３１条　鸟击

旋翼航空器必须设计成,在直到２４４０米(８０００英尺),速度等

于 VNE或 VH(取较小者)时,受到１．０公斤(２．２磅)的鸟击后能继

续安全飞行和着陆(对 A 类)或安全着陆(对B类).必须用试验

或在对有充分代表性的相似设计结构上进行的试验的基础上的分

析来表明符合性.

第２９．６５３条　旋翼桨叶的卸压排水

(a)每片旋翼桨叶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有卸掉内部压力的装置;

(２)设置排水孔;

(３)设计成能防止水在它里面聚集.

(b)本条(a)(１)和(２)不适用于能承受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最

大压力差的密封旋翼桨叶.

第２９．６５９条　质量平衡

(a)针对下列情况的需要,旋翼和桨叶必须进行质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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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防止过大振动;

(２)防止在直到最大前飞速度的任何速度下发生颤振.

(b)必须验证质量平衡装置的结构完整性.

第２９．６６１条　旋翼桨叶间隙

旋翼桨叶与结构其它部分之间,必须有足够的间隙,以防止在

任何工作状态下桨叶碰撞结构的任何部分.

第２９．６６３条　防止“地面共振”的措施

(a)防止“地面共振”措施的可靠性必须由分析和试验或可靠

的使用经验予以表明,或由分析或试验表明单一措施的故障或失

效也不会引起“地面共振”.

(b)防止“地面共振”措施的阻尼作用在使用中可能的变化范

围,必须确定并且在进行第２９．２４１条要求的试验时予以验证.

操纵系统

第２９．６７１条　总则

(a)每个操纵机构和操纵系统必须操作简便、平稳和确切,并

符合其功能.

(b)每个飞行操纵系统的每个元件必须在设计上采取措施或

带有醒目的永久性标记,使能导致操纵系统功能不正常的任何装

配错误的概率减至最小.

(c)必须提供手段以便在飞行前使所有主飞行操纵系统能在

全行程内运动,或必须提供措施使驾驶员在飞行前能认定整个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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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在全行程内是有效的.

第２９．６７２条　增稳系统、自动和带动力的操纵系统

如果增稳系统或其它自动的或带动力的操纵系统的功能对于

表明满足本规章飞行特性要求是必要的,则这些系统必须符合第

２９．６７１和下列规定:

(a)在增稳系统或任何其它自动的或带动力的操纵系统中,对

于如驾驶员未察觉会导致不安全结果的任何故障,必须设置警告

系统,该系统应在预期的飞行条件下无需驾驶员注意即可向驾驶

员发出清晰可辨的警告.警告系统不得直接驱动操纵系统.

(b)增稳系统或其它任何自动的或带动力的操纵系统的设

计,必须允许驾驶员能对其故障采取初步对策,而无需驾驶员的特

殊技巧或体力,采取的对策可以是用正常方式移动飞行操纵系统

来超越故障,也可以是断开故障系统.

(c)必须表明,在增稳系统或任何其它自动或带动力的操纵系

统发生任何单个故障后,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故障或功能不正常发生在批准的使用限制内的任何速

度或高度上时,旋翼航空器仍能安全操纵;

(２)在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中规定的实际使用的飞行包线(例

如速度、高度、法向加速度和旋翼航空器的形态)内,仍能满足本规

章所规定的操纵性和机动性要求;

(３)配平和稳定特性不会降低到允许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所

必须的水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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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６７３条　主飞行操纵系统

主飞行操纵系统是驾驶员用来直接操纵旋翼航空器的俯仰、

横滚、偏航和垂直运动的系统.

第２９．６７４条　交连操纵装置

每个主飞行操纵系统必须能在任何交连的辅助操纵系统出现

故障、失效或卡滞后保证安全飞行和着落,并且能独立进行操作.

第２９．６７５条　止动器

(a)每个操纵系统都必须有确实限制驾驶员操纵机构运动范

围的止动器.

(b)每个止动器在系统中的布置使操纵行程的范围不受到下

列因素的明显影响:

(１)磨损;

(２)松动;

(３)松紧调节.

(c)每个止动器必须能承受相应于操纵系统设计情况下的

载荷.

(d)每片主旋翼桨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必须有符合桨叶设计要求的止动器,以限制桨叶绕其铰链

的行程;

(２)必须采取措施避免桨叶在旋翼起动和停转过程之外的任

何运转期间撞击下止动器.

第２９．６７９条　操纵系统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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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旋翼航空器装有用于在地面或水面上锁闭操纵系统的装

置,则必须有措施以满足下列要求:

(a)当驾驶员以正常方式操作操纵机构时,锁能自动地脱开,

或限制旋翼航空器的运行使在起飞前给驾驶员以无误的警告;

(b)防止该锁在飞行中锁闭.

第２９．６８１条　限制载荷静力试验

(a)必须按下列规定进行试验,来表明满足本规章的限制载荷

的要求:

(１)试验载荷的方向应在操纵系统中产生最严重的受载状态;

(２)试验中应包括每个接头、滑轮及将系统连接到主要结构上

的支座.

(b)对作角运动的操纵系统接头必须用分析或单独载荷试验

表明满足特殊系数的要求.

第２９．６８３条　操作试验

必须通过操作试验表明,当在驾驶舱用相当于该系统所规定

的载荷加载于操纵系统来操纵机构时,此系统不会出现下列情况:

(a)卡阻;

(b)过度摩擦;

(c)过度变形.

第２９．６８５条　操纵系统的细节设计

(a)操纵系统的每个细节必须设计成能防止因货物、旅客、松

散物或水气凝冻引起的卡阻、摩擦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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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驾驶舱内必须有措施防止外来物进入可能卡住操纵系统

的部位.

(c)必须有措施防止钢索、管子拍击其它零件.

(d)钢索系统必须按下列要求设计:

(１)钢索、钢索接头、松紧螺套、编结接头和滑轮必须是可接受

的型式;

(２)钢索系统的设计,必须在各种使用情况和温度变化下,在

整个行程范围内防止钢索张力产生危险的变化;

(３)在任一主操纵系统中,不得使用直径小于３．２毫米(１/８

英寸)的钢索;

(４)滑轮的型式和尺寸必须与所配用的钢索相适应,必须采用

经民航局认可的标准手册中所规定的滑轮—钢索组合和强度

数值;

(５)滑轮必须有能防止钢索滑脱或缠结的保护装置;(６)滑轮

必须足够接近钢索通过的平面内,使钢索不致摩擦滑轮的凸缘;

(７)安装导引件而引起的钢索方向变化不得超过３°;

(８)在操纵系统中需受载或活动的 U 形夹销钉,不得仅使用

开口销保险;

(９)连接到有角运动零件上的松紧螺套的安装必须能确实防

止在整个行程范围内发生卡滞;

(１０)必须有措施能对每个导引件、滑轮、钢索接头和松紧螺套

进行目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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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对于作角运动的操纵系统接头,用做支承的最软材料的极

限支承强度必须有下列特殊系数:

(１)对于除了具有滚珠和滚柱轴承的接头外的其它推—拉系

统接头取３．３３;

(２)对于钢索系统接头取２．０.

(f)操纵系统接头的硬度不得超过制造厂的滚珠和滚柱轴承

的静态非布氏硬度值.

第２９．６８７条　弹簧装置

(a)其损坏会引起颤振或其它不安全特性的每个操纵系统弹

簧装置必须是可靠的.

(b)必须用模拟使用条件的试验来表明符合本条(a)所提出的

要求.

第２９．６９１条　自转操纵机构

每个主旋翼桨距操纵机构,在发动机失效后,必须能迅速进入

自转状态.

第２９．６９５条　动力助力和带动力操作的操纵系统

(a)如果采用动力助力或带动力操作的操纵系统,在万一发生

下列失效时,备用系统必须立即起作用,以保证继续安全飞行和

着陆:

(１)系统的动力部分的任何单一失效;

(２)全部发动机失效.

(b)每个备用系统可以是双套动力部分,或是一个人工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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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械系统,该动力部分包括动力源(如液压泵)以及阀门、管路和

作动筒等.

(c)必须考虑机械部件(如活塞杆和连杆)的损坏及动力缸的

卡阻,除非它们极不可能发生.

起落架

第２９．７２３条　减震试验

起落架的着陆惯性载荷系数及储备能量吸收能力,必须分别

用第２９．７２５和第２９．７２７规定的试验来验证.这些试验必须用完

整的旋翼航空器或用由机轮、轮胎和缓冲器按它们原有关系构成

的组合件来进行.

第２９．７２５条　限制落震试验

限制落震试验必须按下列规定进行:

(a)落震高度必须至少为２０３毫米(８英寸);

(b)如果考虑升力的话,则第２９．４７３(a)中所规定的旋翼升

力,必须通过适当的能量吸收装置或采用有效质量引入落震试验;

(c)每个起落架必须模拟从其吸收能量的观点来看是最严重

的着陆情况的姿态进行试验;

(d)当采用有效质量来表明满足本条(b)的规定时,可采用下

面的公式取代更合理的计算:

We＝W
h＋(１－L)d

h＋d 　　　n＝nj
We

W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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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e 为落震试验中使用的有效重量(公斤)(磅);

W ＝WM ,用于主起落架(公斤)(磅),等于旋翼航空器处于最

危险姿态时,作用在该起落架上的静反作用力.当把主机轮反作

用力与旋翼航空器重心之间的力臂考虑进去时,可采用合理的方

法计算主起落架的静反作用力;

W ＝WN ,用于前起落架(公斤)(磅),它等于假定旋翼航空器

的质量集中在重心上,并产生１．０载荷系数的向下力和０．２５载荷

系数的向前力时作用在前轮上的静反作用力的垂直分量;

W ＝WT ,用于尾轮(公斤)(磅),等于下列情况中的较大值:

(１)当旋翼航空器支撑在所有机轮上时,尾轮所受的静重量;

(２)当旋翼航空器以最大抬头姿态抬头着陆,假定其质量集中

在重心上并产生１．０载荷系数的向下力时,尾轮所受的地面反作

用力的垂直分量;

h 为规定的自由落震高度(毫米)(英寸);

L 为假定的旋翼升力与旋翼航空器重力之比;

d 为轮胎(充以规定的压力)受撞击时的压缩量加上轮轴相对

于落震质量位移的垂直分量(毫米)(英寸);

n为限制惯性载荷和系数;

nj 为落震试验中所用的质量受撞击时达到的载荷系数(即落

震试验中所记录到的用g表示的加速度dv/dt加１．０).

第２９．７２７条　储备能量吸收落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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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能量吸收落震试验必须按下列规定进行:

(a)落震高度必须是第２９．７２５(a)条所规定值的１．５倍;

(b)旋翼升力,其考虑方式类似于第２９．７２５(b)条的规定,不

得超过该条允许的升力的１．５倍;

(c)起落架必须经受此项试验而不会破坏.前起落架、尾轮或

主起落架的构件不能将旋翼航空器支撑在正常姿态,或者除起落

架和外部附件以外的旋翼航空器结构撞击着陆地面,即视为起落

架发生破坏.

第２９．７２９条　收放机构

对于装有可收放起落架的旋翼航空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载荷　起落架收放机构、起落架舱门和支承结构,必须按

下列载荷设计:

(１)起落架在收上位置时,在任一机动情况下出现的载荷;

(２)直到起落架收放最大设计空速的任何空速下,起落架收放

过程中出现的摩擦载荷、惯性载荷和空气载荷的组合;

(３)直到起落架处于伸展时最大设计空速的任何空速下,起落

架在放下位置时出现的飞行载荷,包括偏航飞行载荷.

(b)起落架锁必须具有可靠措施将起落架保持在放下位置.

(c)应急操作除了用手操作以外,还必须有应急措施,以保证

在万一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能放下起落架:

(１)正常收放系统中任何合理可能的失效;

(２)任何单个液压源、电源或等效能源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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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操作试验　必须通过操作试验来表明收放机构的功能

正常.

(e)位置指示器　当起落架锁在极限位置时,必须有位置指示

器通知驾驶员.

(f)操纵　收放操纵机构的布置和操作必须满足第２９．７７７和

第２９．７７９的要求.

(g)起落架警告装置　必须具有音响或等效的警告装置,当

旋翼航空器处于正常着陆状态而起落架没有完全放下和锁住时,

它将连续警告.警告装置必须具有人工切断功能,并且当旋翼航

空器不再处在着陆状态时,警告系统必须能自动复原.

第２９．７３１条　机轮

(a)每个起落架的机轮必须经过批准;

(b)每个机轮的最大静载荷额定值,不得小于如下情况对应

的地面静反作用力:

(１)最大重量;

(２)临界重心位置.

(c)每个机轮的最大限制载荷额定值,必须不小于按本规章适

用的地面载荷要求确定的最大径向限制载荷.

第２９．７３３条　轮胎

每个起落架机轮的轮胎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a)与机轮的轮缘正确地配合.

(b)其载荷额定值不会被与下列情况对应的载荷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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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最大设计重量;

(２)主轮轮胎上的载荷,等于对应于临界重心时的地面静反作

用力;

(３)前轮轮胎上的载荷(与这些轮胎规定的动载荷额定值比

较),等于在下列假定下前轮上所得到的反作用力,即假定旋翼航

空器的质量集中在最临界重心上并产生一个１．０载荷系数的向下

力和０．２５载荷系数的向前力.这种情况下的反作用力必须按静

力学原理分配到前轮和主轮上,此时阻力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仅

作用在装有刹车装置的机轮上.

(c)可收放起落架上所装的每个轮胎,当处于使用中的该型轮

胎预期的最大尺寸状态时,与周围的结构及系统之间必须有足够

的间距,以防止轮胎与结构或系统的任何部分发生接触.

第２９．７３５条　刹车

对于装有轮式起落架的旋翼航空器,必须安装有符合下列要

求的刹车装置:

(a)驾驶员可以操纵;

(b)在无动力着陆时能使用;

(c)满足如下要求:

(１)抵消旋翼在起动或停转时产生的任一正常的不平衡力矩;

(２)使旋翼航空器能停在坡度为１０度的干燥平滑路面上.

第２９．７３７条　雪橇

(a)每个雪橇的最大限制载荷额定值必须不小于按本规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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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地面载荷要求所确定的最大限制载荷.

(b)必须有稳定装置,使雪橇在飞行中能保持在适当位置.

该装置必须有足够的强度,以承受作用在雪橇上的最大气动载荷

和惯性载荷.

浮筒和船体

第２９．７５１条　主浮筒浮力

(a)对于主浮筒,它能提供的浮力必须超过在淡水中支承旋翼

航空器最大重量所需的浮力,其超过的百分数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５０％(单浮筒)

(２)６０％(多浮筒).

(b)每个主浮筒必须具有足够的水密舱,以便当任何单个水

密舱大量进水后,主浮筒还能提供足够大的正稳定裕度,使旋翼航

空器倾覆的概率减至最小.

第２９．７５３条　主浮筒设计

(a)气囊式浮筒每个气囊式浮筒必须设计成能承受下列载荷:

(１)在申请浮筒合格审定的最大高度上可能产生的最大压差.

(２)第２９．５２１条(a)规定的垂直载荷沿气囊长度方向分布在

气囊四分之三的投影面积上.

(b)刚性浮筒每个刚性浮筒必须能承受第２９．５２１条中规定的

垂直、水平及侧向载荷,必须采用临界状态下合理的载荷分布.

第２９．７５５条　船体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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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基和水陆两用旋翼航空器如果采用船体和辅助浮筒,则必

须具有足够数量的水密舱,以便在船体或辅助浮筒的任一单个隔

舱大量进水后,船体、辅助浮筒以及机轮轮胎(如果采用)所产生的

浮力能提供足够大的水上正稳定裕度,使旋翼航空器在经批准的

浪高及水面风最严重的组合情况下,倾覆的概率减至最小.

第２９．７５７条　船体和辅助浮筒强度

如果采用船体和辅助浮筒,则它们必须能承受按第２９．５１９条

规定的水载荷,此载荷以局部和均布水压的形式,合理和保守的分

布在船体和辅助浮筒的底部上.

载人和装货设施

第２９．７７１条　驾驶舱

对于驾驶舱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a)驾驶舱及其设备必须能使每个驾驶员在执行其职责时不

致过分专注或疲劳.

(b)如果备有副驾驶员使用的设施,则必须能从任一驾驶员

位置上以同等的安全性操纵旋翼航空器飞行和动力装置操纵必须

设计成从任一位置上驾驶旋翼航空器都不会发生混淆或误动.

(c)驾驶舱设备的振动和噪音特性不得影响安全运行.

(d)必须防止飞行中有使机组分心或损害结构的雨雪渗漏.

第２９．７７３条　驾驶舱视界

(a)无降水情况对于无降水情况,采用下列规定:

—２２１—



(１)驾驶舱的布局必须给驾驶员以足够宽阔、清晰和不失真的

视界以便安全操作;

(２)驾驶舱不得有影响驾驶员视界的眩光和反射.如果申请

夜航的合格审定,必须通过夜间飞行试验来表明.

(b)降水情况对于降水情况,采用下列规定:

(１)每个驾驶员必须有足够宽阔的视界以便在下列情况中能

安全运行:

(i)大雨中,前飞速度直至 VH;

(ii)申请合格审定的最严重结冻状态.

(２)正驾驶员必须有一个满足下列要求的窗户:

(i)在本条(b)(１)规定的条件下能打开;

(ii)具有本条规定的视界.

第２９．７７５条　风挡与窗户

风挡和窗户必须采用不会破裂成危险碎片的材料制作.

第２９．７７７条　驾驶舱操纵器件

驾驶舱操纵器件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a)布置得便于操作并能防止混淆和误动.

(b)相对于驾驶员座椅的位置和布局,使身高从１５８厘米(５

英尺２英寸)至１８３厘米(６英尺)的驾驶员就座时,每个操纵器件

可无阻挡地作全行程运动,而不受驾驶舱结构或驾驶员衣着的

干扰.

第２９．７７９条　驾驶舱操纵器件的动作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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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舱操纵器件必须设计成使它们按下列运动和作用来进行

操纵:

(a)飞行操纵器件(包括总桨距杆)的操作方向必须与在旋翼

航空器上产生的运动方向相一致;

(b)左手操作的旋转式发动机功率控制杆必须设计成:当朝

杆的端头看手时,驾驶员的手顺时针转动为增大功率.除总桨距

杆以外的其他形式的发动机功率控制杆必须是向前操作为增大

功率;

(c)常规的起落架操纵手柄必须是向下操作为放下起落架.

第２９．７８３条　舱门

(a)每个封闭座舱至少必须有一扇合适的、易于接近的外部

舱门.

(b)每个外部舱门位置必须选择恰当,并且必须制定适当的

操作程序以保证旋翼、螺旋浆、发动机进气和排气不得危及按相应

操作程序使用舱门的人员.

(c)必须有锁住机组舱门和外部旅客舱门并防止它们在飞行

中无意或由于机械损坏而打开的装置.旋翼航空器在地面时,即

使飞机舱内有人拥挤在门上,外部舱门必须能从内外两侧开启.

开门装置必须简单明显,设置和标记必须易于辨明位置和操作.

(d)必须有适当合理的措施防止任一外部舱门(不适于作为

应急出口的货舱门和服务舱门除外)在下列极限惯性载荷系数所

对应的惯性力下轻度坠撞时因机身变形而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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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向上１．５g;

(２)向前４．０g;

(３)侧向２．０g;

(４)向下４．０g;

(e)必须有使机组成员直接目视检查锁紧机构的措施,以确定

外部舱门(包括旅客舱门、机组舱门、服务舱门和货舱门)是否完全

锁紧.正常使用的外部舱门关闭并完全锁紧时,必须有目视信号

装置告知有关机组成员.

(f)用于进出的向外打开的外部舱门,必须有一个辅助安全锁

闩装置以防止主锁机构失灵时舱门打开.如果装上该装置的舱门

不符合本条(c)要求,则必须制定适当的操作程序,以防止在起飞

和着陆时使用该装置.

(g)如果作为旅客应急出口的旅客登机门上装有整体式梯

子,则该梯子必须设计成在下列情况下不会降低旅客应急撤离的

有效性:

(１)舱门整体式梯子和操纵机构受到本条(d)规定的相对于

周围结构分别作用的惯性力.

(２)旋翼航空器处于正常着陆姿态和一根或几根起落架支柱

折断(同样适用于起落架主要部件破坏)的每一姿态.

(h)作为水上迫降应急出口使用不可抛放的门,必须有措施

使它们在规定的海情条件下应急撤离时安全地处于打开位置和保

持可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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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７８５条　座椅、卧铺、担架、安全带和肩带

(a)指定供人在起飞和着陆时占用的每一位置处的座椅、安全

带和肩带,以及附近的旋翼航空器部件必须没有潜在的致伤物、尖

锐边、突出物和坚硬表面,并必须设计成使正确使用这些设施的人

在应急着陆中不会因第２９．５６１条(b)规定的惯性系数和第２９．５６２

条规定的动力条件而受到严重伤害.

(b)除第２９．５６２条(c)(５)规定的头部损伤判据,必须用安全

带加肩带来防止头部触及任何致伤物体,以保护每个乘员不致受

到严重伤害,用肩带(约束上部躯体)和安全带的组合构成技术标

准规定TSO C１１４所规定的躯干约束系统.

(c)每个乘员座椅,必须设有带单点脱扣装置的组合式安全带

－肩带.每个驾驶员在就座并系紧安全带－肩带后,必须能执行

飞行操作所需的所有任务,必须有措施在不使用组合式安全带—

肩带时将其固定,以免妨碍对旋翼航空器的操作和在应急情况下

的迅速撤离.

(d)如果椅背上没有牢固的扶手处,则沿每条过道必须装有

把手或扶杆,使乘员在中等颠簸的气流情况下使用过道时能够

稳住.

(e)正常飞行中可能伤害旋翼航空器内坐着或走动人员的每

个凸出物都必须包垫.

(f)每个座椅及其支承结构必须按至少体重７７公斤(１７０磅)

的使用者设计,按相应的飞行和地面载荷情况(包括第２９．５６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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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规定的应急着陆情况)考虑最大载荷系数、惯性力以及乘

员、座椅和安全带或肩带之间的反作用力.此外,还必须符合下列

规定:

(１)每个驾驶员座椅的设计必须考虑第２９．３９７条规定的驾驶

员作用力引起的反作用力;

(２)在确定下列连接的强度时,第２９．５６１条(b)中规定的惯性

力必须乘以系数１．３３:

(i)每个座椅与机体结构的连接;

(ii)每根安全带或肩带与座椅或机体结构的连接.

(g)当安全带－肩带组合使用时,其额定强度不得低于与第

２９．５６１条中所规定的惯性力相对应的强度,此时乘员重量不得低

于７７公斤(１７０磅),还须考虑约束系统安装的空间特性,在载荷

分配上,安全带至少承担６０％载荷,肩带至少承担４０％载荷考虑.

如果可以在不使用肩带的情况下单独使用安全带,则安全带必须

具有单独承受规定的惯性力的能力.

(h)使用头靠时,头靠及其支承结构必须设计成能承受第

２９．５６１条规定的惯性力,此时接头系数为１．３３,头部重量至少为

６公斤(１３磅).

(i)每个座椅装置系统包括诸如:座椅、座垫、乘员约束系统和

连接装置.

(j)每个座椅装置系统可采用诸如允许座椅的某些零件压坏

或分离的设计特性,以减少乘员在第２９．５６２条中应急着陆动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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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所受载荷;否则,该系统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并不得妨碍迅速撤

离旋翼航空器.

(k)在旋翼航空器内为了运送不能行走,以躺卧为主的人员,

要求设计有担架设备.每个卧铺或担架必须设计成能承受体重至

少７７公斤(１７０磅)的乘员受到第２９．５６１条(b)规定的前向惯性

系数时的反作用力.对于与旋翼航空器纵轴呈小于或等于１５°安

装的卧铺或担架,必须设有能承受向前载荷反作用的包垫的端板,

布挡板或等效措施.对于与旋翼航空器纵轴大于１５°安装的卧铺

或担架,必须备有相应的约束设备,如绑带或安全带,以承受前向

载荷的反作用力.此外,还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１)卧铺或担架必须有约束系统,并不得有在应急着陆时可能

对其上人员造成严重伤害的棱角或其它突出物.

(２)卧铺或担架以及乘员的约束系统与结构的连接件,必须设

计成能承受飞行和地面载荷情况以及第２９．５６１条(b)规定的情况

所产生的临界载荷.应采用第２９．６２５条(d)规定的接头系数.

第２９．７８７条　货舱和行李舱

(a)货舱和行李舱必须根据其标明的最大载重,以及规定的飞

行和地面载荷情况(第２９．５６１条的应急着陆除外)所对应的适当

的最大载荷系数下的临界载荷分布进行设计.

(b)必须有措施防止任一舱内的装载物在本条(a)规定的载荷

下因移动而造成危险.

(c)在第２９．５６１条规定的应急着陆情况下,货舱和行李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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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满足以下要求:

(１)设置在当装载物脱出时不太可能伤害乘员或者妨碍供应

急着陆后使用的撤离设备的位置.

(２)具有足够的强度以承受第２９．５６１条规定的情况,包括本

条(b)所要求的约束装置和连接件,并能承受临界装载分布情况

下的最大批准的货物和行李重量.

(d)如果货舱中装有灯,每盏灯的安装必须防止灯泡和货物

接触.

第２９．８０１条　水上迫降

(a)如果申请具有水上迫降能力的合格审定,则旋翼航空器必

须满足本条和第２９．８０７条(d)、第２９．１４１１条以及第２９．１４１５条

的要求.

(b)必须采取同旋翼航空器总特性相容的各种切实可行的设

计措施,来尽量减少在水上应急降落时因旋翼航空器的运动和状

态使乘员立即受伤和不能撤离的概率.

(c)必须通过模型试验或与已知其水上迫降特性的构形相似

的旋翼航空器进行比较,来检查旋翼航空器在水上降落时很可能

的运动和状态.各种进气口、风口、突出部分以及任何其它很可能

影响旋翼航空器流体动力特性的因素,都必须予以考虑.

(d)必须表明在合理可能的水上条件下,旋翼航空器的漂浮

时间和配平能使所有乘员离开旋翼航空器,并乘上第２９．１４１５条

所要求的救生筏,如果用浮力和配平计算来表明符合此规定,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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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适当考虑可能的结构损伤和渗漏.如果旋翼航空器具有可应急

放油的燃油箱,而且有理由预期该油箱能经受水上迫降而不渗透,

则能应急放出的燃油体积可当作产生浮力的体积.

(e)除非对旋翼航空器在水上降落时可能的运动和状态(如本

条(c)和(d)所述)的研究中,考虑了外部舱门和窗户毁坏的影响,

否则外部舱门和窗户必须设计成能承受可能的最大局部压力.

第２９．８０３条　应急撤离

(a)每个有机组成员和旅客的区域,必须具有起落架放下和收

上时坠撞着陆,并考虑旋翼航空器可能着火时能迅速撤离的应急

措施.

(b)客舱门、机组舱门和服务舱门,如果它们满足本条和第

２９．８０５到第２９．８１５的要求,则可以考虑作为应急出口.

(c)〔备用〕

(d)除了本条(e)的规定以外,下列类型的旋翼航空器必须按

本部附件D的要求进行试验以确定最大的客座量(包括操作规则

要求的机组人数)能够在９０秒内从旋翼航空器撤离到地面:

(１)客座量在４４座以上的旋翼航空器.

(２)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旋翼航空器:

(i)按第２９．８０７条(b)确定的每个旅客出口撤离１０个或１０

个以上旅客;

(ii)每排旅客座椅没有第２９．８１５所述的主过道;

(iii)具有每个旅客凭借座椅的设计性能(如折叠式座椅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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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椅)到达每个旅客出口的道路.

(e)旋翼航空器的应急撤离能力,如果局方认为分析和试验的

组合能够提供实际演示所能得到的数据,则可以采用分析和试验

的组合方法来证明在第２９．８０３(d)所述情况下,能够在９０秒以内

从旋翼航空器撤离.

第２９．８０５条　飞行机组应急出口

(a)对于飞行机组不方便利用旅客应急出口的旋翼航空器,必

须在飞行机组成员所在区域的旋翼航空器两侧设置飞行机组应急

出口或用一顶部出口代之.

(b)必须用试验表明,每个飞行机组应急出口有足够的尺寸,

而且其位置必须便于飞行机组人员迅速撤离.

(c)必须通过试验、演示或分析来表明,应急降落水上之后,水

或漂浮装置不得妨碍每个应急出口的使用.

第２９．８０７条　旅客应急出口

(a)型式:就本规章而言,旅客应急出口的型式规定如下:

(１)Ⅰ型此型出口必须具有宽不小于６１０毫米(２４英寸),高

不小于１２２０毫米(４８英寸),圆角半径不大于１/３出口宽度的矩

形开口,开在旅客区机身一侧与地板齐平,并尽可能地远离坠撞时

有着火危险的区域;

(２)Ⅱ型此型出口除必须具有宽不小于５１０毫米(２０英寸),

高不小于１１２０毫米(４４英寸)外,与Ⅰ型相同;

(３)Ⅲ型此型出口除下列规定外,与Ⅰ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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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出口必须具有宽不小于５１０毫米(２０英寸),高不小于９１０

毫米(３６英寸);

(ii)出口不必与机身地板齐平.

(４)Ⅳ型此型出口必须具有宽不小于４８０毫米(１９英寸),高

不小于６６０毫米(２６英寸),圆角半径不大于１/３出口宽度的矩形

开口,开在机身一侧,其机内跨上距离不大于７４０毫米(２９英寸).

如果开口的基面有一个不小于规定宽度的平坦表面,则可以采用

尺寸大于本条规定的开口,而不拘开口形状.

(b)机身侧面的旅客应急出口应急出口必须是旅客容易接近

的,并且除本条(d)规定外,必须符合下表:

客座量
机身每侧的应急出口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１—１０ － － － １

１１—１９ － － １或 ２

２０—３９ － １ － １

４０—５９ １ － － １

６０—７９ １ － １或 ２

　　(c)不在机身侧面的旅客应急出口除满足本条(b)的要求外还

必须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１)在机身的顶部、底部或尾部必须有足够的开口,以便旋翼

航空器倒在一侧时旅客能够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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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旋翼航空器坠撞着陆时,倒在一侧的概率极小.

(d)水上迫降旅客应急出口如果申请具有水上迫降的合格审

定,必须根据下列规定设置水上迫降应急出口,并通过试验、演示

或分析加以证明,除非本条(b)要求的应急出口已经符合下列

规定:

(１)客座量(不包括驾驶员座位)等于或小于９座的旋翼航空

器,在每侧水线上要有一个至少符合Ⅳ型尺寸的出口;

(２)客座量(不包括驾驶员座位)等于或大于１０座的旋翼航空

器,对于每３５名旅客(或不足３５名的尾数)在旋翼航空器侧面水

线以上要有一个至少符合Ⅲ型尺寸的出口,但在客舱内此类出口

不得少于两个,且旋翼航空器每侧各一个.然而,如果通过分析或

水上迫降演示或适航当局认为必要的任何其它试验表明,由于采

用了更大的出口或其它措施,使水上迫降时旋翼航空器的撤离能

力得到改进,则客座数与出口数的比率可以加大.

(３)漂浮装置不论是存放或打开,都不得干扰或妨碍出口的

使用.

(e)斜道出口　按本条(b)规定开在机身侧面的一个Ⅰ型出口

或Ⅱ型出口,如果符合下列情况:

(１)不可能设置在机身侧面;

(２)设置在斜道上面能满足第２９．８１３条的要求时则可以设置

在带地板斜道的旋翼航空器的斜道上.

(f)试验:每个应急出口的正常功能必须通过试验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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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８０９条　应急出口的布置

(a)每个应急出口必须由机身外壁上的可卸舱门或舱盖构成,

并且必须提供通向外部无障碍开口.

(b)每个应急出口必须能从内外两侧开启.

(c)每个开启应急出口的措施必须简单明了,且不得要求特别

费力.

(d)必须有措施锁定每个应急出口,并能防止在飞行中被人

无意地或因机械损坏而打开.

(e)必须有措施使应急出口在轻度坠撞着陆中因第２９．７８３条

(d)规定的极限惯性力造成的机身变形而被卡住的概率减至最小.

(f)除了本条(h)的规定,对于陆基旋翼航空器,在下列情况

下,如果其出口的门槛距地面高度大于１８３厘米(６英尺)时,应急

出口必须有一个经批准的在本条(g)段中说明的滑梯或等效手段

以便帮助每个乘员从每个与地板齐平的出口滑向地面,并且所有

其它出口必须有经批准的绳索或与其相当的设备:

(１)旋翼航空器在地面,所有起落架都伸出;

(２)起落架的一个或多个支柱或零件撞坏、破裂或未放出;

(３)如果按第２９．８０３(d)要求,旋翼航空器倚靠在一侧.

(g)对每个乘客应急出口的滑梯必须是自行支撑的或是等效

的,并且必须设计成满足下列要求:

(１)必须能自动展开,并且必须在从旋翼航空器内部启动开门

装置至出口完全打开期间开始展开.但是,如果旅客登机门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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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门兼作旅客应急出口,则必须有手段在非紧急情况下,从内部或

外部正常打开出口时防止滑梯展开;

(２)必须能在展开后１０秒内自动竖立;

(３)在完全展开后,滑梯的长度必须能使其下端自行支承在地

面,并且在一根或几根起落架支柱折断后,能供乘员安全撤离到

地面;

(４)必须能够在风向最不利,风速１２．８６米/秒(２５节)时展

开,并在完全展开后仅由一个人扶持就能维持可用状态,将乘员安

全撤离到地面;

(５)每个滑梯的安装,必须连续进行五次展开和充气试验(每

个出口)而无失败.每５次上述连续试验中,至少有３次必须使用

装置的同一个典型抽样来进行.各抽样在经受第２９．５６１(b)段中

规定的惯性力后,必须能用该系统的基本手段展开和充气.如在

所要求的试验中系统的任何部分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必须

确实排除损坏或故障的原因,此后必须再进行完整的连续５次的

展开和充气试验而无失败.

(h)有３０个或小于３０个座位的并带一个门槛高于地面１８３

厘米(６英寸)的出口的旋翼航空器,假如能完成在第２９．８０３(d)、

(e)中规定的撤离演示,就可以用一条绳索或其它辅助装置代替本

条(f)段中要求的滑梯.

(i)如果用一个带有连接接头的绳索来符合本条(f)(g)或(h)

段的要求,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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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能承受１,７６５牛(４００镑)的静载荷;

(２)连接在应急出口顶部或顶部上方的机身结构上或其它经

批准的位置(如果收藏后的绳索会减小飞行中驾驶员的视线).

第２９．８１１条　应急出口的标记

(a)每个旅客应急出口,为了在白天或黑夜中引导乘员,它的

接近通路和开启方法必须有醒目的标记.适于水面上空飞行的旋

翼航空器,该标记必须设计成在旋翼航空器座舱倾倒而浸没时仍

能保持可见.

(b)必须能从距离等于座舱宽度处认清每个旅客应急出口及

其位置.

(c)必须用沿客舱每条主过道走近的乘员能看见的标示来指

明旅客应急出口的位置,下列部位必须有标示:

(１)在紧靠每个地板应急出口过道附近或过道上方,但是能从

一个标示处方便地见到两个出口,则该一标示可用于指示两个

出口;

(２)在挡住沿客舱前后视线的每个隔框或隔板上,必须有标示

来指示被隔框或隔板遮住的应急出口,如果不能做到,则标示可以

设置在其它适当的位置上.

(d)每个旅客应急出口的标记和每个位置标示,必须用在５０

毫米(２英寸)高的红底上以２５毫米(１英寸)高的白字表示,用自

身发亮或电照明,其最小亮度至少０．５１坎平方米(１６０微朗伯),

如果要增加旅客舱的应急照明,可以将标示的颜色改成白底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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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每个旅客应急出口的操纵手柄的位置和开启说明,必须用

下述方式表明:

(１)对每个旅客应急出口,用在其上或附近的一个从相距７６０

毫米(３０英寸)处可辨读的标记;

(２)对每个Ⅰ型或Ⅱ型应急出口,其锁定机构靠转动手柄来开

启的,则采用如下标记:

(i)一个红色圆弧箭号,其箭身宽度不小于１９毫米(３/４英寸)

箭头两倍于箭身宽度,圆弧半径约等于３/４手柄长度,圆弧范围至

少为７０°;

(ii)在靠近箭头处,用红色水平地书写“开”字(汉字字高至少

为４０毫米;英文字高为２５毫米(１英寸)).

(f)每个旅客应急出口及其开启方法,必须在旋翼航空器外表

面作标记,此外,采用下列规定:

(１)必须有一条圈出旅客应急出口的５０毫米(２英寸)宽的色

带;最大重量等于或小于５,７００公斤(１２,５００磅)的小型旋翼航空

器,可以用５０毫米(２英寸)宽色带,圈出平时也用作旅客舱门的

应急出口的释放手柄.

(２)包括色带在内的外部标记,必须具有与周围机身表面形成

鲜明对比的,容易区别的颜色,其对比度必须为:如果深色的反射

率等于或小于１５％,则浅色的反射率必须至少为４５％;如果深色

的反射率大于１５％,则深色的反射率和浅色的反射率必须至少相

差３０％.“反射率”是物体反射的光通量与它接收的光通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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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照此标记的出口,即使超过了要求的出口数量,也必须满

足特定型式的应急出口要求.应急出口仅需标明“出口”字样.

第２９．８１２条　应急照明

对于 A类运输旋翼航空器采用下列规定:

(a)必须设置其电源独立于主照明系统的照明光源,以满足下

列要求:

(１)照明每一旅客应急出口标记和位置标示;

(２)提供客舱足够的一般照明,使得沿客舱主过道中心线,在

座舱扶手高度上按间隔１０００毫米(４０英寸)进行测量时,平均照

明度不小于０．５３８勒(０．０５英尺—烛光).

(b)对每一个应急出口,必须提供外部应急照明.当起落架

放下时,撤离者可能首先接触的舱外地面的照明宽度至少与应急

出口宽度相等,其照明度不得小于０．５３８勒(０．０５英尺—烛光)

(在垂直于入射光方向测量).外部应急照明可由内部或外部光源

提供,这些光源的强度是在应急出口打开时测量.

(c)本条(a)或(b)要求的每一个灯必须从驾驶舱位置和从客

舱中易于接近的地点,对灯光进行手控.驾驶舱内的控制装置必

须有“接通”、“断开”和“准备”三种位置.当该装置在驾驶舱或客

舱置于“接通”位置或在驾驶舱置于“准备”位置时,一旦旋翼航空

器上的正常电源中断,应急灯将发亮或保持发亮.

(d)任何协助乘员下地的辅助设施必须有照明使得从旋翼航

空器上能看见竖好的辅助设旋.

—８３１—



(１)当旋翼航空器处于一根或几根起落架支柱折断所对应的

每一种姿态时,在撤离者利用规定的撤离路线通常可能首先着地

的地方,辅助设施竖立后接地端的照度不得小于０．３２３勒(０．０３

英尺—烛光)(垂直于入射光方向测量).

(２)如果给辅助设施照明的应急照明分系统,独立于旋翼航空

器主应急照明系统,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i)在辅助设旋竖立时,必须自动接通;

(ii)必须提供(d)(１)所要求的照度;

(iii)不得因收藏受到不利影响.

(e)每个应急照明装置的能源在应急着陆后的临界环境条件

下,必须能按照度要求提供至少１０分钟的照明.

(f)如果用蓄电池作为应急照明系统的能源,它们可以由旋翼

航空器的主电源系统充电,其条件是:充电电路的设计能防止蓄电

池无意中向充电电路放电的故障.

第２９．８１３条　应急出口通路

(a)旅客舱之间的每条通路和通向Ⅰ型和Ⅱ型应急出口的每

条通道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１)无阻碍物;

(２)宽度至少５１０毫米(２０英寸).

(b)对于第２９．８０９(f)所述的旅客应急出口,在出口近旁必须

有足够的空间,能提供一名机组成员协助旅客撤离而通道的无障

碍宽度又不致减至低于该出口的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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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从每条过道至每个Ⅲ型和Ⅳ型出口必须有通路,并且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对于客座量(不包括驾驶员座椅)等于或大于２０座的旋翼

航空器,在距出口不小于旋翼航空器上最窄旅客座椅宽度的一段

距离内,座椅、卧铺或其它突出物(包括处于任何姿态的椅背)均不

阻挡该出口的投影开口;

(２)对于客座量(不包括驾驶员座椅)等于或小于１９座的旋翼

航空器,如果有补偿措施能保持出口的有效性,则在本条(c)(１)所

述的区域内可以有小的障碍.

第２９．８１５条　主过道宽度

座椅之间的旅客主过道宽度必须等于或大于下表中的值:

客座量

旅客主过道最小宽度

离地板小于６３５毫米

(２５英寸)
离地板等于和大于６３５毫米

(２５英寸)

等于或小于１０座 ３００毫米(１２英寸)∗ ３８０毫米(１５英寸)

１１到１９座 ３００毫米(１２英寸) ５１０毫米(２０英寸)

等于或大于２０座 ３８０毫米(１５英寸) ５１０毫米(２０英寸)

　　∗经过适航当局认为必须的试验证实,可以批准更窄的但不

小于２３０毫米(９英寸)的宽度.

第２９．８３１条　通风

(a)每个客舱和机组舱必须通风,每个机组舱必须有足够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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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空气(每名机组成员每分钟不得少于２８３升(１０立方英尺)),以

使机组成员在执勤时不致过度不适和疲劳.

(b)机组舱和客舱的空气不得含有达到有害或危险浓度的气

体和蒸汽.

(c)在前飞时,舱内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不得超过二万分

之一.如果在其他情况下超过了这个值,则必须有相应的使用

限制.

(d)必须有措施保证在通风、加温或其他系统或设备出现任

何合理而可能的故障时,仍能满足本条(b)和(c)的要求.

第２９．８３３条　加温器

每个燃烧加温器必须经批准.

防　　火

第２９．８５１条　灭火瓶

(a)手提式灭火瓶下列规定适用于手提式灭火瓶:

(１)手提式灭火瓶必须经批准;

(２)所用灭火剂的类型和数量必须适合于这种灭火剂使用处

可能发生的火灾的类型;

(３)用于载人舱的灭火瓶,必须设计成使有毒气体的浓度减至

最小.

(b)固定式灭火系统如果需要固定式灭火系统,则必须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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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每个灭火系统的容量与使用该系统的隔舱容积及通风速

率有关,必须足以扑灭在该隔舱内很可能发生的任何火情;

(２)每个系统的安装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i)可能进入载人舱的灭火剂数量不会危害乘员;

(ii)释放灭火剂不会导致结构损坏.

第２９．８５３条　座舱内部设施

供机组或乘客使用的每个舱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a)舱内使用的材料(包括用于材料的涂层或饰面)必须根据

所适用的情况符合下列试验标准:

(１)内部天花板、内部壁板、隔板、厨房结构、大厨柜壁板、结构

地板的铺面以及用于制造贮存间(座椅下的贮存箱和贮存杂志、地

图一类小件的箱子除外)的材料,在按CCAR２５部附件F的适用

部分或其它经批准的等效方法进行垂直放置试验时,必须是自熄

的.平均烧焦长度不得超过１５２毫米(６英寸),移去火源后的平

均焰燃时间不得超过１５秒.试样滴落物在跌落后继续焰燃的时

间平均不得超过３秒.

(２)地板复盖物、纺织品(包括帷幕和舱内装璜)、座椅座垫、衬

垫、装饰性和非装饰性的有涂层织物、皮革制品、托盘和厨房设备、

电气套管、隔热和隔音材料及隔绝材料的表层、空气导管、接头和

边缘遮盖物、货舱衬里、隔绝毯、货物复罩、透明材料、模压和热成

形的零件、空气导管接头和镶边条(装饰用和防磨用),上述项目

中,凡用本条(a)(３)规定以外的材料制成者,在按CCAR２５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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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F的适用部分或其它经批准的等效方法进行垂直放置试验时,

必须是自熄的.平均烧焦长度不得超过２０３毫米(８英寸).移去

火源后的平均焰燃时间不得超过１５秒.试样滴落物跌落后继续

焰燃的时间,平均不超过５秒.

(３)有机玻璃的窗户和标示、整个和部分用弹性有机材料制成

的零件、在一个壳体内装设一个以上仪表的边光照明的仪表组件、

座椅安全带、肩带以及货物和行李的系留设备,包括集装箱、普通

箱、集装板等,凡用于客舱和机组舱内者,在按CCAR２５部附件F

的适用部分或其它经批准的等效方法进行水平放置试验时,其平

均燃烧速率不得超过６４毫米/分(２．５英寸/分).

(４)除电线和电缆绝缘层以及适航当局认为对火势蔓延影响

不大的小零件(例如:旋钮、手柄、滚轮、紧固件、夹子、垫片、耐磨条

带、滑轮和小的电气零件)以外,本条(a)(１)、(a)(２)和(a)(３)未作

规定的各项材料,在按CCAR２５部附件F的适用部分或其它经批

准的等效方法进行水平放置试验时,其平均燃烧速率不得超过

１０２毫米/分(４英寸/分).

(b)飞行机组成员之外的座椅座垫,除了满足(a)(２)的要求之

外,还必须满足CCAR２５部附件F的第Ⅱ部分的试验要求或与之

等效的要求.

(c)如果禁止吸烟,必须有相应的说明标牌;如果允许吸烟,则

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可卸的包容式烟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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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果机组舱和客舱是隔开的,则必须至少有一个禁止吸烟

时能通知所有乘客的有照明的告示牌(用字或符号均可).该告示

牌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i)在所有可能的照明情况下,告示牌照亮时能使客舱中每个

坐着的乘员看清;

(ii)该告示牌的照明应设计成能由机组接通和断开.

(d)存放毛巾、纸张或垃圾的容器必须至少是耐火的,而且必

须具有包容可能发生的火焰的措施.

(e)必须为飞行机组成员配备一个手提式灭火瓶.

(f)至少必须有如下数量的便于取用的手提式灭火瓶安置在

客舱内:

乘客量 灭火瓶数量

７至３０ １

３１至６０ ２

６０以上 ３７

　　第２９．８５５条　货舱和行李舱

(a)每个货舱和行李舱必须由满足下列要求的材料铺设或

内衬:

(１)旅客或机组不占用的可达或不可达的舱,材料必须至少是

耐火的.

(２)在下列情况下,材料必须满足第２９．８５３(a)(１)、(a)(２)和

(a)(３)中对货舱和行李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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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机组成员位于他们的位置上时容易发现舱内火情;

(ii)在飞行时舱的每个部位都容易接近;

(iii)舱的容积等于或小于５．６６立方米(２００立方英尺);

(iv)虽然有第２９．１４３９(a)的要求,但不要求配备保护性呼吸

设备;

(b)舱内不得有一旦损坏或故障会影响安全运行的任何操纵

器件、导线、管路、设备或附件,除非这些项目有满足下列要求的保

护措施:

(１)舱内货物的移动不会损伤这些项目;

(２)这些项目的破损或故障不会引起着火的危险.

(c)不可达机舱的设计和密封,必须足以包容舱内火焰,直到

着陆和安全撤离.

(d)对于每个不密闭的货舱和行李舱,为了把舱内火情抑制

住而丝毫不危及旋翼航空器及其乘员的安全,必须设计成或者必

须具有一种装置,以确保机组成员在他们岗位上就能探测出火焰

和烟,并防止有害数量的烟、火焰、灭火剂或其他有毒气体在任何

机组舱和客舱内积聚,这必须通过飞行予以表明.

(e)对于仅用于载货的旋翼航空器,可以把座舱当货舱来考

虑,除本条(a)到(d)外,还采用下列规定:

(１)必须有措施切断进入货舱或在舱内的通风气流,用于此目

的的操纵机构必须是机组舱内的飞行机组成员易于接近的;

(２)在货物的各种装载情况下,供机组使用的应急出口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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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接近的;

(３)舱内热源必须屏蔽和绝缘,以防引燃货物.

第２９．８５９条　燃烧加温器的防火

(a)燃烧加温器火区　下列燃烧加温器火区必须根据第２９．１１８１

条至第２９．１１９１条和第２９．１１９５条至第２９．１２０３条中适用的规定

进行防火:

(１)任一加温器周围的区域,如果在该区域内有任何可燃液体

系统的部件(包括加温器燃油系统),而这些部件可能出现下列任

一后果:

(i)由于加温器的故障而遭损伤;

(ii)一旦渗漏会使可燃液体或蒸汽到达加温器.

(２)任一通风道的如下部位:

(i)燃烧室周围;

(ii)不能包容(但对旋翼航空器其他部件无损伤)可能发生在

通道内部的任何火情的部位.

(b)通风管道　通过任何火区的每根通风管道必须是防火

的.此外,还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除非备有防火阀或用等效装置进行隔离,否则,处于每个

加温器下游的通风管道必须有足够长的一段是防火的,以确保能

包容加温器内的任何火焰;

(２)通风管道通过装有可燃液体系统的任一区域的每一部分

必须与该系统隔离,或构造成在该系统的任何部件发生故障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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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液体或蒸汽不会进入通风气流.

(c)燃烧空气管道　每根燃烧空气管道必须有足够的一段是

防火的,以防止回火或反向火焰蔓延而引起损坏.此外,还必须符

合下列规定:

(１)燃烧空气管道不得与通风气流连通,除非在任何工作条件

下,包括倒流或者加温器或其有关的部件发生故障时,回火或反向

燃烧的火焰不会进入通风气流;

(２)燃烧空气管道不得限制任何回火迅速释放如果限制了,则

可能导致加温器损坏.

(d)加温器操纵装置　总则必须有措施防止在任何加温器操

纵部件、操纵系统导管或安全控制装置上及其内部产生水或冰的

危险积聚.

(e)加温器安全控制装置　对于每个燃烧加温器,必须备有下

列安全控制装置:

(１)每个加温器必须备有与正常连续控制空气温度、空气流量

和燃油流量的部件无关的独立装置,当发生下列任一情况时,能在

远离加温器处自动切断该加温器的点火和供油:

(i)热交换器的温度超过安全限制;

(ii)通风空气的温度超过安全限制;

(iii)燃烧空气流量变得不适于安全工作;

(iv)通风空气流量变得不适于安全工作.

(２)满足本条(e)(１)要求所设置的任何单个加温器的安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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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装置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i)与任何其他加温器(其供热对安全运行是至关重要的)所

用的部件无关;

(ii)能保持加温器断开,直到由机组重新起动为止.

(３)必须有措施能在任何加温器(其供热对安全运行是至关重

要的)被本条(e)(１)规定的自动装置切断后,向机组发出警告.

(f)空气进口　每个供燃烧和通风用的空气进口的设置,必须

使得在下列任何工作条件下都不会有可燃液体或蒸汽进入加温器

系统:

(１)正常工作期间;

(２)任何其他部件发生故障后.

(g)加温器排气　加温器排气系统必须满足第２９．１１２１和第

２９．１１２３的要求.此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每个排气管套必须是密封的,以确保不会有可燃液体及危

险量的蒸汽通过接头进入排气系统;

(２)排气系统不得限制任何回火的迅速释放,如果限制了,则

可能导致加温器损坏.

(h)加温器燃油系统　每个加温器的燃油系统,必须满足对

加温器安全工作有影响的动力装置燃油系统的要求.通风气流

中,每个加温器的燃油系统部件必须用外罩保护,使其漏油不会进

入通风气流.

(i)排放装置　必须有排放装置,安全排放任何可能积聚在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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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室或热交换器中的燃油.该装置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排放装置在高温下工作的每一部分,必须具有与加温器排

气部分相同的保护;

(２)每个排放装置必须防止在任何运行条件下出现危险的

结冰.

第２９．８６１条　结构,操纵器件和其它部件的防火

会受动力装置着火影响的每个结构部件、操纵器件、旋翼机构

的各个部分以及对操纵着陆和 A 类旋翼航空器操纵飞行必不可

少的其它部件,必须按第２９．１１９１条的规定隔开,或者必须满足下

列要求:

(a)对 A类旋翼航空器必须是防火的;

(b)对B类旋翼航空器必须是放火的或加以保护,以便在可

以预见的动力装置着火的情况下,能执行其主要的功能至少５

分钟.

第２９．８６３条　可燃液体的防火

(a)凡可燃液体或蒸汽可能因液体系统渗漏而逸出的区域,必

须有措施尽量减少液体或蒸汽点燃的概率以及万一点燃后的危险

后果.

(b)必须用分析或试验的方法表明符合本条(a)的要求同时必

须考虑下列因素:

(１)液体渗漏的可能漏源和途径,以及探测渗漏的方法;

(２)液体的可燃特性,包括任何可燃材料或吸液材料的影响;

—９４１—



(３)可能的引燃火源,包括电气故障、设备过热和防护装置

失效;

(４)可用于抑制燃烧或灭火的手段,例如截止液体流动.关断

设备.采用防火包容物或使用灭火剂;

(５)对于飞行安全是关键性的各种旋翼航空器部件的耐火耐

热能力.

(c)如果要求飞行机组采取行动(例如关闭设备或起动灭火

瓶)来预防或处置液体着火,则必须备有迅速动作的向机组报警的

装置.

(d)凡可燃液体或蒸汽有可能因液体系统渗漏而逸出的区

域,必须确定其部位和范围.

外挂物的吊挂设备

第２９．８６５条　外挂物

(a)必须通过分析或试验,或者两者结合表明,对于用于无人

外挂载重申请的旋翼航空器－装载组合的旋翼航空器外挂物吊挂

设备,能承受等于２．５或按第２９．３３７条至第２９．３４１条规定的某

一较小的载荷系数乘以经申请批准的最大外挂物的重量所产生的

限制静载荷.必须通过分析或试验或者两者结合的方法表明,对

于用于有人外挂载重申请的旋翼航空器－装载组合的旋翼航空器

外挂物的吊挂设备和相应的载人装置,能承受等于３．５或按第

２９．３３７条至第２９．３４１条规定的某一较小但不小于２．５的系数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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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申请批准的最大外挂物的重量所产生的限制静载荷对于任何

级别旋翼航空器－装载组合和任何类形外挂载重的载荷,必须作

用在垂直方向.对于任何适用的外挂载重类型的可抛放外挂物,

其载荷也必须作用在使用中所能达到的与垂直方向成最大角度的

任何方向上,但不小于３０°.然而,如果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此３０°

角可以降至更小的角度:

(１)制定使用限制,把外挂物的使用,限制到已表明符合本条

要求的角度之内.

(２)已表明在使用中不会超过此较小的角度.

(b)对于可抛放型旋翼航空器－装载组合的外挂物的吊挂设

备,必须具有使驾驶员在飞行中能快速释放外挂物的释放系统.

该快速释放系统必须由一个主快速释放子系统和一个备用快速释

放子系统组成,且这两个子系统是相互隔开的.该快速释放系统

及其操纵机构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主快速释放子系统操纵机构必须安装在驾驶员主操纵机

构上或等同的可接近的位置处,并且必须设计和布置成在应急情

况下任一驾驶员或一位机组成员都能操纵而无危险地限制其操纵

旋翼航空器的能力.

(２)备用快速释放子系统操纵机构的设置,必须保证任一驾驶

员或其他机组成员易于接近.

(３)主、备用快速释放子系统要满足下列要求:

(i)在带所有外挂物直到包括经申请批准的最大外挂限制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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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情况下,其工作正常、可靠和耐久;

(ii)能抗从外部和内部来的电磁干扰和进行闪电防护,以预

防意外的载荷释放.

(A)对于用于无人外挂载重的可抛放式的旋翼航空器－装载

组合,要求的最小保护强度为每米２０伏的无线电频率场强.

(B)对于用于有人外挂载重的可抛放式旋翼航空器－装载组

合,要求的最大保护强度为每米２００伏的无线电频率场强.

(iii)对可能由旋翼航空器任何其它电气或机械系统失效模式

引起的任何失效进行保护.

(c)对于申请用于有人外挂载重的旋翼航空器－装载组合,旋

翼航空器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对于可抛放外挂物,要有符合本条(b)要求的快速释放系

统,并且:

(i)为主快速释放子系统提供一套双作动装置;

(ii)为备用快速释放子系统提供一套隔开的双作动装置;

(２)具有可靠且经批准的载人装置,该系统具有对于外部乘员

安全必不可少的结构功能和人员安全特性.

(３)在所有适当的位置设置标牌或标记,清楚地标明系统操作

指南,对于载人装置要标明乘员进入和退出的指南.

(４)设置指定的机组成员与外部人员直接通话的设备.

(５)在飞行手册中包含有执行有人外挂载重操纵的适当的限

制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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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申请使用 A 类旋翼航空器用于有人外挂用途,在飞行手

册中应包含有关重量、高度和温度在内的单发停车悬停性能数据

和程序.这种外挂须经批准.

(d)临界构型的可抛放外挂物必须用分析、地面试验和飞行

试验相结合的方法表明在正常飞行条件下,在整个批准的使用包

线内是可以运输和释放的,且对旋翼航空器不会产生危险.另外

必须表明在应急飞行情况下,外挂是可以释放的且不会危及旋翼

航空器.

(e)外挂物吊挂设备附近必须设置标牌或标记,其上清楚标明

第２９．２５和本条所规定的使用限制和经批准最大外挂载重.

(f)对于用于无人外挂载重的旋翼航空器－装载组合,本部第

２９．５７１疲劳评定不适用,但关键结构部件失效会导致旋翼航空器

发生危险除外.对于用于有人外挂载重的旋翼航空器－装载组

合,本部第２９．５７１疲劳评定适用于整个快速释放系统和载人装置

结构系统及其连接件.

其　　它

第２９．８７１条　水平测量标记

必须有在地面为旋翼航空器调水平的基准标记.

第２９．８７３条　配重设施

配重设施必须设计和制造成能防止配重在飞行中偶然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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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章　动力装置

总　　则

第２９．９０１条　动力装置

(a)就本规章而言,旋翼航空器动力装置包括下列部件(除主

旋翼和辅助旋翼结构以外):

(１)推进所必需的部件;

(２)与主推进装置操纵有关的部件;

(３)在正常检查或翻修的间隔期内与主推进装置安全有关的

部件.

(b)动力装置

(１)安装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i)中国民用航空规章«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CCAR ３３)规

定的安装说明书;

(ii)本章中适用的规定.

(２)动力装置各部件的构造、布置和安装必须保证在正常检查

或翻修间隔期内,在申请批准的温度和高度范围内,能继续保持其

安全运转;

(３)其装置必须是可达的,以进行持续适航所必要的检查和

维护;

(４)装置的主要部件必须与旋翼航空器其它部分电气搭接,以

防止产生电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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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涡轮发动机的轴向和径向膨胀不得影响动力装置的安全;

(６)必须采取设计预防措施,将旋翼航空器安全运行所必须的

部件和设备不正确装配的可能性减至最小,除非能表明,在不正确

装配下的运行是极不可能的.

(c)对于动力装置和辅助动力装置的安装,必须确认任何单个

失效或故障或可能的失效组合都不会危及旋翼航空器的安全运

行.如果结构元件失效的概率极小,则这种失效不必考虑.

(d)辅助动力装置的安装必须符合本章中适用的规定.

第２９．９０３条　发动机

(a)发动机型号合格证每型发动机必须有经批准的型号合格

证.用于直升机的活塞发动机必须符合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３３．４９条(d)的要求,或按其预定的用途以其他方式批准.

(b)A类:发动机的隔离每架 A 类旋翼航空器动力装置的布

置和相互隔离,必须使任一发动机或任一能影响此发动机的系统

失效或故障时,不致发生下列情况:

(１)妨碍其余发动机继续安全运转;

(２)除了飞行员正常使用主飞行操纵外,需要任何机组成员立

即采取行动(不是对主飞行操纵器件的正常操纵动作)以保证继续

安全运行.

(c)A类:发动机传动的控制对于 A类旋翼航空器,必须有在

飞行中单独停止任一台发动机转动的措施,但是对于涡轮发动机

的安装,只有在其继续转动会危及旋翼航空器安全时才需要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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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任一发动机转动的措施,此外还须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１)在防火墙的发动机一侧,可能暴露于火中的停转系统的每

个部件,必须至少是耐火的;

(２)为此目的必须具有双套机构,而它们的控制机构必须处在

着火情况下不可能同时损坏的位置上.

(d)涡轮发动机安装涡轮发动机安装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１)必须采取设计预防措施,使一台发动机转子失效对旋翼航

空器的危害减至最小;

(２)与发动机各控制装置、系统和仪表有关的各动力装置系统

的设计,必须能合理地保证在服役中不会超过对涡轮转子结构完

整性有不利影响的发动机使用限制.

(e)再起动能力

(１)必须有在飞行中再起动任何发动机的措施;

(２)除非在飞行中所有发动机停车,发动机再起动能力必须在

旋翼航空器的整个飞行包线内演示:

(３)在飞行中所有发动机停车后,发动机必须有在飞行中再起

动的能力.

第２９．９０７条　发动机振动

(a)发动机安装必须防止发动机或旋翼航空器的任何部件产

生有害振动.

(b)旋翼和旋翼传动系统与发动机组合后,不得使发动机的

主要转动部件承受过大的振动应力,这项要求必须经由振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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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第２９．９０８条　冷却风扇

作为动力装置安装的一个部件冷却风扇采用下列规定:

(a)A类:对 A类旋翼航空器安装的冷却风扇,必须表明风扇

叶片损坏不会因损坏叶片所致的破坏或冷却空气的损失而影响连

续安全飞行.

(b)B类:对B类旋翼航空器安装的冷却风扇,如果一片叶片

损坏时,必须有保护旋翼航空器并使其安全着陆的措施,这项要求

必须由下列规定之一表明:

(１)在损坏时,风扇叶片被包容;

(２)每台风扇的布置,当叶片损坏时不会危及旋翼航空器的

安全;

(３)每个风扇叶片能承受使用中预期出现离心力１．５倍的极

限载荷.该离心力受下列条件之一限制:

(i)在无控制情况下可达到的最高转速;

(ii)超转限制器的限制转速.

(c)疲劳评定　除非己完成了第２９．５７１条中的疲劳评定,否

则,必须表明冷却风扇叶片在旋翼航空器的使用限制内不会在共

振条件下工作.

旋翼传动系统

第２９．９１７条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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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总则　旋翼传动系统是指将功率从发动机传至旋翼毂所

必需的各部件,包括减速器、传动轴系、分离接头、联轴器、旋翼刹

车装置、离合器、轴系支承装置,以及任何连接到或安装在旋翼传

动系统上的附件安装座、附加传动装置、冷却风扇.

(b)设计评定　必须在申请审定的全部范围内进行设计评

定,以确保旋翼传动系统安全工作.设计评定必须包括一个详细

的失效分析,用以判明妨碍持续安全飞行或安全着陆的所有失效

情况,并且必须确定使失效发生的可能性减至最小的措施.

(c)布置　旋翼传动系统必须按下列要求布置:

(１)多发旋翼航空器旋翼传动系统的布置,必须在任意一台发

动机失效时,其余的发动机仍能继续驱动旋翼航空器飞行和操纵

所必需的每个旋翼;

(２)单发旋翼航空器旋翼传动系统的布置,必须在发动机与主

旋翼和辅助旋翼脱开后,主旋翼仍能继续驱动在自转中对于操纵

旋翼航空器所必需的每个旋翼;

(３)当发动机失效时,旋翼传动系统必须具有把该发动机与主

旋翼和辅助旋翼自动脱开的装置;

(４)如果旋翼传动系统中采用了扭矩限制装置,则该装置必须

布置得当其工作时,能够连续地操纵旋翼航空器;

(５)如果各旋翼相互交错,则各旋翼之间必须定相.在任何工

作条件下,各系统之间必须有不变而确定的相位关系;

(６)如果采用了旋翼相位差装置,则必须有在运转之前,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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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翼锁定在适当相位的机构.

第２９．９２１条　旋翼刹车

如果旋翼传动系统中采用了一种能控制旋翼转动又与发动机

无关的机构,则必须规定此机构的使用限制,并对此机构的操纵必

须具有防止误动的措施.

第２９．９２３条　旋翼传动系统和操纵机构的试验

(a)耐久性试验　总则

旋翼传动系统和旋翼操纵机构必须按本条(b)至(n)和(p)的

规定做试验,试验时间至少为２００小时加上本条(b)(２)、(b)(３)

和(k)要求的时间.这些试验必须按下列方法进行:

(１)必须采用１０小时试验循环;但申请一台发动机不工作

(OEI)额定值时,该试验循环必须扩展到包括本条(b)(２)和(k)的

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试验;

(２)必须在旋翼航空器上进行;

(３)试验扭矩和转速必须按下列规定:

(i)由动力装置的限制确定;和

(ii)由欲批准的旋翼航空器的旋翼所吸收.

(b)耐久性试验　起飞试车

起飞试车必须按下列方法进行:

(１)除本条(b)(２)和(b)(３)的规定外,起飞扭矩试车必须进

行１小时.在这１小时内,用５分钟的起飞扭矩和与起飞扭矩相

应的最大转速与５分钟的发动机尽可能低的慢车转速试车交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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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慢车状态的第一分钟内,发动机必须与旋翼传动系统脱开,

如果装有刹车机构并预期刹车,则在慢车状态的第一分钟内旋翼

就必须刹车.在慢车状态的剩余４分钟内,离合器必须啮合,使发

动机驱动旋翼以最小的实际转速运转.发动机和旋翼传动系统的

加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当发动机将与旋翼传动系统脱开

时,发动机必须很快地减速,以使超越离合器脱开.

(２)对申请使用２
１
２

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状态的

直升机,起飞试车必须按本条(b)(１)的规定进行,但使用该条规

定的起飞扭矩和相应与起飞扭矩的最大转速进行的第三次和第六

次试车除外,对于这两次试车,按下列方法进行:

(i)每次试车必须至少有一次做所有发动机都在起飞扭矩和

相应与起飞扭矩的最大转速下试车２
１
２

分钟;

(ii)每次试车必须至少有一次逐次模拟每台发动机失效,而

其余发动机以２
１
２

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扭矩和相应与２
１
２

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扭矩的最大转速试车２
１
２

分钟.

(３)对申请使用３０秒钟和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

率的多发涡轮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起飞试车必须按本条(b)(１)

的规定进行,但下列情况除外:

(i)紧接在按本条(b)(１)中要求的任何一次５分钟功率试车

后,试车中逐次模拟每一动力源的一次失效,并且将３０秒一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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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最大扭矩和最大转速作用于受影响的传

动系统功率输入端试车不少于３０秒钟.每一次３０秒一台发动机

不工作(OEI)功率试车后必须进行２次以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

作(OEI)功率的最大扭矩和相应与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

(OEI)功率的最大转速进行,每一次不少于２分钟.第二次必须

在稳定的连续功率或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工作

一段时间后进行(申请者可任选其一).至少一次试车顺序必须模

拟“飞行慢车”状态开始进行.当在试车台进行试车时,试车的程

序必须在起飞功率状态稳定后进行.

(ii)就本条而言,受影响的功率输入端包括试验中较高或不

对称的扭矩和转速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旋翼传动系统所有部件.

(iii)当受发动机限制在试验期间为避免重复使用这一功率或

者为避免发动机过早脱开时,此试验可以在一个典型的试车台上

进行.影响旋翼传动系统组件的载荷、振动频率和使用方法必须

满足典型的旋翼航空器运行条件.必须表明试车所用的那些部件

符合本条的其它要求.

(c)耐久性试验　最大连续功率试车

在最大连续扭矩和与最大连续扭矩相应的最大转速的条件下

连续运转３小时试车,必须按下列方法进行:

(１)主旋翼操纵机构必须:每小时至少１５次使主桨距通过最

大垂直升力位置、最大向前分力位置、最大向后分力位置、最大向

左分力位置和最大向右分力位置(操纵机构的移动不需产生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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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中遇到的最大载荷或桨叶挥舞运动);

(２)航向操纵必须:每小时至少１５次通过最大右转弯扭矩极

限位置、加给主旋翼功率所要求的中立扭矩位置以及最大左转弯

扭矩极限位置;

(３)最大的操纵位置每次必须至少保持１０秒钟,而操纵位置

改变的速度必须至少和正常使用时一样.

(d)耐久性试验　９０％最大连续功率试车

必须在９０％最大连续扭矩和９０％最大连续扭矩相应的最大

连续转速下连续试车１小时.

(e)耐久性试验　８０％最大连续功率试车

必须在８０％最大连续扭矩和８０％最大连续扭矩相应的最小

连续转速下连续试车１小时.

(f)耐久性试验　６０％最大连续功率试车

对于申请使用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或连续

一台发动机不工作 OEI功率的直升机必须试车２小时,并以６０％

最大连续扭矩和与６０％最大连续扭矩相应的最小转速下连续运

转１小时.

(g)耐久性试验　发动机故障试车

必须确定诸如发动机燃油系统或点火系统这样一类部件的故

障,或发动机功率不相等是否会造成对传动系统不利的动态条件.

若如此,则必须在这些条件下完成适当数量的试车小时数,每个试

验循环中包括１小时,其余的小时数必须在２０个循环结束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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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果未造成有害后果,则必须按本条(b)(１)(不考虑本条(b)

(２)的程序)追加试车１小时.

(h)耐久性试车　超转试车

超转试车必须在最大连续扭矩和使用中预期的最大有动力的

转速下连续运转１小时(若有转速和扭矩限制装置,且其功能正

常).

(i)耐久性试验　旋翼操纵位置试车

在系留试验期间,当不是周期地操纵旋翼时,必须使用本条

(c)规定的程序操纵旋翼,以便对下面的试验时间百分比,产生各

自的最大拉力位置(除操纵机构的位置不需产生超过飞行中遇到

的最大载荷或桨叶挥舞运动外):

(１)完全的垂直升力位置,２０％;

(２)向前的拉力分量位置,５０％;

(３)向后的拉力分量位置,１０％;

(４)向左的拉力分量位置,１０％;

(５)向右的拉力分量位置,１０％.

(j)耐久性试验离合器和刹车机构啮合试验

包括本条(b)的啮合试验、离合器和刹车机构的啮合试验总

次数不少于４００次.试验必须在起飞扭矩试车期间进行,如必要,

整个试验过程中,在每次改变扭矩和转速时进行.每次离合器啮

合时,离合器的从动轴必须从静止开始加速.必须按申请人规定

的转速和方法完成离合器的啮合试验.在每次离合器啮合试验之

—３６１—



后的减速期时,发动机必须迅速停车,以便动机自动地与旋翼和旋

翼传动系统脱开.如果安装了能使旋翼停止转动的旋翼刹车机

构,则在刹车机构啮合试验期间,离合器必须在４０％的旋翼最大

连续转速以上脱开,待旋翼减速到４０％最大连续转速时,必须进

行刹车.如果设计的离合器不允许在发动机运转的情况下使旋翼

停转,或者传动系统中没有安装离合器,则在每次旋翼刹车之前,

发动机必须停车,并且在旋翼停转之后,发动机立即起动.

(k)耐久性试验　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试车

(１)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试车

对于申请使用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旋翼

航空器,必须按以下要求以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扭矩

和与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扭矩相应的最大转速下进

行试车:逐次使每台发动机不工作,而其余的发动机必须试车３０

分钟的周期;

(２)连续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试车

对于申请使用连续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旋翼航空

器,连续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扭矩和相应与连续一台发动机

不工作(OEI)扭矩的最大转速下试车必须按以下要求进行逐次使

每台发动机不工作,而其余的发动机必须试车１小时;

(３)本条(k)(１)或(k)(２)规定的周期数不得少于发动机台

数,也不得少于２.

(l)[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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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受机动载荷和突风载荷作用的任何部件,都必须象主旋

翼那样,以同样的飞行条件进行研究,并且这些部件的使用寿命必

须由疲劳试验或其它可接受的方法确定.此外,还必须对下列部

件提供与主旋翼相等的安全水平:

(１)旋翼传动系统中,其损坏会引起旋翼航空器不可操纵着陆

的任何部件;

(２)多桨旋翼航空器各旋翼之间定相必不可少的部件或提供

自转中控制旋翼的传动链必不可少的部件;

(３)多发旋翼航空器上两台或两台以上发动机共用的部件.

(n)专门试验　设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传动比的旋翼传动系

统,必须进行为证实旋翼传动系统安全性所需持续时间的专门

试验.

(o)按本条规定进行试验的部件,在试验结束时,必须处于可

使用状态.试验中不得进行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拆卸.

(p)耐久性试车　工作润滑剂试验为批准用于旋翼传动和操

纵系统,润滑剂必须满足本条规定的试验中所用的润滑剂的规范.

另外的或替用的润滑剂可以用等效试验或对润滑剂规范和旋翼传

动和操纵系统特性进行对比分析的方法证明其是合格的.另外

(１)必须在规定的测量位置的滑油温度不低于申请批准的最

大工作温度下,对传动装置和齿轮箱进行至少３次本节要求的１０

小时循环运转;

(２)对于压力润滑的系统,必须在规定的测量位置的滑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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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于申请批准的最小工作压力下,进行至少３次本节所要求的

１０小时循环运转;

(３)本节(p)(１)和(p)(２)段的试验条件必须同时使用,并且

必须扩展到包括申请批准的在任何一发不工作额定值下的运转.

第２９．９２７条　附加试验

(a)必须进行为确定旋翼传动机构安全性所必需的附加的动

态试验、耐久试验、运转试验以及振动研究.

(b)如果涡轮发动机传输给传动装置输出扭矩,可能超过发

动机或传动装置的最大扭矩限制值,且该扭矩在正常工作条件下,

不是由飞行员直接操纵(例如,发动机功率主操纵是通过飞行操纵

实现的),则必须进行下列试验:

(１)在与所有发动机工作有关的状态下,做２００次运转试车,

每次１０秒钟,扭矩至少等于下列的较小值:

(i)满足第２９．９２３条使用的最大扭矩加１０％;

(ii)如果安装了扭矩限制器,在其功能正常情况下,发动机可

能达到的最大输出扭矩.

(２)对于多发旋翼航空器,在与每台发动机逐次不工作的相关

状态下,使传动装置的其余扭矩输入端施加在可能工作条件下所

能达到的最大扭矩值(若安装了扭矩限制器,且其功能正常),每个

传动装置输入端在最大扭矩条件下必须少试验１５分钟.

(c)润滑系统失效试验对旋翼传动系统正常工作所需的润滑

系统,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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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A类　除非这种失效的可能性极小,否则,必须用试验表

明在飞行机组觉察到润滑系统失效或润滑剂损失后的至少３０分

钟内,在申请人所规定的继续飞行用的扭矩和转速下,在任何正常

使用的润滑系统内造成滑油损失的任何损坏不会阻止继续安全飞

行,虽然不一定不造成损伤.

(２)B类　适用与 A 类相同的要求,但旋翼传动系统在自转

情况下只需要工作至少１５分钟.

(d)超转试验　旋翼传动系统必须承受５０次超转试车,每次

至少持续３０±３秒,转速不低于发动机操纵装置失效后预期的转

速或在使用中预期的最高转速(包括瞬时值)的１０５％两者中取较

高值.如果装有速度和扭矩限制器,并且是独立于发动机的正常

操纵装置,已表明是可靠的,则不必超过它们的转速限制值.这些

试验必须按以下要求进行:

(１)超转试车必须与稳定试车交替进行,稳定试车以６０％到

８０％最大连续转速持续１到５分钟;

(２)加速和减速必须在不大于１０秒钟的时间内完成(除了最

大发动机加速需要大于１０秒),而且速度改变的时间不得从超转

试车规定的时间里扣除;

(３)为使运转平稳,超转试车必须以旋翼最平桨距进行.

(e)本条(b)和(d)规定的试验必须在旋翼航空器上进行,扭

矩必须由安装其上的旋翼吸收,但是,如果支承和振动条件是严格

模拟旋翼航空器试验中的条件,也可采用其它地面或飞行试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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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以适当的方法吸收其扭矩除外.

(f)在进行本条规定的各个试验中不得拆卸零件,并且除了进

行本节(c)段中要求的润滑系统失效试验,在完成这些试验后,受

试的每个零件必须处于可用状态.

第２９．９３１条　轴系的临界转速

(a)任何轴系的临界转速必须经演示确定.如果对特定的设

计有可靠的分析方法,则可采用该分析方法.

(b)如果任一临界转速位于或接近慢车、有动力和自转状态

的转速范围,则必须通过试验表明在此转速下所产生的应力必须

在安全限制内.

(c)如果采用分析方法表明临界转速不在允许使用的转速范

围内,则计算的临界转速和允许使用转速限制范围之间的余量必

须是足够的,以考虑计算值与实际值之间可能的变化.

第２９．９３５条　轴系接头

工作中需要润滑的每个分离接头、滑动接头和其它轴系接头,

必须有润滑措施.

第２９．９３９条　涡轮发动机工作特性

(a)必须在飞行中检查涡轮发动机的工作特性,以确认在旋翼

航空器和发动机使用限制范围内的正常和应急使用期间,不会出

现达到危险程度的不利特性(如失速、喘振、熄火).

(b)在正常运行期间,涡轮发动机的进气系统不得由于气流

畸变的影响而引起有害于发动机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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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于调节器控制的发动机,必须表明传动系统不存在与功

率、转速和操纵位移的临界组合有关的危险的扭转不稳定性.

燃油系统

第２９．９５１条　总则

(a)燃油系统的构造和布置,在每种很可能出现的运行情况

下,包括申请合格审定的飞行中允许发动机或辅助动力装置工作

的任何机动飞行,必须保证以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正常工作所

需的流量和压力向其供油.

(b)燃油系统的布置必须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１)发动机或燃油泵不能同时从一个以上油箱内吸油;

(２)具有防止空气进入该系统的设施.

(c)用于涡轮发动机的燃油系统在使用下述状态的燃油时,必

须能在其整个流量和压力范围内持续工作:燃油先在２７℃(８０℉)

时用水饱和,然后每１０升燃油中添加２毫升游离水(每１美加仑

含０．７５毫升),冷却到在运行中很可能遇到的最临界结冰条件.

第２９．９５２条　燃油系统的抗坠撞

除非采用了民航局可接受的其它方法,使燃油系统受到可生

存的撞击(坠撞着陆)引起的燃油着火对机上人员的危害减至最

小,否则,燃油系统必须包括本条设计特性.必须表明这些系统可

承受本条的静、动态减速载荷,而系统部件、燃油箱或导致燃油泄

漏到点火源的燃油附件无结构损伤,这些载荷被看作是在系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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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重心所测量的单独作用的极限载荷.

(a)坠落试验要求　每一油箱或最关键的油箱,必须按下列要

求进行坠落试验:

(１)下落高度必须至少１５．２米(５０英尺);

(２)下落撞击的表面必须是不变形的;

(３)油箱必须装有８０％正常满容量的水;

(４)油箱必须用对安装有代表性的周围结构所包围,除非能确

定周围构件无突起或其它可能导致油箱破裂的设计特性;

(５)油箱必须自由下落并以水平位置±１０度碰撞.

(６)坠落试验后必须无泄漏.

(b)燃油箱载荷系数　除非油箱安装位于其破裂使燃油释放

到任一主要的点火源(例如发动机、加热器和辅助动力装置)或乘

员是极不可能的,每个燃油箱的设计和安装必须在下列极限惯性

载荷系数单独作用下能保持箱内的油量:

(１)客舱内的燃油箱

(i)向上４g;

(ii)向前１６g;

(iii)侧向８g;

(iv)向下２０g.

(２)位于驾驶舱或乘客舱上方或后方的燃油箱(在应急着陆中

如松开会伤害乘员)

(i)向上１．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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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向前８g;

(iii)侧向２g;

(iv)向下４g.

(３)位于其它区域内的燃油箱

(i)向上１．５g;

(ii)向前４g;

(iii)侧向２g;

(iv)向下４g.

(c)燃油管路自密封式脱落接头　除非证明燃油系统部件之

间,或与旋翼航空器局部结构之间极不可能出现危险的相对运动,

或采用可以防止前述相对运动的其它措施,否则必须安装自密封

式脱落接头.所有的燃油箱与燃油管连接处、燃油箱与燃油箱连

接处和燃油系统中因局部结构变形而导致燃油释放的其它位置,

必须安装脱落接头或等效的装置.

(１)自密封式脱落接头的设计和构造必须具有下列设计特性:

(i)脱落接头的分离载荷必须是供油管路中最弱的部件的最

小极限失效载荷(极限强度)的２５％－５０％之间.不考虑管路尺

寸大小,分离载荷必须不小于１３６公斤(３００磅).

(ii)只要以最可能的失效模式施加极限载荷(本节(c)(１)(i)

中所定义),脱落接头就必须分开;

(iii)所有的脱落接头必须具有设计预防措施,以便在正常安

装和使用期间可凭视觉判断该接头是锁紧的(无泄漏)或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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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

(iv)所有的脱落接头必须具有设计措施,以防止由于冲击、振

动或加速而导致脱开或无意中关闭;

(v)设计上脱落接头在完成预期的功能后,不得造成燃油

释放.

(２)所有独立的连接燃油供油系统的接头或等效装置的设计、

试验、安装和维护,必须使得在按照第２９．９５５条(a)工作时,不可

能在飞行中出现意外的燃油切断.并必须符合第２９．５７１条疲劳

评定的要求而无泄漏.

(３)脱落接头的替代、等效装置,在安装该装置的燃油管路上,

由可生存的撞击引起的载荷不得大于管路中最弱的部件的极限载

荷(强度)的２５％—５０％,且必须符合第２９．５７１疲劳评定的要求

而无泄漏.

(d)易碎的或易变形的结构连接件　除非表明在可生存撞击

中燃油箱和燃油系统部件与所在位置的旋翼航空器结有危险的相

对运动是极不可能的,否则,燃油箱和燃油系统部件与所在位置的

旋翼航空器结构之间必须用易碎的或局部可变形的结构连接件连

接.燃油箱结构和燃油系统部件与所在位置的旋翼航空器结构之

间的连接,无论是易碎的或局部易变形的,必须设计成其分离或相

对的局部变形不会产生燃油箱或燃油系统部件的破裂或局部撕裂

而导致燃油泄漏.易碎的或易变形的连接件的极限强度必须满足

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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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将易碎连接件从其支撑结构上分开或使局部易变形连接

件相对于其支撑结构变形所需要的载荷,必须为被连接系统中最

弱的部件的最小极限载荷(强度)的２５％—５０％之间,任何情况下

该载荷不得小于１３６公斤(３００磅).

(２)易碎的或局部易变形的连接件必须在最可能发生的方式

下施加(本条(d)(１)中定义极限载荷)时分开或局部变形.

(３)所以易碎的或局部易变形的连接件必须符合第２９．５７１条

疲劳评定的要求.

(e)燃油和点火源的隔离为了提供最大的抗撞性,燃油的位置

必须尽可能地远离所有的乘员区和潜在的点火源.

(f)其它基本的机械设计准则　燃油箱、燃油管路、导线和电

气装置的设计、结构和安装必须尽可能抗坠.

(g)刚性或半刚性的燃油箱　刚性或半刚性的燃油箱或囊壁

必须抗撞击和抗撕裂.

第２９．９５３条　燃油系统的独立性

(a)对 A类旋翼航空器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燃油系统必须满足第２９．９０３条(b)的要求;

(２)除非采用其它措施满足本条(a)(１)的要求,否则燃油系统

向每台发动机供油都必须通过与其它发动机供油系统相独立的系

统供油.

(b)对多发B类旋翼航空器,每个燃油系统必须满足本条(a)

(２)的要求,然而不必向每台发动机提供单独的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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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９５４条　闪电防护

燃油系统的设计和布置,必须能防止在下列情况下点燃该系

统内的燃油蒸气:

(a)在雷击附着概率高的区域发生直接雷击;

(b)在极可能受扫掠雷击区域发生扫掠雷击;

(c)在燃油通气出口产生电晕放电和流光.

第２９．９５５条　燃油流量

(a)总则　必须表明用于每台发动机的燃油系统,在经批准的

旋翼航空器的每种运行条件和机动飞行状态下,至少能提供发动

机所需的１００％燃油(如果适用,还包括按第２９．９２７要求的试验

状态运转发动机所需的燃油量).除非采用等效的方法,否则必须

通过满足下列条款的试验来表明符合性,但勿需考虑不可能发生

的组合情况.

(１)经加速度(载荷系数)校正的燃油压力必须在发动机型号

合格证数据单规定的限制范围内.

(２)油箱内的燃油量不得超过第２９．９５９条确定的该油箱不可

用油量与验证本条符合性时所需的油量之和;

(３)相应与旋翼航空器的飞行姿态而言,油箱和发动机之间的

燃油压头必须是临界的.

(４)燃油流量传感器(如己安装)和临界燃油泵(对供油泵系统

而言)的安装,必须能够(通过实际或模拟的失效)产生部件损坏时

预期的燃油流量临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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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必须使用发动机转速、电源或燃油泵其它动力源的临

界值.

(６)在燃油流动能力演示试验中,对不利于燃油流量的燃油性

能要取临界值.

(７)必须使第２９．９９７条要求的燃油滤堵塞到能模拟燃油污物

积累达到按第２９．１３０５条(a)(１７)要求的指示器动作所必要的

程度.

(b)燃油输油系统如果燃油系统正常运行时要求燃油能输到

另一油箱,则必须通过一个系统来自动进行.该系统必须已经表

明在旋翼航空器飞行或地面运行时能保持接收油箱内的燃油量在

允许的限制范围内.

(c)多燃油箱如果能由一个以上的燃油箱向一台发动机供油,

则除了具有适当的手动转换能力外,燃油系统还必须设计成,在正

常运行过程中,当向该发动机供油的任一油箱内可用油耗尽,而通

常向该发动机单独供油的其它油箱内有可用燃油时,必须能够防

止该发动机供油中断,而无需飞行机组予以关注.

第２９．９５７条　连通油箱之间的燃油流动

(a)油箱出油口相通和由于重力或飞行加速度使燃油在油箱

之间流动时,在任何持续飞行情况下,油箱间燃油流量必须不能大

到足以使燃油从油箱通气管中溢出;

(b)如果飞行中可能将燃油从一个油箱泵交输到另一个油

箱,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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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通气系统和燃油转输系统的设计,必须使油箱结构不致因

输油过量而损坏;

(２)通气口发生溢流前,必须有警告机组的设施.

第２９．９５９条　不可用燃油量

每个燃油箱的不可用燃油量必须确定为不小于下述油量:对

需由该油箱供油的所有预定运行和机动飞行,在最不利供油条件

下,发动机工作开始出现不正常时该油箱内的油量.

第２９．９６１条　燃油系统在热气候条件下的工作

对虹吸式燃油系统和其它易形成油气的燃油系统,必须表明

在下述条件下能良好运行(在合格证限制范围内):即在临界运行

状态下,包括由第２９．９２７条(b)(１)和(b)(２)定义的发动机运行

状态的适用情况,在形成油气的最临界温度下使用燃油.

第２９．９６３条　燃油箱:总则

(a)每个燃油箱必须承受运行中可能遇到的振动、惯性、油液

及结构的载荷而不损坏.

(b)每个软燃油箱囊或软燃油必须经批准或表明适合于其特

定用途,并必须抗刺穿.为满足 TSO C８０第１６条的要求,抗刺

穿力最小是１６８公斤(３７０磅).

(c)整体油箱必须有进行内部检查和修理的设备.

(d)燃油箱内每一部件暴露表面的最高温度,必须比燃油箱

中燃油或燃油蒸气预期的最低自燃温度低一个安全裕度,必须在

燃油箱内部所有部件的全部工作状态下和所有正常或故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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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证明本要求的符合性.

(e)安装在座舱内的每一个燃油箱,必须用能向旋翼航空器外

部排放和通气的耐油气和耐燃油的防护外罩隔离.外罩的设计和

构造必须对油箱提供必要的防护.在遭受第２９．９５２条所述的可

生存撞击时,必须是抗撞的.且必须足以承受在座舱内所预期的

载荷和磨损.

第２９．９６５条　燃油箱试验

(a)每个燃油箱必须能承受本条规定的压力试验而不损坏或

渗漏.如实际可行,可模拟使用中的压力分布进行压力试验.

(b)每个普通金属油箱、箱壁不支承在旋翼航空器结构上的

非金属油箱以及整体油箱,必须承受２４．２千帕(３．５磅/英寸２)的

压力.除非当油箱满油并承受的最大极限加速度或应急负加速度

产生的压力超过以上数值时,必须施加一个尽可能相当于实际的

加速度载荷的静压头或等效试验.但是,不承受加速度载荷的油

箱表面,其压力不必超过２４．２千帕(３．５磅/英寸２).

(c)每个油箱壁支承于旋翼航空器结构的非金属油箱,必须承

受下列试验:

(１)至少为１３．７千帕(２磅/英寸２)的压力试验,本项试验可

以在油箱上结合本条(c)(２)规定单独进行;

(２)压力试验,该试验将油箱安装在旋翼航空结构上并施加试

验压力等于油箱满油时承受最大极限加速度或应急负加速度所产

生的载荷.但是,在不承受加速度载荷的表面上其压力值不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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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１３．７千帕(２磅/英寸２).

(d)每个具有大的无支承或无加强平面的油箱,或因损坏或

变形引起渗漏的油箱,必须经受下列试验或等效试验:

(１)必须用完整的油箱连同其支承件作振动试验,试验时的固

定方式应模拟实际安装情况;

(２)油箱组件必须装有２/３油箱容量的合适试验液,并以不小

于０．８毫米(１/３２英寸)的振幅(除非证实可用其它振幅)振动２５

小时;

(３)振动试验频率必须按下列规定:

(i)在发动机或旋翼系统正常工作转速范围内,如果没有任何

转速引起的振动频率是临界的,则振动试验频率(以每分钟振动循

环次数计算)对于活塞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必须为有动力时发动

机最大和最小转速(转/分)的平均值;对于涡轮发动机的旋翼航空

器必须为２０００周/分.但采用一个根据更合理计算得出的频率值

除外;

(ii)如果在发动机或旋翼系统正常工作转速范围内,由转速

引起的振动频率中只有一个临界频率,则必须以此频率作为试验

振动频率;

(iii)如果在发动机或旋翼系统正常工作转速范围内,由转速

引起的振动频率中有多个临界频率,则必须以其中最严重的作为

振动试验频率.

(４)在本条(d)(３)(ii)和(iii)的情况下,必须调整试验时间,使

—８７１—



达到的振动循环数与本条(d)(３)(i)规定的频率在２５小时内完成

的振动循环数相同;

(５)试验时,必须以每分钟１６~２０个整循环的速率绕最临界

的轴摇晃油箱,摇晃角度为水平面上下各１５°(共３０°),历时２５小

时.如果分别绕不同轴的运动都是临界的,则油箱必须绕每根临

界轴摇晃１２．５小时.

第２９．９６７条　燃油箱安装

(a)每个燃油箱的支承必须使油箱载荷不集中作用在无支承

的油箱表面.此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如有必要,必须在油箱与其支承件之间设置隔垫,以防擦

伤油箱;

(２)隔垫必须不吸收燃油或经处理后不吸收燃油;

(３)如果使用软油箱,则软油箱的支承必须使其不必承受油液

载荷;

(４)每个油箱舱内表面必须光滑,而且不具有磨损软油箱的凸

起物,除非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i)在凸起物处,具有保护软油箱的措施;

(ii)软油箱本身构造具有这种保护作用.

(b)贴近燃油箱表面的任何空间必须充分地通大气,以防止

由于轻微渗漏形成油或油气聚积.如果箱安装在密封的油箱舱

内,可以仅用排漏孔通大气,但排漏孔的尺寸必须足以防止阻塞和

因飞行高度变化而引起的过压.如果安装软油箱,则软油箱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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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舱之间空间的通气布置,在任何预期飞行条件下,必须使油箱舱

与油箱通气压力保持恰当的关系.

(c)每个燃油箱的位置必须满足第２９．１１８５条(b)和(c)的

要求.

(d)紧靠发动机舱主要空气出口处的旋翼航空器蒙皮,不得

作为整体油箱的箱壁.

第２９．９６９条　燃油箱的膨胀空间

每个燃油箱或有互连通气系统的每组燃油箱都必须具有不小

于２％油箱容积的膨胀空间,必须使旋翼航空器处于正常地面姿

态时,不可能由于疏忽而使所加燃油占用膨胀空间.

第２９．９７１条　燃油箱沉淀槽

(a)每个燃油箱必须有沉淀槽,其容积不小于下列数值中较

大者:

(１)油箱容积的０．１０％;

(２)０．２４升(１/１６美加仑).

(b)本条(a)规定的沉淀槽容积,在旋翼航空器处于任何正常

姿态下都必须是有效的.沉淀槽必须设置得不能使槽内的沉淀物

从油箱出口排出.

(c)在旋翼航空器处于运行时预定的任何地面姿态时,每个油

箱必须使任何危险量的水从该油箱的任何部位均能排入其沉

淀槽.

(d)每个燃油箱的沉淀槽必须有一个放油嘴,在地面上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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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槽内的沉淀物全部放出.

第２９．９７３条　燃油箱加油口接头

(a)在正常工作期间,每个燃油箱加油口接头必须能防止燃油

流入油箱以外的旋翼航空器的任何部分,并在第２９．９５２条(c)要

求的受可生存撞击中必须是抗坠的.此外,还需符合下列规定:

(１)每个加油口必须按第２９．１５５７条(c)(１)规定作标记;

(２)每个能明显积存燃油的凹型加油口接头,必须有放油嘴,

其排放油应能避开旋翼航空器各个部分;

(３)每个加油口盖必须有一个燃油密封件,并能在正常运行和

可生存撞击中预期出现的燃油压力下正常工作.

(b)当每个加油口盖未能完全锁住或未能安置在加油口接头

上时,加油口盖或加油口盖罩必须能报警.

第２９．９７５条　燃油箱的通气和汽化器蒸气的排放

(a)燃油箱的通气每个燃油箱必须从膨胀空间的顶部通气,以

便在任何正常飞行情况下都能有效地通气.此外,应满足下列

要求:

(１)每个通气口的位置必须能避免被污物或结冰堵塞;

(２)每个通气口的位置必须能防止在正常运行时产生燃油

虹吸;

(３)在下列情况下,通气量和通气压力必须使油箱内外压差保

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i)正常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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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最大升、降速率;

(iii)加油和抽油(如果适用).

(４)出油口互相连通的油箱,其膨胀空间必须互相连通;

(５)旋翼航空器处于地面姿态或水平飞行姿态时,任何通气管

路中都不得有会积水的部位,如果具有放油设施则除外;

(６)通气或放油设施的终端不得位于下列各处:

(i)从通气管出口排出的燃油会引起着火危险之处;

(ii)油气可能进入载人舱之处.

(７)通气系统的设计必须使旋翼航空器在着陆、地面运行或受

可生存的撞击期间出现翻转时,将通过通气口溢出流到点火源的

燃油减至最少.

(b)汽化器蒸汽的排放每个具有蒸汽消除接头的汽化器,必

须有排放管将蒸汽引回到某一燃油箱内.此外,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每一排放系统必须具有防止被结冰堵塞的措施;

(２)如果装有多个燃油箱,并且各燃油箱的使用必须按一定

顺序,则必须将每根蒸汽排放回输管引回到供起飞着陆用的燃

油箱.

第２９．９７７条　燃油箱出油口

(a)燃油箱出油口或增压泵都必须装有符合下列规定的燃油

滤网:

(１)对于活塞发动机旋翼航空器,该滤网为３—６目/厘米(８—

１６目/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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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涡轮发动机旋翼航空器,该滤网能阻止可能造成限流

或损坏燃油系统任何部件的杂物通过.

(b)每个燃油箱出油口滤网的流通面积必须至少是出油口管

路截面积的５倍.

(c)每个滤网的直径,必须至少等于燃油箱出油口直径.

(d)每个指形滤网必须便于检查和清洗.

第２９．９７９条　低于油面的压力加油和加油设备

(a)每个低于油箱油面的加油接头,必须有防止燃油进口阀万

一失灵而引起从油箱内泄出危险量燃油的装置.

(b)压力加油系统除安装限制油箱中油量的常规装置外,还

必须安装一个当常规装置失效时能防止油箱损坏的装置.

(c)旋翼航空器压力加油系统(不含燃油箱和燃油箱通气口)

必须能承受的极限载荷,为加油时很可能出现的最大压力(包括波

动压力,加油期间可能发)所引起载荷的２倍.必须按各油箱阀有

意或无意关闭的任何组合来确定最大波动压力.

(d)旋翼航空器的抽油系统(不含燃油箱和燃油箱通气口)必

须能承受的极限载荷,旋翼航空器加油接头处最大允许抽油压力

(正压或负压)所引起载荷的２倍.

燃油系统部件

第２９．９９１条　燃油泵

(a)对第２９．９５５条的符合性不得由于下列部件的失效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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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１)除经批准的并被安装作为型号审定合格的发动机部件以

外的任一油泵;

(２)油泵运行时需要的任何部件,除使用该泵的发动机以外.

(b)燃油泵的安装要求如下:

(１)需要维持合适的燃油压力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i)必须提供一个接头,把汽化器空气静压传递到适当的油泵

卸压活门的接头上;

(ii)压力表平衡导管必须单独与汽化器进口压力接通,以避

免燃油压力读数错误.

(２)具有密封件或隔膜的燃油泵安装可能渗漏,必须有排放漏

油的装置.

(３)排放管必须把漏出的燃油放到不会引起着火危险的地方.

第２９．９９３条　燃油系统导管和接头

(a)每根燃油导管的安装和支承,必须能防止过度的振动,并

能承受燃油压力、阀门动作及加速度飞行所引起的载荷.

(b)连接在可能有相对运动的旋翼航空器部件之间的每根燃

油导管,必须用柔性连接.

(c)燃油管路中可能承受压力和轴向载荷的每一柔性连接,必

须使用软管组件.

(d)软管必须经过批准.

(e)在高温下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软管,不得用于在运行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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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停车后温度过高部位.

第２９．９９５条　燃油阀

除了满足第２９．１１８９条的要求外,每个燃油阀还必须符合下

列规定:

(a)[备用]

(b)阀门的支承应使阀门工作或加速度飞行所造成的载荷不

会传给与阀门相连的导管.

第２９．９９７条　燃油滤网或燃油滤

燃油箱出油口与易受燃油污染的第一个燃油系统部件的进口

(包括但不限于燃油计量装置或发动机的正排量泵,两种入口中取

距油箱出口较近者)之间,必须设置满足下列要求的燃油滤网或燃

油滤:

(a)便于放油和清洗,且必须有易于拆卸的网件或滤芯;

(b)具有沉淀槽和放油嘴.如果滤网或油滤易于拆卸进行放

油,则不需设置放油嘴;

(c)安装或不由相连导管或滤网(或油滤)本身的入口(或出

口)接头来承受其重量,除非导管或接头在所有载荷情况下均具有

足够的强度余量;

(d)具有从燃油中清除任何污物的措施,这些污物会危及旋

翼航空器或发动机燃油系统正常工作所需的通过旋翼航空器或发

动机燃油系统部件的燃油流量.

第２９．９９９条　燃油系统放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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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每个燃油系统的最低点,必须至少有一个易于接近的放

油嘴,当旋翼航空器处于预期使用中的任何地面姿态时,可完全放

出系统中的燃油.

(b)本条(a)规定的每个放油嘴和第２９．９７１条中规定的放油

嘴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使排放油避开旋翼航空器各个部分;

(２)有手动或自动的机构,能确实地锁定在关闭位置;

(３)具有满足下列要求的放油阀:

(i)易于接近并易于打开和关闭;

(ii)阀门位置或其防护措施,即使起落架收起着陆也能防止

燃油喷溅.

第２９．１００１条　应急放油

如果安装应急放油系统,应按下列要求:

(a)在经批准放油的各种飞行状态中,应急放油必须安全

可靠.

(b)必须按以下规定表明本条(a)的符合性:

(１)应急放油系统及其工作应无着火危险;

(２)应急放油时不能因燃油或油气喷射到旋翼航空器任何部

位上而发生危险;

(３)在进行应急放油的整个过程中,旋翼航空器应保持良好的

可操纵性.

(c)必须提供措施,能自动防止应急放油低于下述油位:即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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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航空器从海平面以最大连续功率全发爬升到１５００米(５０００英

尺)高度,然后在发动机功率最大范围内再巡航３０分钟所需的

油位.

(d)任何应急放油系统操纵机构的设计都必须允许飞行人员

(最小机组)能在放油进行到任一程度时可靠地中止放油.

(e)应急放油系统的设计必须符合第２９．９０１条(c)的动力装

置安装要求.

(f)如果附加燃油有单独且独立的操纵机构,则可安装满足本

节(a)、(b)、(d)和(e)要求的辅助放油系统以放出附加燃油.

滑油系统

第２９．１０１１条　发动机:总则

(a)每台发动机必须有独立的滑油系统,在不超过安全连续运

转温度值的情况下,能向发动机供给适量的滑油.

(b)每个系统的可用滑油量,不得小于旋翼航空器在临界运

行条件下的续航时间与同样条件下发动机最大允许滑油消耗量的

乘积,加上保证充分循环和冷却的适当余量.对装活塞发动机旋

翼航空器,可以用可用燃油量与可用滑油量的容积比为４０∶１来

代替续航时间和滑油消耗量的理论分析.

(c)如果经过发动机实际滑油消耗数据的证实,则可以采用低

于本节(c)规定的燃油/滑油容积比.

(d)必须按第２９．１０４１条到第２９．１０４９条中所适用的要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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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发动机和滑油冷却设施保持滑油温度等于或低于最大确定值的

能力.

第２９．１０１３条　滑油箱

(a)安装　滑油箱的安装必须满足第２９．９６７条的要求.

(b)膨胀空间　必须按下列要求保证滑油箱的膨胀空间:

(１)用于活塞发动机的每个滑油箱,必须具有不小于１０％油

箱容积或２升(０．５美加仑)的膨胀空间(最大值);用于涡轮发动

机的每个滑油箱,必须具有不小于１０％油箱容积的膨胀空间;

(２)不与发动机直接相连的每个备用滑油箱,可以具有不小于

２％滑油箱容积的膨胀空间;

(３)当使旋翼航空器处于正常地面姿态时,不可能由于疏忽而

使所加滑油占用膨胀空间.

(c)加油接头　每个能明显积存滑油的凹型滑油箱加油接头,

必须有放油嘴,其排放油应能避开旋翼航空器各个部分.此外,还

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每个滑油箱加油口盖,必须有一个在预期工作压力下的耐

滑油密封件;

(２)对于 A类旋翼航空器,每个滑油箱加油口盖或加油口盖

防护罩,必须具有如下特点,当加油口盖没有完全锁定或没有完全

固定到加油接头上时,能给出警告;

(３)每个滑油箱加油口必须按第２９．１５５７条(c)(２)的要求作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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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通气　滑油箱必须按下列要求通气:

(１)滑油箱必须从膨胀空间的顶部通气,以便在任何正常飞行

条件下都能有效地通气;

(２)滑油箱通气口的布置,必须使可能冻结和堵塞管路的冷凝

水蒸汽不会聚积在任何一处.

(e)出油口　必须具有防止任何外来物进入滑油箱本身或进

入滑油箱出油口的措施,以免妨碍滑油在系统中流动.滑油箱出

油口不得用在任一工作温度下会使滑油流量减到低于安全值的滤

网或护罩加以包复.用于涡轮发动机的滑油箱出油口处,必须装

有切断阀,如果滑油系统的外露部分(包括滑油箱支架)是防火的

则除外.

(f)软滑油箱　软滑油箱必须经过批准,或必须表明适合其特

定用途.

第２９．１０１５条　滑油箱试验

滑油箱必须按下列要求设计和安装:

(a)能承受运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振动、惯性和液体载荷而不

损坏;

(b)除按下述试验压力代替第２９．９６５条(b)规定的压力外,

应满足第２９．９６５条的要求:

(１)对于涡轮发动机的增压滑油箱,试验压力不能小于３４．５

千帕(５磅/英寸２)加上油箱的最大工作压力;

(２)对于所有其它的滑油箱,试验压力不能小于３４．５千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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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英寸２).

第２９．１０１７条　滑油导管和接头

(a)滑油导管必须满足第２９．９９３条的要求.

(b)通气管必须按下列要求布置:

(１)可能冻结和堵塞管路的冷凝水蒸汽不会聚积在任何一处;

(２)通气管的气体排放将不会由于滑油泡沫的出现而构成着

火危险,或排泄出的滑油喷溅到驾驶员风挡上;

(３)通气管不会使排放物进入发动机进气系统.

第２９．１０１９条　滑油滤网或滑油滤

(a)每台涡轮发动机装置,必须包括能过滤发动机全部滑油并

满足下列要求的滑油滤网或滑油滤:

(１)具有旁路的滑油滤网或滑油滤,其构造和安装必须使得在

该滤网或油滤完全堵塞的情况下,滑油仍能以正常的速率流经系

统的其余部分;

(２)滑油滤网或滑油滤必须具有足够的滤通能力(根据发动机

的使用限制),以便在滑油脏污程度(与污粒大小和密度有关)超过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３３部对发动机所规定的值时,保证发动机滑

油系统功能不受损害;

(３)滑油滤网或滑油滤(除非将其安装在滑油箱出口处)必须

具有措施,在脏污程度影响本条(a)(２)规定的滤通能力之前作出

指示;

(４)滑油滤网或滑油滤旁路的构造和安装,必须通过其适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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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聚积的污物逸出最少,以确保聚积的污物不致进入旁通油路;

(５)不具备旁路的滑油滤网或滑油滤(装在滑油箱出口处除

外),必须具有将滑油滤网或滑油滤与第２９．１３０５条(a)(１８)中要

求的警告系统相连的措施.

(b)使用活塞发动机的动力装置安装中,滑油滤网或滑油滤

的构造和安装,必须使得在该滤网或油滤滤芯完全堵塞的情况下,

滑油仍能以正常的速率流经系统的其余部分.

第２９．１０２１条　滑油系统放油嘴

必须具有能使滑油系统安全排放的一个(或几个)放油嘴.每

个放油嘴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a)是可达的;

(b)有手动或自动的机构,能将其确实地锁定在关闭位置.

第２９．１０２３条　滑油散热器

(a)滑油散热器必须能承受在运行中可能遇到的振动、惯性以

及滑油压力载荷而不损坏.

(b)滑油散热器空气管的设置或配备,必须使得在着火时,不

管发动机是否工作,气流都不会使得火焰直接吹到散热器上.

第２９．１０２５条　滑油阀

(a)滑油阀在切断滑油时必须满足第２９．１１８９条的要求.

(b)滑油切断装置的关闭不得妨碍自转.

(c)每个滑油阀在“打开”和“关闭”位置处,均必须有确实的止

动或合适的指示标志.滑油阀的支承,必须使其工作时或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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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飞行情况下所产生的载荷不会传给与阀门相连的导管.

第２９．１０２７条　传动装置和减速器:总则

(a)要求持续润滑旋翼传动系统部件的滑油系统,必须完全独

立于发动机润滑系统,以保证满足下列要求:

(１)任一台发动机不工作,传动系统的滑油系统还能正常

工作:

(２)自转时安全可靠.

(b)传动装置和减速器的压力润滑系统必须符合第２９．１０１３

条(c)、(d)和(f),第２９．１０１５条,第２９．１０１７条,第２９．１０２１条,第

２９．１０２３条及第２９．１３３７条(d)的要求.此外,该系统必须满足下

列要求:

(１)具有能过滤全部润滑油的滑油滤网或滑油滤,且必须满足

下列要求:

(i)其设计能从润滑油中清除可能损坏传动装置和传动系统

部件或阻碍滑油流动到危险程度的任何污物.

(ii)配有旁路,其构造和安装要按下列要求:

(A)在该滤网或油滤完全堵塞的情况下,润滑油仍能以正常

的速率流经系统的其余部分;

(B)通过旁路的适当布置,使聚积的污物溢出最小,以确保聚

积的污物不致进入旁通油路;

(iii)配有一种装置,在旁路开通前或开通时,能对油滤或滤网

上污物聚积的程度作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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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旋翼传动系统及其部件提供润滑的每一润滑油箱或沉

淀槽出口,应安装滤网以防止可能阻碍润滑油从出油口流向本条

(b)(１)所规定的油滤的任何物体进入润滑系统,本条(b)(１)的规

定不适用于安装在润滑油箱或沉淀槽的出油口的滤网.

(c)旋翼传动系统减速器的溅油润滑系统必须符合第２９．１０２１

条和第２９．１３３７条(d)的要求.

冷　　却

第２９．１０４１条　总则

(a)在申请合格审定的地面、水面和空中运行条件下以及在发

动机或辅助动力装置或两者正常停车后,动力装置和辅助动力装

置的冷却设施,必须能使动力装置部件、发动机所用的液体以及辅

助动力装置部件和所用的液体温度,均保持在对这些部件和液体

所制定的温度限制以内.

(b)在任何临界表面(地面或水面)和空中运行条件下,必须

有冷却设施保持任何动力传动装置内的液体温度在安全值范

围内.

(c)除了只用于地面的辅助动力装置外,在本条(a)和(b)规定

的条件下,获得所选择的动力装置部件、辅助动力装置部件、发动

机及传动装置液体的温度,必须由飞行试验来表明满足本条(a)和

(b)的要求.

第２９．１０４３条　冷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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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总则　对于第２９．１０４１条(c)所规定的试验,采用下列

规定:

(１)如果在偏离本条(b)所规定的最高外界大气温度的条件

下进行试验,则必须按本条(c)和(d)修正所记录的动力装置温度,

如果采用更合理的修正方法则除外;

(２)根据本条(a)(１)所确定的修正温度,不得超过制定的

限制;

(３)冷却试验所用的燃油必须是经批准用于该发动机的最低

燃油品级,而燃油混合比必须是正常工作状态的调定值;

(４)试验程序必须按第２９．１０４５条至第２９．１０４９条的规定.

(５)进行冷却试验,当温度变化率低于每分钟１．１℃(２℉)时,

则认为温度是“稳定的”.

(b)最高外界大气温度相应于海平面条件的最高外界大气温

度必须至少规定为３７．８℃(１００℉),在海平面以上,假设温度递减

率为:高度每增加１０００米,温度下降６．５℃(１０００英尺,温度下降

３．６℉).一直降到 ５６．５℃(６９．７℉)为止,在此高度以上认为温

度 ５６．５℃(６９．７℉)是恒定的.然而对于冬季使用的装置,申请

人可以选用低于３７．８℃(１００℉)的相应于海平面条件的最高外界

大气温度.

(c)修正系数(气缸筒不适用)对于规定了温度限制的发动机

所用的液体和动力装置部件(气缸筒除外)的温度必须修正.修正

方法为:此温度加上最高外界大气温度与外界空气温度(冷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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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记录的部件或液体最高温度首次出现时的外界空气温度)的

差值.如果采用更合理的修正方法则除外.

(d)气缸筒温度的修正系数气缸筒温度必须进行修正,修正

方法为:此温度加上最高外界大气温度与空气温度(冷却试验中记

录的气缸筒最高温度首次出现时的外界空气温度)差值的７０％.

第２９．１０４５条　爬升冷却试验程序

(a)下列旋翼航空器必须按本条要求进行爬升冷却试验:

(１)A类旋翼航空器;

(２)按 A类动力装置安装的各项要求和第２９．６７条(b)所制

定的稳定爬升率或下降率时按第２９．８６１条(a)的要求申请合格审

定的多发B类旋翼航空器.

(b)必须在某台发动机不工作的条件下进行爬升或下降的冷

却试验,以使其它各台发动机和动力装置部件产生最不利的冷却

条件.

(c)每台运转的发动机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对于申请使用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状态

的直升机,每台发动机必须在此功率状态下运转３０分钟,然后在

最大连续功率状态下(或在临界高度以上的全油门状态下)运转;

(２)对于申请使用连续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状态的

直升机,每台发动机必须在此功率状态下(或在临界高度以上的全

油门状态下)运转;

(３)对于其它旋翼航空器,每台发动机必须在最大连续功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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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状态下(或在临界高度以上的全油门状态下)运转.

(d)飞行中温度稳定后,爬升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从不大于下列较低的一个高度开始:

(i)发动机临界高度以下３０５米(１０００英尺);

(ii)在爬升率为４７．５米/分(１５０英尺/分)的最大高度以下

３０５米(１０００英尺).

(２)在记录的最高温度出现后继续爬升至少５分钟,或直到旋

翼航空器达到申请合格审定的最大高度.

(e)对于已经没有正爬升率的B类旋翼航空器,下降必须在

所有发动机的临界高度开始,并在下列较高的高度结束:

(１)一台发动机运转能够保持水平飞行的最大高度;

(２)海平面.

(f)爬升或下降必须在相当于所试形态的正常运行情况的典

型空速下进行.然而,如果冷却方法对旋翼航空器的速度是敏感

的,则必须采用最临界的空速,但是不必超过第２９．６７条(a)(２)或

第２９．６７条(b)所规定的速度值,爬升冷却试验可与第２９．１０４７条

的起飞冷却试验结合进行.

第２９．１０４７条　起飞冷却试验程序

(a)A类　对于 A 类旋翼航空器,必须在起飞和随后的爬升

期间,按下列方法表明其冷却情况:

(１)在下列情况下,有地效悬停时,温度必须是稳定的:

(i)悬停所需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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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整流罩风门和散热装置处于合适的位置;

(iii)最大重量.

(２)在温度稳定后,必须在一台发动机不工作的情况下,从实

际可行的最低高度开始爬升.

(３)运转的发动机必须处于申请批准的最大功率状态(或临界

高度以上的全油门状态).其时间和第２９．５９条确定起飞离场爬

升功率状态的时间相同.

(４)在本条(b)(３)规定的时间结束时,功率必须改变到满足

第２９．６７条(a)(２)使用的功率.并且必须按下列要求继续爬升:

(i)如果使用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状态,则

继续爬升３０分钟;

(ii)如果使用连续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或最大连续

功率状态,则在最高记录温度出现后,至少继续爬升５分钟.

(５)爬升速度必须是按第２９．５９条确定起飞飞行航迹所使用

之速度.

(b)B类　对于B类旋翼航空器,必须在起飞和接着的爬升期

间,按下列方法表明其冷却情况:

(１)在下列情况下,有地效悬停时,温度必须是稳定的:

(i)悬停所需功率;

(ii)整流罩风门和散热装置处于合适位置;

(iii)最大重量.

(２)在温度稳定后,必须以起飞功率从实际可行的最低高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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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爬升;

(３)使用起飞功率的时间,必须和第２９．６３条确定起飞爬升航

迹使用起飞功率的时间相同;

(４)在本条(a)(３)规定的时间结束时,功率必须降低到最大连

续功率,并且在最高记录温度出现后必须继续爬升至少５分钟;

(５)冷却试验必须在相当于所试形态的正常运行情况的典型

空速下进行.然而,如果冷却方法对旋翼航空器速度是敏感的,则

必须采用最临界的空速,但是不必超过最大连续功率下最佳爬升

率的速度.

第２９．１０４９条　悬停冷却试验程序

悬停冷却措施必须用下列方法表明:

(a)旋翼航空器在海平面,在静止气流中有地效悬停,悬停时

旋翼航空器的重量是最大重量,或是能悬停的最大重量(如果后者

比前者小);发动机功率是悬停所需功率,但不大于最大连续功率.

悬停时间直到记录温度出现最高数值后,至少再持续５分钟.

(b)旋翼航空器以最大连续功率、最大重量在该形态零爬升

率的高度上悬停,直到记录温度出现最高数值后,悬停至少再持续

５分钟.

进气系统

第２９．１０９１条　进气

(a)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的进气系统,必须在申请合格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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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种工作条件下,供给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所需的空气量.

(b)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的进气系统,当进气系统阀处于

任一位置时,必须能够供给正常燃油调节和混合比分配所需的空

气量.

(c)进气口不得开设在发动机回火火焰会造成着火危险的发

动机附件段或动力装置舱内的其它区域.

(d)每台活塞发动机必须有一个备用的进气口.

(e)每个备用进气口必须设置成能防止雨水、冰块或其它外来

物进入.

(f)涡轮发动机旋翼航空器和装有辅助动力装置的旋翼航空

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必须有措施防止由可燃液体系统的放油嘴、通气口或其它

部件漏出或溢出的危险量燃油进入发动机或辅助动力装置进气

系统.

(２)进气道的位置或防护必须使其在起飞、着陆或滑行过程中

吸入外来物的程度减至最小.

第２９．１０９３条　进气系统的防冰

(a)活塞发动机　活塞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必须有防冰和除冰

措施,除非用其它方法来满足上述要求,否则必须表明,在温度为

１℃(３０℉)的无可见水汽的空气中,发动机以６０％的最大连续功

率运转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装有普通文氏管式汽化器的海平面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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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提供５０℃(９０℉)温升的预热器;

(２)装有有助防冰的汽化器的海平面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有

能提供３９℃(７０℉)温升的预热器;

(３)装有普通文氏管式汽化器的高空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有

能提供６７℃(１２０℉)温升的预热器;

(４)装有有助防冰的汽化器的高空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有能

提供５６℃(１００℉)温升的预热器.

(b)涡轮发动机

(１)必须表明每台涡轮发动机及其进气系统能在发动机整个

飞行功率范围(包括慢车)内工作.

(i)在本规章附件C规定的结冰条件下,发动机或进气系统部

件上没有不利于发动机运转或引起功率严重损失的冰聚积:

(ii)在规定的旋翼航空器限制范围内,在降雪和扬雪时没有

不利于发动机运转的影响.

(２)涡轮发动机必须在温度 ９~ １℃(１５~３０℉)、液态水含

量不小于０．３克/米３、水滴平均有效直径不小于２０微米的大气条

件下,进行地面慢车运转３０分钟,此时可供发动机防冰用的引气

处于其临界状态而无不利影响.随后发动机以起飞功率(推力)作

短暂运转.在上述３０分钟慢车运转期间,发动机可以按适航当局

可接受的方式间歇地加入转速到中等功率或推力.

(c)增压式活塞发动机　装有增压器(对进入汽化器之前的空

气进行增压)的活塞发动机,在判断符合本条(a)的规定时,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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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上均可利用由此增压所产生的空气温升,只要所利用的温升

是在有关的高度和运转条件下因增压而自动获得的.

第２９．１１０１条　汽化器空气预热器的设计

汽化器空气预热器的设计和构造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a)当发动机用不预热的空气运转时,保证预热器的通风;

(b)能够检查预热器所包围的排气支管部分;

(c)能够检查预热器本身的临界部位.

第２９．１１０３条　进气系统管道和空气导管系统

(a)处于发动机第一级增压器和辅助动力装置压气机上游的

进气系统管道,必须有放油嘴,以防在地面姿态时燃油和水汽积聚

到危险程度.放油嘴不得在可能引起着火危险的部位放油.

(b)进气系统管道必须有足够的强度,能防止进气系统由于

正常回火情况而损坏.

(c)连接在可能有相对运动的部件之间的每根进气管道,必须

采用柔性连接.

(d)需要装置灭火系统的任何火区内的每根进气管道,必须

至少满足下列要求:

(１)如果进气管道通过任一防火墙,管道必须是防火的;

(２)其它管道必须是耐火的,但辅助动力装置火区内的辅助动

力装置管道必须是防火的.

(e)辅助动力装置进气系统管道,在辅助动力装置舱上游足够

长的一段距离上,必须是防火的,以防止热燃气回流烧穿辅助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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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管道并进入旋翼航空器的任何其它隔舱或区域(热燃气进入

这些地方会造成危害).用于制造进气系统管道其它部分和辅助

动力装置进气增压室的材料,必须能经受住很可能出现的最热

状态.

(f)辅助动力装置的进气系统管道,必须用不会吸收或积存危

险量可燃液体(在喘振或回流情况下可能被点燃)的材料来制造.

第２９．１１０５条　进气系统的空气滤

如果进气系统采用空气滤,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a)每个空气滤必须位于汽化器上游;

(b)空气滤如果不能用热空气除冰,则不得安装在作为发动

机空气进口的唯一通道的进气系统上任何部位;

(c)空气滤不得单用酒精除冰;

(d)必须使燃油不可能冲击到任何空气滤上.

第２９．１１０７条　中间冷却器和后冷却器

中间冷却器和后冷却器,必须能承受运行中会遇到的任何振

动、惯性和空气压力载荷.

第２９．１１０９条　汽化器空气冷却

必须按第２９．１０４３条要求,表明采用二级增压器的装置,具有

使汽化器进口空气温度等于或小于最大确定值的措施.

排气系统

第２９．１１２１条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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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动力装置和辅助动力装置安装,采用下列规定:

(a)排气系统必须保证安全地排出废气,没有着火危险,在任

何载人舱内也没有一氧化碳污染;

(b)表面温度足以点燃可燃液体或蒸汽的每个排气系统零

件,其安装或屏蔽必须使得任何输送可燃液体或蒸汽系统的泄漏,

不会由液体或蒸汽接触到排气系统(包括排气系统屏蔽件)的任何

零件引起着火;

(c)凡可能受到热废气冲击或受到排气系统零件高温影响的

每个部件,均必须是防火的.必须用防火的屏蔽件将所有排气系

统部件与邻近的旋翼航空器(位于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舱之外

的)互相隔开;

(d)废气排放时不得使任何可燃液体通气口或放油嘴有着火

危险;

(e)废气不得排到其引起的眩光会在夜间严重影响驾驶员视

觉的地方;

(f)所有排气系统部件均必须通风,以防止某些部位温度

过高;

(g)各排气管罩必须通风或绝热,以免在正常运行中温度高

到足以点燃排气管罩外的任何可燃液体或蒸汽;

(h)如果涡轮发动机的排气系统有明显的凹陷区,为防止旋

翼航空器发动机起动失败后,燃油聚集在该处,则必须有在任何正

常地面姿态和飞行姿态排放聚集的燃油避开旋翼航空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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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１２３条　排气管

(a)排气管必须是耐热和耐腐蚀的,并且必须有措施防止由于

工作温度引起的膨胀而损坏.

(b)排气管的支承,必须能承受运行中会遇到的任何振动和

惯性载荷.

(c)连接在可能有相对运动的部件之间的排气管,必须采用柔

性连接.

第２９．１１２５条　排气热交换器

对于活塞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采用下列规定:

(a)排气热交换器的构造和安装,必须能承受运行中会遇到的

振动、惯性和其它载荷.此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排气热交换器必须适合于高温下连续工作,并能耐排气

腐蚀;

(２)必须具有检查排气热交换器临界部位的措施;

(３)排气热交换器接触废气的部位必须有冷却措施;

(４)排气热交换器或套管,不得有任何会增加点燃可燃液体或

蒸汽(输送可燃液体的部件失效或故障时可能出现这种液体或蒸

汽)概率的止滞区或积存油液的部位.

(b)如果使用排气热交换器加热乘员座舱的通风空气,则应

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１)在主排气热交换器和通风空气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个次级

热交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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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必须采用其它方法防止通风空气受到有害污染.

第２９．１１４１条　动力装置的操纵机构:总则

(a)动力装置操纵机构的位置和排列,必须符合第２９．７７７条

的规定,并按第２９．１５５５条的要求作标记.

(b)操纵机构的位置必须保证不会由于人员进出驾驶舱或在

驾驶舱内正常活动而使其误动.

(c)动力装置操纵机构每个柔性件必须经过批准.

(d)操纵机构必须能保持在任何给定的位置,而不会出现下

列情况:

(１)需要经常注意这些机构;或

(２)由于操纵载荷或振动而有滑移的趋势.

(e)操纵机构必须能够承受各种工作载荷,而没有过度的

变形.

(f)安全运行所要求的动力装置阀门操纵机构,必须满足下列

要求:

(１)对于手动阀门,在打开和关闭位置要有确实的止动器.对

于燃油阀门,在上述位置要有适当的指示标志;

(２)对于动力作动阀门,应有向飞行机组指示下列情况之一的

手段:

(i)阀门在全开或全关位置;

(ii)阀门在全开和全关位置之间移动.

第２９．１１４２条　辅助动力装置的操纵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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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舱内必须有起动、停车和应急切断所载辅助动力装置的

设施.

第２９．１１４３条　发动机的操纵机构

(a)每台发动机必须有单独的功率操纵机构.

(b)功率操纵机构必须布置成使所有发动机在下述情况迅速

实现同步:

(１)单独操纵每台发动机;

(２)同时操纵所有发动机.

(c)每个功率操纵机构,必须能提供措施,对其操纵的发动机

进行确实的和及时反应的操纵.

(d)每个液体喷射操纵机构(燃油系统操纵机构除外),必须

在相应的功率操纵机构内.但喷射系统泵可以有单独的操纵

机构.

(e)如果功率操纵机构具有切断燃油的特性,则该操纵机构必

须有措施防止其误动到断油位置.该措施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在慢车位置有确实的锁或止动器;

(２)要用另外明显的动作才能将操纵机构移到断油位置.

(f)对于申请审定３０秒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值的

旋翼航空器,必须具有自动启动和操纵３０秒一台发动机不工作

(OEI)功率并防止任一发动机超过与旋翼航空器经批准的３０

秒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值有关的发动机安装限制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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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１４５条　点火开关

(a)必须用点火开关来控制每台发动机上的每个点火电路.

(b)必须有快速切断所有点火电路的措施,其方法可将点火

开关构成组列或者使用一个总点火控制器.

(c)每组点火开关和每个总点火控制器都必须有防止被误动

的措施,但不要求连续点火的涡轮发动机的点火开关除外.

第２９．１１４７条　混合比操纵机构

(a)如果有混合比操纵机构,每台发动机必须有一单独的混合

比操纵机构.这些机构的排列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能单独操纵每台发动机;

(２)能同时操纵所有发动机.

(b)混合比操纵机构对应于正常工作调定值的每一中间位

置,必须能靠手感或视觉分辨.

第２９．１１５１条　旋翼刹车操纵机构

(a)在飞行中必须不可能因误动而使旋翼刹车.

(b)如果旋翼刹车机构在起飞前没有完全松开,必须有警告

机组的措施.

第２９．１１５７条　汽化器空气温度控制装置

每台发动机必须有单独的汽化器空气温度控制装置.

第２９．１１５９条　增压器操纵机构

每个增压器操纵机构必须使下列人员容易接近:

(a)驾驶员;

—７０２—



(b)飞行工程师(如果有单独的带操纵台的飞行工程师工作

位置).

第２９．１１６３条　动力装置附件

(a)装在发动机上的每一附件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必须经过批准允许其安装在有关的发动机上;

(２)必须利用发动机上的设施进行安装;

(３)必须是密封的,以防止污染发动机滑油系统和附件系统.

(b)易产生电弧或电火花的电气设备,其安装必须使点燃可

燃液体或可燃蒸汽的概率减至最小.

(c)由发动机驱动的座舱增压器,或任何由发动机驱动而装于

远处的附件,如果在发生故障后继续转动会造成危害,则必须有措

施防止其危险的转动,而不影响发动机连续运转.

(d)除非采用其它措施,否则对位于传动装置和旋翼传动系

统的任何部件上的附件传动装置必须采用扭矩限制措施,以防止

因过大的附件载荷导致这些部件损坏.

第２９．１１６５条　发动机点火系统

(a)每个蓄电池点火系统必须可从发电机得到补充电能,当任

何一蓄电池电能耗尽时,此发电机可以自动作为备用电源供电,使

发动机能继续运转.

(b)蓄电池和发电机的容量,必须足以同时满足发动机点火

系统用电量和使用同一电源的电气系统部件的最大用电量.

(c)发动机点火系统的设计必须考虑下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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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台发电机不工作;

(２)一个蓄电池电能耗尽,而发电机以其正常转速运转;

(３)如果只装有一个蓄电池,该蓄电池电能耗尽,而发电机在

慢车转速下运转.

(d)位于防火墙发动机一侧的磁电机接地线(用于单独的点

火电路)的安装、位置或防护,必须使由于机械损伤、电气故障或其

它原因引起两根或两根以上

接地线同时失效的概率减至最小.

(e)任何发动机的接地线不得通过另一发动机的火区,除非该

接地线通过此火区的每一部分都是防火的.

(f)除用于辅助、控制或检查点火系统工作的电路外,每一点

火系统必须独立于任何其它电路.

(g)如果电气系统任一部分发生故障引起发动机点火所需的

蓄电池连续放电,则必须有警告有关机组成员的措施.

动力装置的防火

第２９．１１８１条　指定火区:包括范围

(a)指定火区指下列各部分:

(１)活塞发动机动力部分;

(２)活塞发动机附件部分;

(３)活塞发动机动力部分和附件部分之间没有隔开的整个动

力装置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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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辅助动力装置舱;

(５)第２９．８５９所述的燃油燃烧加温器和其它燃烧设备及其安

装部分;

(６)涡轮发动机的压气机和附件部分;

(７)包括输送可燃液体和气体的管路或组件段的涡轮发动机

安装的燃烧室、涡轮和尾喷管部分.但用满足第２９．１１９１要求的

防火墙将它们与本条(a)(６)指定火区隔开的部分则除外.

(b)每个指定火区必须满足第２９．１１８３至第２９．１２０３的要求.

第２９．１１８３条　导管、接头和组件

(a)除本条(b)规定者外,在易受发动机着火影响的区域内输

送可燃液体的每一导管、接头和其它组件,以及在指定火区内输送

或容纳可燃液体的每一组件,均必须是耐火的,但是指定火区内的

可燃液体箱和支架必须是防火的或用防火罩保护.如果任何非

防火

零件被火烧坏后不会引起可燃液体渗漏或溅出则除外.上述

组件必须加防护罩或安置得能防止点燃漏出的可燃液体.活塞发

动机上容量小于２３．７升(２５夸脱)的整体滑油池不必是防火的,

也不必用防火罩防护.

(b)本条(a)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１)已批准作为型号审定合格的发动机一部分的导管、接头和

组件;

(２)破损后不会引起或增加着火危险的通风和排放管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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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

第２９．１１８５条　可燃液体

(a)作为系统一部分的装有可燃液体或气体的油箱或容器,不

得安置在指定火区内.除非所装的液体、系统的设计、油箱及其支

架所采用的材料、切断装置以及所有的连接件、导管和控制装置所

提供的安全度,与油箱或容器安置在该火区外的安全度相同.

(b)每个燃油箱必须用防火墙或防火罩与发动机隔开.

(c)每个油箱或容器与每一防火墙或用于隔开指定火区的防

火罩之间,必须有不小于１３毫米(１/２英寸)的间隙.除非采用等

效的措施来防止热量从火区传给可燃液体.

(d)位于可能渗漏的可燃液体系统组件近旁的吸收性材料,

必须加以包复或处理,以防吸收危险量的液体.

第２９．１１８７条　火区的排油和通风

(a)指定火区的每个部位必须能完全排放积存的油液,使容有

可燃液体的任何组件失效或故障而引起的危险减至最少.排放措

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当需要排放时,在预期会存在的各种情况下,必须是有

效的;

(２)必须布置成使放出的油液不会增加着火危险.

(b)每一指定的火区必须通风,以防可燃蒸汽聚积.

(c)通风口不得设置在其它区域的可燃液体、蒸汽或火焰会进

入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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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每一通风措施必须布置成使排出的蒸汽不会增加着火

危险.

(e)对于 A 类旋翼航空器,必须有措施使机组能切断通向任

何火区的强迫风源(动力舱发动机动力部件除外),如果灭火剂的

剂量和喷射率是以通过该火区的最大空气流量为依据的则除外.

第２９．１１８９条　切断措施

(a)必须有措施用来切断燃油、滑油、除冰液及其它可燃液体,

或者防止危险量的上述液体流入或流过任何指定火区,或在其中

流动.但下列情况不必有这些措施:

(１)与发动机组成一体的导管、接头和组件;

(２)涡轮发动机安装的滑油系统中的所有系统组件,包括滑油

箱,都是防火的,或位于不易受发动机着火影响的区域;

(３)采用活塞发动机的B类旋翼航空器,其发动机气缸容量

少于８．２升(５００立方英寸)的发动机滑油系统.

(b)任何一台发动机的燃油切断阀的关闭,不得中断对其余

发动机的供油.

(c)对 A类旋翼航空器,在切断阀切断后不得有危险量的可

燃液体排入任何指定火区,一台发动机燃油切断阀的关闭,也不得

中断对其余发动机供油.

(d)任何切断动作不得影响其它设备(诸如旋翼传动与发动

机脱开装置)以后的应急使用.

(e)每个切断阀及其操纵机构的设计、布置和保护,必须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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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火区内的着火引起的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f)除只用于地面的辅助动力装置的安装外,必须有措施防止

切断装置被误动,并能在飞行中重新打开已关闭的切断装置.

第２９．１１９１条　防火墙

(a)每台发动机,包括涡轮发动机的燃烧室、涡轮和尾喷管部

分,均必须用防火墙、防火罩或其它等效设施与乘员舱、机体结构、

操纵机构、旋翼机构以及下述部分隔离:

(１)操纵飞行和着陆必不可少的部件;

(２)在第２９．８６１条中没有被防护的部件.

(b)每台辅助动力装置和燃烧加热器以及在飞行中需要使用

的其它燃烧设备,均必须用防火墙、防火罩或等效设施与旋翼航空

器的其它部分隔离.

(c)每个防火墙或防火罩的构造必须能防止危险量的空气、液

体或火焰从任何发动机舱进入旋翼航空器的其它部分.

(d)在防火墙或防火罩上的每一开孔都必须用紧配合的防火

套圈、封套或防火墙接头进行封严.

(e)防火墙和防火罩必须是防火的和防腐蚀的.

(f)为了满足本条要求,必须考虑在正常飞行和自转时火焰受

到气流的影响可能经过的途径.

第２９．１１９３条　整流罩和发动机舱蒙皮

(a)整流罩和发动机舱蒙皮的构造和支承,必须使其能承受在

进行中可能遇到的振动、惯性和空气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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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整流罩必须满足第２９．１１８７条的排放和通风要求.

(c)在发动机动力部分和发动机附件部分之间有隔板的旋翼

航空器上,一旦动力装置的发动机动力部分着火时,经受火焰的附

件部分的整流罩各部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必须是防火的;

(２)必须满足第２９．１１９１条的要求.

(d)由于靠近排气系统零件或受排气冲击而经受高温的整流

罩或发动机蒙皮的各部分必须是防火的.

(e)每架旋翼航空器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其设计和构造应使在任何火区内出现的着火不能通过开

口或烧穿外蒙皮而进入其它任何火区或会增加危险的区域;

(２)在起落架收起时(如果适用),应当满足本条(e)(１)的

要求;

(３)在任何指定火区内着火或蔓延,经受火焰的区域应使用防

火蒙皮.

(f)必须提供措施以固定每个可开启的或易于拆卸的操纵机

构台、整流罩、或发动机及旋翼传动系统蒙皮,使得旋翼或关键操

作机构部件即使在下列情况下,也能防止发生危险性损坏:

(１)正常固定措施产生结构上或机械上的损坏,除非这种损坏

极不可能发生;

(２)火区内发生火灾,且这种火灾不利于正常的固定措施.

第２９．１１９４条　其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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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不承受来自指定火区和发动机舱喷射出的高温气体、火焰

或火花的尾段表面外,发动机舱和指定火区后部和附近的所有表

面必须至少是耐火的.

第２９．１１９５条　灭火系统

(a)装有涡轮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和装有活塞发动机的 A类

旋翼航空器,以及装有气缸容量大于２４．６升(１５００立方英寸)的

活塞发动机的B类旋翼航空器,对指定火区必须有灭火系统.动

力装置灭火系统必须能同时防护需要提供防护的动力装置舱的所

有区域.

(b)对于多发旋翼航空器,灭火系统、灭火剂量、喷射速率必

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对辅助动力装置和燃烧设备,至少提供一次足够的喷射;

(２)对其它指定火区,提供两次足够的喷射.

(c)对单发旋翼航空器,灭火剂量与喷射速率必须提供发动机

舱至少一次足够的喷射.

(d)必须通过真实的或模拟的飞行试验表明,在飞行中临界

气流条件下,在每一指定火区内灭火剂的喷射,将提供能够熄灭该

区的着火并能够使复燃的概率减至最小的灭火剂密集度.

第２９．１１９７条　灭火剂

(a)灭火剂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能够熄灭在灭火系统保护的区域内任何液体或其它可燃

材料燃烧时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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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贮放灭火剂的舱内可能出现的整个温度范围,均具有

热稳定性.

(b)如果使用任何有毒的灭火剂,必须由试验表明,尽管灭火

系统可能存在缺陷,也可防止有害浓度的灭火液或其蒸汽(旋翼航

空器正常运行中渗漏的,或者在地面或飞行中灭火瓶喷射释放的)

进入任何载人舱.

第２９．１１９９条　灭火瓶

(a)每个灭火瓶必须备有释压装置,以防止内压过高引起容器

爆破.

(b)从释压接头引出的每根排放管的排放端头,其设置必须

使放出的灭火剂不会损伤飞机.该排放管还必须设置和防护得不

致被冰或其它外来物堵塞.

(c)对于每个灭火瓶必须设有指示措施,指示该灭火瓶已经喷

射或其充填压力低于正常工作所需的最小规定值.

(d)在预定运行条件下,必须保持每个灭火瓶的温度,以防出

现下列情况:

(１)容器中压力下降到低于提供足够喷射率所需的值;

(２)容器中压力上升到足以引起过早喷射.

第２９．１２０１条　灭火系统材料

(a)任何灭火系统材料不得与任何灭火剂起化学反应以致产

生危害.

(b)发动机舱内的每个灭火系统部件必须是防火的.

—６１２—



第２９．１２０３条　火警探测系统

(a)对装有涡轮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和装有活塞发动机的 A

类旋翼航空器,以及装有气缸容量大于１４．８升(９００立方英寸)的

活塞发动机的B类旋翼航空器,在指定火区和涡轮发动机安装的

燃烧室、涡轮和尾喷管部分(不管这部分是否指定火区),均必须有

经批准的、快速动作的火警探测器,其数量和位置要保证迅速探测

这些区域内的火警.

(b)每一火警探测器的构造和安装必须能承受运行中可能遇

到的任何振动、惯性和其它载荷.

(c)火警探测器不得受到可能出现的任何油、水、其它液体或

气体的影响.

(d)必须有措施使机组成员在飞行中能检查每个火警探测系

统电路的功能.

(e)在发动机舱内的每个火警探测系统的导线和其它的部件

必须至少是耐火的.

(f)任何火区的火警探测系统部件不得穿过另一火区,但具备

下列条件之一者除外:

(１)能够防止由于所穿过的火区着火而发生假火警的可

能性;

(２)所涉及的火区是由同一探测系统和灭火系统同时防

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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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章　设　　备

总　　则

第２９．１３０１条　功能和安装

所安装的每项设备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a)其种类和设计与预定功能相适应;

(b)用标牌标明其名称、功能或使用限制,或这些要素的适用

的组合;

(c)按对该设备规定的限制进行安装;

(d)在安装后功能正常.

第２９．１３０３条　飞行和导航仪表

所需的飞行和导航仪表规定如下:

(a)空速表　对 A类旋翼航空器,VNE小于驾驶员感受到的不

会误解的征兆给出的超速警告速度时,必须安装有最大允许空速

的空速表,如果最大允许空速随重量、高度、温度和转速变化,则该

表必须表明这种变化;

(b)敏感型高度表;

(c)磁航向指示器;

(d)带秒针的或数字式的显示时、分、秒的时钟;

(e)大气温度表;

(f)不倾倒的陀螺倾斜俯仰指示器;

(g)带有侧滑指示器(转弯倾斜仪)的陀螺转弯仪,但装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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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姿态仪表系统的旋翼航空器只需有侧滑指示器,第三套姿态

仪表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在俯仰±８０°和横滚±１２０°的整个飞行姿态都是可用的;

(２)由独立于发电系统的电源供电;

(３)在发电系统全部失效后,仍能连续可靠地工至少３０分钟;

(４)其工作独立于其它姿态指示系统;

(５)在发电系统全部失效后,无需选择仍能工作;

(６)在仪表板上的安装位置应经适航当局同意,要使任一驾驶

员在某工作位置上清晰可见而且便于使用;

(７)整个使用期间都有适宜的照明.

(h)陀螺航向指示器;

(i)升降速度表(垂直速度);

(j)对 A类旋翼航空器,VNE小于驾驶员感受到的其它征兆给

出的不会误解的超速警告速度时,需有速度警告装置.当速度超

过 VNE＋５．５６千米/小时(３节)时,速度警告装必须向驾驶员发出

有效的音响警告(要与其它用途的音响警告有明显区别),并在批

准的高度和温度全范围均工作良好.

第２９．１３０５条　动力装置仪表

所需的动力装置仪表规定如下:

(a)旋翼航空器:

(１)每台活塞发动机一个汽化器空气温度表;

(２)每台气冷式活塞发动机一个气缸头温度表,每台液冷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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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发动机一个冷却液温度表;

(３)每个燃油箱一个燃油油量表;

(４)向发动机供油的每个燃油箱一个低燃油油量警告装置,此

装置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i)当油箱中剩有可使用１０分钟左右的可用燃油时,即向飞

行机组发出警告信号;

(ii)独立于正常的燃油油量指示系统.

(５)每台高空活塞发动机一个进气压力表;

(６)每个压力润滑减速器一个滑油压力表;

(７)每个压力润滑减速器一个滑油压力警告装置,当滑油压力

降到安全值以下时该装置发出警告;

(８)如果采用自主式润滑,每个滑油箱和每个减速器均有滑油

油量指示器;

(９)每台发动机一个滑油温度表;

(１０)滑油温度警告装置指示每个主减速器,包旋翼调相所必

需的减速器的不安全滑油温度;

(１１)每台涡轮发动机一个燃气温度表;

(１２)每台涡轮发动机一个燃气涡轮转速表;

(１３)每台发动机一个转速表,如果与本条(a)(１４)所要求的相

应的仪表组合,在自转时指示旋翼转速;

(１４)至少有一个转速表,用来指示下列转速(视适用情况):

(i)单个主旋翼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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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多个主旋翼的公共转速,这些主旋翼的转速相互之间不

会有明显的差别;

(iii)每个主旋翼的转速,该旋翼的转速相对于其它主旋翼可

能有明显的差别.

(１５)每台涡轮发动机一个自由涡轮转速表;

(１６)每台涡轮发动机一个指示该发动机功率的装置;

(１７)每台涡轮发动机一个指示动力装置防冰系统功能的指

示器;

(１８)第２９．９９７条要求的燃油滤网或燃油滤,应有一个指示

器,在滤网或油滤的脏污程度影响第２９．９９７条(d)规定的滤通能

力之前即指示出现脏污;

(１９)第２９．１０１９条要求的滑油滤网或滑油滤,如果没有旁路,

则每台涡轮发动机应有一个警告装置,在滤网或油滤的脏污影响

第２９．１０１９条(a)(２)规定的滤通能力之前向驾驶员警告出现

脏污;

(２０)防止燃油系统部件被冰堵塞的任何可选择或可控制加温

器,应有一个指示其功能是否正常的指示器.

(２１)每台发动机一个独立的燃油压力表,除非向该发动机供

油的燃油系统不使用任何泵类、燃油滤或其它易于损坏或失效而

不利于发动机燃油压力的部件;

(２２)按第２９．９５５条的要求而安装的任一燃油泵失效时,应有

向飞行机组成员指示该失效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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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当用第２９．１３３７条(c)要求的金属屑磁性探测器探测到

铁磁粒子时,应有警告或戒备装置向飞行机组成员发出信号;

(２４)对辅助动力装置,如果超出以下各限制范围会造成危险,

则当超出该范围时,应有独立的指示器、警告或戒备装置或其它措

施提示飞行机组成员:

(i)燃气温度;

(ii)滑油压力;

(iii)旋翼转速.

(２５)对于要求有３０秒和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

率状态的旋翼航空器,当该情况开始和时间间隔终止时,必须有措

施警告驾驶员发动机处于３０秒和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

(OEI)功率水平.

(２６)对于使用３０秒和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

状态的每台涡轮发动机,必须提供一个用于下列目的的装置或系

统供地面人员使用:

(i)自动记录处于３０秒和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水

平的每个功率每次使用情况和持续时间;

(ii)能够检索记录的数据;

(iii)仅能由地面维护人员复位;

(iv)有措施证实系统或装置工作正常.

(b)A类旋翼航空器:

(１)每台发动机一个独立的滑油压力表和一个独立的滑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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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警告装置或所有发动机一个总警告装置,并有将单独警告电路

与总警告装置分离的措施;

(２)每台发动机一个独立的燃油压力表和一个独立的燃油压

力警告装置或所有发动机一个总警告装置,并有将单独警告电路

与总警告装置分离的措施;

(３)火警指示器.

(c)B类旋翼航空器:

(１)每台发动机一个独立的滑油压力表;

(２)每台发动机一个独立的燃油压力表;

(３)火警指示器(需要探测火警时).

第２９．１３０７条　其它设备

所需的其它设备规定如下:

(a)每名乘员一个经批准的座椅;

(b)除点火以外的电气线路有一个总开关;

(c)手提灭火器;

(d)每个驾驶员工作位置一个风挡雨刷或其它等效设备;

(e)双向无线电通迅系统.

第２９．１３０９条　设备、系统及安装

(a)凡旋翼航空器适航标准对其功能有要求的设备、系统及安

装,其设计和安装必须保证在各种可预期的运行条件下能完成预

定功能.

(b)旋翼航空器的系统与有关部件的设计,在单独考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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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系统一同考虑的情况下,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B类旋翼航空器:设备、系统及安装必须设计成在它们发

生故障或失效时能防止对旋翼航空器的危害.

(２)A类旋翼航空器:

(i)发生任何妨碍旋翼航空器继续安全飞行与着陆的失效情

况的概率极小;

(ii)发生任何降低旋翼航空器能力或机组处理不利运行条件

能力的其它失效情况的概率很小.

(c)必须提供警告信息,向机组指出系统的不安全工作情况并

能使机组采取适当的纠正动作.系统、控制器件和有关的监控与

警告装置的设计必须尽量减少可能增加危险的机组失误.

(d)必须通过分析,必要时通过适当的地面、飞行或模拟器试

验,来表明符合本条(b)(２)的规定.这种分析必须考虑下列

情况:

(１)可能的失效模式,包括外界原因造成的故障损坏;

(２)多重失效和失效未被检测出的概率;

(３)在各个飞行阶段和各种运行条件下,对旋翼航空器和乘员

造成的后果;

(４)对机组的警告、所需的纠正动作以及对故障的检测能力.

(e)A类旋翼航空器适航标准对其功能有要求并且需要能源

的每一装置,均为该能源的“重要负载”.在可能的工作组合下和

可能的持续时间内,能源和系统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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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系统正常工作时能够向与系统联接的全部负载供能;

(２)任一原动机、功率变换器或者储能器失效之后能够向重要

负载供能;

(３)发生下列失效后能够向重要负载供能:

(i)双发旋翼航空器上的任何一台发动机失效;

(ii)三发或更多发旋翼航空器上的任何两台发动机失效.

(f)在判断符合本条(e)(２)和(３)的要求时,可以假定按某种

监控程序减小能源负载,而该程序要符合经批准的使用类型的安

全要求.对于三发或更多发旋航空器的双发停车情况,不必考虑

在可控飞行中不需要的负载.

(g)在表明电气系统和设备的设计与安装符合本条(a)和(b)

的规定时,必须考虑临界的环境条件.民用航空规章规定具备的

或要求使用的发电、配电和用电设备,在可预期的环境条件下能否

连续安全使用,可由环境试验、设计分析或参考其它飞机已有的类

似使用经验来表明,但民航局认可的技术标准规则中含有环境试

验程序的设备除外.

第２９．１３１６条　电气和电子系统的闪电防护

(a)对于其功能失效会妨碍旋翼航空器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的每一个电子和电气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闪电环境期间和暴露以后,其功能不

会受到不利影响;

(２)在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闪电之后,系统及时地自动恢复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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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正常运行.

(b)对于其功能失效会降低旋翼航空器或飞行机组应对不利

运行条件能力的每一个电子和电气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必须确保

在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闪电环境之后,能及时的恢复其功能的正常

运行.

第２７．１３１７条　高强辐射场(HIRF)保护

(a)对于其功能失效会妨碍旋翼航空器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的每一个电气和电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必须确保:

(１)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件E所描述的 HIRF环境I期间

和暴露以后,其功能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２)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件E所描述的 HIRF环境I之后,

系统及时地自动恢复其功能的正常运行,除非系统的这种功能恢

复与系统的其它运行或功能要求相冲突;

(３)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件E所描述的 HIRF环境Ⅱ期间

和暴露以后,其系统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４)当旋翼航空器暴露于附件 E所描述的 HIRF环境III期

间和暴露以后,目视飞行规则下飞行所需的各个功能不会受到不

利影响.

(b)对于其功能失效后会严重降低旋翼航空器或飞行机组应

对不利运行条件能力的电子和电气系统必须设计和安装,当提供

这些功能的设备暴露于附件 D所描述的设备 HIRF测试水平１

或２时,系统不受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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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于其功能失效后会降低旋翼航空器或飞行机组应对不

利运行条件能力的电子和电气系统必须设计和安装,当提供这些

功能的设备暴露于附件D中描述的设备 HIRF测试水平３时,系

统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仪表:安装

第２９．１３２１条　布局和可见度

(a)必须使任一驾驶员在其工作位置沿飞行航迹向前观察时,

尽可能少偏移正常姿势和视线,即可看清供他使用的每个飞行、导

航和动力装置仪表.

(b)对安全运行所必需的每个仪表,包括空速表、陀螺航向指

示器、陀螺倾斜俯仰指示器、侧滑指示器、高度表、升降速度表、旋

翼转速表和最能反映发动机功率的指示器,必须构成组列,并尽可

能集中在驾驶员向前视线所在的垂直平面附近.此外,对于按仪

表飞行规则(IFR)批准的旋翼航空器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最有效地指示姿态的仪表必须装在仪表板上部中心位置;

(２)最有效地指示航向的仪表必须紧靠在姿态仪表的下边;

(３)最有效地指示空速的仪表必须紧靠在姿态表的左边;

(４)最有效地指示高度或控制高度最经常用的仪表必须紧靠

在姿态仪表的右边.

(c)所要求的动力装置仪表,必须在仪表板上紧凑地构成

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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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各发动机使用同样的动力装置仪表时,其位置的安排必

须避免混淆每个仪表所对应的发动机.

(e)对旋翼航空器安全运行极端重要的动力装置仪表,必须能

被有关机组成员看清.

(f)仪表板的振动不得破坏或降低任何仪表的判读性和精度.

(g)如果装有指出仪表失灵的目视指示器,则该指示器必须

在驾驶舱所有可能的照明条件下都有效.

第２９．１３２２条　警告灯、戒备灯和提示灯

如果在驾驶舱内装有警告灯、戒备灯或提示灯,则除适航当局

另行批准外,灯的颜色必须按照下列规定:

(a)红色,用于警告灯(指示危险情况,可能要求立即采取纠正

动作的指示灯);

(b)琥珀色,用于戒备灯(指示将可能需要采取纠正动作的指

示灯);

(c)绿色,用于安全工作灯;

(d)任何其它颜色,包括白色,用于本条(a)至(c)未作规定的

灯,该颜色要足以同本条(a)至(c)规定的颜色相区别,以避免可能

的混淆.

第２９．１３２３条　空速指示系统

下列要求适用于每个空速指示系统:

(a)每个空速指示仪表必须加以校准,在施加相应的总压和静

压时,以尽可能小的仪表校准误差指示真空速(海平面标准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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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b)每个空速指示系统必须加以校准,以确定系统误差(不包

括空速表误差).校准时必须按照下列条件:

(１)速度等于和大于３７．０４千米/小时(２０节)的水平飞行,与

爬升飞行和自转飞行的飞行条件相应的速度全范围;

(２)在起飞中,具有可重复的和易读的指示,以保证:

(i)与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中所规定的各场域长度的要求

一致;

(ii)避开第２９．８７条所确定的极限高速度包线的回避区.

(c)A类旋翼航空器:

(１)指示必须能始终如一的确定起飞决断点.

(２)系统误差(不包括空速表校准误差):

(i)在速度超过起飞安全速度８０％的水平飞行中,系统误差不

得超过３％或５节,两者中取大值;

(ii)在速度从低于起飞安全速度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到

超过VY 速度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范围内爬升时,系统误差不

得超过１８．５２千米/小时(１０节).

(d)B类旋翼航空器:当遵守第２９．６３时,在速度大于爬升速

度的８０％,高度达到１５米(５０英尺)的水平飞行中,系统误差(不

包括空速表校准误差)不得超过３％或９．２６千米/小时(５节),两

者中取大值.

(e)每个空速指示系统的安排必须尽可能防止由于湿气、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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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它杂物浸入而失灵或产生严重误差.

(f)每个空速指示系统必须配备有一个可加温的空速管或等

效手段,防止由于结冰而失灵.

第２９．１３２５条　静压和气压高度表系统

(a)每个带大气静压膜盒的仪表必须通过合适的管路系统与

外界大气连通.

(b)每个静压孔的位置必须处于受气流变化、潮气或其它外

来物影响最小的地方.

(c)每个静压孔的设计和位置必须使得当旋翼航空器遇到结

冰条件时,静压系统中的空气压力和真实的外界大气静压之间的

相互关系不变,为符合这个要求,可以采用防冰装置或备用静压

源.如果接通备用静压系统的高度表读数与接通主静压系统的高

度表读数差值大于１５米(５０英尺),则必须提供备用静压系统的

修正卡片.

(d)除连通大气的静压孔外,每个静压系统必须是气密的.

(e)每个气压高度表必须经过批准,并且必须加以校准,使之

在施加相应的静压时,能以尽可能小的校准误差来指示校准大气

下的气压高度.

(f)每个静压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必须使在海平面标准大气下

所指示的气压高度误差(不包括仪表校准误差),速度每１８５．２千

米/小时(１００节)不超过±１０米(３０英尺),速度小于１８５．２千米/

小时(１００节)时,气压高度误差也允许为±１０米(３０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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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除本条(h)规定的情况外,如果静压系统包括有主静压源

和备用静压源,则静压源选择装置的设计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选用任一静压源时,另一静压源断开;

(２)两个静压源不能同时断开.

(h)对于非增压的旋翼航空器,如果能够用演示表明,在选用

任一静压源时,静压系统的校准不会因另一静压源的通断而变化,

则本条(g)(１)的规定不适用.

第２９．１３２７条　磁航向指示器

(a)每个磁航向指示器必须安装成使其精度不受旋翼航空器

振动或磁场的严重影响.

(b)经校正后的偏差,平飞时,在任何航向上均不得大于１０°.

第２９．１３２９条　自动驾驶仪系统

(a)每个自动驾驶仪系统必须设计成使自动驾驶仪能够满足

下列要求:

(１)由一个驾驶员足以超控旋翼航空器;

(２)任一驾驶员均能迅速确实地断开,以防其干扰驾驶员操纵

旋翼航空器.

(b)除非有自动同步装置,否则每个系统必须有设施,向驾驶

员及时指示作动装置与受其驱动的操纵系统是否协调.

(c)系统的每个手动操纵器件必须是每个驾驶员易于接近的.

(d)自动驾驶仪系统的设计和调整必须做到,在驾驶员可以

调整的范围内,在适于使用自动驾驶仪的任何飞行条件下,不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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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或失灵(假设在合理的时间内开始进行纠正),均不会对旋

翼航空器引起危险的载荷或使飞行航迹产生危险的偏离.

(e)如果自动驾驶仪综合来自辅助控制器的信号或向其它设

备提供信号,则必须有确实的联锁和联接顺序,以免系统不正常

动作.

(f)如果自动驾驶仪系统能够与机载导航设备交联,则必须有

措施向驾驶员指示当前的工作模式.将选择器开关的位置作为指

示措施是不可接受的.

第２９．１３３１条　使用能源的仪表

对 A类旋翼航空器:

(a)每个要求使用能源的飞行仪表,必须具有:

(１)两个独立的能源;

(２)一个用来选择能源的装置;

(３)与每个仪表构成一体的目视指示装置,在供能不足以维持

仪表正常性能时发出指示.能源必须在进入仪表处或其附近测

量.对电气仪表,当电压在批准的范围内时,即认为电源满足

要求.

(b)设备和供能系统当连接到一个能源上的任一飞行仪表失

灵或该能源供能失效,或者能分配系统的任一部份发生故障时,必

须不影响其它能源正常供能.

第２９．１３３３条　仪表系统

各驾驶员工作位置处的飞行仪表,其工作系统采用下列规定:

—２３２—



(a)只有正驾驶员需要的飞行仪表才能连接到正驾驶员的工

作系统中;

(b)设备、系统和安装必须设计成,当发生任何单个故障或故

障组合后(如未表明其概率极小),无需增加机组成员的动作,仍能

保留一组可供驾驶员使用的、由仪表提供的、对飞行安全必不可少

的信息显示(包括姿态、航向、空速和高度);

(c)附加的仪表、系统或设备不得连接到副驾驶员工作的系统

上,除非有措施保证,附加的仪表、系统或设备发生任一失灵后(如

未表明其概率极小),所要求的飞行仪表仍能继续正常工作.

第２９．１３３５条　飞行指引系统

如果装有飞行指引系统,则必须有向飞行机组指示其当时

工作状态的手段.选择器转换开关的位置不可作为一种指示

手段.

第２９．１３３７条　动力装置仪表

(a)仪表和仪表管路

(１)动力装置和辅助动力装置仪表的每根管路必须满足第

２９．９９３条和第２９．１１８３条的要求.

(２)每根装有充压可燃液体的管路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i)在压力源处有限流孔或其它安全装置,以防管路破损时逸

出过多的液体;

(ii)管路的安装和布置要使液体的逸出不会造成危险.

(３)使用可燃液体的每个动力装置和辅助动力装置仪表,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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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和布置必须使液体的逸出不会造成危险.

(b)燃油油量表必须装有指示装置,以便向飞行机组成员指

示飞行中每个油箱内可用燃油油量,单位为升,或者当量单位.此

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每个燃油油量表必须经过校准,使得在平飞过程中当油箱

内剩余燃油量等于按第２９．９５９确定的不可用燃油量时,其读数为

“零”;

(２)当两个或两个以上油箱靠重力供油系统紧密连通并且是

通气的,以及不可能分别由每个油箱供油时,则必须至少装一个燃

油油量表;

(３)出口和空间都互通的若干油箱可以视为一个油箱而不必

分别设置指示器;

(４)每个用作燃油油量表的外露式目视油量计必须加以防护,

以免损坏.

(c)燃油流量指示系统　如果装有该系统,则每个测量部件必

须具有在该部件发生故障而严重限制燃油流动时能供油的旁路

装置.

(d)滑油油量指示器　必须有油尺或等效装置,以指示下列

组件的滑油量:

(１)每个滑油箱;

(２)每个减速器.

(e)使用铁磁材料的旋翼传动系统和减速器必须装有金属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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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探测器,以指示因减速器内的损坏或过度磨损所造成的铁磁

颗粒的出现.每个铁屑探测器必须:

(１)设计成能够向第２９．１３０５条(a)(２２)要求的指示器提供

信号;

(２)有措施使机组成员在飞行中检查每个探测器的电路和信

号功能.

电气系统和设备

第２９．１３５１条　总则

(a)电气系统容量　对于所需的发电容量、电源数目和种类规

定如下:

(１)必须由电气负载分析确定;

(２)必须满足第２９．１３０９条的要求.

(b)发电系统　发电系统包括电源、主电源汇流条、传输电缆

以及有关的控制、调节和保护装置.发电系统的设计必须符合下

列规定:

(１)电源在单独工作或并联运行时功能正常;

(２)任一电源的失效或故障均不得造成危险或损害其余的电

源向重要负载供电的能力;

(３)在任何可能的运行条件下,重要负载设备端的系统电压和

频率(如果适用)均能保持在该设备的设计限制范围之内;

(４)因切换、清除故障或其它原因而引起的系统瞬变不会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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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负载不工作,且不会造成冒烟或着火的危险;

(５)备有在飞行中相应机组成员容易接近的措施,以将各电源

与该主汇流条单独断开或一起断开;

(６)备有措施向相应机组成员指示发电系统安全运行所必需

的系统参量,如每台发动机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c)外部电源　如果备有设施将外部电源接到旋翼航空器上,

且该外部电源能与除用于发动机起动之外的其它设备相连接,则

必须有措施确保反极性或逆相序的外部电源不能向该旋翼航空器

的电气系统供电.

(d)无正常电源时运行

(１)必须通过分析、试验或者储用来表明,当正常电源(除蓄电

池之外的电源)不工作、燃油(从熄火和重新起动能力考虑)为临界

状态,且旋翼航空器最初处于最大审定高度的情况下,旋翼航空器

能按目视飞行规则安全飞行至少５分钟.电气系统中满足下列条

件的部分才可以保持接通:

(i)包括导线束或接线盒起火在内的单个故障不会导致丧失

断开部分和接通部分;

(ii)接通部分在电气上和机械上与断开部分隔;

(２)对于 A类旋翼航空器:

(i)除非能够表明丧失正常发电系统为极不可能,否则必须提

供一个独立于正常发电系统的应急电源系统,并且其能为持续安

全飞行和着陆所需的所有系统提供足够的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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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对于将会导致丧失正常和应急发电系统的失效(包括接

线盒、控制板、或导线束失火等),必须表明其发生为极不可能.

(iii)与安全性直接相关的系统必须在丧失正常发电系统的情

况下无需飞行机组的动作即能持续工作.

第２９．１３５３条　电气设备及安装

(a)电气设备、控制装置和线路的安装,必须使任一部件或系

统的工作不会对安全运行必不可少的任何其它电气部件或系统的

同时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b)电缆的组合、敷设和相互间隔必须使得如果载有大电流

的电缆发生故障,对重要电路的损害能减至最低限度.

(c)蓄电池必须按下列要求设计和安装:

(１)在任何可能的充电和放电状态下,单体蓄电池的温度和

压力必须保持在安全范围之内.当蓄电池(在预先安全放电之

后)在下列情况重新充电时,单体蓄电池的温度不得有不可控制

的升高:

(i)以调定的最大电压或功率;

(ii)最长持续飞行期间;

(iii)服役中很可能出现的最不利的冷却条件.

(２)必须通过试验表明符合本条(c)(１)的要求,但是,如果类

似的蓄电池和安装方法的使用经验业已表明,使单体蓄电池保持

安全的温度和压力不存在问题则除外;

(３)正常工作时,充电系统或蓄电池装置发生任何可能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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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任何蓄电池逸出易爆或有害气体,在旋翼航空器内的积聚量

不得达到危险程度;

(４)蓄电池可能逸出的腐蚀性液体或气体,均不得损坏周围的

旋翼航空器结构或邻近的重要设备;

(５)能够用于起动发动机或辅助动力装置的每个镉镍蓄电池

装置,必须有措施防止蓄电池或某个单体蓄电池短路时所发出的

最大热量危及结构或重要系统;

(６)能够用于起动发动机或辅助动力装置的镉镍蓄电池必须

具有下列系统之一:

(i)自动控制蓄电池充电速率的系统,以防止蓄电池过热;

(ii)蓄电池温度敏感和超温警告系统,该系统具有一旦出现

超温情况即可将蓄电池与其充电电源断开的措施;

(iii)蓄电池失效敏感和警告系统,该系统具有一旦发生蓄电

池失效即可将蓄电池与其充电电源断开的措施.

第２９．１３５５条　配电系统

(a)配电系统包括配电汇流条、与其相关联的馈电线及每一控

制和保护装置.

(b)如果民用航空规章要求由两个独立的电源向某些特定的

设备或系统供电,则这些设备或系统的一个电源一旦失效后,另一

电源(包括其单独的馈电线)必须能自动或手动接通,以维持设备

或系统的工作.

第２９．１３５７条　电路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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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必须采用自动保护装置,在线路发生故障或在系统或所连

接的设备发生严重失灵时,最大限度地减小对电气系统的损坏和

对旋翼航空器的危险.

(b)发电系统中保护和控制装置的设计,必须能足够迅速地

断电,并将故障电源和输电设备与其相关联的汇流条断开,防止出

现危险的过压或其它故障.

(c)每一可复位型电路保护装置的设计,必须在发生过载或电

路故障时,不论其操作位置如何,均能断开电路.

(d)如果飞行安全要求必须有使其一断路器复位或更换某一

熔断器的能力,则这种断路器或熔断器的位置和标识必须使其在

飞行中易被复位或更换.

(e)每一重要负载电路必须具有单独的电路保护,但不要求重

要负载系统中的每一电路(如系统中的每个航行灯电路)都有单独

的保护.

(f)如果采用熔断器,则必须有备用熔断器供飞行中使用.

其数量至少应为保护整个电路所需的每种规格熔断器数量

的５０％.

(g)如果对于设备的供电电缆已有电路保护,则可采用自动

复位断路器作为该电气设备自身装有的保护器.

第２９．１３５９条　电气系统防火和防烟

(a)电气系统的部件必须满足第２９．８３１和第２９．８６３中有关

的防火和防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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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装在指定火区之内供应急程序使用的电缆、接线端以及

设备必须至少是耐火的.

(c)旋翼航空器上安装的导线和电缆的绝缘材料,在按中国民

用航空规章第２５部附件F第I部分(a)(３)试验时必须是自熄的.

第２９．１３６３条　电气系统试验

(a)进行电气系统的试验室试验时:

(１)该试验必须使用与旋翼航空器上所用相同的发电设备在

实体模型上进行;

(２)设备必须模拟配电线路和所接负载的电气特性,其模拟程

度要能取得可靠的试验结果;

(３)试验室发电机传动位置,必须模拟旋翼航空器上实际的原

动机对发电机加载(包括由故障引起的加载)的反应.

(b)对于在试验室内或通过旋翼航空器地面试验不能适当模

拟的每种飞行状态,必须进行飞行试验.

灯

第２９．１３８１条　仪表灯

仪表灯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a)所照明的每个仪表、开关或其它装置易于判读;

(b)灯的安装应做到:

(１)遮蔽直射驾驶员眼睛的光线;

(２)使驾驶员看不到有害的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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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３８３条　着陆灯

(a)每个着陆灯或悬停灯必须经过批准.

(b)每个着陆灯安装必须做到:

(１)使驾驶员看不到有害的眩光;

(２)使驾驶员不受晕影的不利影响;

(３)为夜间操作(包括着陆和悬停)提供足够的光线.

(c)对下列情况必须至少有一个单独的开关(视适用情况):

(１)单独安装的每个着陆灯.

(２)装在同一部位的每组着陆灯.

第２９．１３８５条　航行灯系统的安装

(a)总则　航行灯系统中的每一部分必须满足本条中的有关

要求,并且整个系统必须满足第２９．１３８７至第２９．１３９７的要求.

(b)前航行灯　前航行灯必须由红灯和绿灯组成,其横向间

距要尽可能大,朝前装在旋翼航空器上.当旋翼航空器处于正常

飞行姿态时,灯的光色为左红右绿.每个灯必须经过批准.

(c)后航行灯　后航行灯必须是白灯,要尽可能往后装,并且

必须经过批准.

(d)电路　两个前航行灯和后航行灯必须构成单独的电路.

(e)灯罩和滤色镜　每个灯罩或滤色镜必须至少是抗燃的,在

正常使用中不得改变颜色或形状,也不得有任何明显的灯光透射

损失.

第２９．１３８７条　航行灯系统二面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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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除本条(e)规定者外,所装的每个前、后航行灯在本条规定

的二面角内,必须显示无间断的灯光.

(b)左二面角(L)由两个相交的垂直平面组成,当沿着旋翼航

空器纵轴向前看时,一个平面与旋翼航空器纵轴平行,而另一个向

左偏离第一个平面１１０°.

(c)右二面角(R)由两个相交的垂直平面组成,当沿着旋翼航

空器纵轴向前看时,一个平面与旋翼航空器纵轴平行,而另一个向

右偏离第一个平面１１０°.

(d)后二面角(A)由两个相交的垂直平面组成,当沿着旋翼航

空器纵轴向后看时,这两个平面分别向左、向右偏离通过旋翼航空

器纵轴的垂直平面各７０°.

(e)如果根据第２９．１３８５(c)尽可能往后安装的后航行灯,在

本条(d)所定义的二面角 A 内不能显示出无间断的灯光,则在该

二面角内允许有一个或几个被遮蔽的立体角,但其总和在下述圆

锥体内不得超过０．０４球面度,该圆锥体以后航行灯为顶点,母线

与通过后航行灯的垂直线成３０°夹角.

第２９．１３８９条　航行灯灯光分布与光强

(a)总则　本条规定的光强必须用装有灯罩和滤色镜的新灯

来测定.光强测定必须在光源发光达到稳定值后进行(该稳定值

指光源在旋翼航空器正常工作电压时的平均输出光通).每一航

行灯灯光分布和光强必须满足本条(b)的要求.

(b)前、后航行灯　前、后航行灯灯光分布和光强必须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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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后二面角范围内水平平面内的最小光强、任一垂直平面内的最

小光强和最大掺入光强表示,且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水平平面内的光强　水平平面(包含旋翼航空器纵轴并垂

直于旋翼航空器对称平面的平面)内各范围的光强必须等于或大

于第２９．１３９１规定的相应值;

(２)任一垂直平面内的光强　任一垂直平面(垂直于水平平面

的平面)内各范围的光强必须等于或大于第２９．１３９３规定的相应

值,其中,I为第２９．１３９１规定的该水平平面内相应角度的最小

光强;

(３)相邻光源间的掺入光强　相邻光源间的任何掺入光强均

不得超过第２９．１３９５中规定的相应值,但是当主光束的光强远大

于第２９．１３９１和第２９．１３９３中规定的最小值时,如果与主光束光

强相比,掺入光强对主光源清晰度无不利影响,则可允许有更大的

掺入光强.

第２９．１３９１条　前、后航行灯水平平面内的最小光强

每个航行灯的光强必须等于或大于下表规定的相应值:

二面角(相应灯光)
自正前方向左或向右

偏离纵轴的角度
光强(坎德拉)

左或右(前红光或前绿光)

０°~１０° ４０

１０°~２０° ３０

２０°~１１０° ５

后(后白光) １１０°~１８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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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９．１３９３条　前、后航行灯任一垂直平面内的最小光强

每个航行灯的光强必须等于或大于下表规定的相应值:

自水平平面向上或向下的角度 光强

０° １．００I

０°~５° ０．９０I

５°~１０° ０．８０I

１０°~１５° ０．７０I

１５°~２０° ０．５０I

２０°~３０° ０．３０I

３０°~４０° ０．１０I

４０°~９０° ０．０５I

　　第２９．１３９５条　前、后航行灯的最大掺入光强

除第２９．１３８９(b)(３)规定者外,航行灯掺入光强均不得超过

下表规定的相应值:

掺入光
最大光强

A区(坎德拉) B区(坎德拉)

左二面角内的绿光 １０ １

右二面角内的红光 １０ １

后二面角内的绿光 ５ １

后二面角内的红光 ５ １

左二面角内的后部白光 ５ １

右二面角内的后部白光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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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

(a)A区包括在相邻的二面角内通过光源并与共同边界面相

交成大于１０°,但小于２０°角的所有方向;

(b)B区包括在相邻的二面角内通过光源并与共同边界面相

交成大于２０°角的所有方向.

第２９．１３９７条　航行灯颜色规格

每一航行灯的颜色必须具有国际照明委员会规定下列相应色

度座标值:

(a)航空红色

“Y”不大于０．３３５;

“Z”不大于０．００２.

(b)航空绿色

“X”不大于０．４４０－０．３２０Y;

“X”不大于 Y－０．１７０;

“Y”不小于０．３９０－０．１７０X.

(c)航空白色

“X”不小于０．３００且不大于０．５４０;

“Y”不小于“X－０．０４０”或“Y０－０．０１０”,取小者;

“Y”不大于“X＋０．０２０”,也不大于“０．６３６－０．４００X”.

其中,“Y０”为普朗克幅射器相对所论“X”值的“Y”座标值.

第２９．１３９９条　停泊灯

(a)水上作业所需要的每个停泊灯的安装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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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大气洁净的夜间至少能够在２海里的距离内显示白光;

(２)当该旋翼航空器在水上停泊时,应尽可能显示最大无间断

的灯光.

(b)可以使用外部吊灯.

第２９．１４０１条　防撞灯系统

(a)总则　如果申请夜间运行的合格审定,则旋翼航空器必须

具有满足下列要求的防撞灯系统:

(１)由一个或几个经批准的防撞灯组成.其安装部位应使其

发射的光线不影响机组的视觉,也不损害航行灯的明显性.

(２)满足本条(b)至(f)的要求.

(b)作用范围　该系统必须有足够数量的灯,以照亮旋翼航

空器周围的重要的区域(从旋翼航空器的外部状态和飞行特性考

虑).其作用范围必须至少达到旋翼航空器水平平面上下各３０°

范围内的所有方向,但允许有被遮蔽的立体角,其总和不超过０．５

球面度.

(c)闪光特性　该系统的布局,即光源数目、光束宽度、旋转速

度以及其它特性,必须给出４０至１００次/分的有效闪光频率.有

效闪光频率指从远处看到整个旋翼航空器防撞灯系统的闪光频

率.当系统有一个以上的光源时,对有效闪光频率的规定也适用

于有重迭部分的灯光区.在重迭区内,闪光频率可以超过１００次/

分,但不得超过１８０次/分.

(d)颜色　防撞灯必须为航空红色,且必须满足第２９．１３９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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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要求.

(e)光强　装上红色滤色镜(如使用时)测定并以“有效”光强

表示的所有垂直平面内的最小光强,必须满足本条(f)的要求.必

须采用下列关系式:

Ie＝
∫

t２

t１

I(t)dt

０．２＋(t２－t１)

式中:

Ie 为有效光强(坎德拉);

I(t)为时间的函数的瞬时光强;

t２－t１ 为闪光持续时间(秒).

通常,选择t２ 和t１ 使有效光强等于t２ 和t１ 时的瞬时光强,即

可得到有效光强的最大值.

(f)防撞灯的最小有效光强　每个防撞灯的有效光强必须等

于或大于下表规定的相应值:

水平平面向上或

向下的角度

有效光强

(坎德拉)

０°~５° １５０

５°~１０° ９０

１０°~２０° ３０

２０°~３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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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备

第２９．１４１１条　总则

(a)可达性

机组应急使用的安全设备,例如自动充气救生筏投放装置,必

须易于接近.

(b)存放设施

必须备有存放所需应急设备的设施.该存放设施必须满足下

列要求:

(１)布置得使应急设备可以直接取用,而且其位置明显易见;

(２)能保护安全设备免受无意中的损坏.

(c)应急出口离机设备

第２９．８０９条(f)要求的应急出口离机设备的存放设,必须设

置在规定使用这些设备的应急出口处.

(d)救生筏生筏必须存放在出口附近,以便在水上迫降时通

过此出口投放救生筏.自动或遥控投到机外的救生筏,必须用第

２９．１４１５条规定的固定绳与旋翼航空器相.

(e)运距离信号发射装置

第２９．１４１５条要求的远距离信号发射装置的存放设施,必须

靠近供水上迫降时使用的出口处.

(f)救生防护用品

救生防护用品必须放在就座人员容易取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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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４１３条　安全带:乘客告警设施

(a)如果备有指示乘客何时应系牢安全带的设施,则必须将其

安装成能从任何一个驾驶员座位处进行操作.

(b)每一安全带必须装有金属对金属的锁扣装置.

第２９．１４１５条　水上迫降设备

(a)按照民用航空规章任一营运规则要求的应急漂浮和信号

设备,必须满足本条要求.

(b)救生筏和救生防护用品必须经过批准.此外,还必须符

合下列规定:

(１)应备有不少于两只的救生筏,为容纳旋翼航空器上全部乘

员,其额定容量和浮力应大致相等;

(２)每只救生筏必须带有一根拖曳绳和一根固定绳.固定绳

应设计成能把救生筏系留在旋翼航空器附近,而在旋翼航空器完

全沉入水中时又能脱开.

(c)每只救生筏上,必须备有经批准的营救设备.

(d)必须在其中一只筏上备有一台满足民航局认可的技术标

准规则的营救型应急定位发射机供使用.

第２９．１４１９条　防冰

(a)为获得进入结冰条件下飞行的合格审定,必须表明满足本

条的要求.

(b)必须演示旋翼航空器在其高度包线内,在规章附件 C所

确定的连续最大和间断最大结冰条件下能安全运行.必须根据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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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航空器的运行要求进行分析,以确认防冰系统足以满足旋翼航

空器不同部件的要求.

(c)除了本条(d)所规定的分析和实际评价外,还必须通过旋

翼航空器或其部件在测定的自然大气结冰条件下的飞行试验,以

及为确定防冰系统足够效能所必需的下述一种或多种试验,来表

明防冰系统和它的部件的有效性:

(１)部件或部件模型的实验室干燥空气试验,或试验室模拟结

冰试验,或两者结合;

(２)整个防冰系统或系统单个部件在干燥空气中的飞行试验;

(３)旋翼航空器或其部件在测定的模拟结冰条件下的飞行

试验.

(d)本条的防冰规定可视为主要适用于机体,至于动力装置

的要求包含在本规章章中.

(e)必须有一种鉴别措施或有一种装置,用以确定旋翼航空器

关键部件上的结冰情况.除非另有限制,否则此措施和装置必须

能昼夜有效.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必须说明这种确定结冰情况

的措施和装置,且必须包含旋翼航空器在结冰条件下安全运行必

需的资料.

其它设备

第２９．１４３１条　电子设备

(a)无线电通讯和导航设备的安装,必须在任何临界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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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其设备本身、工作方法和其它部件的影响不造成危害.

(b)无线电通讯和导航设备、控制装置和导线,必须安装成在

任一部件或系统工作时,对民用航空规章所要求的任何其它无线

电和电子部件或系统的同时工作不会有不利影响.

第２９．１４３３条　真空系统

(a)除了正常的释压以外,还必须有措施能在输出空气温度变

为不安全时,自动地释放真空泵排气管路中的压力.

(b)在泵出口一侧的可能含有燃烧气体或液体的每一真空系

统导管和接头,如果位于指定的火区内,则必须满足第２９．１１３３的

要求.

(c)在指定火区内的其它真空系统部件必须至少是耐火的.

第２９．１４３５条　液压系统

(a)设计　液压系统必须按下列要求进行设计:

(１)液压系统的每个元件必须设计成能承受与最大液压工作

载荷同时产生的任何结构载荷,并无有害的永久变形.

(２)液压系统的每个元件必须设计成能承受比本条(b)规定

更大的压力,以表明此系统在服役状态下不会破裂.

(３)在各主液压系统中必须有指示压力的装置.

(４)必须有措施保证系统的任何部分的压力不超过系统最大

工作压力的安全极限,也必须有措施防止由于在管路中任何油液

的体积变化而引起过大的压力.这种油液体积变化多半是由于关

闭时间过长而发生的.当工作时,必须考虑到出现有害的瞬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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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压力的可能性.

(５)各液压管路、接头和附件的安装和支承,必须防止过度的

振动并能承受惯性载荷.安装的各元件必须能防止被磨损、腐蚀

和机械损伤.

(６)在有相对运动或处在不同振动状态的液压管路连接点之

间,必须用柔性连接.

(b)试验

系统的每一个部件都必须试验到部件在正常工作中承受的最

大工作压力的１．５倍.系统任何部分不应产生损坏、失灵及有害

变形.

(c)防火

使用可燃液压油的各液压系统必须满足第２９．８６１条、第

２９．１１８３条、第２９．１１８５条和第２９．１１８９条的有关要求.

第２９．１４３９条　防护性呼吸设备

(a)在飞行中,如果一个或多个货舱或行李舱是机组人员可以

进入的,则必须有防护性呼吸设备供相应的机组成员使用.

(b)对本条(a)或民用航空规章任何营运规则所要求的防护性

呼吸设备,采用下列规定:

(１)防护性呼吸设备的设计必须保护机组在驾驶舱执勤时,不

受烟、二氧化碳和其它有害气体的影响;

(２)防护性呼吸设备必须含有下列任一种面罩:

盖住眼、鼻和嘴的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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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住鼻、嘴的面罩,另加保护眼睛的附属设备.

(３)在２４００米(８０００英尺)压力高度下、每分钟３０升(BTPD,

即体内温度３７℃、周围压力、干燥空气)呼吸量时,该设备必须能

向每名机组成员持续供给防护性用氧１０分钟.

第２９．１４５７条　驾驶舱录音机

(a)民用航空规章营运规则所要求的每台驾驶舱录音机必须

经过批准,并且其安装必须能够记录下列信息:

(１)通过无线电在旋翼航空器上发出或收到的通话;

(２)驾驶舱内飞行机组成员的对话;

(３)驾驶舱内飞行机组成员使用旋翼航空器内话系统时的

通话;

(４)进入耳机或扬声器中的导航或进场设备的通话或音频识

别信号;

(５)飞行机组成员使用旅客广播系统时的通话(如果装有旅客

广播系统,并根据本条(c)(４)(ii)的要求有第四通道可用).

(６)使用经批准的数据信息集的所有数据链通信(如果安装了

数据链通信设备).数据链信息必须作为通信设备的输出信号被

记录,该通信设备将信号转换为可用数据.

(b)本条(a)(２)的录音要求,可以由下列装置之一来满足:

(１)在驾驶舱内安装一个区域话筒,话筒要安装在最佳位置,

能够记录正、副驾驶员工作位置上进行的对话,以及记录驾驶舱内

其它成员面向正、副驾驶员工作位置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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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正副驾驶员位置安装一个连续通电或用语音激励的唇

用话筒.本条规定的话筒的位置必须使得飞行中驾驶舱噪声环境

下所记录和重放的录音通信是可懂的.如有必要,应对录音机的

前置放大器和滤波器进行调整和补偿.其可懂程度必须经过适航

当局批准,可以把记录反复重放,用听觉和目视来评价可懂程度.

(c)每台驾驶舱录音机的安装必须将本条(a)规定的通话或音

频信号根据不同声源分别录在下列通道上:

(１)第一通道,来自正驾驶员工作位置上的每个话筒、耳机或

扬声器;

(２)第二通道,来自副驾驶员工作位置上的每个话笥、耳机或

扬声器;

(３)第三通道,来自安装在驾驶舱内的区域话筒或在正、副驾

驶员位置连续供电或语音激励的唇用话筒;

(４)第四通道:

(i)来自第三和第四名机组成员工作位置上的每个话筒、耳机

或扬声器;或

(ii)来自驾驶舱内与旅客广播系统一起使用的每个话筒,如

果此信号未被别的通道所拾取(条件是不要求配置本条(c)(４)(i)

中规定的工作位置,或该工作位置的信号由另一通道所拾取);

(iii)来自驾驶舱内与旋翼航空器广播系统一起使用的每个话

筒,如果此信号未被别的通道所拾取.

(d)每台驾驶舱录音机的安装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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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i)其供电应来自对驾驶舱录音机的工作最为可靠的汇流

条,而不危及对重要负载或应急负载的供电;

(ii)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供电,又不危及旋翼航空器的应急

操作.

(２)应备有自动装置,在坠撞冲击后１０分钟内,能使录音机停

止工作并停止各抹音装置的功能;

(３)应备有音响或目视装置,能在飞行前检查录音机工作是否

正常.

(４)无论驾驶舱录音机和数字式飞行数据记录器是安装在独

立的盒子内还是组合单元,任何记录器以外的单一电气故障,不能

使驾驶舱录音机和飞行数据记录器停止工作;

(５)具有符合以下要求的独立电源:

(i)提供１０±１分钟的电源来支持驾驶舱录音机和安装在驾

驶舱的区域话筒;

(ii)安装位置尽可能靠近驾驶舱录音机,和;

(iii)当由于电气汇流条的正常关断或任何其它断电导致驾驶

舱录音机的所有其它电源中断时,驾驶舱录音机和驾驶舱安装的

区域话筒能够自动切换至该电源.

(e)记录容器的位置和安装,必须能将坠撞冲击使该容器破裂

以及随之起火而使记录毁坏的概率减至最小.

(f)如果驾驶舱录音机装有抹音装置,其安装设计必须使误动

作概率以及在坠撞冲击时抹音装置工作的概率减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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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每个记录器容器必须是鲜橙色或鲜黄色.

(h)当民用航空规章营运规则要求同时具有驾驶舱录音机和

飞行数据记录器时,只要符合本条中的其它要求和本规章中关于

飞行数据记录器的要求,可以安装一个组合单元.

第２９．１４５９条　飞行记录器

(a)民用航空规章营运规则所要求的每台飞行记录器的安装

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从满足本部第２９．１３２３条、第２９．１３２５条及第２９．１３２７条

适用精度要求的信号源获取空速、高度及航向数据;

(２)垂直加速度传感器要刚性固定,纵向位置要安装在被批准

的旋翼航空器重心限制范围之内;

(３)(i)其供电应取自对飞行记录器的工作最为可靠的汇流

条,而不危及对重要或应急负载的供电;

(ii)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电力,又不危及旋翼航空器的应急

操作.

(４)应备有音响或目视装置,能在飞行前检查记录器是否正常

在存储介质中记录数据;

(５)除仅由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系统供电的记录器外,还应备

有自动装置,在坠毁撞击后１０分钟内,能使具有数据抹音功能的

记录器停止工作,并同时停止各抹音装置的功能.

(６)无论驾驶舱录音机和数字式飞行数据记录器是安装在独

立的盒子内还是组合单元内,任何记录器以外的单一电气故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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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驾驶舱录音机和数字飞行数据记录器都停止工作.

(b)不具有弹出功能的记录器容器的位置和安装必须能将坠

毁冲击导致的其容器破裂以及随之起火进而毁坏记录的概率减至

最小.

(c)应建立飞行记录器的空速、高度及航向读数与正驾驶员仪

表上的相应读数(考虑到校正系数)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关系必须

能覆盖航空器运行的空速范围、高度限制范围以及３６０度航向范

围.相互关系可在地面上用合适的方法确定.

(d)每个记录器容器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必须是鲜橙色或鲜黄色;

(２)在其外表面固定一个反射条,以利于发现它在水下的

位置;

(３)当民用航空规章的营运规则有要求时,在容器上或贴近容

器处装有水下定位装置,其固定方式要保证在撞损冲击时不可能

分离.

(e)当民用航空规章营运规则要求同时具有驾驶舱录音机和

飞行记录器时,只要符合本节中的其它需求和本规章中关于驾驶

舱录音机的需求,可以安装一个组合单元.

第２９．１４６１条　含高能转子的设备

(a)含高能转子的设备,必须符合本条(b)、(c)或(d)的规定.

(b)设备中的高能转子必须能承受因故障、振动、异常转速和

异常温度所引起的损伤.此外,还要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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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辅助转子机匣必须能包容住由高能转子叶片破坏所引起

的损伤;

(２)设备控制装置、系统和仪表设备,必须合理地保证在服役

中不会超过影响高能转子完整性的使用限制.

(c)必须通过试验表明,含高能转子的设备能包容住高能转子

在正常转速控制装置不起作用时能达到的最高转速下产生的任何

破坏.

(d)含高能转子的设备,必须安装在当转子破坏时,即不会危

及乘员安全也不会对继续安全飞行产生不利影响的部位.

G章　使用限制和资料

第２９．１５０１条　总则

(a)必须制定第２９．１５０３至第２９．１５２５所规定的每项使用限

制以及为安全运行所必需的其它限制和资料.

(b)必须按第２９．１５０１至第２９．１５８９的规定,使这些使用限制

和为安全运行所必需的其它资料可供机组成员使用.

使用限制

第２９．１５０３条　空速限制:总则

(a)必须制定使用速度范围.

(b)当空速限制是重量、重量分布、高度、旋翼转速、功率或其

它因素的函数时,必须制定与这些因素的临界组合相对应的空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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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第２９．１５０５条　不可超越速度

(a)必须按照下列要求制定不可超越速度 VNE:

(１)不小于７４．０８千米/小时(４０节)(校准空速);

(２)不大于下列三种值中的小者:

(i)按第２９．３０９条制定的最大前飞速度的０．９倍;

(ii)按第２９．２５１条和第２９．６２９条表明的最大速度的０．９倍;

(iii)在临界高度条件下证实的前行桨叶桨尖达到 M 数效应

的最大速度的０．９倍.

(b)VNE可以随高度、旋翼转速、温度和重量变化,如果:

(１)同时采用的变量不超过这些变量中的两个(或综合一个以

上这些变量的仪表不超过两个);

(２)这些变量(或综合一个以上这些变量的仪表指示值)的范

围大到足以使 VNE可以有一个实用和安全的变化.

(c)对直升机,稳定的无动力 VNE表示为 VNE(无动力),如果

满足下列条件,这一速度可以制定成小于本条(a)制定的 VNE:

(１)VNE(无动力)不小于有动力 VNE和用以满足下列要求的

速度两者的平均值:

(i)对 A类直升机,按第２９．６７条(a)(３)的要求;

(ii)对B类直升机(符合第２９．６７条(b)的多发直升机除外),

按第２９．６５条(a)的要求;

(iii)对符合第２９．６７条(b)的B类多发直升机,按第２９．６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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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的要求.

(２)VNE(无动力)是下列之一:

(i)一个恒定的空速;

(ii)比有动力 VNE小的一个恒定值;

(iii)申请合格审定的部分高度范围为一个恒定空速,而其余

高度范围比有动力 VNE小的一个恒定值.

第２９．１５０９条　旋翼转速

(a)无动力(自转)的最大值无动力旋翼最大转速必须制定成

不超过下列两种值中小者的９５％:

(１)按第２９．３０９条(b)确定的最大设计值;

(２)在型号试验期间表明的最大转速.

(b)无动力最小值无动力时旋翼最小转速,必须制定成不小

于下列两种值中大者的１０５％:

(１)在型号试验期间表明的最小转速;

(２)由设计验证所确定的最小值.

(c)有动力最小值有动力时旋翼最小转速必须制定成:

(１)不小于下列两种值中大者:

(i)在型号试验期间表明的最小转速;

(ii)由设计验证所确定的最小值.

(２)不大于按第２９．３３(a)(１)和(b)(１)所确定的值.

第２９．１５１７条　极限高度—速度包线

对 A类旋翼航空器,如果在任一速度(包括零)存在一个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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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失效后不可能进行安全着陆的高度范围,则此高度范围及其随

前飞速度的变化必须与其它任何有关资料(例如,着陆场地的类

型)一起制定.

第２９．１５１９条　重量和重心

必须将按第２９．２５条和第２９．２７条分别确定的重量和重心限

制制定为使用限制.

第２９．１５２１条动力装置限制

(a)总则　必须制定本条规定的动力装置限制.该限制不得

超过发动机型号合格证中的相应限制.

(b)起飞工作状态　动力装置起飞工作状态必须受下列

限制:

(１)最大转速　不得大于:

(i)旋翼设计所确定的最大值;

(ii)在型号试验期间表明的最大转速.

(２)最大允许进气压力(对活塞式发动机);

(３)涡轮进口或涡轮出口的最高允许燃气温度(对涡轮发动

机);

(４)对每台发动机的最大允许功率或扭矩(考虑全发工作时传

动装置输入功率的限制);

(５)对每台发动机的最大允许功率或扭矩(考虑单发停车时传

动装置输入功率的限制);

(６)与本条(b)(１)至(５)制定的限制相对应的功率在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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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的限制;

(７)如果按本条(b)(６)制定的时间限制超过２分钟则取以下

温度:

(i)最高允许的气缸温度或冷却剂出口温度(对活塞式发动

机);

(ii)最高允许的发动机、传动装置的滑油温度.

(c)连续工作状态　连续工作状态必须受下列限制:

(１)最大转速不得大于:

(i)旋翼设计所确定的最大值;

(ii)在型号试验期间表明的最大转速.

(２)按第２９．１５０９条(c)旋翼转速要求所表明的最小转速;

(３)最大允许进气压力(对活塞式发动机);

(４)涡轮进口或涡轮出口的最高允许燃气温度(对涡轮发动

机);

(５)对每台发动机的最大允许功率或扭矩(考虑全发工作时传

动装置输入功率的限制);

(６)对每台发动机的最大允许功率或扭矩(考虑单发停车时传

动装置输入功率的限制);

(７)以下三者的最高允许温度:

(i)气缸头或冷却剂出口(对活塞式发动机);

(ii)发动机滑油;

(iii)传动装置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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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燃油品级或牌号　必须规定最低燃油品级(对活塞式发

动机)或燃油牌号(对涡轮发动机),此规定不得低于该发动机在本

条(b)和(c)的限制范围内运转所要求的品级或牌号.

(e)周围温度　必须制定周围温度限制(如装有防寒装置,包括

对该装置的限制),该限制应表明符合第２９．１０４１条至第２９．１０４９条

有关冷却规定时的最高的周围大气温度.

(f)２
１
２

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工作状态　除非

另经批准,２
１
２

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使用必须限于

多发涡轮动力的旋翼航空器一台发动机失效后的运行,且使用该

功率的任何时间段不多于２
１
２

分钟.使用２
１
２

分钟一台发动机不

工作(OEI)功率还必须受下列限制:

(１)最大转速不得大于:

(i)旋翼设计所确定的最大值;或

(ii)在型号试验期间表明的最大转速.

(２)最高允许的燃气温度;

(３)最大允许的扭矩;和

(４)最高允许的滑油温度.

(g)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工作状态　除非

另经批准,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使用必须限于

多发涡轮动力的旋翼航空器一台发动机失效后的运行,其时间不

多于３０分钟.使用３０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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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下列限制:

(１)最大转速不得大于:

(i)旋翼设计所确定的最大值;或

(ii)在型号试验期间表明的最大转速.

(２)最高允许的燃气温度;

(３)最大允许的扭矩;和

(４)最高允许的滑油温度.

(h)连续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工作状态　除非另

经批准,连续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使用必须限于多发

涡轮动力的旋翼航空器在一台发动机失效后的继续飞行.使用连

续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还必须受下列限制:

(１)最大转速不得大于:

(i)旋翼设计所确定的最大值;或

(ii)在型号试验期间表明的最大转速.

(２)最高允许的燃气温度;

(３)最大允许的扭矩;和

(４)最高允许的滑油温度.

(i)额定３０秒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工作状态　额

定３０秒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只允许用于多发涡轮动力、

且合格审定使用额定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旋翼

航空器,且仅用于一台发动机失效或预防性停车后其余发动机的

继续使用.必须表明在使用了额定 ３０秒一台发动机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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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I)功率后,通过本部附件 A２９．４以及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３３

部附件A的A３３．４适用的检查和其它相关程序,可以容易探明任

何损伤.使用额定３０秒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任何时

间段必须限于不超过３０秒.还必须受下列限制:

(１)最大转速不得大于:

(i)旋翼设计所确定的最大值;或

(ii)在型号试验期间表明的最大转速.

(２)最高允许的燃气温度;和

(３)最大允许的扭矩;

(j)额定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的工作状态　

额定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只允许用于多发涡轮动

力的旋翼航空器,且合格审定使用３０秒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

功率的旋翼航空器,且仅用于一台发动机失效或预防性停车后其

余发动机的继续使用.必须表明在使用了额定２分钟一台发动机

不工作(OEI)功率后,通过本部附件 A２９．４以及中国民用航空规

章第３３部附件 A的 A３３．４适用的检查和其它相关程序,可以容

易探明任何损伤.使用额定２分钟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功率

的任何时间段必须限于不超过２分钟.还必须受下列限制:

(１)最大转速不得大于:

(i)旋翼设计所确定的最大值;或

(ii)在型号试验期间表明的最大转速.

(２)最高允许的燃气温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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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最大允许的扭矩;

第２９．１５２２条　辅助动力装置限制

如果旋翼航空器上装有辅助动力装置,必须将适航当局认可

的有关技术标准中为辅助动力装置制定的各项限制,包括使用类

别,规定为旋翼航空器的使用限制.

第２９．１５２３条　最小飞行机组

必须考虑下列因素规定最小飞行机组,使其足以保证安全

运行:

(a)每个机组成员的工作量;

(b)有关机组成员对必需的操纵器件的可达性和操作简

易性;

(c)按第２９．１５２５条核准的运行类型.

第２９．１５２５条　运行类型

旋翼航空器经批准的运行类型(例如:目视飞行规则(VFR),

仪表飞行规则(IFR),昼间、夜间或结冰条件),按照对适用的合格

审定要求的符合性演示和所装设备来制定.

第２９．１５２７条　最大使用高度

必须制定受飞行、结构、动力装置、功能或设备的特性限制所

允许使用的最大高度.

第２９．１５２９条　持续适航文件

申请人必须根据本规章附件 A 编制适航当局可接受的持续

适航文件.如果有计划保证在交付第一架旋翼航空器之前或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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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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记和标牌

第２９．１５４１条　总则

(a)旋翼航空器必须具有:

(１)第２９．１５４５至第２９．１５６５中所规定的标记和标牌.

(２)如果具有不寻常的设计、使用或操纵特性,为旋翼航空器

安全运行所需的附加的信息、仪表标记和标牌.

(b)本条(a)中规定的每一标记和标牌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１)示于醒目处;

(２)不易擦去、走样和模糊.

第２９．１５４３条　仪表标记:总则

每一仪表标记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a)当标记位于仪表的玻璃罩上时,有使玻璃罩与刻度盘盘面

保持正确定位的措施;

(b)每一弧线和直线有足够的宽度,并处于适当的位置,使驾

驶员清晰可见.

第２９．１５４５条　空速表

(a)每个空速表必须按本条(b)规定作标记,且标记要位于相

应指示空速位置.

(b)必须作下列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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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红色径向射线:

(i)除直升机外的旋翼航空器,标在 VNE处;

(ii)对直升机,标志在 VNE(有动力)处.

(２)对直升机,如果 VNE(无动力)小于 VNE(有动力)则在 VNE

(无动力)处标一红色径向阴影线;

(３)对警告范围,用一黄色弧线;

(４)对安全使用范围,用一绿色弧线.

第２９．１５４７条　磁航向指示器

(a)在磁航向指示器上或其近旁必须装有符合本条要求的

标牌.

(b)标牌必须标明在发动机工作的平飞状态该仪表的校准

结果.

(c)标牌必须说明上述校装是在无线电接收机打开还是关闭

的情况下进行的.

(d)每一校准读数必须用增量不大于４５°的磁航向角表示.

第２９．１５４９条　动力装置仪表

每个所需的动力装置仪表,根据仪表相应的类型应符合下列

要求:

(a)最大安全使用限制和(如有)最小安全使用限制,用红色径

向射线或红色直线标示;

(b)正常使用范围用绿色弧线或绿色直线标示,但不得超过

最大和最小安全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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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起飞和预警范围用黄色弧线或黄色直线标示;

(d)发动机或螺旋桨因振动应力过大而需加以限制的转速范

围必须用红色弧线或红色直线标示.

(e)所有一台发动机不工作(OEI)限制或批准的使用范围必

须标记,使其与本条(a)至(d)的标记有明显的区别,但３０秒一台

发动机不工作(OEI)限制可以不作标记

第２９．１５５１条　滑油油量指示器

滑油油量指示器必须标出足够密的刻度,以便迅速而准确地

指示滑油油量.

第２９．１５５３条　燃油油量表

如果任一油箱的不可用燃油量超过３．８升(１美加仑)或该油

箱容量的５％中之大者,必须在其油量表上从校准的零读数到平

飞中所读得的最小读数用红色弧线标示.

第２９．１５５５条　操纵器件标记

(a)除飞行主操纵器件和功能显而易见的操纵器件外,必须清

晰地标明驾驶舱内每一操纵器件的功能和操作方法.

(b)对动力装置燃油操纵器件有下列要求:

(１)必须对燃油箱转换开关的操纵器件作出标记,指明相应

于每个油箱的位置和相应于每种实际存在的交输供油状态的

位置;

(２)为了安全运行,如果要求按特定顺序使用某些油箱,则在

此组油箱的转换开关上或其近旁必须标明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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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多发旋翼航空器的每个阀门操纵器件必须作出标记,指

明相应于所操纵的发动机的位置.

(c)对可用燃油容量必须作如下标记:

(１)对无转换开关的燃油系统,必须在燃油油量表上标出系统

的可用燃油量;

(２)对有转换开关的燃油系统,必须在转换开关附近指明对应

转换开关每个位置的可供使用的可用燃油量.

(d)对附件、辅助设备和应急装置的操纵器件有下列要求:

(１)对每一重要的目视位置指示器,如指示旋翼桨距或起落架

位置的指示器,必须给予标记,以便在任何时候每个空勤人员都能

确定与指示器有关的构件位置;

(２)每个应急装置的操纵器件必须为红色,并必须标示使用

方法.

(e)对装有可收放式起落架的旋翼航空器,必须在驾驶员清晰

可见处标明收放起落架时的最大飞行速度.

第２９．１５５７条　其它标记和标牌

(a)行李舱、货舱和配重位置　每个行李舱和货舱以及每一配

重位置必须装有标牌,说明按装载要求需要对装载物作出的任何

限制,包括重量限制.

(b)座椅　如果一个座椅能承受的最大容许重量低于７７公斤

(１７０磅),标明该较低重量的标牌必须永久地固定在座椅的结

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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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燃油和滑油加油口　采用以下规定:

(１)必须在燃油加油口盖上或其近旁作如下标记:

(i)“燃油”字样;

(ii)最低燃油品级(对装活塞式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

(iii)许用燃油牌号(对装涡轮发动机的旋翼航空器),如不可

行,这一内容可以包括在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中,且燃油加油口可

以标注参照飞行手册;和

(iv)压力加油系统的最大许用加油压力和最大许用抽油

压力.

(２)在滑油加油口盖上或其近旁必须标有“滑油”字样.

(d)应急出口标牌　每个应急出口的标牌和操纵手柄,在颜

色上必须按第２９．８１１(f)(２)的规定,与周围的机身表面相区别.

标牌必须靠近应急出口的操纵手柄,而且必须明显标出该出口的

位置及其使用方法.

第２９．１５５９条　限制标牌

必须有一个驾驶员能清晰可见的标牌,其上写明旋翼航空器

经批准的运行类型(如目视飞行规则(VFR),仪表飞行规则

(IFR),昼间,夜间或结冰条件).

第２９．１５６１条　安全设备

(a)在应急情况下由机组操作的每个安全设备的操纵器件,例

如,自动投放救生筏的操纵器件,必须清晰地标明其操作方法.

(b)装有灭火瓶、信号装置或其它救生设备的位置,例如,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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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或隔间,必须相应作出标记.

(c)存放所需应急设备的设施必须有醒目的标记,以识别其中

存放的设备并便于取用.

(d)每个救生筏必须有标记明显的使用说明.

(e)经批准的救生设备必须有识别标记,且必须标出其使用

方法.

第２９．１５６５条　尾桨

尾桨必须有标记,以便在正常昼间地面条件下,可清晰地看到

桨盘.

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

第２９．１５８１条　总则

(a)应提供的资料　必须为每架旋翼航空器提供旋翼航空器

飞行手册,该手册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１)第２９．１５８３条至第２９．１５８９条要求的资料;

(２)由于设计、使用或操作特性而为安全运行所必需的其它

资料.

(b)经批准的资料　第２９．１５８３条至第２９．１５８９条所列适用

于该旋翼航空器的飞行手册的每一部分内容必须提供、证实和批

准,并且必须单独编排,加以标识,将其同该手册中未经批准部分

清楚地分开.

(c)[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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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目录表　根据手册的复杂程度,如有必要,旋翼航空器飞

行手册必须有目录表.

第２９．１５８３条　使用限制

(a)空速和旋翼限制　必须提供在其相应指示器上或附近标

示空速和旋翼限制所需的资料,必须解释每一个限制和颜色标记

的含义.

(b)动力装置限制　必须提供下列资料:

(１)第２９．１５２１条要求的限制;

(２)对限制的解释(当需要时);

(３)按第２９．１５４９条至第２９．１５５３条的要求对仪表作标记所

需的资料.

(c)重量和载重分布　必须提供第２９．２５条和第２９．２７条分

别要求的重量和重心限制.如果允许多种可能的装载情况,则必

须包括有关的说明,以便遵守限制.

(d)飞行机组　当要求飞行机组成员多于一人时,必须提供

按第２９．１５２３条确定的最小飞行机组的人数及其职能.

(e)运行类型　必须列出经批准的旋翼航空器及其所装设备

依据的每一种运行类型.

(f)限制高度　必须提供足够的资料以满足第２９．１５１７条的

要求.

(g)最大允许风　对 A 类旋翼航空器,必须制定近地面安全

运行的最大允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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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高度　必须提供按第２９．１５２７条制定的高度和限制因素

说明.

(i)周围温度　必须提供最高和最低的周围温度限制.

第２９．１５８５条　使用程序

(a)手册中含有的使用顺序的部分,必须有关于正常和应急程

序的资料,以及保证安全运行所需的其它资料,包括在一台发动机

失效后应遵循的适用程序(例如,最小速度的程序).

(b)对多发旋翼航空器,必须提供为安全起见,燃油系统需按

第２９．９５３条规定独立供油的每种运行状态的资料,同时提供将燃

油系统配置成表明符合该条要求的说明.

(c)对按第２９．１５０５条(c)制定 VNE(无动力)的直升机,必须

提供解释 VNE(无动力)的资料和在全部发动机失效后减小空速至

不大于 VNE(无动力)的程序.

(d)对表明符合第２９．１３５３条(c)(６)(ii)或(c)(６)(iii)的旋翼

航空器,必须提供将蓄电池与其充电电源断开的使用程序.

(e)如果任一油箱的不可用燃油量超过该油箱容积的５％和

３．８升(１美加仑)中的大者,必须提供资料指明,在平飞时当油量

指示器读数为“零”时,不能在飞行中安全使用该油箱的任何数量

的余油.

(f)必须提供关于每个油箱可用燃油总油量的资料.

(g)对B类旋翼航空器,必须提供第２９．７１条规定的最小下

降率和最佳下滑角所对应的空速和旋翼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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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５８７条　性能资料

必须提供下列所规定的内容.只是在为了阐述清楚或为了确

定经批准的选装设备或程序的影响时,可在飞行手册中提供超出

任何使用限制的性能资料.当提供超出使用限制的数据时,对限

制必须清楚地指明.

(a)A类　对 A 类旋翼航空器,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必须包

含性能数据一览表,包括应用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有关部的营运规

则所需要的数据和确定该数据依据的条件(例如,空速),并且必须

包含:

(１)对应为起飞所确定的指示空速和起飞期间临界发动机失

效时应采取的程序;

(２)空速校准值;

(３)自转着陆的操作技术,相应的空速和下降率;

(４)按第２９．６２条确定的中断起飞距离和按第２９．６１条确定

的起飞距离;

(５)按第２９．８１或第２９．８５条确定的着陆数据;和

(６)沿着按第２９．６７条(a)(１)和(a)(２)要求的飞行条件确定

的飞行航迹,对应编排起飞数据的每种重量、高度和温度的稳定爬

升梯度;

(i)在第２９．６７条(a)(１)要求的介于起飞距离的终点和旋翼

航空器达到起飞场地上空６０米(２００英尺)(对于高架直升机场,

比起飞剖面的最低点高６０米(２００英尺))的点之间的飞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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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在第２９．６７条(a)(２)要求的介于旋翼航空器达到起飞场

地上空６０米(２００英尺)和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尺)(对于高架直升机

场,比起飞剖面的最低点高６０米(２００英尺)和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

尺))的点之间的飞行条件;

(７)按第２９．４９条确定的无地效悬停性能,和在每个高度、温

度条件下,全方位、风速不低于８．７４米/秒(１７节)的任何风情况

下,旋翼航空器能够安全无地效悬停的最大重量.这些数据必须

在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悬停图表中给出.

(b)B 类　对 B 类旋翼航空器,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必须

包含:

(１)起飞距离和离场爬升速度,以及一台发动机失效时确定自

转着陆飞行航迹的有关资料,包括计算的高度和温度的影响;

(２)稳定爬升率和有地效悬停升限,以及相应的空速和其它有

关资料,包括计算的高度和温度和影响;

(３)着陆距离、相应的空速和着陆场地类型,以及可能影响此

着陆距离的任何有关资料,包括重量、高度和温度的影响;

(４)近地面飞行的最大安全风;

(５)空速校准值;

(６)高度—速度包线　将此包线作为使用限制的旋翼航空器

除外;

(７)当以第２９．７１条确定最小下降率和最佳下滑角所对应的

速度和条件自转时,下滑距离随高度的变化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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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按第２９．４９条确定的无地效悬停性能,和在给出数据对应

的环境条件下演示的最大安全风.另外,在每个高度和温度条件

下,旋翼航空器可在全方位、风速不小于８．７４米/秒(１７节)的任

何风情况下,无地效安全悬停的最大重量.这些数据必须在旋翼

航空器飞行手册悬停图表中给出;

(９)对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有关部的营运规则的应用所必需的

任何附加的性能数据.

第２９．１５８９条　装载资料

如果乘员重量取任何有可能的值,而处在按第２９．２５条确定

的最大和最小重量之间的可能装载情况会导致重心超过第２９．２７

规定的任一极限,则对每一个这种可能情况都必须有装载说明.

H 章　附　　则

第２９．２００１条施行

本规章自２００２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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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持续适航文件

A２９．１　总则

(a)本附件规定第２９．１５２９条所需的持续适航文件的编制

要求.

(b)旋翼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括:发动机和旋翼(以

下统称“产品”)的持续适航文件,中国民用航空规章要求的设备的

持续适航文件,以及所需的涉及和这些设备及产品与旋翼航空器

相互联接关系的资料.如果装机设备或产品的制造厂商未提供持

续适航文件,则旋翼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含上述对旋翼

航空器持续适航所必不可少的资料.

(c)申请人必须向适航当局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如何分发由申

请人或装机产品和设备的制造厂商对持续适航文件的更改资料.

A２９．２　格式

(a)必须根据所提供资料的数量,将持续适航文件编成一本或

多本手册.

(b)手册的编排格式必须实用.

A２９．３　内容

手册的内容必须用中文编写.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含有下列手

册或条款(视适用而定)以及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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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旋翼航空器维护手册或条款:

(１)概述性资料.包括在维护和预防性维护所需范围内对旋

翼航空器特点和数据的说明.

(２)旋翼航空器及其系统和安装(包括发动机、旋翼和设备)的

说明.

(３)说明旋翼航空器部件和系统如何操作及工作的基本操作

和使用资料(包括适用的特殊程序和限制).

(４)关于下列细节内容的服务资料:维护点、油箱和流体容器

的容量、所用流体的类型,各系统所采用的压力,检查和服务口盖

的位置、润滑点位置、所用的润滑剂、服务所需的设备、牵引说明和

限制、系留、顶起和调水平的资料.

(b)维护说明书:

(１)旋翼航空器的每一部分及其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旋翼、

附件、仪表和设备的定期维护资料.该资料提供上述各项应予清

洗、检查、调整、试验和润滑的荐用周期.并提供检查的程度、适用

的磨损允差和在这些周期内推荐的工作内容,但是,如果申请人表

明某项附件、仪表或设备非常复杂,需要专业化的维护技术、测试

设备或专家才能处理,则申请人可以指明向该件的制造厂商索取

上述资料.荐用的翻修周期和与本文件适航性限制条款必要的相

互参照也须列入.此外,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包含旋翼航空器持

续适航性所需检查频数和范围的检查大纲.

(２)说明可能发生的故障,如何判别这些故障以及对这些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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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补救措施的检查排故资料.

(３)说明拆卸与更换产品和零件的顺序和方法以及应采取的

必要防范措施的资料.

(４)其它通用程序说明书,包括系统地面运转试验、对称检查、

称重和确定重心、顶起和支撑以及存放限制程序.

(c)结构检查口盖图和无检查口盖时为获得检查通路所需的

资料.

(d)在规定要作特种检查(包括射线和超声检查)的部位进行

特种检查的细节资料.

(e)检查后对结构进行防护处理所需的资料.

(f)关于结构紧固件的所有资料.如标识、报废建议和拧紧

力矩.

(g)所需专用工具清单.

A２９．４　适航限制条款

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括题为适航限制的条款,该条款应单独

编排并与文件的其它部分明显地区分开来.该条款必须规定型号

合格审定要求的强制性的更换时间、结构检查时间间隔以及有关

结构检查程序.如持续适航文件由多本文件组成,则本节要求的

条款必须编在主要手册中.并必须在该条款显著位置清晰说明:

“本适航限制条款业经中国民航局批准,规定了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有关维护和营运的条款所要求的检查和其他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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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直升机仪表飞行适航准则

Ⅰ　总则

运输类直升机在未满足本附件规定的设计和安装要求时,不

得按中国民用航空规章规定的仪表飞行规则(IFR)进行型号合格

审定.

Ⅱ　定义

(a)VYI表示仪表飞行时的爬升速度,在表明符合仪表飞行爬

升要求时,用它代替 VY.

(b)VNEI表示仪表飞行时不可超越速度,在表明符合仪表飞行

最大速度限制要求时,用它代替 VNE.

(c)VMINI表示仪表飞行时的最小速度,以表明符合仪表飞行

时的最小速度限制要求.

Ⅲ　配平

在所有经批准的适合于这种型号的仪表飞行规则的空速、功

率状态和形态下,必须能将周期变距、总距和航向操纵力配平

到零.

Ⅳ　纵向静稳定性

(a)总则

在本附件Ⅳ(b)至(f)所规定的重量和重心临界组合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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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必须具有确实的纵向操纵力静稳定性.杆力必须随速度变

化,以便速度有显著变化时驾驶员能明显地感觉到由此引起的杆

力的变化.对于在本附件Ⅳ(b)至(f)所规定的每一配平条件下,

当操纵力缓慢松释时,空速必须恢复到配平速度的１０％的范

围内.

(b)爬升

必须在配平速度±３７．０４千米/小时(２０节)的整个速度范围

内爬升时表明稳定性,此时:

(１)直升机是在 VYI速度配平;

(２)起落架收起(如果可以收起);

(３)在 VYI速度下限制爬升率至少５米/秒(１,０００英尺/分)所

需的功率或最大连续功率,取小者.

(c)巡航

必须从０．７到１．１VH(或 VNEI,如果 VNEI比 VH 小)的整个速

度范围内.在不超过配平速度±３７．０４千米/小时(２０节)时表明

稳定性.此时:

(１)直升机在０．９VH 或０．９VNEI(取小者)配平,并将功率调整

为该速度平飞时的需用功率.

(２)起落架收起(如果可以收起).

(d)小速度巡航

必须从０．９VMINI到１．３VMINI或到配平速度加３７．０４千米/小

时(２０节)(取大者)的整个速度范围内,表明稳定性.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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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直升机在１．１VMINI配平,并将功率调整为该速度平飞时的

功率;

(２)起落架收起(如果可以收起).

(e)下降

必须在配平速度±３７．０４千米/小时(２０节)的整个速度范围

内表明稳定性.此时:

(１)直升机在０．８VM 或０．８VNEI(或０．８VLE起落架放下情况)

取小者配平;

(２)在配平速度下降,下降率保持５米/秒时的需用功率;

(３)起落架放下和收起(如果适用).

(f)进场

必须从０．７倍推荐最小进场速度到高于推荐最大进场速度

３７．０４千米/小时(２０节)的整个速度范围内表明稳定性.此时:

(１)直升机在推荐的一个或多个进场速度配平;

(２)起落架放下和收起(如果适用);

(３)按保持３°的下滑角的需用功率和保持经批准的最陡的进

场梯度的需用功率.

Ⅴ　横向———航向静稳定性

(a)在整个批准的空速、功率和垂直速度范围内,航向静稳定

性必须是正的.在直线和从配平稳定侧滑直到１０度的情况下,航

向操纵量必须随侧滑角增加而无中断的增加,除在配平点周围小

侧滑角范围内.在更大的侧滑角直至适合于该型号的最大侧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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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航向操纵量增加必须产生侧滑角的增加.必须能够在不需要

特殊的驾驶技巧及警觉,可保持平稳飞行.

(b)在整个经批准的空速、功率和垂直速度范围内,离配平状态

±１０°范围的侧滑中,横向操纵动作或操纵力不得有驾驶员感觉到

的负的上反稳定性.纵向周期杆随侧滑角的变化移动不得过分.

Ⅵ　动稳定性

(a)周期少于５秒的任何振荡,在不大于１个周期内振幅必须

衰减到原振幅的１/２.

(b)周期等于或大于５秒,但小于１０秒的任何振荡,在不大于

两个周期内,荡幅必须衰减到原振幅的１/２.

(c)周期等于或大于１０秒,但小于２０秒的任何振荡,必须是

衰减的.

(d)周期等于或大于２０秒的任何振荡,在少于２０秒内不得达

到两倍振幅.

(e)任何非周期响应,在９秒时间内不得达到两倍振幅.

Ⅶ　增稳系统

(a)如果采用增稳系统,该增稳系统的可靠性必须考虑到增稳

系统发生故障的影响.发生任何妨碍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增稳

系统失效条件,必须是概率极小的.对增稳系统中凡未经表明是

概率极小的失效情况,需表明———

(１)在经批准的仪表规则运行限制内的任何速度或高度,出现

失效或故障时,直升机仍可安全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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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直升机整个飞行特性允许在不超出驾驶员能力的情况下

长时间仪表飞行.影响操纵系统的其他不相关的可能故障,必须

考虑.此外———

(i)在整个实用飞行包线内,应满足B章中操纵性和机动性

要求.

(ii)飞行操纵、配平及动稳定性特性,不得受损到低于允许继

续安全飞行和着陆的水平.

(iii)对 A类直升机,在整个实用飞行包线内,必须满足B章

中动稳定性要求.

(iv)在整个实用飞行包线内,必须满足B章中纵向静稳定性

及航向静稳定性要求.

(b)增稳系统必须设计成增稳系统在正常运行中或一旦出现

故障或失效时假设在适当的时间内采取了纠正动作,不可能引起

飞行轨迹危险的偏离或在直升机上产生危险的载荷.装有多路系

统时,必须考虑相继产生故障的情况,除非已表明这些故障的产生

是不可能的.

Ⅷ　设备、系统和安装

基本设备和安装必须符合２９部的 F章及下列例外和补充

要求:

(a)飞行和导航仪表

(１)用陀螺稳定的磁航向指示器代替按第２９．１３０３(h)要求的

陀螺航向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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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用满足第２９．１３０３(g)(１)至(７)要求的备用姿态指示器代

替第２９．１３０３(g)所要求的转弯仪.如果有备用蓄电池,则可用飞

机电源系统充电,但必须有足够的隔离措施,该系统必须设计成备

用蓄电池不得用于起动发动机.

(b)其它要求

(１)无论直升机是否按在结冰条件下运行进行合格审定,对于

仪表飞行规则(IFR)飞行所必需的可能受到结冰不利影响的仪表

系统和其它系统必须有足够的防冰措施.

(２)在发电机系统内必须具有使任一发生危险过压的电源自

动断开励磁,并将其从主汇流条自动切断的装置.

(３)每一种所需的使用能源(电的、气的等)的飞行仪表,必须

具有与仪表构成一体的目视装置以指示有无足够的供能.

(４)当需要采用完成同样功能的复式系统时,每一系统必须成

套、成路和分立,使系统间在实体上分隔开,以确保单一故障不对

其他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５)对带动每个驾驶员工作位置处所需飞行仪表的系统规定

如下:

(i)只有正驾驶员需要的飞行仪表可以连接到该系统上;

(ii)附加的仪表、系统或设备不得连接到副驾驶员工作的系

统上.除非有措施保证,附加的仪表、系统或设备发生任一失灵后

(如未表明其概率极小),所要求的飞行仪表仍能继续正常工作;

(iii)设备、系统和安装必须设计成,当发生任何单个故障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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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组合后(如未表明其概率极小),无需增加机组成员的动作,仍能

保留一组可供驾驶员使用的、由仪表提供的、对飞行安全必不可少

的信息显示(包括姿态、航向、空速和高度);

(iv)对单驾驶布局,必须为需要静压源的仪表提供选择备用

静压源的装置,且备用静压源必须经过校准.

(６)在确定第２９．１３５１条(d)(２)的符合性时,评估必须包括为

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所需全部系统的供电.

(c)雷暴灯

除第２９．１３８１条(a)要求的仪表灯外,还必须备有能为基本飞

行仪表提供高强度白色泛光照明的雷暴灯.其安装必须满足第

２９．１３８１(b)的要求.

Ⅸ　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

必须提供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或旋翼航空器飞行手册仪表飞

行规则(IFR)补充规定并应包括:

(a)限制　批准的仪表飞行规则(IFR)的飞行包线,仪表飞行

规则(IFR)飞行机组的组成,更改后的运行类型,以及经批准的直

升机仪表飞行规则(IFR)的精确进场最陡梯度.

(b)程序　正确使用仪表飞行规则(IFR)系统所需的资料以

及当增稳系统或电气系统失效时荐用的操作程序.

(c)性能　如果 VY１与 VY 不同,则应提供申请批准的整个重

量、高度和温度范围内,以 VY１和最大连续功率爬升时的爬升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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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结冰合格审定

(a)连续最大结冰

大气结冰状态的最大连续强度(连续最大结冰)由云层液态水

含量、云层水滴平均有效直径和周围空气温度三个变量决定.这

三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列于本附件图１中.用高度和温度表示结冰

限制包线列于本附件图２中.由图１和图２可确定云层液态水的

含量同水滴直径及高度间的相互关系.除了水平范围１７．４海里

外的连续最大结冰状态的云层液态水含量,用图１的液态水含量

乘上本附件图３的相应系数来确定.

(b)间断最大结冰

大气结冰状态的最大间断强度(间断最大结冰)由云层液态水

含量、云层水滴平均有效直径和周围空气温度三个变量决定.这

三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列于本附件图４中.用高度和温度表示的结

冰限制包线列于本附件图５中.由图４和图５确定云层液态水含

量同水滴直径及高度间的相互关系,除了水平范围２．６海里外的

间断最大结冰状态的云层液态水含量,用图４的液态水含量乘上

本附件图６的相应系数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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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连续最大(层云)大气结冰状态环境温度与气压高度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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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

第２９．８０３条要求的应急撤离演示准则

(a)必须在黑夜或白天摸拟黑夜的条件下进行应急撤离演示.

如果是在白天有自然光的室内进行演示,则必须在遮挡好每扇窗

户和门的机库里进行.此外,如果机库内超过无月光夜晚的照明

度,则旋翼航空器所有的窗口和舱门都要遮挡.可以使用地板或

地面照明灯但它必须保持很低并有遮挡,以免灯光射进旋翼航空

器窗口和舱门.

(b)旋翼航空器必须处于起落架放下的正常姿态.

(c)可以在地板或地面上放置安全设备(如垫子和翻转的救生

筏)保护参加者.不得使用不属于旋翼航空器应急撤离设备的其

它设备来协助参加演示者下到地面.

(d)除本附件(a)规定者外,只可以使用旋翼航空器应急照明

系统提供照明.

(e)必须装齐旋翼航空器计划运营所要求的一切应急设备.

(f)每一外部舱门和出口以及每个内部舱门或帘布必须处于

起飞时的状态.

(g)每个机组成员必须坐在通常指定的起飞位置上,并且直

至接到开始演示的信号为止.为符合本条要求,每个机组成员必

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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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正规定期航班的机组成员;

(２)具有使用应急出口和应急设备的知识;

(h)必须按下列规定由正常健康人组成有代表性的载客

情况:

(１)至少２５％的人超过５０岁,并且至少４０％是女性;

(２)其余７５％或稍少一点人的年龄必须是５０岁或略低一些,

其中至少有３０％是女性;

(３)载客数在４４座以上,旅客须携带三个真人大小的玩偶(不

计入总的旅客装载数内),以摸拟２岁或不到２岁的婴孩.载客数

少于４４座而多于１９座的,须携带二个真人大小的玩偶,载客数少

于１９座的不做要求;

(４)凡正规担任维护或操作旋翼航空器的机组人员、机械员和

训练人员不得充当旅客.

(i)不得对任一旅客指定专门的座位,但中国民用航空局适航

部门有要求者除外.除本附件(l)规定,申请人的雇员不得坐在应

急舱口旁边,除非经适航部门允许.

(j)必须系紧座椅安全带和肩带(如果有要求).

(k)开始演示前,必须将总平均量的一半左右的随身携带行

李、毯子、枕头和其它类似物品分放在过道和应急出口通道上的若

干地点,以造成轻微的障碍.

(l)不得向任何机组成员或旅客预示演示中要使用的特定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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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申请人不得对参加演示者进行演示的训练、排练或描述,

任何参加者也不得在演示前的６个月内参加过这种性质的演示.

(n)可以对旅客作起飞前的有关简介,也可以劝告旅客遵循

机组成员的指导.但对演示当中要遵循的程序不得加以说明.

(o)如果备有本附件(c)允许的安全设备,则必须把所有客舱

和驾驶舱的窗户遮蔽,或者在所有应急出口都设置安全设备,以免

暴露在演示中将供使用的应急出口.

(p)符合适用于该旋翼航空器所需全部要求的机身两侧应急

出口,在演示中使用的数目不得超过５０％.演示中不使用的出

口,必须使其手柄不起作用或者在出口的外面放上红灯、红带或其

它可以接受的措施,以表示起火或其它不可使用的原因.要使用

的出口必须是旋翼航空器所有应急出口的代表性出口,并且必须

由申请人指定并经适航部门批准.如果安装,必须至少使用第

２９．８０７条(c)要求的一个与地板齐平(第２９．８０７条(a)(１)要求)

的Ⅰ型出口.

(q)所有撤离者必须借助于属于航空器的撤离设备离开旋翼

航空器.

(r)在演示中必须完全执行经批准的程序.

(s)当最后一名乘员撤离旋翼航空器并到地面后,撤离时间即

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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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E

HIRF环境和设备 HIRF试验水平

附件规定了用于第２９．１３１７条中电气和电子系统的 HIRF环

境和设备 HIRF试验水平.HIRF环境和试验室设备 HIRF试验

水平的场强值均以测量调制周期内峰值的均方根表示.

(a)HIRF环境I如下表１所示:

表１　HIRF环境I

频　　　　段
场强(V/m)

峰　值 平均值

１０kHz—２MHz ５０ ５０

２MHz—３０MHz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MHz—１００MHz ５０ ５０

１００MHz—４００MHz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MHz—７００MHz ７００ ５０

７００MHz—１GHz ７００ １００

１GHz—２GHz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２GHz—６GHz ３０００ ２００

６GHz—８GHz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８GHz—１２GHz 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２GHz—１８GHz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８GHz—４０GHz ６００ ２００

　　表中,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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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IRF环境II如表２所示:

表２　HIRF环境II

频　　　　段
场强(V/m)

峰　值 平均值

１０kHz—５００kHz ２０ ２０

５００kHz—２MHz ３０ ３０

２MHz—３０MHz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MHz—１００MHz １０ １０

１００MHz—２００MHz ３０ １０

２００MHz—４００MHz １０ １０

４００MHz—１GHz ７００ ４０

１GHz—２GHz １３００ １６０

２GHz—４GHz ３０００ １２０

４GHz—６GHz ３０００ １６０

６GHz—８GHz ４００ １７０

８GHz—１２GHz １２３０ ２３０

１２GHz—１８GHz ７３０ １９０

１８GHz—４０GHz ６００ １５０

　　表中,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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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F环境III如表３所示:

表３HIRF环境III

频　　　　段
场强(V/m)

峰　值 平均值

１０kHz—１００kHz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kHz—４００MHz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MHz—７００MHz ７３０ ２００

７００MHz—１GHz １４００ ２４０

１GHz–２GHz ５０００ ２５０

２GHz—４GHz ６０００ ４９０

４GHz—６GHz ７２００ ４００

６GHz—８GHz １１００ １７０

８GHz—１２GHz ５０００ ３３０

１２GHz—１８GHz ２０００ ３３０

１８GHz—４０GHz １０００ ４２０

　　表中,较高的场强适用于频段边沿.

(d)备 HIRF试验水平１

(１)１０kHz—４００MHz内,用连续波(CW)和１kHz方波调制

(调制深度为９０％或更大)做传导敏感试验.传导敏感电流最小

必须从１０kHz时的０．６mA开始,然后每１０倍频率增加２０dB,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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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kHz时电流最小为３０mA.

(２)５００kHz—４０MHz内,传导敏感电流至少为３０mA.

(３)４０MHz—４００MHz内,做 传 导 敏 感 试 验,最 小 电 流 从

４０MHz时 的 ３０mA 开 始,然 后 每 １０ 倍 频 率 减 少 ２０dB,到

４００MHz时最小为３mA.

(４)１００MHz—４００MHz内,用峰值最小为２０V/m 的连续波

(CW)和１kHz方波调制(调制深度为９０％或更大)做辐射敏感

试验.

(５)４００MHz—８GHz内,用峰值最小为１５０V/m、占空比为

４％且脉冲重复频率(PRF)为１kHz的调制脉冲做辐射敏感试验.

该信号必须以１Hz的频率切换开和关,占空比为５０％.

(e)设备 HIRF试验水平２

设备 HIRF试验水平２是由本附件表２中 HIRF环境II经

过可接受的航空器传输函数和衰减曲线降低后的结果.

试验必须覆盖１０kHz—８GHz频段.

(f)设备 HIRF试验水平３

(１)１０kHz—４００MHz内,做传导敏感试验,最小电流必须从

１０kHz时 的 ０．１５mA 开 始,然 后 每 １０ 倍 频 率 增 加 ２０dB,到

５００kHz时最小为７．５mA.

(２)５００kHz—４０MHz 内,传 导 敏 感 试 验 的 电 流 最 小 为

７．５mA.

(３)４０MHz—４００MHz内,做 传 导 敏 感 试 验,最 小 电 流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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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MHz时 的 ７．５mA 开 始,然 后 每 １０ 倍 频 率 减 少 ２０dB,到

４００MHz时最小为０．７５mA.

(４)１００MHz—８GHz内,进行峰值最小为５V/m 的辐射敏感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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