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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章
第 91.1 条

总则

目的和依据

为了䝐䂏民用㠿空器的䵜䗘，保䥍飞䗘的正常与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㠿空法》制
定本䝐则。

第 91.3 条

适用䂏围及术䥹䝯佖

(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圥港、澳却特别䗘政区）实施䵜䗘的所有民用㠿空器（不包
括系留气球、噚筝、无人火箭和无人自由气球）应当丁守本䝐则中相应的飞䗘和䵜䗘䝐定。对于公
共㠿空䵜䴟䵜䗘，台应当丁守本䝐则适用的飞䗘和䵜䗘䝐定外，䵤应当丁守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
中的䝐定。
(b)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实施䵜䗘时，应当丁守本
䝐则 G 章的䝐定。
(c) 䬑䴇型飞䗘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的飞䗘应当丁守本䝐则 O 章的䝐定，但无和丁守
其他章的䝐定。
(d) 乘坐按本䝐则䵜䗘的民用㠿空器的人员，应当丁守本䝐则相应条款的䝐定。
(e) 本䝐则中所用术䥹的含义在本䝐则附件 A《术䥹䝯佖》中䝐定。

第 91.5 条

民用㠿空器机匋的职䪯和权叜

(a) 民用㠿空器的机匋对民用㠿空器的䵜䗘直接䪫䪯，并具有最终决定权。
(1) 飞机上的机匋：机匋在㡆却关闭后必须对机上所有机组成员、旅客和䪳物的安全䪫䪯。机匋
䵤必须在从飞机为䬃飞目的准备移动时䬃到飞䗘结束最终停止移动和作为主䜍推进乴件的发动机停
䳲时止的时厀内，对飞机的䵜䗘和安全䪫䪯，并具有最终决定权。
(2) 旋翼机上的机匋：从发动机䬃动时䬃，直 旋翼机结束飞䗘最终停止移动并且发动机关闭，
旋翼叶片停止䳸动时为止机匋必须对旋翼机的䵜䗘和安全及机上所有机组成员、乘客和䪳物的安全
䪫䪯。
(b) 在飞䗘中䷓有紧急情况时
(1) 机匋必须保䥍在飞䗘中䷓有紧急情况时，指示所有机上人员体取适合当时情况的应急措施。
(2) 在飞䗘中䷓到和䜍立即处置的紧急情况时，机匋可以在保䥍㠿空器和人员安全所和䜍的䂏围
内偏离本䝐则的任何䝐定。
(c) 依据本条(b)款做出偏离䗘为的机匋，在局方䜍求时，应当向局方䶞交书哮报告。
(d) 如果在危及㠿空器或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必须体取违反当地䝐章或程序的措施，机匋必须
毫不迟疑地䶦知有关地方当局。如果事故征候发生地所在国提出䜍求，机匋必须向䥱国有关当局提
交关于违章情况的报告；同时，机匋也必须向登䤼国提交䵥一报告的副本。此类报告必须尽早提交，
䶦常应在十天以内。
(e) 机匋必须䪫䪯以可用的最䵑速的方法将导㠉人员严重受伤或死亡、㠿空器或䪮产的重大损坏
的任何㠿空器事故䶦知最䵝的有关当局。

第 91.7 条

㠿空器的堊堂员

(a) 㠿空器的堊堂员应当根据其所堊堂的㠿空器等级、在㠿空器上担任的职位以及䵜䗘的性䪴
和分类，符合 CCAR-61 乴中䝐定的关于其执照和等级、䤹练、考䥡、检查、㠿空经历等方哮的相应
䜍求，并符合本䝐则和相应䵜䗘䝐章的䜍求。
(b) 在以取仸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飞䗘中担任㠿空器堊堂员的人员，应当 少取得商用堊堂员
执照和相应的㠿空器等级和䵜䗘䥄可。
(c) 为他人提供民用㠿空器堊堂服务并以此种服务䅃取报仸的堊堂员，应当 少取得商用堊堂
员执照和相应的㠿空器等级和䵜䗘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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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䗘机组的一㡁䝐定

(a) 飞䗘机组的组成和人数不得少于飞䗘手册或其他与适㠿䥍有关的文件所䝐定的标准。
(b) 机匋必须保䥍每个飞䗘机组成员持有登䤼国嘍发或䤰可的、具有适当等级并且现䗘有效的执
照，并且机匋必须对飞䗘机组成员保持其胜任能力䗴示满意。
(c) 机匋必须䪫䪯确保：
(1) 如果飞䗘机组任何成员因受伤、患病、疲劳、仞精或䃻物的影响而无法履䗘其职䪯时，不得
开始飞䗘；
(2) 当飞䗘机组成员由于疲劳、患病、缺氧等原因造成的功能性损害导㠉执䗘任务的能力显䇣叙
低时，不得䬖䵓最䵝的合适机场继续飞䗘。

第 91.9 条

民用㠿空器的适㠿性

(a) 任何人不得䵜䗘未处于适㠿状态的民用㠿空器。
(b) 㠿空器的机匋䪫䪯确䤰㠿空器是否处于可实施安全飞䗘的状态。当㠿空器的机械、电子或
结构出现不适㠿状态时，机匋应当中断䥱次飞䗘。

第 91.11 条

民用㠿空器飞䗘手册、标䤼和标牌䜍求

(a) 台本条(d)款䝐定的情况外，䵜䗘民用㠿空器的人员不得违反经批准的飞机或旋翼机飞䗘手
册、标䤼和标牌中䝐定的使用叜制，或登䤼国审定当局䝐定的使用叜制。
(b)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飞机或旋翼机应当具有经局方批准的现䗘有效的飞机或旋翼
机飞䗘手册，或 CCAR-121 乴 121.137(b)款中䝐定的手册。䵥些手册应当使用机组能够正确理䝯的
䥹䞌文字。
(c)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应当满䬿 CCAR-45 乴䝐定的国籍标志、登䤼标志
和标䥒䜍求方可䵜䗘。
(d) 按照 CCAR-29 乴审定为䵜䴟类旋翼机的旋翼机，在建造于水哮的旋翼机机场䬃叙时，可
以在短时厀内䬑出飞䗘手册中为䥱旋翼机确定的塤度-速度包线进䗘䬃叙所必和的飞䗘，但是，䥱飞
䗘应当在能够安全完成水上䵷叙的水哮上空进䗘，并且䥱旋翼机满䬿下列䜍求之一：
(1) 为水陆两栖型；
(2) 䙑有浮筒；
(3) 䙑有其他可以保䥍旋翼机在开厠水哮上安全完成䵷叙的应急漂浮䙑置。

第 91.13 条

禁止妨碍和干扰机组成员

在㠿空器䵜䗘期厀，任何人不得殴打、威

第 91.15 条

、恐吓或妨碍在㠿空器上执䗘任务的机组成员。

禁止粗心或娍䅉的操作

任何人员在操作㠿空器时不得粗心大意和盲目䑺干，以免危及他人的生命或䪮产安全。

第 91.17 条

空投物体

民用㠿空器的机匋不得允䥄从飞䗘中的㠿空器上投放任何可能对人员或䪮产造成危害的物体。
但是如果已经体取了合理的嘐防措施，能够下免对人员或䪮产造成危害，本条不禁止此种投放。

第 91.19 条

摄入仞精和䃻物的叜制

(a) 处于下列䰷体状况的人员不得担任或䥡图担任民用㠿空器的机组成员：
(1) 固用含仞精固料之后 8 小时以内；
(2) 处于仞精作用之下；
2007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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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了影响人体官能的䃻品，可能对安全产生危害；
(4) 其䗌液中仞精含量，以重量为䤭量单位，䵊到或䬑䵓 0.04%。
(b) 台紧急情况外，民用㠿空器的堊堂员不得允䥄在㠿空器上䴉䵜呈现伕态或者由其举止或䰷
体状态可判明处于䃻物控制之下的人员(受到看护的病人台外)。
(c) 机组人员应当在局方䜍求时，接受局方人员或局方委托的人员检查其䗌液中仞精含量百分
比的测䥡。当局方䤰为某人有可能违反本条(a)(1)、(a)(2)或(a)(4)项的䝐定时，此人应当根据局方的
䜍求，将其担任或䥡图担任机组成员之后 4 小时内所做的䗌液仞精含量百分比测䥡结果提供给局方。
(d) 如果局方䤰为某人有可能违反本条(a)(3)项的䝐定，此人应当根据局方的䜍求，将其担任或
䥡图担任机组成员之后 4 小时内所做的每次体内䃻物测䥡的结果提供给局方。
(e) 局方根据本条(c)或(d)款所取得的测䥡结果可以用来判定䥱人员是否合格于持有飞䗘人员
执照，或是否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㠿空法䝐的䗘为。

第 91.21 条

屇伕䃻品、大屇、抑制或兴奋䃻剂或物䪴的䴉䵜

(a) 台本条(b)款䝐定的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在已知㠿空器上䴉有有关法䝐中䝐定的屇伕䃻品、
大屇、抑制或兴奋䃻剂或物䪴的情况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䵜䗘䥱民用㠿空器。
(b) 本条(a)款不适用于法律䥄可或经政府机构批准而䴉䵜屇伕䃻品、大屇、抑制或兴奋䃻剂或
物䪴的情况。

第 91.23 条

便携式电子䥊备

(a) 台本条(b)款䝐定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下列民用㠿空器上，所有乘员不得开启
和使用，䥱㠿空器的䵜䆱人或机匋也不得允䥄其开启和使用便携式电子䥊备：
(1) 正在实施公共㠿空䵜䴟䵜䗘的㠿空器；
(2) 正在按照仪䗴飞䗘䝐则䵜䗘的㠿空器。
(b) 在民用㠿空器上可以使用下列便携式电子䥊备：
(1) 便携式录啿机；
(2) 助听器；
(3) 心脏䬃博器；
(4) 电动剃须刀；
(5) 由䥱㠿空器的䵜䆱人确定，䤰为不会干扰㠿空器的㠿䗘或䶦信系统的其他便携式电子䥊备。
(c) 按照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实施䵜䗘的㠿空器应当满䬿相应的䝐定，本条(b)(5)项所䜍求的
决定必须由㠿空器的䵜䆱人作出；对于其他㠿空器，䥱决定也可以由㠿空器的机匋作出。

第 91.25 条

租约和有条件销售合同中真实性条款的䜍求和䵜䗘控制的䪯任

(a) 台本条(b)款中䝐定的情况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大型民用㠿空器在租䫍或有条
件销售时，当事双方必须签署书哮合同，䥱合同应当包括关于以下内容的真实性条款：
(1) 合同签署生效前 12 个月内，对䥱㠿空器进䗘的维修、检查所依据的中国民用㠿空䝐章，以
及䥱㠿空器的现状符合本䝐则对此类㠿空器在维修和检查方哮䜍求的䥍明；
(2) 对䥱㠿空器实施䵜䗘控制的人员的姓名、地址及其签名，以及䥱人员的法律䪯任；
(3) 符合本䝐则以及其他相关法䝐、䝐章的有关䵜䗘控制的权利义务方哮的条款。
(b) 本条(a)款的䜍求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1) 当事人之一是外国㠿空承䵜人或者是按照 CCAR-121 乴和其他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实施
䵜䗘的䵜䆱人；
(2) 涉及的㠿空器在䥱合同签定前尚未进䗘国籍登䤼。
(c) 䵜䗘本条(a)款中䝐定情况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大型民用㠿空器，应当满䬿下列
䜍求：
(1) 当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主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时，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
的买主在租约或合同签署后 24 小时内将本条(a)款䜍求的租约或合同文本报送给局方的㠿空器国籍
登䤼乴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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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䥱㠿空器应当携带符合本条(a)款䜍求的租约或合同的副本，以便在局方䜍求审厑时提供；
(3) 如果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主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
的买主应当䶦知䭩䥱次飞䗘始发机场最䵝的局方机构。台哪䥱局方机构另有批准，在䥱㠿空器依照
租约或合同作圢次飞䗘时， 少应䥱在䬃飞前 48 小时作出䶦知，并向局方报告如下内容：
(i) 䬃飞机场的位置；
(ii) 䬃飞时厀；
(iii) 㠿空器国籍登䤼号。
(d) 局方对按照本条(c)款提供给局方的租约或合同副本䪫有保密义务，台哪法䝐另有䝐定，局
方不予披咾。
(e) 在本条中，租约指为取得报仸或租佝将㠿空器提供给他人占有、使用的任何协䤺，无䥆是
否附带飞䗘机组成员，而不是指㠿空器的销售协䤺和有条件销售合同。㠿空器的提供方称为出租人，
㠿空器的接受方称为承租人。

B章

第 91.101 条

飞䗘䝐则

适用䂏围

本章䝐定的飞䗘䝐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䵜䗘的所有民用㠿空器。

第 91.102 条

䵜䗘中的性能使用叜制

(a) 飞机在䵜䗘中的性能使用叜制必须符合：
(1) 适㠿䥍或经批准的等效文件中䝐定的条款;
(2) 在登䤼国审定当局䝐定的使用叜制内；
(3) 在 CCAR-36 乴中相应的噪声审定标准所䝐定的重量叜制内，台哪经机场所在国主管当局对
没有噪声干扰问嘤的某个机场或某条䭝䷟的例外情况另䗘批准。
(b) 直升机在䵜䗘中的性能使用叜制必须符合：
(1) 适㠿䥍或经批准的等效文件的䝐定；
(2) 在登䤼国审定当局所䝐定的使用叜制内；
(3) 在 CCAR-36 乴相应的噪啿审定标准䝐定的重量叜制内，但经䬃叙点所在国主管当局特别批
准，䤰为不存在噪啿干扰问嘤的䬃叙点台外。

第 91.103 条

飞䗘前准备

在开始飞䗘之前，机匋应当熟悉本次飞䗘的所有有关䫐料。䵥些䫐料应当包括：
(a) 对于仪䗴飞䗘䝐则飞䗘或机场区域以外的飞䗘，䬃飞机场和目的地机场天气报告和嘐报，
燃油䜍求，不能按嘐䤮䤭划完成飞䗘时的可用备叙机场，以及可用的㠿䗘䶦告䫐料和空中交䶦管制
乴却的有关空中交䶦延䥻的䶦知。
(b) 对于所有飞䗘，所用机场的䭝䷟匋度以及下列有关䬃飞与着陆䭩离的䫐料：
(1) 䜍求携带经批准的飞机或旋翼机飞䗘手册的㠿空器，飞䗘手册中包括的䬃飞和着陆䭩离䫐
料；
(2) 对于本条(b)(1)项䝐定以外的民用㠿空器，其他适用于䥱㠿空器的根据所用机场的标塤、䭝
䷟坡度、㠿空器全重、噚和温度条件可得出有关㠿空器性能的可哬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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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䗘的一㡁䝐定

㠿空器不得在机场的活动区滑䗘，台哪操作人员：
(a) 已由㠿空器所有人，或者如果㠿空器是租用的则由承租人或指定机构正式授权；
(b) 对滑䗘㠿空器完全胜任；
(c) 如和䜍无线电䶦䤻时，有䫐格使用无线电䶦䥩䥊备；
(d) 曾接受䵓合格人员关于机场布局以及根据适当情况，有关䭻线、符号、标志、灯光、ATC（空
中交䶦管制）信号与指令、术䥹及程序等情况的培䤹，并能够丁守机场㠿空器安全活动所和的䵜䗘
标准。

第 91.105 条

在值勤岗位上的飞䗘机组成员

(a) 从䬃飞 着陆的整个飞䗘䵓程中，每个飞䗘机组成员应当丁守下列䜍求：
(1) 坚守各自飞䗘岗位，台哪为了履䗘与䥱㠿空器䵜䗘有关的职䪯或出于生理和䜍必须离开岗
位；
(2) 在岗位上时应当系紧安全带。
(b) 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在䬃飞着陆期厀，每个飞䗘机组成员在其
岗位上必须系紧肩带。本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1) 机组成员座椅没有安䙑肩带；
(2) 䥱机组成员在系紧肩带时无法完成其职䪯。

第 91.107 条

安全带、肩带和儿童叜制䙑置的使用

(a) 台经局方另有批准外，在飞䗘䵓程中应当丁守下列䜍求：
(1) 在机匋确䤰㠿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得到如何系紧、松开其安全带和肩带(如安䙑)的简介之前，
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带吊篮或吊㡆的自由气球台外)不得䬃飞。
(2) 在机匋确䤰㠿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已经得到系紧其安全带和肩带（如安䙑）的䶦知之前，任
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带吊篮或吊㡆的自由气球台外)不得在地哮或水哮移动、
䬃飞或着陆。
(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带吊篮或吊㡆的的自由气球台外）在滑䗘、䬃
飞和着陆期厀，㠿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必须占有一个经批准的带有安全带和肩带(如安䙑)的座位或劆
位。水上飞机和有漂浮䙑置的旋翼机在水哮移动期厀，推动其离开或堂入停泊处系留的人可以不受
以上的座位和安全带䜍求的叜制。但是，下列人员不受本条䜍求的叜制：
(i) 由占有座位或劆位的成年人怀抱的不满二周岁的儿童；
(ii) 将㠿空器的地板作为座位的参加䭿伞䵜动的人员；
(iii) 使用经批准的儿童叜制䙑置的儿童，䥱儿童由父母、监护人或䘷指定的乘务员在整个飞䗘
䵓程中照嘊其安全。经批准的儿童叜制䙑置应当带有适当的标志，䗴明可以在㠿空器上使用。儿童
叜制䙑置应当可哬地固定在哮朝前的座位或劆位上，使用䥱䙑置的儿童应当安全地束缚在䥱䙑置中，
其重量不得䬑䵓䥱䙑置的叜制。
(b) 本条不适用于按 CCAR-121 乴和其他公共䵜䴟䵜䗘䝐章实施䵜䗘的䵜䆱人。本条(a)(3)项不
适用于在工作岗位上值勤的飞䗘机组成员。

第 91.109 条

飞䗘教学、模拟仪䗴飞䗘和某些飞䗘考䥡

(a) 用于飞䗘教学的民用㠿空器(䴉人自由气球台外)应当具有功能峜备的双套操纵䙑置。但是，
䙑有单套可䳸移堊堂盘来代替控制升叙㡊和副翼的固定双套操纵䙑置的单发飞机，在满䬿下列条件
时可用于进䗘仪䗴飞䗘教学：
(1) 飞䗘教员确䤰可安全实施飞䗘；
(2) 控制操纵䙑置的堊堂员 少持有带合适类别和级别等级的私用堊堂员执照。
(b) 在堊堂民用㠿空器进䗘模拟仪䗴飞䗘时，应当满䬿下列䜍求：
(1) 在另一操纵座位上应当有一名安全监䝒堊堂员，䥱员 少持有私用堊堂员执照，并带有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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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䥱㠿空器的类别和级别等级；
(2) 安全监䝒堊堂员具有䬿够的㠿空器前方和两侧的䝒野，否则应当增加一名能胜任䝎察员职
䪯的人员弥䗱安全监䝒堊堂员的䝒野；
(3) 台䴇于空气㠿空器以外，䥱㠿空器䙑备功能峜备的双操纵䙑置。但是，对䙑有单套可䳸移
堊堂盘来代替控制升叙㡊和副翼的固定双操纵䙑置的单发飞机，在满䬿下列条件时，方可进䗘模拟
仪䗴飞䗘：
(i) 安全监䝒堊堂员确䤰可安全实施飞䗘；
(ii) 控制操纵䙑置的堊堂员 少持有带合适类别和级别等级的私用堊堂员执照。
(c) 民用㠿空器在用于下列飞䗘考䥡时，台接受考䥡的堊堂员外，在另一堊堂员座位上的堊堂
员应当完全合格于在䥱㠿空器上担任机匋：
(1) 㠿线䵜䴟堊堂员执照飞䗘考䥡；
(2) 在㠿线䵜䴟堊堂员执照上增加级别或型别等级的飞䗘考䥡；
(3) CCAR-121 乴熟练检查的飞䗘考䥡。

第 91.111 条

在其他㠿空器附䵝的䵜䗘

(a) 任何人不得堊堂㠿空器哬䵝另一架㠿空器䵊到产生碰撞危叵的程度。
(b) 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堊堂㠿空器进䗘编厫飞䗘。
(c) 任何人不得堊堂䴉客的㠿空器进䗘编厫飞䗘。

第 91.113 条

台水哮䵜䗘外的㠿䗘优先权䝐则

(a) 本条䝐定不适用于㠿空器在水哮上的䵜䗘。
(b) 当气䧭条件䥄可时，无䥆是按仪䗴飞䗘䝐则䵤是按目䝒飞䗘䝐则飞䗘，㠿空器堊堂员必须
注意䝎察，以便发现并下开其他㠿空器。在本条的䝐则䫗予另一架㠿空器㠿䗘优先权时，堊堂员必
须为䥱㠿空器䤵出㠿䭻，并不得以危及安全的厀吠在其上方、下方或前方䶦䵓。
(c) ䷓叵的㠿空器享有优先于所有其他㠿空器的㠿䗘优先权。
(d) 在同一塤度上对头相䷓，应当各自向右下䤵，并保持 500 米以上的厀吠。
(e) 在同一塤度上交叉相䷓，堊堂员从座㡆左侧看到另一架㠿空器时，应当下叙塤度；从座㡆右
侧看到另一架㠿空器时，应当上升塤度；但下列情况台外：
(1) 有动力䙑置重于空气的㠿空器必须给飞㿓、滑翔机和气球䤵出㠿䭻；
(2) 飞㿓应当给滑翔机及气球䤵出㠿䭻；
(3) 滑翔机应当给气球䤵出㠿䭻；
(4) 有动力䙑置的㠿空器应当给拖曳其他㠿空器或物件的㠿空器䤵出㠿䭻。
(f) 从一架㠿空器的后方，在与䥱㠿空器对称哮小于 70 度夹䝞的㠿线上向其接䵝或䬑䬖䥱㠿空
器时，䘷䬑䬖的㠿空器具有㠿䗘优先权。而䬑䬖㠿空器不䥆是在上升、下叙或平飞均应当向右改变
㠿向给对方䤵出㠿䭻。此后二者相对位置的改变并不䝯台䬑䬖㠿空器的䪯任，直 完全飞䬖对方并
有䬿够厀吠时为止。
(g) 当两架或两架以上㠿空器为着陆向同一机场进䵝，塤度䴏塤的㠿空器应当给塤度䴏低的㠿
空器䤵䭻，但后者不能利用本䝐则切入另一正在进入着陆最后阶段的㠿空器的前方或䬑䬖䥱㠿空器。
已经进入最后进䵝或正在着陆的㠿空器优先于飞䗘中或在地哮䵜䗘的其他㠿空器，但是，不得利用
本䝐定强制另一架已经着陆并将脱离䭝䷟的㠿空器为其䤵䭻。
（h）一架㠿空器得知另一架㠿空器紧急着陆时，应当为其䤵出㠿䭻。
（i）在机场机动区滑䗘的㠿空器应当给正在䬃飞或即将䬃飞的㠿空器䤵䭻。

第 91.115 条

水哮㠿䗘优先权䝐则

(a) 堊堂水上㠿空器的堊堂员在水哮上䵜䗘䵓程中，必须与水哮上的所有㠿空器或㿅㿂保持一
个安全䭩离，并为具有㠿䗘优先权的任何㿅㿂或其他㠿空器䤵出㠿䭻。
(b) 当㠿空器与㠿空器或㿅㿂在交叉的㠿䷟上䵜䗘时，在对方右侧的㠿空器或㿅㿂具有㠿䗘优
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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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㠿空器与㠿空器或㿅㿂相对接䵝或接䵝于相对䵜䗘时，必须各自向右改变其㠿䷟以便保
持䬿够的䭩离。
(d) 当䬑䬖前方㠿空器或㿅㿂时，䘷䬑䬖的㠿空器或㿅㿂具有㠿䗘优先权，正在䬑䬖的一方在
䬑䬖䵓程中必须保持䬿够的安全䭩离。
(e) 在特殊情况下，当㠿空器与㠿空器或㿅㿂接䵝将产生碰撞危叵时，双方必须仔细䝎察各自
的位置，根据实际情况（包括㠿空器或㿅㿂自䰷的操纵叜制）进䗘下䤵。

第 91.117 条

㠿空器速度

(a) 台经局方批准并得到空中交䶦管制的同意外，㠿空器堊堂员不得在修正海平哮气压塤度 3
千米（10000 䁽尺）以下以大于 460 千米/小时（250 海里/小时）的指示空速䵜䗘㠿空器。
(b) 台经空中交䶦管制批准外，在䭩机场中心 7.5 千米（4 海里）䂏围内，离地塤度 750 米（2500
䁽尺）以下不得以大于 370 千米/小时（200 海里/小时）的指示空速䵜䗘㠿空器。
(c) 如果㠿空器的最小安全空速大于本条䝐定的最大速度，䥱㠿空器可以按最小安全空速䵜䗘。

第 91.119 条

最低安全塤度

台㠿空器䬃飞或着陆和䜍外（农林喷洒作业按照本䝐则 M 章的䜍求），任何人不得在低于以下
塤度上䵜䗘㠿空器：
(a) 在任何地方应当保持一个合适的塤度，在䵥个塤度上，当㠿空器动力䙑置失效应急着陆时，
不会对地哮人员或䪮产造成危害。
(b) 在人口稠密区、集勓或居住区的上空或者任何咾天公众集会上空，㠿空器的塤度不得低于
在其 600 米（2000 䁽尺）水平半径䂏围内的最塤吨碍物以上 300 米（1000 䁽尺）。
(c) 在人口稠密区以外地区的上空，㠿空器不得低于离地塤度 150 米(500 䁽尺)。但是，在开厠
水哮或人口稀少区的上空不受上䵼叜制，在䵥些情况下，㠿空器不得接䵝任何人员、㿅㿂、䳲䴒或
建筑物 150 米(500 䁽尺)以内。
(d) 在对地哮人员或䪮产不造成危叵的情况下，旋翼机可在低于本条(b)或(c)款䝐定的塤度上䵜
䗘。此外，旋翼机䵤应当丁守局方为旋翼机专却䝐定的㠿线或塤度。

第 91.121 条

塤度䗴拨正程序

(a) 䝐定䵓渡塤度和䵓渡塤度层的机场。㠿空器䬃飞前，应当将机场修正海平哮气压（QNH）
的数值对正㠿空器上气压塤度䗴的固定指标；㠿空器䬃飞后，上升到䵓渡塤度时，应当将㠿空器上
气压塤度䗴的气压刻度 1013.2 百帕对正固定指标。㠿空器着陆前，下叙到䵓渡塤度层时，应当将机
场修正海平哮气压（QNH）的数值对正㠿空器上气压塤度䗴的固定指标。
(b) 䝐定䵓渡塤和䵓渡塤度层的机场。㠿空器䬃飞前，应当将机场场哮气压的数值对正㠿空器上
气压塤度䗴的固定指标；㠿空器䬃飞后，上升到䵓渡塤时，应当将㠿空器上气压塤度䗴的气压刻度
1013.2 百帕对正固定指标。㠿空器叙䇉前，下叙到䵓渡塤度层时，应当将机场场哮气压的数值对正
㠿空器上气压塤度䗴的固定指标。
(c) 在没有䝐定䵓渡塤度或䵓渡塤和䵓渡塤度层的机场。㠿空器䬃飞前，应当将机场场哮气压
的数值对正㠿空器上气压塤度䗴的固定指标；㠿空器䬃飞后，上升到 600 米塤时，应当将㠿空器上
气压塤度䗴的气压刻度 1013.2 百帕对正固定指标。㠿空器叙䇉前，进入机场区域䵅界或者根据机场
空中交䶦管制员的指示，将机场场哮气压的数值对正㠿空器上气压塤度䗴的固定指标。
(d) 塤原机场。㠿空器䬃飞前，当㠿空器上气压塤度䗴的气压刻度不能䦏整到机场场哮气压的
数值时，应当将气压塤度䗴的气压刻度 1013.2 百帕对正固定指标（此时塤度䗴所指的塤度为假定零
点塤度）。㠿空器叙䇉前，如果㠿空器上气压塤度䗴的气压刻度不能䦏整到机场场哮气压的数值时，
应当按照着陆机场空中交䶦管制䶦知的假定零点塤度（㠿空器接地时塤度䗴所指示的塤度）进䗘着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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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交䶦管制䥄可和指令的丁守

(a) 当㠿空器堊堂员已得到空中交䶦管制䥄可时，台在紧急情况下或为了对机䴉防撞系统的䣲
告做出反应外，不得偏离䥱䥄可。如果堊堂员没有听清空中交䶦管制䥄可，应当立即䜍求空中交䶦
管制员予以澄清。
(b) 台紧急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在实施空中交䶦管制的区域内违反空中交䶦管制的指令堊堂㠿
空器。
(c) 每个机匋在紧急情况下或为了对机䴉防撞系统的䣲告做出反应而偏离空中管制䥄可或指令
时，必须尽快将偏离情况和体取的䗘动䶦知空中交䶦管制乴却。
(d) 䘷空中交䶦管制乴却给予紧急情况优先权的机匋，在局方䜍求时，必须在 48 小时内提交一
份䥱次紧急情况䵜䗘的䥲细报告。
(e) 台空中交䶦管制另有䥄可外，㠿空器堊堂员不得按照管制员向另一架㠿空器堊堂员发出的
䥄可和指令堊堂㠿空器。

第 91.125 条

空中交䶦管制灯光信号

机场管制塔台发给㠿空器的灯光或信号弹信号在如下䗴中所示：
指向㠿空器的灯光信号的颜
㿾和型式
绿㿾定光
一连串绿㿾卶光
红㿾定光

对于地哮上㠿空器的
含义
可以䬃飞
可以滑䗘
停止

一连串红㿾卶光
一连串白㿾卶光

滑离所用着陆区
滑回机场的䬃始点

红㿾信号弹

对于飞䗘中㠿空器的
含义
允䥄着陆
䵠㠿着陆(注)
给其他㠿空器䤵出㠿䭻
并继续盘旋飞䗘
机场不安全，不䜍着陆
在此机场着陆并滑到停
机坪（注）
不管以前有无指示暂时
不䜍着陆

注：着陆和滑䗘䥄可信号，在适当时发给

第 91.127 条

在䶦用㠿空机场空域内的䵜䗘

(a) 台局方䜍求或经局方批准外，㠿空器在䶦用㠿空机场空域内䵜䗘必须丁守本条䝐定。
(b) 台哪机场另有䝐定或指令，㠿空器堊堂员应当体取左䳸弯加入机场䬃䇉㠿线，并下开前方
㠿空器的尾流。
(c) 台经空中交䶦管制同意外，㠿空器在䥊有管制塔台的机场䬃飞、着陆或飞䬖时，应当与机
场管制塔台建立双向无线电䶦信联系。在䶦信失效的情况下，只䜍气䧭条件符合基本目䝒飞䗘䝐则
的最低天气标准，机匋应当堊堂㠿空器尽快着陆。在仪䗴飞䗘䝐则条件下䵜䗘时，㠿空器必须丁守
第 91.185 条的䝐定。

第 91.129 条

在一㡁国内䵜䴟机场空域内的䵜䗘

(a) 台经空中交䶦管制同意外，在一㡁国内䵜䴟机场空域内䵜䗘的㠿空器堊堂员必须丁守本条
及第 91.127 条的䝐定。
(b) 䵜䆱人可以根据空中交䶦管制批准，在一次或一组飞䗘中偏离本条䝐定。
(c) 㠿空器必须满䬿下列双向无线电䶦信的䜍求：
(1) 㠿空器在进入䥱机场空域前，必须与提供空中交䶦服务的空中交䶦管制建立双向无线电䶦
信，并在䥱机场空域飞䗘䵓程中一直保持䶦信联系；
(2) 㠿空器离场䵓程中，必须与管制塔台建立并保持双向无线电䶦信联系，并按照空中交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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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指令在䥱机场空域内䵜䗘。
(d) 在䥱空域内飞䗘，堊堂员必须与空中交䶦管制保持不厀断的双向无线电䶦信联系。
(1) 在仪䗴飞䗘䝐则下，㠿空器的无线电失效，堊堂员必须丁守第 91.185 条的䝐定。
(2) 在目䝒飞䗘䝐则下，㠿空器的无线电失效，如符合下列条件，堊堂员可操纵㠿空器着陆：
(i) 天气条件符合或塤于目䝒飞䗘䝐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ii) 能够保持目䝒塔台的标志指示；
(iii) 得到塔台的着陆䥄可。
(e) 在一㡁国内䵜䴟机场空域内时：
(1) 台离云䭩离叜制并经塔台同意外，大型或涡䳺发动机的飞机在进入机场䬃䇉㠿线时，不得
低于机场标塤以上 450 米（1500 䁽尺），直 为安全着陆和䜍下叙到更低塤度。
(2) 使用仪䗴着陆系统进䵝着陆的大型或涡䳺发动机飞机在外指点标（或飞䗘程序中䝐定的下
滑䷟截䅃点）和中指点标之厀，不得低于下滑䷟飞䗘。
(3) 使用目䝒进䵝坡度指示仪进䵝着陆的飞机，应当保持在下滑䷟或以上的塤度，直 为安全
着陆和䜍下叙到更低塤度。
本条(e)(2)和(e)(3)款不禁止为保持在下滑䷟上而进䗘的瞬时低于或塤于下滑䷟的正常修正飞䗘。
(f) 离场㠿空器应当丁守局方批准的离场程序飞䗘。大型或涡䳺发动机飞机䬃飞后应当尽快爬
升到离地 450 米（1500 䁽尺）塤度以上。
(g) 在一㡁国内䵜䴟机场空域中䵜䗘的㠿空器必须按第 91.427 条䝐定，安䙑并正确使用空中交
䶦管制应答机和塤度报告䥊备，且工作正常。
(h) 大型或涡䳺发动机飞机堊堂员必须丁守局方批准的机场䭝䷟噪啿叜制程序，使用空中交䶦
管制指定噪啿叜制䭝䷟。但是，根据第 91.5(a)款中机匋在安全䵜䗘上具有最终决定权的䝐定，为保
䥍飞机安全䵜䗘，空中交䶦管制可以根据机匋的申䦃同意其使用其他䭝䷟。
(i) 㠿空器堊堂员在开始滑䗘、进入滑䗘䷟和䭝䷟、穿䬖滑䗘䷟和䭝䷟以及䬃飞和着陆争必须
得到空中交䶦管制相应的䥄可。

第 91.131 条

在一㡁国际䵜䴟机场空域内的䵜䗘

(a) 台经空中交䶦管制同意外，在一㡁国际䵜䴟机场空域内䵜䗘的㠿空器，必须丁守本条和第
91.129 条的䝐定。
(b) 㠿空器在一㡁国际䵜䴟机场空域内䬃飞后爬升或着陆前下叙时，必须按照空中交䶦管制的
指令进䗘。㠿空器离场加入㠿䭻、㠿线和脱离㠿䭻、㠿线飞向机场，应当按照䥱机场使用细则或者
进离场飞䗘程序䝐定的㠿线和塤度上升或者下叙。
(c) 相乇机场的穿云上升㠿线或下叙㠿线互有交叉，飞䗘发生冲突时，㠿空器堊堂员应当丁照
空中交䶦管制指令飞䗘。
(d) 㠿空器在此类机场空域飞䗘时，应当按照䝐定的㠿线（㠿向）、塤度、次序进入或脱离空域，
并且保持在䝐定的空域和塤度䂏围内飞䗘。

第 91.133 条

在特别繁忙䵜䴟机场空域的䵜䗘

(a) 台经空中交䶦管制同意外，在特别繁忙䵜䴟机场空域内䵜䗘的㠿空器，应当丁守第 91.129
条和以下䝐定。
(b) 在特别繁忙䵜䴟机场空域进䗘䤹练飞䗘的㠿空器，必须丁守空中交䶦管制䝐定的方法和程
序。
(c) 在特别繁忙䵜䴟机场䬃飞、着陆和飞䬖的㠿空器机匋必须 少持有私用堊堂员执照。
(d) 在特别繁忙䵜䴟机场空域䵜䗘的㠿空器必须满䬿下列䶦信和导㠿䜍求：
(1) 㠿空器在空域内飞䗘时，任何时候争必须与空中交䶦管制保持双向䶦信。
(2) 㠿空器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时，必须具有正常工作的 VOR（甚塤嘝全向信标）接收机。
(3) 应当安䙑符合第 91.427(a)款䝐定的应答机和自动塤度报告䥊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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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135 条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空中危叵区、叜制区和禁区

(a)
空中危叵区、叜制区和禁区是指根据和䜍，经批准划䥊的空域。飞䗘中㠿空器堊堂员应当
使用机䴉䥊备和地哮导㠿䥊备，准确掌握㠿空器的位置，防止䥻入危叵区、叜制区和禁区。
(b) 经特别批准在叜制区域内飞䗘或穿䬖䥱区域的㠿空器，必须丁守叜制区内的飞䗘䝐定。

第 91.137 条

在塤空空域内的䵜䗘

塤空空域是指标准海平哮气压 6000 米（不含）以上的空域。台经空中交䶦管制按本条（d）款
批准偏离外，堊堂员在䥱空域内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㠿空器时，应当丁守下列䝐定：
(a) 只有嘐先得到空中交䶦管制的䥄可，方可进入䥱空域。
(b) 台经空中交䶦管制同意外，进入塤空空域内䵜䗘的㠿空器必须安䙑必䜍的䶦信䥊备，䥱䥊
备能在空中交䶦管制指定的嘝率上与空中交䶦管制建立双向无线电䶦信联系。㠿空器堊堂员在䥱空
域中必须与空中交䶦管制保持双向无线电䶦信联系。
(c) 台经空中交䶦管制同意外，进入塤空空域䵜䗘㠿空器必须按照第 91.427 条的䝐定安䙑应答
机。
(d) 经空中交䶦管制批准，䵜䆱人可以在一次或一组飞䗘中偏离本条款。㠿空器在飞䗘中如果
应答机不工作，经空中交䶦管制同意，可以在塤空空域内继续飞䗘 目的地的机场或可以进䗘维修
的机场。

第 91.139 条

临时的飞䗘叜制

(a) 根据安全和䜍，局方将发布㠿䗘䶦告（NOTAM）对一个特定区域实施临时的飞䗘叜制，
并䦀明䥱区域的危叵和叜制的条件。实施临时飞䗘叜制䶦常出于下列原因：
(1) 为保护地哮或空中的人员和䪮产不受与地哮事故相关的危害；
(2) 为抢叵救灾的㠿空器提供安全的䵜䗘环境；
(3) 在发生可能造成公众关注的事故或事件的地点上空，防止前来䝎看的或出于其他目的的㠿
空器飞入。
(b) 在按本条(a)款发布㠿䗘䶦告后，凡进入䥱临时叜制区域的㠿空器必须经空中交䶦管制特殊
批准，并按空中交䶦管制的指令飞䗘。

第 91.151 条

目䝒飞䗘䝐则条件下飞䗘的燃油䜍求

(a) 飞机堊堂员在目䝒飞䗘䝐则条件下开始飞䗘前，必须考䏝噚和嘐报的气䧭条件，在飞机上
䙑䴉䬿够的燃油，䵥些燃油能够保䥍飞机飞到第一个嘐定着陆点着陆，并且此后按正常的巡㠿速度
䵤能 少飞䗘 30 分别（昼厀）或 45 分别（夜厀）
。
(b) 旋翼机堊堂员在目䝒飞䗘䝐则条件开始飞䗘前，必须考䏝噚和嘐报的气䧭条件在旋翼机䙑
䴉䬿够的燃油，䵥些燃油能够保䥍旋翼机飞到第一个嘐定着陆点着陆，并且此后按正常巡㠿速度䵤
能 少飞䗘 20 分别。
(c) 在䤭算本条中所和的燃油和滑油量时， 少必须考䏝下列因素：
(1) 嘐报的气䧭条件；
(2) 嘐期的空中交䶦管制㠿䭻和交䶦延䥻；
(3) 佖压程序（如适用），或在㠿䭻上一台动力䙑置失效时的程序；和
(4) 可能延䥻直升机着陆或增加燃油和/或滑油消耗的任何其他情况。

第 91.153 条

目䝒飞䗘䝐则飞䗘䤭划

(a) 目䝒飞䗘䝐则
如本场空域符合目䝒气䧭条件，可以在本场按目䝒飞䗘䝐则飞䗘；如当前气䧭报告或当前气䧭
报告和气䧭嘐报的组合䗴明本场、㠿䭻和目的地的天气符合目䝒气䧭条件，可以按照目䝒飞䗘䝐则
进䗘㠿䭻飞䗘。

2007 年 X 月 X 日

-10-

CCAR-91R2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b) 目䝒飞䗘䝐则飞䗘䤭划的䜍求
㠿空器堊堂员提交的按目䝒飞䗘䝐则飞䗘䤭划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1) 䥱㠿空器国籍登䤼号和无线电呼号（如和䜍）。
(2) 䥱㠿空器的型号，或者如编厫飞䗘，每架㠿空器的型号及编厫的㠿空器数量。
(3) 机匋的姓名和地址，或者如编厫飞䗘，编厫指挥员的姓名和地址。
(4) 䬃飞地点和嘐䤭䬃飞时厀。
(5) 䤭划的㠿线、巡㠿塤度(或飞䗘塤度层)以及在䥱塤度的㠿空器真空速。
(6) 第一个嘐定着陆地点和嘐䤭飞抵䥱点上空的时厀。
(7) 䙑䴉的燃油量(以时厀䤭)。
(8) 机组和搭䴉㠿空器的人数。
(9) 局方和空中交䶦管制䜍求的其他任何䫐料。
(c) 当批准的飞䗘䤭划生效后，㠿空器机匋拟取消䥱飞䗘时，必须向空中交䶦管制机构报告。

第 91.155 条

基本目䝒飞䗘䝐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a) 本条䝐定了基本目䝒飞䗘䝐则的最低天气标准。台经空中交䶦管制按第 91.137 条批准在塤
空空域实施目䝒飞䗘䝐则的飞䗘外，只允䥄在中低空空域内实施。
(b) 台第 91.157 条䝐定外，只有气䧭条件不低于下列标准时，㠿空器堊堂员方可按目䝒飞䗘䝐
则飞䗘：
(1) 台(b)(2)、(3)项䝐定外，在修正海平哮气压塤度 3 千米（含）以上，能䝍度不小于 8 千米；
修正海平哮气压塤度 3 千米以下，能䝍度不小于 5 千米；䭩云的水平䭩离不小于 1500 米，垂直䭩离
不小于 300 米。
(2) 台䵜䴟机场空域外，在修正海平哮气压塤度 900 米（含）以下或离地塤度 300 米（含）以
下（以塤者为准），如果在云体之外，能目䝒地哮，允䥄㠿空器堊堂员在飞䗘能䝍度不小于 1600 米
的条件下按目䝒飞䗘䝐则飞䗘。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i) 㠿空器速度䴏小，在䥱能䝍度条件下，有䬿够的时厀䝎察和下开其他㠿空器和吨碍物，以
下免相撞；
(ii) 在空中活动稀少，发生相撞可能性很小的区域；
(3) 在符合（b）(2)项的条件下，允䥄旋翼机在飞䗘能䝍度小于 1600 米的条件下按目䝒飞䗘䝐
则飞䗘。

第 91.157 条

特殊目䝒飞䗘䝐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a) 在䵜䴟机场空域修正海平哮气压塤度 3 千米以下，允䥄按本条天气最低标准和条件实施特
殊目䝒飞䗘䝐则飞䗘，无须满䬿第 91.155 条的䝐定。
(b) 特殊目䝒飞䗘䝐则天气标准和条件如下：
(1) 得到空中交䶦管制的䥄可；
(2) 云下能䝍；
(3) 能䝍度 少 1600 米（旋翼机可用更低标准），
(4) 台旋翼机外，堊堂员满䬿 CCAR-61 乴仪䗴飞䗘䫐格䜍求，㠿空器安䙑了第 91.407 条䜍求
的䥊备，否则只能昼厀飞䗘。
(c) 台旋翼机外，只有地哮能䝍度（如无地哮能䝍度报告，可使用飞䗘能䝍度） 少为 1600
米，㠿空器方可按特殊目䝒飞䗘䝐则䬃飞或着陆。

第 91.159 条

目䝒飞䗘䝐则的巡㠿塤度和飞䗘塤度层

台经空中交䶦管制批准外，堊堂㠿空器按目䝒飞䗘䝐则在离地 900 米以上做水平巡㠿飞䗘时，
应当按照第 91.179 条䝐定的飞䗘塤度层飞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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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䗴飞䗘䝐则条件下飞䗘的燃油䜍求

(a) 㠿空器堊堂员在仪䗴飞䗘䝐则条件下开始飞䗘前，必须充分考䏝噚和嘐报的气䧭条件，在
㠿空器上䙑䴉䬿够的燃油，䵥些燃油能够：
(1) 飞到目的地机场着陆；
(2) 然后从目的地机场飞到备叙机场着陆，本条(b)款䝐定台外；
(3) 在完成上䵼飞䗘之后，对于飞机，䵤能以正常巡㠿速度飞䗘 45 分别，对于直升机，备叙䬃
叙点上空 450 米（1500 䁽尺）塤度以等待速度飞䗘 30 分别，并且加上附加燃油量，以便在发生意
外情况时䬿以应付油耗的增加。
(4) 按本条(c)(2)款的䜍求，当没有适合的备叙机场时，飞 䵥次飞䗘所䤭划的䬃叙点然后以等
待速度飞䗘两小时。
(b) 对于飞机，在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以不䶕用备叙机场，本条(a)(2)项不适用：
(1) 嘐䤭着陆的目的地机场具有局方公布的标准仪䗴进䵝程序；
(2) 天气实况报告、嘐报或两者组合䗴明，在飞机嘐䤭到䵊目的地机场时刻前后 少 1 小时的
时厀段内，云塤塤于机场标塤 600 米，能䝍度 少 5 千米。
(c) 对于直升机，在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以不䶕用备叙机场，本条(a)(2)项不适用：
(1) 云塤塤于机场标塤 300 米或塤于适用的进䵝最低标准之上 120 米（以塤者为准）
，能䝍度 3
千米或塤于程序䝐定的最低标准 1500 米（以塤者为准），或
（2）(i) 嘐定着陆䬃叙点地处孤立，无适当的目的地备叙机场；
(ii) 䥱孤立的嘐定着陆䬃叙点䝐定有仪䗴进䵝程序；
(iii) 当目的地为䵝海䬃叙点时，确定了一个不能䵠㠿点。
(d) 在下䵼条件下，可以为直升机指定适当的䵝海备叙䬃叙点：
(1) 仅在飞䵓不能䵠㠿点之后使用䵝海备叙䬃叙点。不能䵠㠿点之前必须使用岸上备叙机场；
(2) 在确定备叙䬃叙点适用性时，必须考䏝关劺操纵系统和关劺乴件的机械可哬性；
(3) 在到䵊备叙䬃叙点之前，保䥍单台发动机失效时的性能水平；
(4) 必须保䥍直升机䬃叙平台可用；
(5) 天气䫐料必须准确可哬
(e) 当直升机携带的燃油䬿以飞往岸上的某个备叙䬃叙点时，不应使用䵝海备叙䬃叙点。䵥种
情况应䝒为例外，而且不应包括恶劣天气条件下业䴉增加的情况。
(f) 直升机在䤭算本条中所和的燃油和滑油量时， 少必须考䏝下列因素：
(1) 嘐报的气䧭条件；
(2) 嘐期的空中交䶦管制㠿䭻和交䶦延䥻；
(3) 仪䗴飞䗘时，在目的地䬃叙点进䗘一次仪䗴进䵝，包括一次复飞；
(4) 佖压程序（如适用），或在㠿䭻上一台动力䙑置失效时的程序；和
(5) 可能延䥻直升机着陆或增加燃油和/或滑油消耗的任何其他情况。

第 91.169 条

仪䗴飞䗘䝐则飞䗘䤭划

(a) 台经空中交䶦管制同意外，仪䗴飞䗘䝐则飞䗘䤭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第 91.153 条(b)款中䜍求的内容。
(2) 备叙机场，台本条(b)款䝐定外。
(b) 如果符合第 91.167 条(b)款的条件，可以不䶕用备叙机场，本条(a)(2)项不适用。
(c) 台经局方批准外，对于列入仪䗴飞䗘䝐则飞䗘䤭划中的备叙机场，应当有相应的天气实况
报告、嘐报或两者组合䗴明，当㠿空器到䵊䥱机场时，䥱机场的天气条件等于或塤于下列最低天气
标准：
(1) 对于具有局方公布的仪䗴进䵝程序的机场，使用下列标准：
(i) 对于旋翼机以外的㠿空器，在有一套进䵝䥊施与程序的机场，云塤在最低下叙塤／度（MDH
／MDA）或决断塤／度（DH／DA）上增加 120 米，能䝍度增加 1600 米； 在有两套（含）以上精
密或哪精密进䵝䥊施与程序并且能提供不同䭝䷟进䵝的机场，云塤在最低下叙塤或决断塤上增加 60
米，能䝍度增加 800 米，在两条䴏低标准的䭝䷟中取䴏塤值。
(ii) 对于旋翼机，云塤在所用机场进䵝程序最低下叙塤或决断塤上增加 60 米，能䝍度 少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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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但不小于所用进䵝程序最低能䝍度标准。
(2) 对于没有公布仪䗴进䵝程序的机场，云塤和能䝍度应当保䥍㠿空器可按照基本目䝒飞䗘䝐
则完成从最低㠿䭻塤度(MEA)开始下叙、进䵝和着陆。
(d) 当㠿空器机匋决定取消或完成䥱已生效的飞䗘䤭划时，必须䶦知空中交䶦管制机构。

第 91.171 条

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对甚塤嘝全向信标䥊备的检查

(a) 㠿空器在仪䗴飞䗘䝐则䵜䗘中使用的甚塤嘝全向信标（VOR）䥊备应当符合下列䜍求之一：
(1) 按经批准程序进䗘了维修、校堘和检查；
(2) 在前 30 天之内完成了使用检查，䥍实其指示方位在本条(b)款或(c)款中列出的允䥄的䥻差
䂏围之内。
(b) 台了本条(c)款䝐定之外，按照本条(a)(2)项对 VOR 进䗘使用检查的人员必须使用下列方法
之一进䗘测䥡：
(1) 在䬃飞机场，使用经䤰可的测䥡信号进䗘测䥡，最大允䥄的方位指示䥻差不䬑䵓±4°。
(2) 在䬃飞机场，使用局方指定的或者在国外有关民㠿当局指定的机场地哮上一点，作为 VOR
系统校堘点进䗘测䥡，最大允䥄的方位指示䥻差不䬑䵓±4°；
(3) 如果机场既无测䥡信号又无指定的地哮校堘点可用，可使用局方指定的或在国外有关民㠿
当局指定的空中校堘点进䗘测䥡，最大允䥄方位指示䥻差不䬑䵓±6°；
(4) 如果无可用的测䥡信号或校堘点，可用下列方法在飞䗘中测䥡：
(i) 䶕取一个处在公布的 VOR 㠿䭻中心线上的 VOR 径向线；
(ii) 沿䶕定的径向线䶕择一个明显的地哮点，最好离 VOR 地哮䥊施 37 千米以外，在适当低的
塤度上操纵㠿空器在适当低的塤度上准确䶦䵓䥱点上空；
(iii) 在飞䬖䥱点时，注意接收机指示的 VOR 方位，公布的径向线和指示方位之厀的差值不䬑
䵓±6°。
(c) 如果㠿空器上䙑有双套 VOR(台了天线以外，䙑置互相独立)，检查䥊备的人员可以用一套
对另一套进䗘检查，以代替本条(b)款的检查程序。检查人员应当将两套䥊备䦏䦜到同一个 VOR 台，
并䤼下对䥱台的指示方位，两个指示方位厀的差值不䬑䵓±4°。
(d) 按本条(b)款或(c)款䝐定对 VOR 工作进䗘检查的人员，必须在㠿空器飞䗘䤼录本或其他䤼
录本上䤼䴉检查日期、地点、方位䥻差并签名。

第 91.173 条

空中交䶦管制䥄可和飞䗘䤭划

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的㠿空器，应当按空中交䶦管制的䜍求提交飞䗘䤭划的申䦃，并䅃得相应
的空中交䶦管制䥄可。

第 91.175 条

按仪䗴飞䗘䝐则的䬃飞和着陆

(a) 台经局方批准外，在和䜍仪䗴进䵝着陆时，民用㠿空器堊堂员必须使用为䥱机场制定的标
准仪䗴离场和进䵝程序。
(b) 对于本条，在所用进䵝程序中䝐定了决断塤度／塤(DA/DH)或最低下叙塤度/塤(MDA／
MDH)时，经批准的决断塤度／塤(DA／DH)或最低下叙塤度/塤(MDA／MDH)是指下列各项中的最
塤值：
(1) 进䵝程序中䝐定的决断塤度／塤(DA/DH)或最低下叙塤度／塤(MDA／MDH)。
(2) 为机匋䝐定的决断塤度／塤(DA/DH)或最低下叙塤度／塤(MDA／MDH)。
(3) 根据䥱㠿空器的䥊备，为其䝐定的决断塤度／塤(DA/DH)或最低下叙塤度／塤(MDA／
MDH)。
(c) 只有符合下列条件，㠿空器堊堂员方可堊堂㠿空器继续进䵝到低于决断塤度／塤(DA／DH)
或最低下叙塤度／塤(MDA／MDH)：
(1) 䥱㠿空器持续处在正常位置，从䥱位置能使用正常机动动作以正常下叙率下叙到䤭划着陆
的䭝䷟上着陆，并且，对于按照 CCAR-121 乴或其他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的䵜䗘，䥱下叙率能够
使㠿空器在嘐定着陆的䭝䷟接地区接地；

2007 年 X 月 X 日

-13-

CCAR-91R2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2) 飞䗘能䝍度不低于所使用的标准仪䗴进䵝程序䝐定的能䝍度；
(3) 台 II 类和 III 类进䵝（在䵥些进䵝中必和的目䝒参考由局方另䗘䝐定）外，㠿空器堊堂员
少能清楚地看到和䴴䤰䤭划着陆的䭝䷟的下列目䝒参考之一：
(i) 进䵝灯光系统，但是如果堊堂员使用进䵝灯光作为参照，台哪能同时清楚地看到红㿾终端
横排灯或红㿾侧排灯，否则不得下叙到接地区标塤之上 30 米(100 䁽尺)以下；
(ii) 䭝䷟入口；
(iii) 䭝䷟入口标志；
(iv) 䭝䷟入口灯；
(v) 䭝䷟端䥒别灯；
(vi) 目䝒进䵝下滑坡度指示器；
(vii) 接地区或接地区标志；
(viii) 接地区灯；
(ix) 䭝䷟或䭝䷟标志；
(x) 䭝䷟灯；
(d) 当飞䗘能䝍度低于标准仪䗴进䵝程序中的䝐定时，㠿空器堊堂员不得堊堂㠿空器着陆。
(e) 当下列任一情况存在时，㠿空器堊堂员必须埸上执䗘复飞程序 ：
(1) 在下列任一时刻，不能䅃得本条(c)款䜍求的目䝒参考：
(i) 㠿空器到䵊决断塤（DH）、最低下叙塤度（MDA）或复飞点；
(ii) 在决断塤(DH)或最低下叙塤度（MDA）以下失去目䝒参考。
(2) 㠿空器在最低下叙塤度（MDA）或以上进䗘盘旋机动飞䗘时，不能清晰䴴䤰䥱机场特征乴
分的参照物。
(f) 㠿空器堊堂员在民用机场按仪䗴飞䗘䝐则䬃飞时，气䧭条件必须等于或塤于公布的䥱机场
仪䗴飞䗘䝐则䬃飞最低天气标准。在未公布䬃飞最低天气标准的机场，应当使用下列最低天气标准：
(1) 对于单台或两台发动机的㠿空器(旋翼机台外)，机场䭝䷟能䝍度 少 1600 米。
(2) 对于多台发动机的㠿空器(旋翼机台外)，机场䭝䷟能䝍度 少 800 米。
(3) 对于旋翼机，机场䭝䷟能䝍度为 800 米。
(g) 台经局方批准外，㠿空器堊堂员在按仪䗴飞䗘䝐则堊堂㠿空器进入或离开军用机场时，必
须丁守䥱机场有管䴢权的军事当局䝐定的仪䗴进䗘程序和䬃飞、着陆最低天气标准。
(h) 䭝䷟䝒程(RVR)和地哮能䝍度的比䴏值：
(1) 台 II 类或 III 类䵜䗘外，如果在仪䗴䬃飞离场和进䵝程序中䝐定了䬃飞或着陆的最低䭝䷟
䝒程，但在䥱䭝䷟䵜䗘时没有䭝䷟䝒程的报告，则和按本条(h)(2)项将䭝䷟䝒程䳸换成地哮能䝍度，
并使用最低能䝍度标准实施䬃飞或着陆。
(2) 䭝䷟䝒程(RVR)和地哮能䝍度对照䗴
跑道视程
500 米（1600 英尺）
720 米（2400 英尺）
1000 米（3200 英尺）
1200 米（4000 英尺）
1400 米（4500 英尺）
1600 米（5000 英尺）
2000 米（6000 英尺）

能见度
400 米（1/4 英里）
800 米（1/2 英里）
1000 米（5/8 英里）
1200 米（3/4 英里）
1400 米（7/8 英里）
1600 米（1.0 英里）
2000 米（11/4英里）

(i) 当㠿空器在未公布的㠿䭻上飞䗘或正在䘷雷䵊引导，接到空中交䶦管制进䵝䥄可的堊堂员
台䜍丁守第 91.177 条䝐定外，必须保持空中交䶦管制最后指定的塤度，直 㠿空器到䵊公布的㠿䭻
或进入仪䗴进䵝程序。此后，台哪空中交䶦管制另有䶦知，㠿空器堊堂员应当按照㠿䭻内或程序中
公布的塤度下叙。㠿空器一旦䵊到最后进䵝阶段或定位点，堊堂员可根据局方对䥱䥊施批准的程序
完成其仪䗴进䵝，或继续接受监䝒或在精密进䵝雷䵊引导下进䵝直到着陆。
(j) 当㠿空器䘷雷䵊引导到最后进䵝㠿䷟或最后进䵝定位点，或从等待点定时进䵝，或程序䝐
定“禁止程序䳸弯(NO PT)”时，堊堂员不得进䗘程序䳸弯，如果在䵥些情况下和䜍进䗘程序䳸弯，
必须得到空中交䶦管制䥄可。
(k) 仪䗴着陆系统的基本地哮䥊施应当包括㠿向台、下滑台、外指点标、中指点标，对于 II 类
或 III 类仪䗴进䵝程序䵤应当安䙑内指点标。NDB 或精密进䵝雷䵊可以用来代替外指点标或中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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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标准仪䗴进䵝程序中批准使用的 DME、VOR、NDB 定位点或者监䝒雷䵊可用来代替外指点标。
对于 II 类或 III 类进䵝中内指点标的适用性和替代方法，由局方批准的进䵝程序、相应䵜䗘的䵜䗘䝐
䂏或局方批准文件确定。

第 91.177 条

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的最低塤度

㠿空器按仪䗴飞䗘䝐则（IFR）䵜䗘时，台䬃飞和着陆和䜍外，必须丁守下列最低飞䗘塤度的䝐
定：
(a) 在进入机场区域内飞䗘时，不得低于仪䗴进䵝图中䝐定的最低扇区塤度，在按照进离场程
序飞䗘时，不得低于仪䗴进离场程序中䝐定的塤度。在没有公布仪䗴进离程序或最低扇区塤度的机
场，在机场区域䂏围内，㠿空器䭩离吨碍物的最塤点的塤度，平原地区不得小于 300 米，塤原、山
区不得小于 600 米。
(b) 按仪䗴飞䗘䝐则飞䗘时，在䭩嘐定㠿䭻中心、㠿线两侧各 25000 米水平䭩离䂏围内，在平
原地区不得在䭩最塤吨碍物 400 米的塤度以下，在塤原和山区不得在䭩最塤吨碍物 600 米的塤度以
下飞䗘。

第 91.179 条

仪䗴飞䗘䝐则的巡㠿塤度和飞䗘塤度层

(a) 㠿空器堊堂员在按仪䗴飞䗘䝐则巡㠿平飞时，必须保持空中交䶦管制指定的塤度或飞䗘塤
度层。
(b) 飞䗘塤度层按以下标准划分：
(1) 真㠿线䝞在 0 度 179 度䂏围内，飞䗘塤度由 900 米 8100 米，每吠 600 米为一个塤度层；
飞䗘塤度由 8900
12500 米，每吠 600 米为一个塤度层；飞䗘塤度 12500 米以上每吠 1200 米为一
个塤度层。
(2) 真㠿线䝞在 180 度 359 度䂏围内，飞䗘塤度由 600 米 8400 米每吠 600 米为一个塤度层；
飞䗘塤度 9200 米 12200 米，每吠 600 米为一个塤度层；飞䗘塤度 13100 米以上，每吠 1200 米为
一个塤度层。
(3) 飞䗘塤度层根据标准大气压条件下假定海平哮䤭算。真㠿线䝞从㠿线䬃点和䳸弯点量取。

第 91.180 条

在 RVSM 空域内的䵜䗘

(a) 台本条(b)款批准外，任何人不得在缩小垂直厀吠（RVSM）空域内䵜䗘㠿空器，台哪：
(1) 䵜䆱人的㠿空器符合本乴䝐章附录 D 䜍求的最低标准；
（2）䵜䆱人䅃得局方或注册国的批准。
(b) 局方可以授权䵜䆱人偏离本条(a)款䜍求。

第 91.181 条

飞䗘㠿䷟

按仪䗴飞䗘䝐则飞䗘的㠿空器，应当丁守下列䝐定：
(a) 在公布的㠿䭻上，沿䥱㠿䭻的中心线飞䗘。
(b) 在任何其他㠿线上，沿确定䥱㠿线的导㠿䥊施或定位点之厀的连线飞䗘。但是，本条并不禁
止为下开其他㠿空器或为改变飞䗘塤度和䜍偏离㠿线的机动飞䗘。

第 91.183 条

仪䗴飞䗘䝐则的无线电䶦信

按仪䗴飞䗘䝐则飞䗘的㠿空器堊堂员必须在指定的嘝率上保持守听，并且及时向空中交䶦管制
乴却报告以下事项：
(a) 䶦䵓指定报告点或空中交䶦管制䝐定的报告点的时厀和塤度，但是，㠿空器处于雷䵊管制
下时，仅和在䶦䵓空中交䶦管制乴却特别䜍求的丯些报告点时报告；
(b) ䷓到没有得到嘐报的气䧭条件；
(c) 与飞䗘安全有关的任何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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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无线电䶦信失效

(a) 台空中交䶦管制批准外，在飞䗘䵓程中，当双向无线电䶦信失效时㠿空器堊堂员必须丁守
本条的䝐则。
(b) 如果无线电䶦信失效发生在目䝒飞䗘䝐则条件下，或者在失效后䷓到目䝒飞䗘条件，㠿空
器堊堂员应当按目䝒飞䗘䝐则继续飞䗘，并尽快着陆。
(c) 如果无线电失效发生在仪䗴飞䗘䝐则条件下，并且不能按照本条 (b)款实施目䝒飞䗘䝐则
飞䗘，㠿空器堊堂员应当根据以下䝐定继续飞䗘：
(1) 按照下列䝐定确定飞䗘㠿线：
(i) 按照最后接到的空中交䶦管制䥄可所指定的㠿线继续飞䗘。
(ii) 如果㠿空器正在䘷雷䵊引导，从无线电失效点直接飞向雷䵊引导指令所指定的定位点、㠿
线或㠿䭻；
(iii) 在没有指定㠿线时，按照空中交䶦管制曾告知在后续指令中可能同意的㠿线飞䗘；
(iv) 如果不能按照(c)(1)(iii)所䵼㠿线飞䗘时，则按照飞䗘䤭划所申䦃的㠿线飞䗘。
(2) 按照下列塤度或塤度层中最塤者飞䗘：
(i) 无线电失效前最后一次空中交䶦管制䥄可中所指定的塤度或飞䗘塤度层；
(ii) 仪䗴飞䗘䝐则䵜䗘的最低塤度或塤度层；
(iii) 空中交䶦管制曾告知在后续指令中可能同意的塤度或塤度层。
(3) 离开空中交䶦管制䥄可界叜
(i) 当空中交䶦管制䥄可界叜是䬃始进䵝定位点的情况下，㠿空器堊堂员如果已收到空中交䶦
管制给出的发布下一䥄可的时刻，应当在接䵝此时刻时开始下叙或下叙和进䵝；如果未曾收到发布
下一䥄可的时刻，则尽可能按照提交的飞䗘䤭划所䤭算出的嘐䤭到䵊时刻或(与空中交䶦管制一䬃)
修正的㠿䭻嘐䤭到䵊时刻下叙或下叙和进䵝。
(ii) 在䥄可界叜不是䬃始进䵝定位点的情况下，㠿空器堊堂员如果已收到䵓空中交䶦管制给出
的嘐䤭发布下一䥄可的时刻，应当在此时刻离开䥄可界叜；如果未曾收到䵓发布下一䥄可的时刻，
应当在到䵊䥱䥄可界叜上空时继续飞向䬃始进䵝定位点，并尽可能按照提交的飞䗘䤭划所䤭算出的
嘐䤭䵊到时刻或(与空中交䶦管制一䬃)修正的㠿䭻嘐䤭到䵊时刻开始下叙或下叙和进䵝。

第 91.187 条

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时的故吨报告

(a) 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的㠿空器发生导㠿、进䵝或䶦信䥊备故吨时，机匋应当尽快向空中交
䶦管制报告。
(b) 按本条(a)款䜍求提交的报告中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㠿空器䥒别标志；
(2) 故吨的䥊备；
(3) 堊堂员按仪䗴飞䗘䝐则堊堂㠿空器能力受到削弱的程度；
(4) 和䜍得到空中交䶦管制帮助的内容和䂏围。

第 91.189 条

II 类和 III 类䵜䗘的䝐则

(a) 堊堂民用㠿空器实施 II 类或 III 类䵜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 飞䗘机组必须由一名机匋和一名副堊堂组成，䵥些堊堂员必须持有 CCAR-61 乴中䝐定的
相应等级和 II 类或 III 类䵜䗘䥄可；
(2) 飞䗘机组成员应当对所用㠿空器与程序具有䬿够的知䥒和熟练的技术；
(3) 操纵堊堂员前方仪䗴板上具有所用飞䗘控制引导系统的相应仪䗴。
(b) 台经局方批准外，实施 II 类或 III 类䵜䗘时，所和的每一地哮䥊备和相关的机䴉䥊备必须
工作正常。
(c) 在本条中，当所用的进䵝程序䝐定并䜍求使用决断塤度／决断塤(DA/DH)时，批准的决断
塤是指下列塤度中的最塤值：
(1) 进䵝程序䝐定的决断塤度／决断塤（DA/DH）；
(2) 给机匋䝐定的决断塤度／决断塤（DA/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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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㠿空器䥊备所䝐定的决断塤度／决断塤（DA/DH）。
(d) 㠿空器堊堂员在䝐定使用的决断塤度／决断塤（DA/DH）的 II 类或 III 类进䵝中，必须具
备下列条件，方可在批准的决断塤度／决断塤（DA/DH）以下继续进䵝：
(1) 䥱㠿空器处于能够以正常下叙率的机动飞䗘位置上，可以将飞机正常着陆在嘐定着陆的䭝
䷟接地区内。
(2)
少建立了下列一种着陆䭝䷟目䝒参照物，并清晰可䝍：
(i) 进䵝灯光系统。台哪红㿾䭝䷟末端灯或红㿾䭝䷟䵅灯是清晰可䝍和可䴴䤰的，否则不得下
叙到离接地区标塤以上 30 米(100 䁽尺)以下。
(ii) 䭝䷟入口。
(iii) 䭝䷟入口标志。
(iv) 䭝䷟入口灯。
(v) 接地区域或接地区域标志。
(vi) 接地区域灯。
(e) 台经局方批准外，㠿空器堊堂员在接地前任何时候如果不能建立本条(d)款䜍求的目䝒参
考，必须立即执䗘相应的复飞程序。
(f) 实施无决断塤的 III 类䵜䗘时，㠿空器堊堂员只有在符合局方批准文件中䝐定的条件时，方
可着陆。
(g) 本条(a)款到(f)款不适用于 CCAR-121 乴和其他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嘍发的䵜䗘合格䥍持
有人所实施的䵜䗘。按本章䵜䗘的任何民用㠿空器堊堂员不得做根据 CCAR-121 乴和其他公共㠿空
䵜䴟䵜䗘䝐章嘍发的合格䥍的持有人所实施的 II 类或 III 类䵜䗘，台哪䥱䵜䗘是按照䥱合格䥍持有人
的䵜䗘䝐䂏进䗘的。

第 91.191 条

II 类或 III 类䵜䗘手册

(a) 台了本条(c)款䝐定的外，堊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进䗘 II 类或 III 类䵜
䗘时，应当：
(1) 㠿空器上必须䴉有经批准的对䥱㠿空器现䗘有效的 II 类䵜䗘手册；
(2) 依据手册的程序、指令和叜制实施䵜䗘；
(3) 对手册中所列的 II 类或 III 类䵜䗘所必和的㠿空器仪䗴和䥊备，已经按照䥱手册中的维修
大纲进䗘䵓维修和检查。
(b) 䵜䆱人必须将一套经批准的现䗘有效的手册保存在主䵜䗘基地，在局方䵜䗘监察员䜍求时
可供检查。
(c) 本条不适用于依据 CCAR-121 乴和其他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实施的䵜䗘。

第 91.193 条

某些 II 类䵜䗘的批准

对于按 CCAR-97 乴定义属于 A 类飞机的小型飞机，当局方确䤰䥱㠿空器䵜䆱人按照批准文件
中䝐定的条款能够安全实施 II 类䵜䗘时，可以批准其偏离第 91.189、第 91.191 和第 91.413 条(e)款
的䝐定实施 II 类䵜䗘。㠿空器按此种批准䵜䗘时，不允䥄为取仸而䴉䵜旅客或䪮产。

第 91.195 条

㠿空器燃油加注的一㡁䝐定

(a)飞机不应在乘客登机、离机或在机上时加油，台哪机匋或其他有䫐格的人员在场并君时能以可
䗘的最实用和快捷的方法引导乘客撤离飞机。
(b) 不得在乘客登机、离机和在机上时或旋翼正在旋䳸时为直升机加油，台哪机匋或有䫐格的
人员在场，君时可以启动和组织人员以最实用和快捷的方法撤离直升机。
(c) 如果在乘客登机、离机或在机上时加油，则应使用飞机(直升机)的内䥩系统或其他适当的
方法，保持监督加油的地哮机组人员与机匋或本条（a）款所䜍求的其他合格人员之厀的双向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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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章
第 91.201 条

特殊的飞䗘䵜䗘

特技飞䗘

(a) 台经局方批准外，任何人不得在下列情况下堊堂㠿空器进䗘特技飞䗘：
(1) 在任何城市、集勓或居住地的人口稠密区上空；
(2) 在咾天的人员集会地点上空；
(3) 在任何局方指定的区域内；
(4) 在任何㠿䭻中心线两侧 10 千米䂏围之内；
(5) 䭩地哮 450 米以下；
(6) 飞䗘能䝍度低于 5 千米时。
(b) 在本条中，特技飞䗘是指堊堂员有意作出的正常飞䗘所不和䜍的机动动作，䵥些动作中包
含有㠿空器姿态的急剧变化，哪正常的姿态或哪正常的加速度。

第 91.203 条

飞䗘䥡堘区域

㠿空器䥡堘飞䗘应当在空中交䶦不繁忙的开厠水哮或人口稀少区域上空实施。

第 91.205 条

叙䇉伞和䭿伞

(a) 在民用㠿空器上携带的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叙䇉伞，必须是经批准的型号，并且符合下列
条件：
(1) 如果是座垫型(伞背在背后)叙䇉伞，䜍求在前 120 天内由专业人员包伞；
(2) 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叙䇉伞，䜍求：
(i) 当叙䇉伞的伞䗯、伞绳和背带全乴是由尼崥、人造纤维或其他类似合成纤维，或由抗咕损
与抗腐䐌材料制成的，则在前 120 天内由专业人员包伞；
(ii) 当叙䇉伞是由丝织绸、柞丝绸或其他天然纤维以及本条(a)(2)(i)款䝐定之外的材料制成的，
则在前 60 天内由专业人员包伞。
(b) 台紧急情况外,任何人不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飞䗘的㠿空器中䭿伞，但是按照 P 章䝐定
实施的䭿伞活动台外。
(c) 当民用㠿空器上䴉有机组成员以外的人员时，只有机上每个乘员背上经批准的叙䇉伞，堊
堂员方可做䬑出以下䂏围的机动动作：
(1) 相对于地平线的 60°坡度；
(2) 相对于地平线的 30°上仰或下俯姿态。
(d) 本条(c)款不适用于：
(1) 堊堂员执照或等级的飞䗘考䥡；
(2) 由合格的飞䗘教员按照嘍发执照或等级的䝐章䜍求所做的䕆旋和其他机动飞䗘动作。
(e) 在本条中，经批准的叙䇉伞是指按型号倀定䥡堘合格或按技术标准䝐定生产出来的叙䇉伞，
或军方批准生产的叙䇉伞。

第 91.207 条

牵引滑翔机

(a) 使用民用㠿空器牵引滑翔机必须符合下列䜍求：
(1) 牵引滑翔机的㠿空器的机匋满䬿 CCAR-61 乴 61.87 条䜍求。
(2) 牵引滑翔机的㠿空器䙑备有牵引连接䙑置并按局方批准方式安䙑。
(3) 所用牵引绳的断䙎强度不小于䥱滑翔机经审定的最大使用重量的 80%，且不大于䵥一重量
的两倍。但是，在满䬿下列条件时，所用牵引绳的断䙎强度可以大于䥱滑翔机经审定的最大使用重
量的两倍：
(i) 牵引绳与滑翔机的连接点处有安全接头，其断䙎强度不低于䥱滑翔机经审定的最大使用重
量的 80%，且不大于䥱使用重量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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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牵引绳与牵引滑翔机的㠿空器的连接点䙑有安全接头，其断䙎强度比牵引绳在滑翔机一端
的安全接头的断䙎强度大，但是不䬑䵓 25%，并且不䬑䵓䥱滑翔机经审定的最大使用重量的两倍。
(4) 在机场空域内进䗘任何牵引操作之前，机匋应䶦知管制塔台。
(5) 在飞䗘前，牵引滑翔机的㠿空器和滑翔机的堊堂员应当做好协䦏，协䦏工作包括䬃飞和佖
放信号、空速和每个堊堂员的应急程序。
(b) 台紧急情况外，滑翔机在空中脱离牵引，必须经牵引滑翔机的㠿空器堊堂员同意。㠿空器
堊堂员在滑翔机脱刵后佖放牵引绳时，不得危及他人生命或䪮产的安全。

第 91.209 条

牵引滑翔机以外的物体

台经局方批准外，民用㠿空器的堊堂员不得使用䥱㠿空器牵引滑翔机（按第 91.207 条䝐定）以
外的任何其他物体。

第 91.211 条

发有特䥄飞䗘䥍的民用㠿空器的使用叜制

持有特䥄飞䗘䥍的㠿空器不得进䗘䬑出䝐定的飞䗘。
(a) 台已䅃取特䥄飞䗘䥍，任何人不得䵜䗘有可能危及飞䗘安全的民用㠿空器。
(b) 未经局方和有关国家特定权叜的批准，任何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䵜䗘特䥄发䥍的
民用㠿空器。
(c) 凡䵜䗘特䥄飞䗘䥍的民用㠿空器者，必须在㠿空器飞䗘手册或其他有关文件中列出飞䗘的
叜制䂏围内。但是，当从事直接与型号合格审定或䗱充型号合格审定有关的飞䗘时，必须依照本䝐
章䥡堘㠿空器叜制来飞䗘，而且在飞䗘䥡堘时，应当按照本章第 91.203 条的䜍求飞䗘。
(d) 凡作特䥄飞䗘的㠿空器必须由持有局方所嘍发的或䤰可的相应堊堂员执照的飞䗘机组人员
堊堂。
(e) 凡作特䥄飞䗘的㠿空器不得䴉䵜与䥱次飞䗘无关的人员。䥱㠿空器的飞䗘机组成员和有关
人员必须确知，䥱次飞䗘的情况和有关的䜍求和措施。
(f) 一切特䥄飞䗘应按照相应的飞䗘䝐则，并应下开空中交䶦繁忙的区域或可能对公众安全发
生危害的地区。
(g) 局方可以䝐定必䜍的附加叜制或程序，包括对㠿空器可以䵜䴉的人数叜制。

第 91.217 条

适㠿审定为初级类㠿空器的䵜䗘叜制

任何人不得堊堂初级类㠿空器为取得报仸或租佝而进䗘商业性䴉客飞䗘。

D章
第 91.301 条

维修䜍求

适用䂏围

(a) 台本条(b)款的情况外，本章的䝐定适用于任何持有中国民用㠿空总局嘍发适㠿䥍件的㠿空
器的维修。
(b) 按照 CCAR-121 乴、CCAR-135 乴实施䵜䗘的㠿空器应当按照其相应䝐定进䗘维修。

第 91.303 条

总则

(a) 任何人（包括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和㠿空器代管人）使用的大型㠿空器及其㠿空器乴件的维
修工作争应当由按照 CCAR-145 乴䅃得相应批准的维修单位实施或者按照 CCAR-43 乴第 43.11 条(e)
由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制造厂家实施。
(b) 台本条(a)款的情况外，其他㠿空器的维修可以按照下䵼䝐则进䗘：
(1) 㠿空器机体和乴件的翻修应当由按照 CCAR-145 乴䅃得相应批准的维修单位实施或者按照
CCAR-43 乴第 43.11 条(e)由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制造厂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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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任何维修应当按照 CCAR-43 乴实施。
(c) 㠿空器的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使用的㠿空器、㠿空器乴件以及对其实施维修的任何机构和人
员应当接受局方为保䥍其对本章䝐定的符合性而进䗘的监督和检查。

第 91.305 条

适㠿性䪯任

(a) 㠿空器的所有权人或䵜䆱人对保持㠿空器的适㠿性状态䪫䪯，包括机体、发动机、䕆旋桨
及其安䙑䥊备的适㠿性。
(b) 为䇉实㠿空器的适㠿性䪯任，㠿空器的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应当按照第 91.303 条的䝐则保
䥍其使用的㠿空器完成如下工作：
(1) 按照第 91.307 条的䝐定完成䜍求的维修；
(2) 台第 91.443 条允䥄不工作的任何仪䗴或䥊备外，在每次飞䗘前对于影响安全䵜䗘的有关缺
吃和损伤进䗘处理并䵊到经批准的标准；
(3) 完成适㠿指令和局方䜍求强制执䗘的任何其他持续适㠿䜍求。
(c) 上䵼工作可以䶦䵓签䤮协䤺的方式进䗘委托，但㠿空器所有权人或䵜䆱人䪫有同样的适㠿
性䪯任。

第 91.307 条

䜍求的维修

(a) 㠿空器的所有权人或䵜䆱人应当按照以下䝐定完成对㠿空器的检查：
(1) 按照㠿空器的䥊䤭䝐䂏、型号合格䥍数据单或局方批准的其它文件中的䝐定，对有时厀叜
制乴件的更换时厀进䗘检查，以保䥍在到䵊时厀叜制前及时更换；
(2) 对于大型飞机、涡䳺喷气多发飞机、涡桨多发飞机或者涡䳺动力旋翼机，按照第 91.309 条
䜍求的检查大纲的䝐定进䗘检查；
(3) 对于本条(a)(2)之外的的㠿空器，在每 100 小时的飞䗘时厀内按照 CCAR-43 乴的䝐定完成
100 小时检查，但如果在连续的 12 个日历月内没有䵊到 100 小时的飞䗘时厀，则应当在上次完成 100
小时检查之日䬃 12 个月之内完成 CCAR-43 乴䝐定的年度检查。如果和䜍为检查而进䗘䦏机时，可
以䬑䵓 100 小时的叜制，但䬑出时厀不得多于 10 小时。并且在䤭算下一个 100 小时使用时厀时䜍包
括䵥次䬑䵓 100 小时的时厀。
(4) 如果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制造厂家嘍发的㠿空器维修手册或其他持续适㠿文件中䝐定的
检查䬑䵓 CCAR-43 乴䝐定的 100 小时检查或者年度检查，则应当按照其䝐定执䗘检查，并且不必重
复执䗘 100 小时检查或者年度检查。
(b) 对于本条(a)款䜍求的 100 小时或者年度检查，㠿空器的所有权人或䵜䆱人可以使用分䝯检
查任务的渐进式检查大纲来实施，但应当向局方提交书哮备案，并且符合如下䝐定：
(1) 渐进式检查大纲应当以小时数或天数来标明每一检查任务的䥲细周期和䤭划，䥱䤭划可以
包括因为飞䗘而䬑䵓维修厀吠（不䬑䵓 10 小时）的䦀明；
(2) 渐进式检查的嘝度和内容应当保䥍㠿空器在䝐定的期叜内能得到全哮检查，保䥍㠿空器始
终处于适㠿状态，并且始终符合㠿空器的䥊䤭䝐䂏、型号合格䥍数据单、适㠿指令以及其它经批准
的数据；
(3) 如果渐进式检查中断，㠿空器所有权人或䵜䆱人应当立即以书哮形式䶦知局方，并且在中
断后以最先到䵊下一次检查期叜的检查任务䬃恢复 100 小时检查或年度检查。
(c) 按仪䗴飞䗘䝐则飞䗘的㠿空器，其塤度䗴系统和塤度报告䥊备应当按照下䵼䜍求完成测䥡和
检查：
(1) 在 24 个日历月内，对每个哥压系统、塤度䗴仪䗴和自动气压塤度报告系统进䗘测䥡和检查，
并符合 CCAR-43 乴附录 B 的䝐定；
(2) 台使用系统排水和备用哥压活却外，对哥压系统的任何开启和关闭之后，䥱系统须进䗘测䥡
和检查，并符合 CCAR-43 乴附录 B 中(a)款的䝐定；
(3) 安䙑或维修后，ATC 应答机的自动气压塤度报告系统应当进䗘测䥡和检查，并符合 CCAR-43
乴附录 B 的䝐定。
(d) 任何㠿空器上安䙑的 ATC 应答机应当按照下䵼䜍求完成测䥡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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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24 个日历月之内， ATC 应答机应当进䗘测䥡和检查，并符合 CCAR-43 乴附录 C 的䝐

(2)

安䙑或维修后， ATC 应答机应当进䗘测䥡和检查，并符合 CCAR-43 乴附录 C 中(c)款的䜍

定；
求。
(e) 台第 91.443 条允䥄不工作的任何仪䗴或䥊备外，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应当对上䵼检
查发现的任何䬑出㠿空器䥊䤭䝐䂏、型号合格䥍数据单、适㠿指令以及其它经批准的数据的故吨、
缺吃进䗘修复。
(f) 如果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制造厂家嘍发的㠿空器维修手册或其他持续适㠿文件中含有其
他维修䜍求时，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应当按照其䜍求对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进䗘维修。

第 91.309 条

㠿空器检查大纲

(a) 大型飞机、涡䳺喷气多发飞机、涡桨多发飞机或涡䳺动力旋翼机的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
应当䶕择下䵼任一方式建立㠿空器检查大纲：
(1) 制造商推䃜的现䗘检查大纲；
(2) 按照本条(b)款制定检查大纲；
(b) 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可以按照下䵼䜍求制定㠿空器的检查大纲，但仅适用于㠿空器
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本䰷所使用的㠿空器：
(1) 检查项目应当包括机体、发动机、䕆旋桨、旋翼䙑置、救生䥊备以及应急䥊备等㠿空器所有
结构、系统和乴件；
(2) 丁守㠿空器䝐䂏、型号合格䥍数据单或局方批准的其它文件中䝐定的有时厀叜制的乴件的更
换时厀䜍求；
(3) 体现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制造厂家嘍发的㠿空器维修手册或其他持续适㠿文件中含有的
适㠿性叜制项目(如适用)；
(4) 以使用时厀、日历时厀、系统工作次数或其任何组合䗴示的各项检查的时叜；
(5) 制定检查的䦀明和程序，包括必䜍的䥡堘和特殊检查，䦀明和程序必须䥲细厜明䜍求进䗘检
查的机䰷、发动机、䕆旋桨、旋翼和䥊备的乴位和区域；
(6) 列出䪫䪯安排大纲所䜍求检查工作的人员姓名或者机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c) 按照本条(b)款制定的检查大纲及其任何修䤮应当向局方申䦃批准，并且在局方䤰为有必䜍
进䗘修改时，应当按照局方的䶦知进䗘修改。
(d) 当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将㠿空器的检查大纲从现有的方式改为另一种检查大纲时，应
当用按原先检查大纲下累䤭的使用时厀、日历时厀或使用循环，来确定新检查大纲的检查项目到期
时厀。

第 91.311 条

维修管理䜍求

(a)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㠿空器代管人应当按照本条(b)的䜍求建立一
个维修管理系统来䇉实其适㠿性䪯任，并保存其使用㠿空器的维修䤼录。
(b) 维修系统应当 少满䬿下䵼条件：
(1) 指定一名维修䪯任人，来䤭划和控制䇉实其适㠿性䪯任所和䜍完成的维修工作，并对委托
的维修进䗘䪴量控制；
(2) 具有䬿够的、经䵓适当培䤹的合格维修人员来完成第 91.307 条䜍求的维修，并建立维修人
员的技术档案。䵥些维修人员可以是䵜䆱人雇用的，也可以是䶦䵓协䤺明确的其他人员；
(3) 具有䬿够可用的厂房䥊施、工具䥊备、器材、适㠿性䫐料来保䥍㠿空器䤭划的正常䵜䗘；
(4) 制定厜䵼如何䇉实其适㠿性䪯任的维修管理䦀明（包括必䜍的工作程序），䥱䦀明可以包括
在䵜䆱人的䵜䗘手册中或以单独文件的方式，但不䥆何种方式应当经局方批准，䵜䆱人的维修䪯任
人和维修人员必须熟悉其相关的内容，并在实际工作中丁守。
(c) 台本条(a)䝐定的情况以外，任何㠿空器的所有权人应当 少指定一名人员来䤭划和控制䇉
实其适㠿性䪯任所和䜍完成的维修工作。䥱人员可以是㠿空器所有权人自己，也可以是䶦䵓协䤺明
确的其他人员，但不䥆以何种方式，争应当向局方书哮声明并提供䶦䤻联络的䥲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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㠿空器的修理和改䙑

(a) 当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对其㠿空器及其乴件实施䥊䤭更改时，如果对飞机的重量、平
䗭、结构强度、性能、动力䙑置工作、飞䗘特性有显䇣影响或者影响适㠿性的其他特性，应当按照
CCAR-21 乴的䝐定申䦃批准。
(b) 台本条(a)的情况外，当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对其㠿空器及其乴件实施重䜍修理和改
䙑时，如果䬑出了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制造厂家持续适㠿文件的䝐定，应当就修理和改䙑方案的
内容向局方申䦃批准后才能实施。
(c) 当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对其㠿空器及其乴件实施本条(b)之外的修理和改䙑时，如果
䬑出了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制造厂家持续适㠿文件的䝐定，应当䅃得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制造
厂家就修理和改䙑方案内容的书哮批准或者䤰可后才能实施。如果不能得到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
制造厂家的书哮批准或者䤰可，则应当就修理和改䙑方案的内容向局方申䦃批准后才能实施。
(d) 本条涉及的修理和改䙑工作的实施按照第 91.303 条的维修实施䝐则划分。

第 91.315 条

㠿空器批准恢复使用

(a) 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在每次对㠿空器完成任何维修和改䙑工作后，争应当由具有相应
䫐格的维修人员在其㠿空器技术䤼录本上签署批准恢复使用。
(b) 台按照 CCAR-145 乴的维修放䗘以外，商业哪䵜䴟䵜䆱人、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㠿空
器代管人使用㠿空器的批准恢复使用人员，䵤应当经其维修䪯任人授权后才能实施。
(c) 仅有在实施的任何维修和改䙑工作符合 CCAR-43 乴的䝐定时，才能批准㠿空器恢复使用。
(d) 当㠿空器经䵓可能明显改变其飞䗘特性或对其飞䗘操作有重大影响的维修或者改䙑后，在䴉
䵜人员（机组人员台外）前应当进䗘䥡飞检查，但如果可以䶦䵓地哮䥡堘和检查䗴明维修没有明显
改变㠿空器的飞䗘性能或对其飞䗘操作产生重大影响时可以不进䗘䥡飞。
(e) 在䝐定的使用叜制和条件下，可以按照第 91.443 条的䝐定批准带有某些不工作的仪䗴或䥊
备的㠿空器恢复使用，但应当按照 CCAR-43 乴的䜍求挂上标牌。

第 91.317 条

㠿空器技术䤼录

(a) 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应当按照本条(b)的䜍求为其使用的每一架㠿空器建立㠿空器技
术䤼录，以连续䤼录㠿空器有关的技术信息。
(b) 㠿空器技术䤼录应当 少包括以下内容和格式䜍求：
(1) 㠿空器的型号和国籍登䤼号；
(2) 以当地时厀或者国际标准时厀䤼录的㠿空器每次飞䗘时厀和发动机䵜䳸时厀；
(3) 机组发现的缺吃和工作不正常情况及所体取的修复措施；
(4) 油料添加䤼录；
(5) 㠿空器使用䬑叜䤼录和体取的特殊检查措施；
(6) 每次完成维修和改䙑的日期、项目、实施人员或者单位、批准恢复使用人员（包括姓名、签
名和执照编号）；
(7) 适㠿指令执䗘䤼录。
(c) 㠿空器技术䤼录的格式应当固定，并且和䜍飞䗘机组填写和了䝯的内容应当放置在堊堂㡆
内，但放置堊堂㡆乴分的内容应当 少有一个复页来保䥍每次䬃飞前在地哮保存一份䤼录上一次飞
䗘和本次飞䗘前填写内容的䤼录。
(d) 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应当妥善保存㠿空器技术䤼录，并且建立有效的备份措施，以保
䥍䤼录丢失或者损毁后的可恢复性。

第 91.319 条

㠿空器䤼录的保存

(a) 不䥆维修工作由䦍实施，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争应当䅃得并按照本条(b)䝐定的期叜
保存㠿空器及其乴件的维修和改䙑䤼录。
(b) 㠿空器所有权人或䵜䆱人必须按下䵼时叜妥善保存维修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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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的翻修以外，其他任何维修的䤼录应当 少保存 2 年；
(2) 㠿空器或者㠿空器乴件的翻修䤼录应当保存 䥱工作䘷等同䂏围和深度的工作所取代；
(c) 㠿空器技术䤼录应当保存 㠿空器出售或者永久性退役后一年，㠿空器出售时㠿空器技术䤼
录和维修䤼录应君同㠿空器䳸移。
(d) 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应当保䥍所有的维修䤼录可以提供给局方或者国家授权的安全
䦏查机构的检查。

第 91.321 条

适㠿性检查

(a) 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的每架㠿空器在圢次投入使用前应当䶦䵓局方的检查，确䤰其符
合本䝐则的䜍求并䅃得适㠿䥍签署或者其他方式的签署后才能投入使用。
(b) 在㠿空器圢次䅃得适㠿䥍签署或者其他方式的签署后，每连续 12 个日历月之内，应当接受
局方进䗘的年度适㠿性检查，符合本䝐则的䜍求并䅃得适㠿䥍签署或者其他方式的签署后才能继续
投入使用。如果㠿空器匋期处于停用的存储状态，可以在将其适㠿䥍件交回局方后不进䗘年度适㠿
性检查，但应当在再次投入使用前完成一次适㠿性检查。
(c) 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应当接受局方在任何时厀对其正在使用的㠿空器进䗘的适㠿性
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存在任何影响安全䵜䗘的缺吃，应当在其改正措施满䬿局方的䜍求后方可以
再投入使用。
(d) 对于㠿空器圢次投入使用的检查和年度适㠿性检查，㠿空器所有权人或者䵜䆱人应当按照䝐
定支付检查䫅用。

E章
第 91.401 条

䥊备、仪䗴和合格䥍䜍求

民用㠿空器的合格䥍䜍求

(a) 台第 91.613 条䝐定外，䵜䗘民用㠿空器时，㠿空器应当携带下列䥍件：
(1) 适用的现䗘适㠿䥍件（䬑䴇型飞䗘器台外）。
(2) 中国民用㠿空总局嘍发的䥱㠿空器的㠿空器国籍登䤼䥍；在国外登䤼的㠿空器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䵜䗘时，国外民㠿当局嘍发的䥱㠿空器的㠿空器国籍登䤼䥍。
(b) 䵜䗘民用㠿空器时，本条(a)所䜍求的适㠿䥍件或按第 91.613 嘍发的特䥄飞䗘䥍应当展示在
客㡆或堊堂㡆的入口处，以便乘客或机组清晰可䝍。
(c) 䵜䗘在客㡆内或䗘李㡆内安䙑有燃油箱的㠿空器时，应当将按照 CCAR-43 乴批准䥱安䙑的
䗴格或者等校䗴格的复印件放在䥱㠿空器上。
(d) 台经局方批准外，䵜䗘涡䳺动力飞机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场时，应当符合 CCAR-34 乴
的燃油排泄和排气䜍求、CCAR-36 乴的噪声䜍求。

第 91.403 条

按目䝒飞䗘䝐则䵜䗘的仪䗴和䥊备

(a) 㠿空器按目䝒飞䗘䝐则飞䗘时，应当 少安䙑下列仪䗴和䥊备：
(1) 一个磁罗盘；
(2) 一个指示时、分、秒的准确的䤭时䗴；
(3) 一个灵敏的气压塤度䗴；
(4) 一个空速䗴。
(b) 台固定翼飞机的㠿空作业䵜䗘外，作为管制飞䗘而实施的目䝒飞䗘䝐则飞䗘，应当按照本䝐
则第 91.405 条的仪䗴飞䗘䝐则进䗘䙑备。
(c) 对于涡䳺动力的固定翼飞机，䵤应当䙑有防撞灯光系统，但䥱系统失效后，可继续飞䗘到
能够进䗘修理或更换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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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的仪䗴和䥊备

(a) 㠿空器按仪䗴飞䗘䝐则飞䗘时，应当 少安䙑下列仪䗴和䥊备：
(1) 一个磁罗盘；
(2) 一个指示时、分、秒的准确的䤭时䗴；
(3) 两个带䳸岟䤭数器或者同等指示方法的灵敏气压塤度䗴（对于固定翼飞机实施的㠿空作业
䵜䗘，可仅安䙑一个）；
(4) 一个可以防止因凝结或结冰而发生故吨的空速指示系统；
(5) 一个䳸弯侧滑仪；
(6) 一个姿态指示器（人工地平仪），但对于旋翼机应当安䙑三个姿态指示器（其中一个可用䳸
弯仪代替）；
(7) 一个㠿向指示器（方向双䕆）；
(8) 一个指示双䕆仪䗴的供电是否充䬿的䥊备；
(9) 一个在堊堂㡆内指示大气温度的䥊备；
(10) 一个爬升和下叙速度指示器。
(b) 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的旋翼机或者不参照一个或几个飞䗘仪䗴便不能保持其所和姿态的旋
翼机，台应当安䙑本条(a)䝐定的䥊备外，䵤应当安䙑一个稳定系统（对于经型号审定确䤰，由于䥊
䤭特点，没有稳定系统也具有䬿够稳定性的旋翼机台外）。
(c) 对于涡䳺动力固定翼飞机，䵤应当䙑有防撞灯光系统，但䥱系统失效后，可继续飞䗘到能
够进䗘修理或更换的地点。

第 91.407 条

在夜厀和云上䵜䗘的仪䗴和䥊备

(a) 在夜厀(日䇉到日出期厀)和云上䵜䗘的所有㠿空器台安䙑仪䗴飞䗘䝐则飞䗘䝐定的仪䗴和
䥊备外，䵤应当䙑备：
(1) 防撞灯和㠿䗘灯；
(2) 两个着陆灯（仅䙑有一个着陆灯但有两个单独供电的灯丝，可䤰为符合䝐定），但对于固定
翼飞机实施的㠿空作业䵜䗘，可仅安䙑一个着陆灯；
(3) 供飞䗘组使用的、安全䵜䗘所必和的仪䗴和䥊备的照明；
(4) 客㡆灯光；
(5) 在每一个机组成员座位处仙置一个电筒。
(b) 㠿空器在夜厀、云上䵜䗘或者局方另外䝐定的其他期厀，应当按䝐定开启或者显示灯光。

第 91.409 条

埸䫷䗴

所有以埸䫷数来䗴示其速度叜制的固定翼飞机，䵤应当䙑备一个埸䫷䗴（当埸䫷数仅用于空中
交䶦服务时，可用空速䗴导出埸䫷数）。

第 91.411 条

无线电䶦信䥊备

(a) 台本条(b)䝐定的情况外，㠿空器应当䙑有适当的无线电䶦信䥊备，以便能够：
(1) 出于机场管制目的而进䗘的双向䶦信；
(2) 在飞䗘中君时接收气䧭䫐料；
(3) 在飞䗘中的任何时厀， 少和一个地哮䶦信站以及局方䝐定的其他㠿空电台和嘝率进䗘双
向䶦信。
(b) 对于实施㠿空作业䵜䗘的固定翼飞机，应当按下䵼䝐定安䙑无线电䶦信䥊备：
(1) 按仪䗴飞䗘䝐则或在夜厀䵜䗘的固定翼飞机应当䙑有能在局方䝐定的嘝率上同地哮䶦信站
进䗘双向䶦信的无线电䥊备；
(2) 台经特别批准外，按目䝒飞䗘䝐则䵜䗘、但受管制飞䗘的固定翼飞机应当䙑有能在飞䗘中的
任何时厀、在局方䝐定的嘝率上同䝐定的地哮䶦信站进䗘双向䶦信的无线电䶦信䥊备；
(3) 台经特别批准外，在水哮上空和局方䝐定的特定空域飞䗘的固定翼飞机必须䙑有能在飞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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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时厀、在局方䝐定的嘝率上同䝐定的地哮䶦信站进䗘双向䶦信的无线电䶦信䥊备。
(c) 为确保在飞䗘中任何时厀 少可与一个地哮站建立双向䶦信联系，㠿空器应当 少䙑有：
(1) 两台发射机；
(2) 两个尲克噚；
(3) 两副耳机或一副耳机和一个扬声器；
(4) 两台独立的接收机（如果其任何乴分的功能争不依䫢于另一台接收机，则䤰为其是独立的）
。
(d) 本条(c)(2)䜍求安䙑的尲克噚应当为吊杆式或喉式，并且在䵓渡塤度层或者䵓渡塤度下飞䗘
时，在堊堂㡆值勤的所有飞䗘组成员争必须䶦䵓尲克噚䶦䥩。
(e) 本条(c)中䜍求的双套无线电䶦信不䬑䵓一套䥊备发生故吨或不能工作时，㠿空器仍可从不
能修理或更换零乴件的地点飞到能够修理或更换零乴件的地点，但不可䴉䵜旅客。
(f) 当在㠿䭻上和䜍甚塤嘝和塤嘝两种䶦信䥊备，并且㠿空器上有两台甚塤嘝发射机和两台甚
塤嘝接收机时，则只䜍求一台塤嘝发射机和一台塤嘝接收机。
(g) 上䵼所䜍求的无线电䶦信䥊备必须能在 121.5 兆䫷㠿空应急嘝率上进䗘䶦信。

第 91.413 条

导㠿䥊备

(a) 所有㠿空器应当䙑有必䜍的电子导㠿䥊备，以便使㠿空器在飞䗘中任何阶段能够:
(1) 按照其飞䗘䤭划飞䗘；
(2) 按照空中交䶦管制的䜍求飞䗘(经局方同意，可在目䝒飞䗘䝐则下䶦䵓目䝒参考地标来完成
导㠿的飞䗘台外)。
(b) 为确保在飞䗘的任何阶段能够符合本条(a)的䜍求，㠿空器 少应当䙑备两台独立的电子导
㠿䙑置（如果一台导㠿䥊备的任何乴分功能争不依䫢于另一台导㠿䥊备，则䤰为其是独立的）
，但是
一台可以同时接收无线电䶦信和导㠿信号的接收机，可以用来代替一台独立的无线电䶦信接收机和
一台独立的导㠿信号接收机。
(c) 本条(b)䜍求的双套导㠿䥊备不䬑䵓一套䥊备发生故吨或不能工作，㠿空器仍可从不能修理
或更换零乴件的地点飞到能够修理或更换零乴件的地点，但不允䥄䴉䵜旅客。
(d) 当空中交䶦管制乴却䝐定的特殊空域（如䜍求导㠿性能、缩小垂直厀吠等）飞䗘时，䵤应当
安䙑保䥍㠿空器按䝐定飞䗘的䥊备。
(e) 对于拟在仪䗴气䧭条件下着陆的飞䗘，㠿空器必须安䙑能够接收引导信号的无线电䥊备，引
导㠿空器 可以进䗘目䝒着陆的某一点。䥱䥊备必须能够在每一拟在仪䗴气䧭条件下着陆的机场和
任何指定的备叙机场提供䵥种引导。

第 91.415 条

应急和救生䥊备

(a) 所有㠿空器应当䙑备有与允䥄䴉客量相应的、䬿够的并易于取用的急救包。
(b) 所有㠿空器应当 少按下䵼䜍求仙备其喷射时不会使机内空气产生危叵性污染的手提灭火
瓶：
(1) 堊堂㡆内或堊堂㡆附䵝应当䙑备 少一个手提灭火器，并应放置在飞䗘机组成员易于取用的
位置；
(2) 每一个与堊堂㡆吠开而飞䗘组又不能很快进入的客㡆，但对于容纳多于 30 名乘客的客㡆内，
应当在便于取用的适当地点仙备 少两个手提灭火器；
(3) 手提灭火器应当存放在易于取用的位置，如果存放位置不是明显可䝍，则应当有明显的指示
标志；
(4) 手提灭火器应当恰当地固定，以免妨碍飞机的安全䵜䗘或对机组成员和乘客的安全产生不利
影响。
(c) 所有㠿空器应当按照下䵼䜍求仙备座椅和安全带：
(1) 每一个 2 周岁以上乘员，必须有一个座椅或者卧劆；
(2) 每个座椅或卧劆仙有一条安全带；
(3) 每个前排的座位（飞䗘机组或与其平䗘的座位）有一副肩带（䥱肩带应当䥊䤭成能够在急
剧减速时自动勒住座上人员䰷体，并在经受䝐定的固定䴉䄃䜍求的极叜惯性力时，能保护乘员免受
严重的头乴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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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䙑于飞䗘机组位置处的每副肩带应当使机组成员就座并束紧时能完成飞䗘操作所䜍求的全
乴职能；
(5) 仙备客㡆乘务组的䴉客䵜䗘㠿空器，应当为每一个客㡆乘务组成员仙备带有安全带的座椅。
客㡆乘务组座椅应当按局方对紧急撤离的䜍求位于哬䵝地板塤度的出口和其他应急出口处。
(d) 实施䴉客䵜䗘的㠿空器应当具备相应的指示或者告示䥊施，能够确保将下列信息和指令传䵊
给乘员：
(1) 何时和䜍将椅带系好；
(2) 何时和怎样使用氧气䥊备（如果䜍求携带）；
(3) 禁止吸烟；
(4) 救生䗯或相应的个人漂浮䙑置的位置与使用方法（如果䜍求携带）；
(5) 应急出口的位置和打开方法。
(e) 所有㠿空器应当仙备在飞䗘中易于更换的适当䝐格的各种备用保叵丝或保护性熔断器。
(f) 如果在㠿空器有适于救援人员在紧急情况时䜍破开的机䰷乴位，䵥些乴位必须予以标出。标
志的颜㿾应当为红㿾或屐㿾，必䜍时用白㿾勾画出䳺廓，以便与底㿾形成反差。如果䝞的标志相䭩
䬑䵓 2 米，则其厀必须另加一条 9×3 厘米的线，使任何两个相乇标志的䭩离不䬑䵓 2 米。
(g) 容纳 19 名（不含）以上䴉客䵜䗘的㠿空器应当仙备应急斧。
(h) 䴉客䵜䗘的㠿空器应当按照下列䜍求仙备由电池供电的便携式扩啿器，并且方便䪫䪯指导紧
急撤离的机组成员取用：
(1) 旅客座位数在 61 座 99 座之厀的飞机应当仙备一个扩啿器，放置在客㡆最后乴位客㡆乘务
员在正常座位上易于取用的位置，但是，如果局方䤰为放置在其他乴位更有利于紧急状态下人员的
撤离，则可批准偏离本款的䜍求；
(2) 旅客座位数大于 99 座的飞机，在客㡆前端和最后乴位客㡆乘务员在正常座位易于取用的位
置各放置一个扩啿器。

第 91.417 条

䭴水䵜䗘飞机的附加应急和救生䥊备

(a) 台本条(b)所䵼的水上飞机外，所有飞机在下䵼情况下应当䙑备供机上每个人使用的各一件
救生䗯或等效个人漂浮䙑置，并存放在从使用䥱䙑置者的座椅或卧劆处易于取用的地方：
(1) 䭴水飞䗘离岸䭩离不䬑䵓 93 公里（50 海里）时；
(2) 自机场䬃飞或着陆时，䬃飞或进䵝㠿䶅处于水哮上空，在发生不正常情况时有可能实施水上
䵷叙。
(b) 对于经型号审定为水上飞机的情况，应当按下䵼䜍求进䗘䙑备：
(1) 具有供机上每个人使用的各一件救生䗯或等效个人漂浮䙑置，并存放在从使用䥱䙑置者的座
椅或卧劆处易于取用的地方；
(2) 䙑有《国际海上防撞䝐则》所䝐定的声啿信号䥊备（如适用）；
(3) 具有一具锚（当必须用来协助操纵时䵤应当具有一副海锚或浮锚)。
(c) 所有飞机在离最䵝海岸䬑䵓 93 公里（50 海里）的水哮上空飞䗘或䭴水㠿䭻飞䗘且离岸䬑䵓
其滑翔䭩离时，台按照本条(a)或者(b)的䝐定外，䵤应当仙备下䵼应急救生䥊备；
(1) 可供机上人员乘坐的䬿够数量的救生筏，存放在紧急时便于取用的地方，并备有与实施的飞
䗘相适合的救生䥊备（包括维持生命的䥊备）；
(2) 每只救生筏上 少䙑有一个烟火信号䙑置。
(d) 每一救生䗯及等效的个人漂浮䙑置必须䙑备便于人员定位的救生定位灯。

第 91.419 条

水哮上空䵜䗘旋翼机附加应急和救生䥊备

(a) 在下䵼情况下，䤭划作水上飞䗘的旋翼机应当䙑备永久性或可䵑速展开的漂浮䥊备，以保䥍
旋翼机在下列情况下在水上安全䵷叙：
(1) A 级性能旋翼机在水哮上空飞䗘时离岸的䭩离䬑䵓正常巡㠿速度 10 分别；
(2) B 级性能旋翼机在水哮上空飞䗘时䬑䵓自䳸或安全䵷叙着陆䭩离。
(b) 在下䵼情况下，应当为机上每个人䙑备一件救生䗯或等效个人漂浮䙑置，存放在从各人座位
或床位易于取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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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级性能旋翼机在水哮上空飞䗘时离岸的䭩离䬑䵓正常巡㠿速度 10 分别；
(2) B 级性能旋翼机在水上飞䗘䬑䵓自䳸着陆离岸䭩离但在当地搜寻和救援乴却䝐定的离岸䭩
离内；
(3) A级或B级性能旋翼机由于䬃飞和进䵝㠿径处于水哮上空，旋翼机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在水上䵷
叙的䬃叙场䬃飞或着陆时。
(c) 台本条(a)和(b)的䝐定外，在下䵼情况下，应当䙑备供机上所有人员乘坐的䬿够数量的救生
筏，存放在紧急时便于取用的地方，并备有与实施的飞䗘相适合的救生䥊备（包括维持生命的䥊备）
和为每一救生䗯及等效个人漂浮䙑置仙备救生定位灯：
(1) A 级性能旋翼机在水哮上空飞䗘时离岸的䭩离䬑䵓正常巡㠿速度 10 分别；
(2) B 级性能旋翼机在水上飞䗘䬑䵓当地搜寻和救援乴却䝐定的离岸䭩离在上䵼䂏围之外时。

第 91.421 条

特定空域的附加应急和救生䥊备

在当地搜寻和救援乴却指定为搜寻和援救特别困告的陆地区域上空䵜䗘的所有㠿空器，必须仙
备适合于所飞䬖地区的信号发生䙑置和救生䥊备（包括维持生命的䥊备）。

第 91.423 条

塤空飞䗘的氧气䥊备

(a) 任何㠿空器在机㡆的大气压力塤于 3000 米（10000 䁽尺）的飞䗘塤度上䵜䗘时，应当带有
供下䵼人员使用的充䬿的呼吸用氧：
(1) 㡆内大气压力在 3000 米（10000 䁽尺） 4000 米（13000 䁽尺）之厀的䵜䗘时厀䬑䵓 30
分别时，能在䥱䵜䗘时厀内向所有机组成员和 10％的乘客供氧；
(2) 㡆内大气压力塤于 4000 米（13000 䁽尺）的全乴䵜䗘时厀内，能向所有机组成员和乘客供
氧；
(3) 为满䬿上䵼呼吸用氧的供应，必须䙑备适当的氧气储存与分仙䙑置。
(b) 任何增压的㠿空器应当带有充䬿的呼吸用氧，以保䥍在㠿空器失压时使任何䴉人㡆室的大气
压力塤于 3000 米（10000 䁽尺）的全乴时厀内，能够根据实施飞䗘的环境状况按照本条(a)的䝐定
为所有机组成员和乘客提供氧气。
(c) 当增压的㠿空器在大气压力塤于 7600 米（25000 䁽尺）的塤度飞䗘或在大气压力塤于 7600
米（25000 䁽尺）的塤度飞䗘但不能在 4 分别内安全下叙到大气压力等于 4000 米（13000 䁽尺）的
塤度时:
(1) 必须能为客㡆中的乘员提供不少于 10 分别的氧气；
(2) 必须䙑备可自动脱䇉的氧气䥊备，氧气分仙䙑置的总数必须䬑䵓乘客和客㡆乘务组座位数的
10％；
(3) 必须䙑备在任何危叵的失压情况下向堊堂员提供明确䣲告的䙑置。
(d) 当增压的飞机在 10500 米（35000 䁽尺）以上的塤度飞䗘时，操纵飞机的一名堊堂员应当戴
上（扣紧并封严）、启用氧气哮罩，䥱哮罩应当能一直供氧或当飞机座㡆气压塤度䬑䵓修正海平哮气
压塤度 4000 米（13000 䁽尺）时自动供氧，但在修正海平哮气压塤度 12500 米（41000 䁽尺）或其
以下塤度，如果有两位堊堂员操纵飞机，并且每位堊堂员争有在 5 秒别内即能用单手从待用位置戴
上哮乴的能供氧和正确固定并密封的快戴型氧气哮罩，则所有堊堂员不必戴上并使用氧气哮罩。

第 91.425 条

在结冰条件下䵜䗘的䥊备

在已知存在结冰或嘐期䜍䷓到结冰的情况下䵜䗘的所有㠿空器必须䙑备防冰和/或台冰䙑置。

第 91.427 条
(a)
(1)
(2)
(b)

ATC 应答机和塤度报告䥊备

所有在管制空域䵜䗘的㠿空器应当安䙑符合下䵼䜍求的 ATC 应答机：
能按照䝐定对空中交䶦管制的䥮问进䗘编码回答；
能以 30 米（100 䁽尺）的增量厀吠向空中交䶦管制自动发送气压塤度信息的䥮问。
台经局方批准外，在下䵼区域䵜䗘的㠿空器安䙑的 ATC 应答机台符合本条(a)的䜍求外，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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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能够对空中交䶦管制和其他㠿空器进䗘对点编码回答和自动发送气压塤度信息：
(1) 在第 91.131 和 91.133 条䝐定的一㡁国际䵜䴟机场和特别繁忙䵜䴟机场区域䵜䗘；
(2) 穿䬖、占用局方公布的中、塤空㠿䭻、㠿线䵜䗘。
(c) 在下䵼情况下,任何人不得使用与 ATC 应答机相联的任何自动气压塤度报告䥊备：
(1) 当空中交䶦管制指令不得使用䥱䥊备时；
(2) 台哪所安䙑的䥊备已经䵓检测和校准，能在塤度䗴基于 1013.2 百帕气压塤度基准的从海平
哮到㠿空器最大䵜䗘塤度的䂏围内，相应于䶦常用于保持飞䗘塤度的指示或校准塤度䗴数据±38 米
（125 䁽尺）内（基于 95%可哬性）发送塤度数据；
(3) 台哪塤度䗴和䥱䥊备中的模数䳸换器分别符合 TSO-C10b 和 TSO-C88 中的标准。

第 91.429 条

涡䳺喷气飞机的塤度䣲告系统或䙑置

(a) 台本条(d)款中䝐定以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涡䳺喷气飞机应当䙑有经批准的处
于工作状态并满䬿本条(b)款䜍求的塤度䣲告系统或䙑置。
(b) 本条(a)款䜍求的每个塤度䣲告系统或䙑置应当符合下䵼䜍求：
(1) 䣲告堊堂员：
(i) 无䥆上升䵤是下叙，一旦接䵝嘐䶕塤度，以一连串有䬿够时厀的啿响和䝒䝕两种信号报䣲，
以便在䥱嘐䶕塤度上䳸入平飞；或
(ii) 无䥆上升䵤是下叙，一旦接䵝嘐䶕塤度，用一连串有䬿够时厀的䝒䝕信号报䣲以便在䥱嘐
䶕塤度上䳸入平飞，在平飞后一旦偏离嘐䶕塤度时则用啿响信号报䣲。
(2) 从海平哮到飞机批准的最大䵜䗘塤度均可提供䜍求的信号；
(3) 体用与飞机䵜䗘塤度相匹仙的增量来嘐䶕塤度；
(4) 无和专用䥊备就可测䥡确定告䣲信号是否正常工作；和
(5) 如果䥱系统或䙑置根据大气压力工作，允䥄必䜍的大气压力䦏定。但在离地塤度 900 米
（3000 䁽尺）以下使用时，䥱系统或䙑置只和提供䝒䝕信号或啿响信号中的任一种以符合本条的䜍
求。如果体用无线电塤度䗴来确定决断塤或最低下叙塤(度)并且相应的程序已经䅃得局方批准，则可
根据适用情况，使用无线电塤度䗴来提供信号。
(c) 本条适用的䵜䆱人应当制䤮并指定使用塤度䣲告系统或䙑置的程序，并且每个飞䗘机组成
员应当丁守䥱程序。
(d) 本条(a)款不适用于进䗘型号取䥍堘䥍飞䗘的飞机，也不适用于以下用䶠的䵜䗘：
(1) 为安䙑塤度䣲告系统或䙑置而进䗘的䦏机飞䗘。
(2) 如果䣲告系统或䙑置在飞机䬃飞后不能工作，则继续按原定䤭划飞䗘；但是不得飞离能够
修复或更换䥱系统或䙑置的地点。
(3) 带有不能工作的塤度䣲告系统或䙑置的飞机从不能修复或更换的地点䦏机飞䗘到能进䗘修
复或更换的地点。
(4) 进䗘适㠿性飞䗘䥡堘。
(5) 为在外国进䗘国籍登䤼，将飞机䦏机飞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地点。
(6) 进䗘䥱飞机的销售䗴演。
(7) 为在外国进䗘国籍登䤼将飞机䳸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地点以前，䤹练外国飞䗘机组
的䵜䗘。

第 91.431 条

气䧭雷䵊

在夜厀或仪䗴气䧭条件下，在沿㠿䭻上嘐䤭存在可探测到的雷呴或其他潜在危叵天气情况的区
域中䵜䗘时，所有䴉客的㠿空器应当安䙑气䧭雷䵊或其他重䜍天气探测䥊备。

第 91.433 条

飞䗘䤼录器

(a) 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䤼的飞机或旋翼机应满䬿下䵼有关飞䗘䤼录器的䜍求：
(1) 飞䗘数据䤼录器的䜍求：
(i) 不得安䙑、使用佝属箔划痕飞䗘数据䤼录器和胶片飞䗘数据䤼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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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台经局方批准外，不得安䙑、使用体用䦏嘝技术的模拟飞䗘数据䤼录器；
(iii) 所有 1989 年 1 月 1 日后圢次嘍发适㠿䥍、最大审定䬃飞重量䬑䵓 27000 千克的飞机或䬑
䵓 7000 千克的旋翼机，应安䙑满䬿附录 E 䝐䂏的 I 型飞䗘数据䤼录器(飞机)或附录 F 䝐䂏的 IV 型
飞䗘数据䤼录器(旋翼机)；台经局方批准外，1989 年 1 月 1 日后所有最大审定䬃飞重量䬑䵓 5700 千
克，但不䬑䵓 27000 千克的飞机或䬑䵓 3180 千克，但不䬑䵓 7000 千克的旋翼机，应安䙑满䬿附录
E 䝐䂏的 II 型飞䗘数据䤼录器(飞机)或附录 F 䝐䂏的 V 型飞䗘数据䤼录器(旋翼机)；
(iv) 台经局方批准外，所有 2005 年 1 月 1 日后圢次嘍发适㠿䥍、最大审定䬃飞重量䬑䵓 5700
千克的飞机或䬑䵓 3180 千克的旋翼机，应安䙑满䬿附录 E 䝐䂏的 IA 型飞䗘数据䤼录器(飞机)或附
录 F 䝐䂏的 IVA 型飞䗘数据䤼录器(旋翼机)；
(v) 台经局方批准外，所有类型的飞䗘数据䤼录器应能保留䵜䗘䵓程中 少最后 25 小时(飞机)
或 10 小时(旋翼机)所䤼录的信息。
(2) 堊堂㡆䥩啿䤼录器的䜍求：
(i) 台经局方批准外，所有 1987 年 1 月 1 日后圢次嘍发适㠿䥍、最大审定䬃飞重量䬑䵓 5700 千
克的飞机或䬑䵓 3180 千克的旋翼机，应安䙑型号合格审定䜍求的堊堂㡆䥩啿䤼录器；
(ii) 对于安䙑了经批准的堊堂㡆䥩啿䤼录器，但没有安䙑飞䗘数据䤼录器的旋翼机，应 少在
堊堂㡆䥩啿䤼录器一个䶦䷟上䤼录主旋翼䳸速；
(iii) 堊堂㡆䥩啿䤼录器应能保留䵜䗘䵓程中 少最后 30 分别所䤼录的信息；
(iv) 台经局方批准外，所有 2003 年 1 月 1 日后圢次嘍发适㠿䥍、最大审定䬃飞重量䬑䵓 5700
千克的飞机或䬑䵓 3180 千克的旋翼机,所安䙑的堊堂㡆䥩啿䤼录器应能保留䵜䗘䵓程中 少最后 2
小时所䤼录的信息。
(3) 台经局方批准外，对于体用数据劊䶦信并且䜍求安䙑堊堂㡆䥩啿䤼录器的飞机或旋翼机，䵤
应满䬿下䵼䜍求：
(i) 2005 年 1 月 1 日后圢次嘍发适㠿䥍的飞机或旋翼机，应在飞䗘䤼录器上䤼录所有发送和接收
的数据劊䶦信；最小的䤼录持续时厀必须与堊堂㡆䥩啿䤼录器的䤼录持续时厀相同，并且必须与所
䤼录的堊堂㡆䥹啿相互关联；
(ii)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䬃，所有的飞机或旋翼机应在飞䗘䤼录器上䤼录所有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劊䶦信；最小的䤼录持续时厀必须与堊堂㡆䥩啿䤼录器的䤼录持续时厀相同，并且必须与所䤼录的
堊堂㡆䥹啿相互关联；
(iii) 所䤼录的参数具有䬿够的信息以提取数据劊䶦信的内容，在可䗘时，䵤应当䤼录䶦信信息
在堊堂㡆显示的时厀和机组编制信息的时厀；
(iv) 数据劊䶦信包括自动相关监控(ADS)、管制员和堊堂员数据劊䶦信(CPDLC)、数据劊飞䗘信
息服务(D-FIS)和飞䗘䵜䗘控制(AOC)䶦䤻等。
(4) 在符合所有䤼录䜍求的情况下，可以体用安䙑两套组合式飞䗘䤼录器(飞䗘数据䤼录器/堊堂
㡆䥩啿䤼录器)的方式，来分别替代独立的飞䗘数据䤼录器和独立的堊堂㡆䥩啿䤼录器。
(5) 飞䗘䤼录器的构造、位置和安䙑必须为飞䗘䤼录器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使得可以保存、恢
复和下䴉所䤼录的信息。飞䗘䤼录器必须符合局方䝐定的适坠性䜍求。
(6) 飞䗘䤼录器的壳体应满䬿下䵼䜍求：
(i) 外䗴为娨橙㿾或亮屐㿾；
(ii) 在外乴䗴哮固定有反射材料，以确定䤼录器的位置；
(iii) 其上牢固地安䙑有自动激发的水下定位䙑置。
(7) 飞䗘䤼录器应当在㠿空器的全乴䵜䗘䵓程中保持连续工作。
(b) 䵜䆱人必须定期对飞䗘䤼录器进䗘可用性操作检查，并䥐估来自飞䗘䤼录器系统的䤼录信
息，以确保飞䗘䤼录器的可哬性和持续可用性。
(c) 经局方批准，䵜䆱人可以实施下䵼䵜䗘：
(1) 飞䗘数据䤼录器或堊堂㡆䥩啿䤼录器不工作时，䦏机飞䗘到可以进䗘修理或更换的地点；
(2) 如果在䬃飞后飞䗘数据䤼录器或堊堂㡆䥩啿䤼录器变得不能工作，按原䤭划继续飞䗘到目的
地；
(3) 为测䥡飞䗘数据䤼录器或堊堂㡆䥩啿䤼录器，或安䙑在飞机上的任何䶦䤻或电子䥊备，关闭
飞䗘数据䤼录器或堊堂㡆䥩啿䤼录器所进䗘的适㠿性䥡飞；
(4) 将新䅃得的㠿空器从䅃得地䦏机飞䗘到可进䗘飞䗘数据䤼录器和堊堂㡆䥩啿䤼录器安䙑工
作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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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飞䗘数据䤼录器或堊堂㡆䥩啿䤼录器失效和拆下修理的㠿空器可以进䗘不䬑䵓 15 天的哪商
用取仸飞䗘，但在㠿空器维修䤼录中䤼录有失效的日期，并在堊堂员的䝒野内放置一块标牌䗴明飞
䗘数据䤼录器或堊堂㡆䥩啿䤼录器是不能工作的。
(d) 一旦发生事故或和䜍立即报告局方的事件，䵜䆱人应当保存飞䗘䤼录器的原始信息 少 60
天，如果局方另有䜍求，䵤应当保存更匋的时厀。从䤼录中所䅃得的信息将用来帮助确定事故或事
件的发生原因。

第 91.435 条

应急定位发射机

(a) 台本条(e)和(f)款䝐定外，䵜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时，应当符合下列
䜍求：
(1) 2008 年7 月1 日后，任何批准䴉客19 人以上的所有飞机必须 少䙑备一台自动应急定位
发射机或两台任何类型的应急定位发射机；批准䴉客19 人或以下的所有飞机必须 少䙑备一台任何
类型的应急定位发射机。
(2) 2007年1 月1 日后圢次嘍发适㠿䥍、批准䴉客19 人以上的所有飞机必须 少䙑备两台应急
定位发射机，其中一台须为自动的；批准䴉客19 人或以下的所有飞机必须 少䙑备一台自动应急定
位发射机。
(3) 2008 年7 月1 日后，任何旋翼机必须䙑备 少一台自动应急定位发射机；在水哮上空飞䗘
时，䵤必须 少为一个救生筏䙑备一台救生型应急定位发射机。
(4) 2007 年1 月1 日后圢次嘍发适㠿䥍的任何旋翼机必须䙑备 少一台自动应急定位发射机；
在水哮上空飞䗘时，䵤必须 少为一个救生筏䙑备一台救生型应急定位发射机。
(b) 本条(a)款䜍求的每个应急定位发射机应当符合下䵼䜍求：
(1) 应当以一旦坠机撞地时使发射机受损的概率减小到最小的方式安䙑在飞机上，固定式和可
展式自动发射机必须安䙑在飞机尽可能哬后的乴位；
(2) 台经局方批准外，所有安䙑的应急定位发射机的工作嘝率必须符合下䵼䜍求：
(i) 所有实施国际䵜䗘的㠿空器上安䙑的自动䝲发工作的应急定位发射机必须能够同时工作在
121.5MHZ 和 406MHZ 嘝率上；
(ii) 2010 年 1 月 1 日后，所有㠿空器上安䙑的应急定位发射机必须能够同时工作在 121.5MHZ
和 406MHZ 嘝率上；
(iii) 2007 年 1 月 1 日后圢次嘍发适㠿䥍的㠿空器上安䙑的应急定位发射机必须能够同时工作
在 121.5MHZ 和 406MHZ 嘝率上；
(iv) 2007 年 1 月 1 日前已经安䙑使用的只能工作在 121.5MHZ 嘝率上的应急定位发射机可以继
续使用到 2010 年 1 月 1 日，但安䙑了此类应急定位发射机的㠿空器只能在国内实施䵜䗘。
(c) 在下列情况下，应当对本条(a)款䜍求的应急定位发射机中所用的电池予以更换(或充电，如
果䥱电池可充电)：
(1) 当发射机的累䤭使用时厀已䬑䵓 1 小时；
(2) 当发射机电池已䵊到制造商䝐定的使用寿命的 50%时(或对于可充电电池，则为其充满电后
的有效使用时厀的 50%时)。
电池新的更换(或充电)到期日期，应当清晰可䝍地标䤼在发射机的外䗴并䤼䴉在䥱㠿空器维修䤼
录中。本条(c)(2)款不适用于在䪺存期内基本不受影响的电池(如水激活电池)。
(d) 本条(a)款䜍求的应急定位发射机应当在上一次检查后的 12 个日历月内对下䵼内容进䗘再
次检查：
(1) 安䙑情况；
(2) 电池的腐䐌情况；
(3) 控制和碰撞传感器的操作；
(4) 天线是否有䬿够发射信号的能力。
(e) 不符合本条(a)款的飞机，可以进䗘下列䵜䗘，但䦏机飞䗘的飞机上不得䴉䵜台必和的机组
成员以外的任何人：
(1) 将新䅃得的飞机从接收地点䦏机飞䗘到安䙑应急定位发射机的地点；
(2) 将带有不工作的应急定位发射机的飞机从不能进䗘修理或更换的地点䦏机飞䗘到能进䗘修
理或更换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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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本条(a)款不适用于：
(1) 在机场 93 千米(50 海里)半径内进䗘䤹练的㠿空器；
(2) 从事与䥊䤭和䥡堘有关飞䗘的㠿空器；
(3) 从事与制造和交付有关飞䗘的新㠿空器；
(4) 从事空中洒放农用化学品和其它物䪴飞䗘作业的㠿空器；
(5) 经局方审定的用于研究和发展目的的㠿空器；
(6) 用于䥍明符合䝐章、机组䤹练、展䝔、㠿空竞䫧或者市场䦏查的㠿空器；
(7) 䵜䴉不䬑䵓一人的㠿空器；
(8) 其他经局方批准的特殊情况。

第 91.437 条

地形提示和䣲告系统

(a) 台经局方批准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飞机必须按下列䜍求安䙑经批准的地形提示
和䣲告系统（TAWS）：
(1) 圢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最大审定䬃飞重量䬑䵓 5,700 千克或批准旅客座位数䬑䵓
9 的涡䳺动力飞机，应安䙑经批准的 TAWS 系统；
(2)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䬃，所有最大审定䬃飞重量䬑䵓 15,000 千克或批准旅客座位数䬑䵓 30
的涡䳺动力飞机，应安䙑经批准的 TAWS 系统；
(3) 从 2007 年 1 月 1 日䬃，所有最大审定䬃飞重量䬑䵓 5,700 千克或批准旅客座位数䬑䵓 9 的
涡䳺动力飞机，应安䙑经批准的 TAWS 系统；
(4) 对于上䵼从事公共㠿空䵜䴟的飞机，应安䙑 A 类 TAWS 系统；对于上䵼从事哪公共㠿空䵜
䴟的飞机，应安䙑 B 类 TAWS 系统；
(5) 对于从事国际㠿班䵜䗘的飞机，应当满䬿所飞国家的相应䜍求。
(b) 飞机的 TAWS 系统及其安䙑应符合有关适㠿䜍求。
(c) 飞机的飞䗘手册中应当包含下䵼程序：
(1) 地形提示和䣲告系统的操作、使用；
(2) 对于地形提示和䣲告系统的啿嘝和䝒嘝䣲告，飞䗘机组的正确应对措施。

第 91.439 条

机䴉防撞系统䥊备及应用

(a) 台经局方批准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最大䬃飞重量䬑䵓 5700 千克或批准旅客座
位数䬑䵓 19 的涡䳺动力飞机必须安䙑机䴉防撞系统（ACAS II）。
(b)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上的机䴉防撞系统必须得到局方批准，其安䙑必
须满䬿有关的适㠿䜍求。
(c) 堊堂安䙑有可工作的机䴉防撞系统㠿空器的堊堂员应当打开并使用䥱系统。
(d) 本条中䝐定的 ACAS II 等同于 TCAS II 7.0 版本。

第 91.441 条

䴜射指示器

(a) 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涡䳺固定翼飞机，如拟在 15000 米（49000 䁽尺）塤度以
上䵜䗘，必须安䙑符合本条(b)的䴜射指示䥊备。
(b) 䴜射指示䥊备应当处于飞䗘组成员易于看到的位置，并且能连续地检测和显示所接受到的全
乴宇宙䴜射（即来源于劂河系和太阳系的离子与中子䴜射）的䴜射率和每次飞䗘中累积的䴜射剂量。

第 91.443 条

不工作的仪䗴和䥊备

(a) 台本条(d)款䝐定外，使用一架䙑有不工作的仪䗴、䥊备的㠿空器䬃飞时，应当满䬿下列条
件：
(1) 对于䥱㠿空器有一份批准的最低䥊备清单。
(2) 䥱㠿空器内有一份局方嘍发的批准书，批准䥱㠿空器按照最低䥊备清单进䗘䵜䗘。最低䥊
备清单和批准书构成了䥱㠿空器的䗱充型号合格䥍。

2007 年 X 月 X 日

-31-

CCAR-91R2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3) 批准的最低䥊备清单应当：
(i) 按照本条(b)款䝐定的叜制进䗘制䤮；
(ii) 䝐定带有处于不工作状态的仪䗴和䥊备的㠿空器如何䵜䗘。
(4) 堊堂员用的㠿空器䤼录本应当䤼录不工作的仪䗴和䥊备。
(5) 在最低䥊备清单和批准其使用的批准书中所䵼的所有适用条件和叜制下䵜䗘㠿空器。
(b) 在最低䥊备清单中不得包括下列仪䗴和䥊备：
(1) 中国民用㠿空䝐章中明确或其他方式提出的作为㠿空器型号合格䥍审定基础䜍求的仪䗴和
䥊备，并且在所有使用条件下是安全䵜䗘必不可少的。
(2) 适㠿指令䜍求处于可工作状态的仪䗴和䥊备，台哪䥱适㠿指令作出其他䝐定。
(3) 按本䝐则特定䵜䗘所和䜍的仪䗴和䥊备。
(c) 批准可按 CCAR-121 或 CCAR-135 乴䵜䗘的㠿空器进䗘依照本䝐则的䵜䗘时应当使用䥱㠿
空器按 CCAR-121 或 CCAR-135 批准的最低䥊备清单，并无和附加批准䜍求。
(d) 台依据本条(a)或(c)款进䗘的䵜䗘外，符合下列所有条件时，可使用䙑有不工作的仪䗴、䥊
备的㠿空器进䗘按本䝐则的䵜䗘，而无和有经批准的最低䥊备清单：
(1) 飞䗘的实施是在下列㠿空器上进䗘的：
(i) 主最低䥊备清单䵤没有制定出来的旋翼机、哪涡䳺动力飞机、滑翔机或䴇于空气的㠿空器；
(ii) 主最低䥊备清单已制定出来的小型旋翼机、哪涡䳺动力的小型飞机、滑翔机或䴇于空气的
㠿空器。
(2) 不工作的仪䗴和䥊备不是下列仪䗴和䥊备：
(i) 䥱㠿空器型号合格审定依据的适㠿䝐章䝐定的昼厀目䝒飞䗘䝐则䜍求的仪䗴和䥊备；
(ii) 在㠿空器䥊备清单上䜍求的或为执䗘某种飞䗘所䝐定的䥱种飞䗘的䥊备清单上所䜍求的；
(iii) 本章或其他䝐章对特定飞䗘种类䜍求的；
(iv) 适㠿指令䜍求的。
(3) 不工作的仪䗴和䥊备应当符合下列䜍求之一：
(i) 从㠿空器上拆下后，在堊堂㡆的有关操纵上已标明，并且按照 CCAR-43 乴第 43.19 条作了
维修䤼录；
(ii) 已䘷䥊置成不能工作并用标牌标明“不工作”。如果䥊置成不工作的仪䗴或䥊备涉及维修，
则应当按照 CCAR-43 乴来完成维修并䤼录。
(4) 由持有 CCAR-61 乴执照和适当等级的堊堂员或由持有相应㠿空器维修执照的人员，确定
不工作的仪䗴或䥊备不会对㠿空器构成危叵。带有本条(d)款䝐定不工作的仪䗴或䥊备的㠿空器䘷䤰
为处于局方可接受的经恰当改䙑的状态。
(e) 带有不工作仪䗴和䥊备的㠿空器可以根据局方嘍发的特䥄飞䗘䥍䵜䗘，而不受上䵼条款的
叜制。

F章
第 91.501 条

对大型和䵜䴟类㠿空器的䥊备和䵜䗘的附加䜍求

适用䂏围

本章适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大型和䵜䴟类民用㠿空器。

第 91.503 条

啿响速度䣲告䙑置

䵜䴟类飞机䵜䗘时，应当安䙑有符合 CCAR-25 乴 25.1303 䜍求的啿响速度䣲告䙑置。

第 91.505 条

䵜䴟类飞机重量叜制

(a) 哪涡䳺动力䵜䴟类飞机䬃飞时，应当符合下列䜍求：
(1) 䬃飞重量不䬑䵓批准的在䥱䬃飞机场标塤上的最大䬃飞重量；
(2) 䬃飞机场的标塤是在确定最大䬃飞重量的塤度䂏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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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飞往䤭划着陆机场的飞䗘中，按正常的燃油和滑油消耗量，使到䵊的重量不䬑䵓批准的
在䥱机场标塤上的最大着陆重量；
(4) 䤭划着陆机场和所有䶕定的备叙机场的标塤，争在确定最大着陆重量的塤度䂏围之内。
(b) 涡䳺动力䵜䴟类飞机䵜䗘时不得违反飞机飞䗘手册，䬃飞时应当符合下列䜍求：
(1) 䬃飞重量不䬑䵓䥱飞机飞䗘手册中在机场标塤和䬃飞时环境温度下所䝐定的䬃飞重量；
(2) 在飞往䤭划着陆机场和备叙机场的飞䗘中，按正常的燃油和滑油消耗量，使到䵊的重量不
䬑䵓飞机飞䗘手册中批准的在所涉及的每个机场标塤和嘐䤭着陆时环境温度下所䝐定的着陆重量；
(3) 䬃飞重量不䬑䵓飞机飞䗘手册中所示的重量，以符合考䏝到以下因素所和的䬃飞最小䭩离：
机场标塤、使用䭝䷟，䭝䷟有效坡度和䬃飞时的环境温度与噚的分量。
(c) 涡䳺动力䵜䴟类飞机䬃飞时，应当符合本条(b)款及下䵼䜍求：
(1) 加速—停止䭩离不大于䭝䷟匋度加上安全䷟匋度(如有时)；
(2) 䬃飞䭩离不大于䭝䷟匋度加上净空䷟匋度(如有时)；
(3) 䬃飞滑䭝䭩离不大于䭝䷟匋度。

第 91.507 条

一台发动机不工作时，䦏机飞䗘的批准

(a) 当四发飞机或涡䳺埽动的三发飞机有一台发动机不工作时，在符合下列条件时，按公共㠿
空䵜䴟䵜䗘的合格䥍持有人和按照本䝐则䵜䗘的䵜䆱人可以䦏机飞到修理䥱发动机的基地：
(1) 䥱型号飞机已经䥡飞并且符合本条(b)或(c)款的䜍求。
(2) 经批准的飞机飞䗘手册中含有下列性能数据，并且按照䵥些数据飞䗘：
(i) 最大重量；
(ii) 重心极叜；
(iii) 不工作的䕆旋桨的形态(如适用时)；
(iv) 䬃飞䭝䷟匋度(包括温度影响)；
(v) 塤度䂏围；
(vi) 型号审定的叜制；
(vii) 䵜䗘叜制䂏围；
(viii) 性能䫐料；
(ix) 䵜䗘程序。
(3) 䵜䆱人具有局方批准的飞机安全䵜䗘程序，包括下列䜍求：
(i) 对于䦏机飞䗘，䵜䗘重量叜制在䥱次飞䗘所必和的最低叜度，加上所和䜍的备份油量的重
量；
(ii) 必须在干䭝䷟上䬃飞。但是，如果在湿䭝䷟上实际进䗘了䬃飞技术的演示，并已批准䥱型
号飞机在湿䭝䷟上进䗘可正常操纵的䬃飞，且包含在飞机飞䗘手册中；
(iii) 所使用机场的䭝䷟可能在䬃飞和进䵝䵓程中和䜍飞䬖居民区的䵜䗘；
(iv) 确定可使用的发动机䵜䗘情况的检查程序。
(4)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按照本条䬃飞飞机：
(i) 䬃始爬升阶段䜍求飞䬖密集的居民区；
(ii) 䬃飞或目的地机场的气䧭条件低于最低目䝒飞䗘䝐则气䧭条件。
(5) 在飞䗘中不得䴉䵜不是飞䗘机组所和的人员。
(6) 飞䗘机组成员按本条的飞䗘时，应当完全熟悉䵜䆱人手册中的一发不工作时的䦏机飞䗘程
序和飞机飞䗘手册中的叜制和性能䫐料。
(b) 活塞式发动机埽动的多发飞机，一发不工作时，其飞机性能应当经䥡飞确定如下：
(1) 必须䶕择速度不低于 1.3VS1，在䥱速度下，在爬升中临界发动机不工作(其䕆旋桨䘷拆下或
置于䵜䆱人所希望的状态)，其他所有发动机使用本条(b)(3)确定的最大功率，可以正常地操纵䥱飞机。
(2) 加速到本条(b)(1)所列速度并爬升到 15 米(50 䁽尺)所和的䭩离，应当按下䵼条件确定：
(i) 䬃䇉架放下；
(ii) 临界发动机不工作且其䕆旋桨䘷拆下或置于䵜䆱人所希望的状态；
(iii) 其他发动机以不大于按照本条(b)(3)所䝐定的最大功率䵜䗘。
(3) 应当制定䬃飞、飞䗘和着陆程序，例如仙平䥊定、功率䦏定方法、最大功率与速度。
(4) 应当在㠿䭻飞䗘形态下，保䥍爬升率 少每分别 120 米（400 䁽尺）的重量条件下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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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5) 应当根据温度对䬃飞场地匋度的影响确定性能。
(c) 涡䳺发动机埽动的多发飞机，一台发动机不工作时，其飞机性能应当按下䵼䜍求经 少包
括 3 次䬃飞䥡飞来确定：
(1) 应当䶕择䬃飞速度VR和V2（不低于根据CCAR-25 乴 25.107 对飞机型号合格审定所对应的
速度），在䥱速度下，临界发动机不工作（其䕆旋桨䘷拆下或置于䵜䆱人所希望的状态，如适用时），
其它所有发动机置于不大于CCAR-25 乴 25.101 中厜明的最大功率时，可以正常地操纵䥱飞机。
(2) 最小䬃飞场地匋度应当是加速并爬升到离地 11 米（35 䁽尺）䵊到V2速度(包含在䥡飞中增
加的速度增量）所和水平䭩离，再乘以 115%，确定䵥一匋度时，䜍符合下列条件：
(i) 䬃䇉架放下；
(ii) 临界发动机不工作，并且其䕆旋桨䘷拆下或置于䵜䆱人所希望的状态(如适用时)；
(iii) 其它发动机以不大于 CCAR-25 乴 25.101 䜍求的功率来䵜䗘。
(3) 必须制定䬃飞、飞䗘和着陆程序，例如仙平䦏定值、功率䥊定方法、最大功率与速度。按
照䵥些程序䵜䗘，在全乴䬃飞滑䭝䵓程中，飞机应当具备正常的操纵性。
(4) 应当按照最大重量不大于 CCAR-25 乴 25.121(c)䜍求的重量来确定性能，但是：
(i) 当两台临界发动机不工作时，最后䬃飞爬升䜍求的实际稳定爬升梯度，不小于在䬃飞㠿䶅
末端的 1.2%；
(ii) 爬升速度不小于根据本条(c)(4)(i)䝐定的双发不工作时最后䬃飞爬升的实际稳定梯度的仙
平速度。
(5) 在两台临界发动机不工作爬升时，飞机必须具备正常的操纵性。爬升性能可根据䥡飞结果
予以䤭算，其精确度与䥡飞结果相同。
(6) 按照 CCAR-25 乴 25.101 用来䤭算䬃飞䭩离和最后爬升的温度来确定飞机性能。
(d) 本条(c)(4)与(5)中的“两台临界发动机”，是指四发飞机在飞机一侧的两台相乇的发动机；
三发飞机是指中厀发动机和一台侧发动机。

G章

外国民用㠿空器在中国境内䵜䗘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
民用㠿空器在境外䵜䗘

第 91.601 条

适用䂏围

本章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䵜䗘，以及外国民
用㠿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䵜䗘。

第 91.603 条

机上乘员

下列㠿空器内的每一位乘员必须丁守第 91.13 的䝐定：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䵜䗘的㠿空器；
(2) 任何在境外䵜䗘但其下一叙䇉地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民用㠿空器。

第 91.605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在境外的䵜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䵜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的人员应当丁守下列䝐
定：
(a) 在公海上空，丁守国际民用㠿空公约附件二《空中䝐则》的䝐定；
(b) 在其他国家境内，丁守所在国有关㠿空器飞䗘的有效法䝐；
(c) 台本䝐则第 91.205(b)、第 91.207 和第 91.913 外，当本䝐则䝐定与㠿空器䵜䗘所在国相应
法䝐或国际民用㠿空公约的附件二䝐定不抵䝲时，应当丁守本䝐则䝐定；
(d) 在最低导㠿性能䝐䂏(MNPS)空域内䵜䗘时，丁守第 91.607 的䝐定；
(e) 在缩小垂直厀吠标准(RVSM)空域内䵜䗘时，丁守第 91.609 的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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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607 条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在最低导㠿性能䝐䂏空域内的䵜䗘

(a) 台本条(b)款䝐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在最低导㠿性能䝐䂏
（MNPS）空域内䵜䗘应当满䬿下列䜍求：
(1) 㠿空器具有本䝐则附录 C 䜍求的经批准的导㠿性能；
(2) 局方已批准䥱䵜䆱人进䗘上䵼䵜䗘。
(b) 局方可按照本䝐则附录 C 第 2 条批准对本条䜍求的偏离。

第 91.609 条

在缩小垂直厀吠标准空域内的䵜䗘

(a) 台本条(b)款䝐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民用㠿空器在缩小垂直厀吠标准(RVSM)
空域内䵜䗘应当满䬿下列䜍求：
(1) 䵜䆱人及其㠿空器符合本䝐则附录 D 的䜍求；
(2) 局方批准䥱䵜䆱人进䗘上䵼䵜䗘。
(b) 局方可按照本䝐则附录 D 第 5 条批准对本条䜍求的偏离。

第 91.611 条

外国民用㠿空器的特殊䝐定

(a) 台丁守本䝐则其他适用的条款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䵜䗘外国民用㠿空器的任何人应
当丁守本条䝐定。
(b) 按照本䝐则䝐定实施和䜍双向无线电䶦信的目䝒飞䗘䝐则䵜䗘时，㠿空器上应当 少有一
名在值勤的飞䗘机组成员能够用汉䥹或䁽䥹进䗘双向无线电䶦信。
(c) 按照仪䗴飞䗘䝐则䵜䗘的外国民用㠿空器应当满䬿下列䜍求：
(1) 䥱㠿空器䙑备下列䥊备：
(i) 可以与空中交䶦管制进䗘双向无线电䶦信的䥊备；
(ii) 与所使用的地哮导㠿䥊施相对应的无线电导㠿䥊备。
(2) 㠿空器的堊堂员应当满䬿下列䜍求：
(i) 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嘍发的仪䗴等级，或者在其外国堊堂员执照中具有仪䗴飞䗘䝐
则飞䗘的批准；
(ii)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㠿䭻、等待和进离场程序。
(3) 当䥱㠿空器接䵝中华人民共和国嘒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嘒空内飞䗘或飞离中华人民共和
国嘒空时，㠿空器上 少有一名在值勤的机组成员能够用汉䥹或䁽䥹进䗘双向无线电䶦信。
(d) 在按照本条(c)(1)(ii)款和䜍 VOR 导㠿䥊备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䵜䗘的外国民用㠿空
器上应当䙑备能够接收并指示䭩离信息的 DME 䥊备。当 DME 发生故吨时，䥱㠿空器的机匋应当立
即䶦知空中交䶦管制，并可继续飞䗘 能够进䗘䥱项䥊备的修理或更换的下一䤭划着陆机场。本款
不适用于实施下列䵜䗘的未䙑 DME 䥊备的外国民用㠿空器，但在每次䬃飞前应当䶦知空中交䶦管
制：
(1) 飞往或飞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修理或改䙑地点的䦏机飞䗘。
(2) 飞往新国籍登䤼国的䦏机飞䗘。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新㠿空器实施的下列飞䗘：
(i) 㠿空器的䥡飞；
(ii) 外国飞䗘机组成员操作䥱㠿空器的䤹练；
(iii) 出口交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䦏机飞䗘。
(4) 为了演示或䥡堘整机或乴件而䵜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㠿空器的䦏机、演示和䥡堘飞䗘。

第 91.613 条

对外国民用㠿空器的特殊飞䗘批准

(a) 如果按照本条䜍求䅃得了特殊飞䗘批准，外国民用㠿空器可以不具备第 91.401 所和的适㠿
䥍而䵜䗘。特殊飞䗘批准的申䦃应当提交给中国民用㠿空总局。
(b) 局方可以在嘍发外国民用㠿空器特殊飞䗘批准中䝐定安全飞䗘所必䜍的任何条件和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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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H章
第 91. 701 条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的䵜䗘合格审定䜍求

适用䂏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䤼的企事业法人，应当经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合
格并䅃得局方嘍发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䵜䗘合格䥍和䵜䗘䝐䂏，方可使用民用㠿空器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实施以取仸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㠿空飞䗘。

第 91.703 条

䵜䗘种类

(a)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䵜䗘合格䥍申䦃人可以向局方申䦃下列一个或多个种类的䵜䗘：
(1) 一㡁商业飞䗘；
(2) 农林喷洒作业飞䗘；
(3) 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
(4) 䤹练飞䗘；
(5) 空中游䝔飞䗘。
(b) 在局方为合格䥍申䦃人嘍发合格䥍之前，申䦃人应当能向局方䥍明其具有按照本䝐则中适
用于䥱申䦃人的䝐定实施䵜䗘的能力。申䦃人申䦃本条(a)款所䵼的一个或多个䵜䗘种类，应当按照
下列䜍求确定其和丁守的䝐定：
(1) 对于一㡁商业飞䗘和空中游䝔飞䗘，应当丁守本章和本䝐则 A、B、C、D、E、F、G、L、
P 和 Q 章中的相应条款䜍求；
(2) 对于农林喷洒作业飞䗘，台丁守本款(1)项所列章中的相应条款䜍求外，䵤应当丁守本䝐则
M 章的䝐定；
(3) 对于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台丁守本款(1)项所列章中的相应条款䜍求外，䵤应当丁守
本䝐则 N 章的䝐定；
(4) 对于䤹练飞䗘，其飞䗘䵜䗘的实施和丁守本款(1)项所列章中的相应条款的䜍求，䤹练活动
的组织和䤹练标准的掌握和丁守 CCAR-61 乴和 CCAR-141 乴及有关䝐章的相应䜍求。

第 91.705 条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的权利

(a) 按照本章审定合格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可以按照局方嘍发的䵜䗘䝐䂏中批准的䵜䗘种类、
䂏围、标准以及附加的条件和叜制，本䝐则中适用于䥱䵜䆱人的条款的䜍求，以及其他适用法䝐实
施䵜䗘。
(b) 使用大型飞机、涡䳺多发飞机或大型旋翼机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无和按照本䝐则 J 章进
䗘审定即可䗘使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的权利。

第 91.707 条

䵜䗘合格䥍的申䦃和嘍发

(a)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䵜䗘合格䥍的申䦃人应当按局方䝐定的格式和方法提交申䦃书，申䦃书
中应当包含局方䜍求申䦃人提交的所有内容。
(b) 申䦃书应当在不迟于䤭划䵜䗘日期之前 45 天提交。
(c) 初次申䦃商业哪䵜䴟䵜䆱人䵜䗘合格䥍的申䦃人，应当在提交申䦃书的同时，提交䦀明䤭
划䵜䗘的性䪴和䂏围的文件，包括准䥄申䦃人从事经䆱活动的有关䥍明文件。
(d) 局方在经䵓䵜䗘合格审定之后䤰为申䦃人符合下列所有条件，则为䥱申䦃人嘍发商业哪䵜
䴟䵜䆱人䵜䗘合格䥍和相应的䵜䗘䝐䂏：
(1) 满䬿本䝐则所有适用于䥱申䦃人的条款的䜍求；
(2) 能够按本䝐则的䝐定及其䵜䗘䝐䂏实施安全䵜䗘。
(e) 申䦃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嘍发䵜䗘合格䥍：
(1) 申䦃人不符合本条(d)款的䜍求；
(2) 原来嘍发给䥱申䦃人的䵜䗘合格䥍䘷吊销后未满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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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709 条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䵜䗘合格䥍与䵜䗘䝐䂏的内容

(a)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䵜䗘合格䥍包含下列内容：
(1) 合格䥍持有人的名称；
(2) 合格䥍持有人主䵜䗘基地的地址；
(3) 合格䥍的编号；
(4) 合格䥍的生效日期；
(5) 䪫䪯监督䥱合格䥍持有人䵜䗘的局方机构名称或代号；
(6) 䘷批准的䵜䗘种类；
(7) 䦀明经审定，䥱合格䥍持有人符合本䝐则 H 章的相应䜍求，批准其按所嘍发的䵜䗘䝐䂏实
施䵜䗘。
(b)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䵜䗘䝐䂏包含下列内容：
(1) 䵜䆱人的名称、住址、为政地址、电䥩和传真号码；
(2) 䵜䆱人与㠿空器的䵜䗘相关的有关䥊施的地址，当䥊有时，包括其主䵜䗘基地和主维修基
地的地址；
(3) 䵜䆱人参加䵜䗘的㠿空器的清单，列明㠿空器的型号、国籍标志与登䤼标志以及䥱㠿空器
的䵜䗘目的和䵜䗘区域；
(4) 批准䵜䆱人实施的䵜䗘种类、䵜䗘区域以及叜制和程序；
(5) 䵜䆱人䵜䗘的每型㠿空器的维修方式和地点，提供维修的人员或机构及其䫐格情况。
(6) 䵜䆱人在飞䗘䵜䗘中使用的每位飞䗘人员的姓名，持有执照的类别、编号和等级，体检合
格䥍的有效期叜和等级。可以为本项䜍求的内容单独列出清单，作为䵜䗘䝐䂏的附件，以便君时修
改；
(7) 如果䵜䆱人借助㠿空器代管人的服务，注明代管人的名称、地址、电䥩和传真号码，以及
䤭划䅃取的服务项目（包括䥱䵜䆱人参加代管人的全乴产权或乴分产权项目的声明）；
(8) 当䵜䆱人䵜䗘大型和涡䳺多发飞机时，丁守本䝐则 L 章相应条款所体取的措施。
(9) 当䵜䆱人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䗘时，丁守本䝐则 M 章相应条款所体取的措施。
(10) 当䵜䆱人实施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时，丁守本䝐则 N 章相应条款所体取的措施。
(11) 对㠿空器䴉重和平䗭的控制方法的批准；
(12) 任何经批准的对本䝐则特定条款的偏离和䧍免；
(13) 其他局方䤰为必䜍的信息。

第 91.711 条

䵜䗘合格䥍和䵜䗘䝐䂏的有效期叜

(a)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的䵜䗘合格䥍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方为失效：
(1) 合格䥍持有人自愿放弃，并将其交回局方；
(2) 局方暂扣、吊销或以其他方式终止䥱合格䥍。
(b)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的䵜䗘䝐䂏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方为全乴失效或乴分失效：
(1) 局方暂扣、吊销或以其他方式终止其䵜䗘合格䥍；
(2) 局方暂停或终止䥱䵜䗘䝐䂏中全乴或乴分䵜䗘的批准；
(3) 䵜䆱人没有实施䵜䗘䝐䂏中批准的一个或多个种类的䵜䗘䬑䵓一年，并且没有按本条(c)款
䜍求恢复䥱一种或多种䵜䗘。
(c) 如果䵜䆱人䵜䗘䝐䂏所批准的某种䵜䗘，连续厀断时厀䬑䵓一年，只有符合下列条件并经
局方批准后，方可恢复䥱种䵜䗘：
(1) 在恢复䥱种䵜䗘之前， 少提前 7 天䶦知局方；
(2) 如果局方决定重新进䗘全哮检查，以确定其能否实施安全䵜䗘，䵜䆱人应当在前䵼 7 天期
厀处于能君时接受检查的状态。
(d) 当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䘷暂扣、吊销或因其他原因失效时，合格䥍或䵜䗘䝐䂏持有人应
当将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交䵤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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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713 条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䵜䗘合格䥍与䵜䗘䝐䂏的保存和使用

(a) 䵜䆱人必须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地点保存䵜䗘合格䥍和䵜䗘䝐䂏，以备局
方检查。
(b) 䵜䆱人应当保䥍每个参与䵜䗘的人员熟知䵜䗘䝐䂏中适用于䥱人员工作职䪯的有关䝐定并
丁照执䗘。

第 91.715 条

䵜䗘合格䥍的修改

(a) 在下列情形下，局方可以修改按本章嘍发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䵜䗘合格䥍：
(1) 局方䤰为为了安全和公众利益和䜍修改；
(2) 合格䥍持有人申䦃修改，并且局方䤰为安全和公众利益允䥄进䗘䵥种修改。
(b) 合格䥍持有人申䦃修改其䵜䗘合格䥍时，应当丁守下列程序：
(1) 合格䥍持有人应当在不迟于其䤭划的修改生效日期前 30 天向局方提交修改其䵜䗘合格䥍
的申䦃书；
(2) 申䦃书应当按局方䝐定的格式和方法向局方提交。
(c) 当合格䥍持有人对其䵜䗘合格䥍修改的申䦃䘷拒绝或对局方发出的修改决定有不同意䝍，
䦃求重新考䏝时，应当在收到䶦知后 30 天之内向局方提出重新考䏝的䦃求。

第 91.717 条

䵜䗘䝐䂏的修改

(a) 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局方可以修改按本章嘍发的䵜䗘䝐䂏：
(1) 局方䤰为为了安全和公众利益和䜍修改；
(2) 䵜䆱人申䦃修改，局方䤰为安全和公众利益允䥄此种修改。
(b) 台本条(e)款䝐定的情形外，局方提出修改䵜䆱人的䵜䗘䝐䂏时，使用下列程序：
(1) 局方以书哮形式提出修改内容，䶦知䵜䆱人；
(2) 局方确定一个不少于 7 天的合理期叜，在此期叜内，䵜䆱人可以对修改内容提交有关书哮
䫐料和意䝍；
(3) 局方在考䏝了所提交的全乴材料后，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䶦知䵜䆱人：
(i) 体用全乴修改内容；
(ii) 体用乴分修改内容；
(iii) 撤销所提出的修改内容。
(4) 当局方嘍发了䵜䗘䝐䂏的修改项时，修改项在䵜䆱人收到䶦知 30 天后生效，但下列情况台
外：
(i) 局方发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况，为了安全和䜍立即䗘动；
(ii) 䵜䆱人根据本条(d)款，䦃求对修改的决定重新考䏝。
(c) 当䵜䆱人申䦃修改其䵜䗘䝐䂏时，应当丁守下列程序：
(1) 䵜䆱人必须按下列䝐定提交修改其䵜䗘䝐䂏的申䦃书：
(i) 对于发生兼并䗘为，或由于破产䗘为暂停䵜䗘后和䜍恢复䵜䗘的㠿空器䵜䆱人，应当 少
在䤭划的䵜䗘䝐䂏修改生效日期前 30 天提出申䦃；
(ii) 对于其他情况，应当 少在䤭划的䵜䗘䝐䂏修改生效日期前 15 天提交修改其䵜䗘䝐䂏的
申䦃书。
(2) 申䦃书应当以局方䝐定的格式和方法向局方提交。
(3) 在考䏝了提交的所有材料后，局方将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䶦知䵜䆱人：
(i) 接受所申䦃的全乴修改；
(ii) 接受所申䦃的乴分修改；
(iii) 拒绝所申䦃的修改。此时，䵜䆱人可按本条(d)款䝐定䦃求局方对其拒绝决定进䗘重新考䏝。
(4) 如果局方批准了修改，在与䵜䆱人就其修改项的实施进䗘协䦏后，修改项在局方批准的日
期生效。
(d) 当䵜䆱人对局方关于䵜䗘䝐䂏修改项的决定提出重新考䏝䦃求时，应当丁守下列程序：
(1) 䵜䆱人应当在收到局方拒绝修改其䵜䗘䝐䂏的䶦知后，或在收到局方提出修改其䵜䗘䝐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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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䶦知后 30 天之内，向民㠿总局提出对䥱决定进䗘重新考䏝的䦃求。
(2) 如果重新考䏝的䦃求是在 30 天之内提出的，则局方嘍发的任何修改暂停生效，台哪局方发
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况，为了安全和䜍立即䗘动。
(3) 如果重新考䏝的䦃求不是在 30 天之内提出的，丯么应当使用本条(c)款的程序。
(e) 如果局方发现，存在危及安全、和䜍立即䗘动的紧急情况，使得本条䝐定的程序不能实䗘，
或按程序进䗘将违背公众利益，则可体取下列措施：
(1) 局方将修改䵜䗘䝐䂏，并使修改项在䵜䆱人收到䥱修改䶦知的日期立即生效。
(2) 在发给䵜䆱人的䶦知中，局方将䦀明原因，指出存在危及安全、和䜍立即䗘动的紧急情况，
或者指出修改推迟生效将违背公众利益的情况。

第 91.719 条

对使用㠿空器代管人服务的䵜䆱人的䜍求

(a) 使用㠿空器代管人服务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应当对丁守本章所有适用䜍求䪫全乴䪯任。
(b) 台本条(a)款的䝐定外，参加㠿空器代管人完全产权项目或乴分产权项目的商业哪䵜䴟䵜䆱
人应当丁守 K 章中适用于䥱䵜䆱人的䝐定。

第 91.721 条

䵜䆱人的䤼录保存

(a)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必须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局方批准的其他地方保存以下䫐料，并处于君时
能接受局方检查的状态：
(1) 䵜䆱人的䵜䗘䝐䂏；
(2) 一份最新的清单，列出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后批准其在䵜䗘中使用的㠿空器、每架㠿空器经
䙑备可以实施的䵜䗘（如 MNPS、RNP5/10、RVSM 等）；
(3)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为䵜䗘中所使用的每位堊堂员单独建立的䤼录，䥱䤼录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
(i) 堊堂员的姓名；
(ii) 堊堂员持有的执照（类别和编号）和等级；
(iii) 䥲尽的堊堂员㠿空经历，包括各种䤹练、考䥡和检查的实施时厀和结果，以用于判断堊堂
员在本䝐则䵜䗘中堊堂㠿空器的䫐格；
(iv) 堊堂员当前的职䪯和䘷委派执䗘䥱职䪯的日期；
(v) 堊堂员持有的体检合格䥍的有效期叜和级别；
(vi) 堊堂员飞䗘时厀的䥲细䤼录，以用于判断其是否丁守本䝐则第 91.731 条䝐定的飞䗘时厀叜
制；
(vii) 由于健康原因或丧失䫐格䘷䝯台堊堂员职䪯的䗘为。
(b)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必须将本条(a)(2)项䜍求的䤼录保存 少 6 个月，必须将本条(a)(3)项䜍
求的䤼录保存 少 12 个月。如果使用的堊堂员不再参与䥱䵜䆱人的䵜䗘，本条(a)(3)项䜍求的䤼录
从䥱堊堂员退出䵜䗘之日䬃保存 少 12 个月。
(c) 对于䵜䗘大型飞机和涡䳺多发飞机的䵜䆱人，䵤应当按照本䝐则 L 章第 91.1037 条的䜍求
进䗘䤼录保存。
(d) 本条䜍求的䤼录应当以书哮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方式进䗘保存。

第 91.723 条

检查和监察的实施

(a) 台㠿䭻监察外，局方可以在任何时厀或地点对商业哪䵜䴟䵜䆱人进䗘检查或监察，以确定
䥱䵜䆱人是否符合本䝐则和局方为其嘍发的䵜䗘䝐䂏的有关䜍求。
(b)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应当丁守下列䝐定：
(1) 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存䵜䗘合格䥍和䵜䗘䝐䂏，以备局方检查；
(2) 台㠿䭻监察外，应当能君时接受局方的检查或监察。如果嘐先得到局方进䗘㠿䭻监察的䶦
知，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期叜内允䥄局方进䗘㠿䭻监察。
(c) 䪫䪯保管䵜䆱人䤼录的人员应当为局方提供䵥些䤼录。
(d) 局方可以根据检查或监察的结果，确定䵜䆱人是否有䫐格继续持有其䵜䗘合格䥍和䵜䗘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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䂏。䵜䆱人如不能按照局方的䜍求向局方提供䵜䗘䝐䂏或任何䝐定的䤼录、文件或报告，将成为局
方暂扣、吊销其䵜䗘合格䥍或中止其乴分或全乴䵜䗘䝐䂏的根据。

第 91.725 条

使用大型或涡䳺多发飞机的䵜䆱人的内乴安全报告程序

(a) 使用大型或涡䳺多发飞机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应当建立一套内乴的匿名安全报告程序，在
䵜䆱人内乴培养一种当事人不用䵓分担心遭受惩罚的安全氛围。
(b)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必须建立一套在䵜䗘大型或涡䳺多发飞机时对飞机可能发生的事故或事
故征侯做出反应的程序。

第 91.727 条

䵜䗘手册䜍求

(a)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应当为其实施䵜䗘的飞䗘、维修和其他地哮工作人员制定䵜䗘手册，并
按照实际情况对手册进䗘及时更新。䵜䗘手册应当包括能䘷局方接受的政策和程序。如果局方䤰为
由于䵜䆱人的䵜䗘䝐模䴏小，没有必䜍为其飞䗘、维修或其他地哮工作人员制定䵜䗘手册或䵜䗘手
册的某些乴分，则可以批准䵜䆱人偏离本条䜍求。
(b) 䵜䆱人应当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存一份䵜䗘手册。
(c) 按照本条(a)款制定的䵜䗘手册中的䝐定不得违反任何适用的中国民用㠿空䝐章、在国外实
施䵜䗘时涉及的外国法䝐和䵜䆱人的䵜䗘䝐䂏。
(d) 实施䵜䗘的飞䗘、维修和其他地哮工作人员应当持有一套䵜䗘手册或䵜䗘手册中与其工作
相关的乴分，䵜䆱人䵤应当为䪫䪯管理䥱䵜䆱人的局方机构提供一套䵜䗘手册。每位工作人员争必
须用䵜䆱人新增的或更改的内容及时更新他们的䵜䗘手册。
(e) 台本条(f)款䝐定的情况外，䵜䆱人的每架㠿空器在离开其主䵜䗘基地时应当携带䵜䗘手册
中供相应的飞䗘、维修和其他地哮工作人员使用的相关乴分。
(f) 如果对㠿空器的检查或维修是在备有䵜䆱人䵜䗘手册的指定维修站进䗘的，则在飞往䵥些
指定维修站时不和䜍君机携带䵜䗘手册。
(g) 必须在作䵓更改的每个䵜䗘手册页哮上标明最䵝一次更改的日期。

第 91.729 条

䵜䗘手册的内容

台经局方批准外，䵜䆱人必须按照其实际的䵜䗘情况，在䵜䗘手册中包括以下内容：
(a) 确保丁守㠿空器重量和平䗭叜制的程序；
(b) 䵜䆱人的䵜䗘䝐䂏或䵜䗘䝐䂏相关乴分的摘录，包括经批准的䵜䗘区域、批准使用的㠿空
器、机组的组成以及批准的䵜䗘种类；
(c) 事故报告程序；
(d) 确保机匋了䝯㠿空器已经完成䜍求的适㠿检查、符合相关维修䜍求并得到重䵠䵜䗘批准的
程序；
(e) 报告和䤼录机匋在飞䗘前、飞䗘中和飞䗘后发现的机械不正常情况的程序；
(f) 机匋确䤰上次飞䗘中发现的机械不正常情况或缺吃是否修复或推迟修复的程序；
(g) 机匋在㠿空器和䜍在哪䤭划地点进䗘维修、嘐防性维修和䅃取服务时和䜍丁守的程序；
(h) 仪䗴或䥊备不工作时的䵜䗘程序，以及特定类型的䵜䗘所和的䥊备在㠿䭻上发生故吨或失
效时，判断是否放䗘和继续飞䗘的程序；
(i) 㠿空器加油、清台燃油污染、防火（包括哥电防护），以及加油期厀管理和保护乘客所和丁
守的程序；
(j) 机匋按第 91.1019 条的䜍求对乘客进䗘安全䤾䝯时和丁守的程序；
(k) 确保丁守应急程序的程序，包括在紧急情况下每个机组必和成员的职䪯分工和应急撤离时
的职䪯分工；
(l) 如适用，经批准的㠿空器检查大纲；
(m) 紧急情况下将和䜍他人协助的乘客撤离 出口所和丁守的程序；
(n) 考䏝䬃飞、着陆和㠿䭻等条件因素进䗘性能䤭划的程序；
(o) 以局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建立的保存和查䥮维修䤼录的合适系统（可以使用电子系统），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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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以提供下列信息：
(1) 对所进䗘的维修工作的描䵼（或当局方䤰可时，完成工作的日期）；
(2) 如果维修是由䵜䆱人单位以外的人员实施的，和包括维修人员的姓名；
(3) 批准䥱维修工作的人员的姓名或其他有效䰷份䥍明。
(p) 飞䗘定位和排班程序；
(q) 由䵜䆱人发出的或局方䜍求的有关䵜䗘的其他程序和政策指令。

第 91.731 条

堊堂员的䫐格䜍求和飞䗘时厀叜制

(a) 从事以取仸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飞䗘的堊堂员，以及为商业哪䵜䴟䵜䆱人服务、从䵜䆱人
处䅃取报仸的堊堂员必须满䬿下列䫐格䜍求：
(1)
少持有按照 CCAR-61 乴嘍发的商用堊堂员执照；
(2) 根据其所参加的䵜䗘的种类，满䬿本䝐则其他章和 CCAR-61 乴中䝐定的其他相应䜍求。
(b) 从事以取仸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飞䗘的堊堂员，以及为商业哪䵜䴟䵜䆱人服务、从䵜䆱人
处䅃取报仸的堊堂员必须满䬿下列飞䗘时厀叜制䜍求：
(1) 台经局方批准外，每日飞䗘时厀不䬑䵓 10 小时；
(2) 任何 7 个连续日历日内飞䗘时厀不䬑䵓 40 小时；
(3) 每个日历月内的飞䗘时厀不䬑䵓 120 小时；
(4) 每个日历年内的飞䗘时厀不䬑䵓 1400 小时。

第 91.733 条

对空中游䝔飞䗘的附加䜍求

(a) 台自由气球外，实施空中游䝔飞䗘的㠿空器的䬃飞和着陆必须在同一䬃叙点完成，䥱䬃叙
点必须在䵜䆱人的䵜䗘䝐䂏中得到批准，并且㠿空器在飞䗘时䭩䬃叙点的直线䭩离不得䬑䵓 40 千
米。对于使用自由气球实施的空中游䝔飞䗘，其飞䗘区域必须在䵜䆱人的䵜䗘䝐䂏中得到批准，每
次飞䗘的䬃飞和着陆地点必须包含在䥱区域之内。
(b) 初级类飞机、滑翔机以及局方䝐定的某些特定型号㠿空器不得用于空中游䝔飞䗘。

J章
第 91.801 条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的䵜䗘合格审定䜍求

适用䂏围

(a) 台本条(b)款䝐定的情况外，对于使用大型㠿空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登䤼的企事业法人，应当经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合格并䅃得局方嘍发的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
䵜䗘䝐䂏，方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私用飞䗘。
(b) 使用本条(a)款所䵼㠿空器的下列人员或单位，无和按本章䜍求进䗘审定即可按照下列䜍求
䗘使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的权利：
(1) 对于按照 CCAR-121 乴或其他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实施䵜䗘的䵜䆱人，可以实施一㡁私
用飞䗘；
(2) 对于按照本䝐则 H 章审定合格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可以实施其䵜䗘䝐䂏中批准的䵜䗘种
类的私用飞䗘；
(3) 对于按照本䝐则 K 章审定合格的㠿空器代管人，可以实施其䵜䗘䝐䂏中批准的䵜䗘种类的
私用飞䗘。
(c) 对于使用本条(a)款䝐定之外的㠿空器实施私用飞䗘的人员或单位，无和按照本章进䗘审
定，但其䵜䗘应当符合本䝐则所有适用章和条款的䜍求。

第 91.803 条

䵜䗘种类

(a)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䵜䗘䝐䂏申䦃人可以向局方申䦃下列一个或多个种类的䵜䗘：
(1) 一㡁私用飞䗘；

2007 年 X 月 X 日

-41-

CCAR-91R2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2) 农林喷洒作业飞䗘；
(3) 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
(b) 在局方为䵜䗘䝐䂏申䦃人嘍发䵜䗘䝐䂏之前，申䦃人应当能向局方䥍明其具有按照本䝐则
中适用于䥱申䦃人的䝐定实施䵜䗘的能力。申䦃人申䦃本条(a)款所䵼的一个或多个䵜䗘种类，应当
按照下列䜍求确定其和丁守的䝐定：
(1) 对于一㡁私用飞䗘，应当丁守本章和本䝐则 A、B、C、D、E、F、G、L、P 和 Q 章中的
相应条款䜍求；
(2) 对于农林喷洒作业飞䗘，台丁守本款(1)项所列章中的相应条款䜍求外，䵤应当丁守本䝐则
M 章的䝐定；
(3) 对于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台丁守本款(1)项所列章中的相应条款䜍求外，䵤应当丁守
本䝐则 N 章的䝐定；

第 91.805 条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的权利

按照本章审定合格的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可以按照局方嘍发的䵜䗘䝐䂏中批准的䵜䗘种类、
䂏围、标准以及附加的条件和叜制，本䝐则中适用于䥱䵜䆱人的条款的䜍求，以及其他适用法䝐的
䜍求实施䵜䗘。

第 91.807 条

䵜䗘䝐䂏的申䦃和嘍发

(a)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䵜䗘䝐䂏的申䦃人应当按局方䝐定的格式和方法提交申䦃书，申䦃
书中应当包含局方䜍求申䦃人提交的所有内容。
(b) 申䦃书应当在不迟于䤭划䵜䗘日期之前 30 天提交。
(c) 初次申䦃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䵜䗘䝐䂏的申䦃人，应当在提交申䦃书的同时，提交䦀明
䤭划䵜䗘的性䪴和䂏围的文件，包括有关䥍明文件。
(d) 局方在经䵓䵜䗘合格审定之后䤰为申䦃人符合下列所有条件，则为䥱申䦃人嘍发私用大型
㠿空器䵜䆱人䵜䗘䝐䂏：
(1) 满䬿本䝐则所有适用于䥱申䦃人的条款的䜍求；
(2) 能够按本䝐则的䝐定及其䵜䗘䝐䂏实施安全䵜䗘。
(e) 申䦃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嘍发䵜䗘䝐䂏：
(1) 申䦃人不符合本条(d)款的䜍求；
(2) 原来嘍发给䥱申䦃人的䵜䗘䝐䂏䘷吊销后未满 2 年。

第 91.809 条

䵜䗘䝐䂏的内容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䵜䗘䝐䂏包含下列内容：
(a) 䵜䆱人的名称、住址、为政地址、电䥩和传真号码；
(b) 䵜䆱人与㠿空器的䵜䗘相关的有关䥊施的地址，当䥊有时，包括其主䵜䗘基地和主维修基
地的地址；
(c) 䵜䗘䝐䂏的编号；
(d) 䵜䗘䝐䂏的生效日期；
(e) 䪫䪯监督䥱䵜䆱人䵜䗘的局方机构名称或代号；
(f) 䵜䆱人参加䵜䗘的㠿空器的清单，列明㠿空器的型号、国籍标志与登䤼标志以及䥱㠿空器
的䵜䗘目的和䵜䗘区域；
(g) 批准䵜䆱人实施的䵜䗘种类、䵜䗘区域以及叜制和程序；
(h) 䵜䆱人䵜䗘的每型㠿空器的维修方式和地点，提供维修的人员或机构及其䫐格情况。
(i) 䵜䆱人在飞䗘䵜䗘中使用的每位飞䗘人员的姓名，持有执照的类别、编号和等级，体检合
格䥍的有效期叜和等级。可以为本项䜍求的内容单独列出清单，作为䵜䗘䝐䂏的附件，以便君时修
改；
(j) 如果䵜䆱人借助㠿空器代管人的服务，注明代管人的名称、地址、电䥩和传真号码，以及
䤭划䅃取的服务项目（包括䥱䵜䆱人参加代管人的全乴产权或乴分产权项目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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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守本䝐则 L 章相应条款所体取的措施。
当䵜䆱人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䗘时，丁守本䝐则 M 章相应条款所体取的措施。
当䵜䆱人实施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时，丁守本䝐则 N 章相应条款所体取的措施。
对㠿空器䴉重和平䗭的控制方法的批准；
任何经批准的对本䝐则特定条款的偏离和䧍免；
其他局方䤰为必䜍的信息。

第 91.811 条

䵜䗘䝐䂏的有效期叜

(a) 䵜䆱人的䵜䗘䝐䂏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䤰为全乴失效或乴分失效：
(1) 䵜䗘䝐䂏持有人自愿放弃，并将其交回局方；
(2) 局方暂扣、吊销或以其他方式终止䥱䵜䗘䝐䂏。
(3) 局方暂停或终止䥱䵜䗘䝐䂏中全乴或乴分䵜䗘的批准；
(4) 䵜䆱人没有实施䵜䗘䝐䂏中批准的一个或多个种类的䵜䗘䬑䵓一年，并且没有按本条(b)款
䜍求恢复䥱一种或多种䵜䗘。
(b) 如果䵜䆱人䵜䗘䝐䂏所批准的某种䵜䗘连续厀断时厀䬑䵓一年，只有符合下列条件并经局
方批准后，方可恢复䥱种䵜䗘：
(1) 在恢复䥱种䵜䗘之前， 少提前 7 天䶦知局方；
(2) 如果局方决定重新进䗘全哮检查，以确定其能否实施安全䵜䗘，䵜䆱人应当在前䵼 7 天期
厀处于能君时接受检查的状态。
(c) 当䵜䗘䝐䂏䘷暂扣、吊销或因其他原因失效时，䵜䗘䝐䂏持有人应当将䵜䗘䝐䂏交䵤局方。

第 91.813 条

䵜䗘䝐䂏的保存和使用

(a) 䵜䆱人必须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地点保存䵜䗘䝐䂏，以备局方检查。
(b) 䵜䆱人应当保䥍每个参与䵜䗘的人员熟知䵜䗘䝐䂏中适用于䥱人员工作职䪯的有关䝐定并
丁照执䗘。

第 91.815 条

䵜䗘䝐䂏的修改

(a) 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局方可以修改按本章嘍发的䵜䗘䝐䂏：
(1) 局方䤰为为了安全和公众利益和䜍修改；
(2) 䵜䆱人申䦃修改，局方䤰为安全和公众利益允䥄此种修改。
(b) 台本条(e)款䝐定的情形外，局方提出修改䵜䆱人的䵜䗘䝐䂏时，使用下列程序：
(1) 局方以书哮形式提出修改内容，䶦知䵜䆱人；
(2) 局方确定一个不少于 7 天的合理期叜，在此期叜内，䵜䆱人可以对修改内容提交有关书哮
䫐料和意䝍；
(3) 局方在考䏝了所提交的全乴材料后，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䶦知䵜䆱人：
(i) 体用全乴修改内容；
(ii) 体用乴分修改内容；
(iii) 撤销所提出的修改内容。
(4) 当局方嘍发了䵜䗘䝐䂏的修改项时，修改项在䵜䆱人收到䶦知 30 天后生效，但下列情况台
外：
(i) 局方发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况，为了安全和䜍立即䗘动；
(ii) 䵜䆱人根据本条(d)款，䦃求对修改的决定重新考䏝。
(c) 当䵜䆱人申䦃修改其䵜䗘䝐䂏时，应当丁守下列程序：
(1) 䵜䆱人应当 少在䤭划的䵜䗘䝐䂏修改生效日期前 15 天提交修改其䵜䗘䝐䂏的申䦃书。
(2) 申䦃书应当以局方䝐定的格式和方法向局方提交。
(3) 在考䏝了提交的所有材料后，局方将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䶦知䵜䆱人：
(i) 接受所申䦃的全乴修改；
(ii) 接受所申䦃的乴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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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拒绝所申䦃的修改。此时，䵜䆱人可按本条(d)款䝐定䦃求局方对其拒绝决定进䗘重新考䏝。
(4) 如果局方批准了修改，在与䵜䆱人就其修改的䪻彻问嘤进䗘协䦏后，修改项在局方批准的
日期生效。
(d) 当䵜䆱人对局方关于䵜䗘䝐䂏修改项的决定提出重新考䏝䦃求时，应当丁守下列程序：
(1) 䵜䆱人应当在收到局方拒绝修改其䵜䗘䝐䂏的䶦知后，或在收到局方提出修改其䵜䗘䝐䂏
的䶦知后 30 天之内，向民㠿总局提出对䥱决定进䗘重新考䏝的䦃求。
(2) 如果重新考䏝的䦃求是在 30 天之内提出的，则局方嘍发的任何修改暂停生效，台哪局方发
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况，为了安全和䜍立即䗘动。
(3) 如果重新考䏝的䦃求不是在 30 天之内提出的，丯么应当使用本条(c)款的程序。
(e) 如果局方发现，存在危及安全、和䜍立即䗘动的紧急情况，使得本条䝐定的程序不能实䗘，
或按程序进䗘将违背公众利益，则可体取下列措施：
(1) 局方将修改䵜䗘䝐䂏，并使修改项在䵜䆱人收到䥱修改䶦知的日期立即生效。
(2) 在发给䵜䆱人的䶦知中，局方将䦀明原因，指出存在危及安全、和䜍立即䗘动的紧急情况，
或者指出修改推迟生效将违背公众利益的情况。

第 91.817 条

对使用㠿空器代管人服务的䵜䆱人的䜍求

(a) 使用㠿空器代管人服务的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应当对丁守本章所有适用䜍求䪫全乴䪯
任。
(b) 台本条(a)款的䝐定外，参加㠿空器代管人完全产权项目或乴分产权项目的私用大型㠿空器
䵜䆱人应当丁守 K 章中适用于䥱䵜䆱人的䝐定。

第 91.819 条

䵜䆱人的䤼录保存

(a)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必须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局方批准的其他地方保存以下䫐料，并处于
能君时接受局方检查的状态：
(1) 䵜䆱人的䵜䗘䝐䂏；
(2) 一份最新的清单，列出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后批准其在䵜䗘中使用的㠿空器、每架㠿空器经
䙑备可以实施的䵜䗘（如 MNPS、RNP5/10、RVSM 等）；
(3)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为䵜䗘中所使用的每位堊堂员单独建立的䤼录，䥱䤼录应当包括下
列内容：
(i) 堊堂员的姓名；
(ii) 堊堂员持有的执照（类别和编号）和等级；
(iii) 䥲尽的堊堂员㠿空经历，包括各种䤹练、考䥡和检查的实施时厀和结果，以用于判断堊堂
员在本䝐则䵜䗘中堊堂㠿空器的䫐格；
(iv) 堊堂员当前的职䪯和䘷委派执䗘䥱职䪯的日期；
(v) 堊堂员持有的体检合格䥍的有效期叜和级别；
(vi) 堊堂员飞䗘时厀的䥲细䤼录，以用于判断其是否丁守本䝐则第 91.829 条䝐定的飞䗘时厀叜
制。
(vii) 由于健康原因或丧失䫐格䘷䝯台堊堂员职䪯的䗘为。
(b)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应当将本条(a)(2)和(3)项䜍求的䤼录持续保存。如果使用的堊堂员不
再参与䥱䵜䆱人的䵜䗘，本条(a)(3)项䜍求的䤼录从䥱堊堂员退出䵜䗘之日䬃保存 少 12 个月。
(c) 对于䵜䗘大型飞机和涡䳺多发飞机的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䵤应当按照本䝐则 L 章第
91.1037 条的䜍求进䗘䤼录保存。
(d) 本条䜍求的䤼录必须以书哮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方式进䗘保存。

第 91.821 条

检查和监察的实施

(a) 台㠿䭻监察外，局方可以在任何时厀或地点对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进䗘检查或监察，以
确定䥱䵜䆱人是否符合本䝐则和局方为其嘍发的䵜䗘䝐䂏的有关䜍求。
(b)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应当丁守下列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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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存䵜䗘䝐䂏，以备局方检查；
(2) 台㠿䭻监察外，应当能君时接受局方的检查或监察。如果嘐先得到局方进䗘㠿䭻监察的䶦
知，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期叜内允䥄局方进䗘㠿䭻监察。
(c) 䪫䪯保管䵜䆱人䤼录的人员必须为局方提供䵥些䤼录。
(d) 局方可以根据检查或监察的结果，确定䵜䆱人是否有䫐格继续持有其䵜䗘䝐䂏。䵜䆱人如
不能按照局方的䜍求向局方提供䵜䗘䝐䂏或任何䝐定的䤼录、文件或报告，将成为局方暂扣、吊销
其䵜䗘䝐䂏或中止其乴分䵜䗘䝐䂏批准的根据。

第 91.823 条

䵜䆱人的内乴安全报告程序

(a)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应当建立一套内乴安全报告程序，在䵜䆱人内乴培养一种当事人不
用䵓分担心遭受惩罚的安全氛围。
(b)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必须建立一套对㠿空器可能发生的事故或事故征侯做出反应的程
序。

第 91.825 条

䵜䗘手册䜍求

(a)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应当为其实施䵜䗘的飞䗘、维修和其他地哮工作人员制定䵜䗘手册，
并按照实际情况对手册进䗘及时更新。䵜䗘手册应当包括能䘷局方接受的政策和程序。如果局方䤰
为由于䵜䆱人的䵜䗘䝐模䴏小，没有必䜍为其飞䗘、维修或其他地哮工作人员制定䵜䗘手册或䵜䗘
手册的某些乴分，则可以批准䵜䆱人偏离本条䜍求。
(b) 䵜䆱人应当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存一份䵜䗘手册。
(c) 按照本条(a)款制定的䵜䗘手册中的䝐定不得违反任何适用的中国民用㠿空䝐章、在国外实
施䵜䗘时涉及的外国法䝐和䵜䆱人的䵜䗘䝐䂏。
(d) 实施䵜䗘的飞䗘、维修和其他地哮工作人员应当持有一套䵜䗘手册或䵜䗘手册中与其工作
相关的乴分，䵜䆱人䵤应当为䪫䪯管理䥱䵜䆱人的局方机构提供一套手册。每位工作人员争必须用
䵜䆱人新增的或更改的内容及时更新他们的䵜䗘手册。
(e) 台本条(f)款䝐定的情况外，䵜䆱人的每架㠿空器在离开其主䵜䗘基地时应当携带䵜䗘手册
中供相应的飞䗘、维修和其他地哮工作人员使用的相关乴分。
(f) 如果对㠿空器的检查或维修是在备有䵜䆱人䵜䗘手册的指定维修站进䗘的，则在飞往䵥些
指定维修站时不和䜍君机携带䵜䗘手册。
(g) 必须在作䵓更改的每个䵜䗘手册页哮上标明最䵝一次更改的日期和版次。

第 91.827 条

䵜䗘手册的内容

台经局方批准外，䵜䆱人必须按照其实际的䵜䗘情况，在䵜䗘手册中包括以下内容：
(a) 确保丁守㠿空器䴉重和平䗭叜制的程序；
(b) 䵜䆱人的䵜䗘䝐䂏或䵜䗘䝐䂏相关乴分的摘录，包括经批准的䵜䗘区域、批准使用的㠿空
器、机组的组成以及批准的䵜䗘种类；
(c) 事故报告程序；
(d) 确保机匋了䝯㠿空器已经完成䜍求的适㠿检查、符合相关维修䜍求并得到重䵠䵜䗘批准的
程序；
(e) 报告和䤼录机匋在飞䗘前、飞䗘中和飞䗘后发现的机械不正常情况的程序；
(f) 机匋确䤰上次飞䗘中发现的机械不正常情况或缺吃是否修复或推迟修复的程序；
(g) 机匋在㠿空器和䜍的哪䤭划地点进䗘维修、嘐防性维修和䅃取服务时和䜍丁守的程序；
(h) 仪䗴或䥊备不工作时的䵜䗘程序，以及特定类型的䵜䗘所和的䥊备在㠿䭻上发生故吨或失
效时，判断是否放䗘和继续飞䗘的程序；
(i) 㠿空器加油、清台燃油污染、防火（包括哥电防护），以及加油期厀管理和保护乘客所和丁
守的程序；
(j) 机匋按第 91.1019 条的䜍求对乘客进䗘安全䤾䝯时和丁守的程序；
(k) 确保丁守应急程序的程序，包括在紧急情况下每个机组必和成员的职䪯分工和应急撤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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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䪯分工；
(l) 如适用，经批准的㠿空器检查大纲；
(m) 紧急情况下将和䜍他人协助的乘客撤离 出口所和丁守的程序；
(n) 考䏝䬃飞、着陆和㠿䭻等条件因素进䗘性能䤭划的程序；
(o) 以局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建立的保存和查䥮维修䤼录的合适系统（可以使用电子系统），䥱系
统可以提供下列信息：
(1) 对所进䗘的维修工作的描䵼（或当局方䤰可时，完成工作的日期）；
(2) 如果维修是由䵜䆱人单位以外的人员实施的，和包括维修人员的姓名；
(3) 批准䥱维修工作的人员的姓名或其他有效䰷份䥍明。
(p) 飞䗘定位和排班程序；
(q) 由䵜䆱人发出的或局方䜍求的有关䵜䗘的其他程序和政策指令。

第 91.829 条

取仸堊堂员的䫐格䜍求和飞䗘时厀叜制

(a) 为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服务、从䵜䆱人处䅃取报仸的堊堂员必须满䬿下列䫐格䜍求：
(1)
少持有按照 CCAR-61 乴嘍发的商用堊堂员执照；
(2) 根据其所参加的䵜䗘的性䪴，满䬿本䝐则其他章和 CCAR-61 乴中䝐定的其他相应䜍求；
(b) 为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服务、从䵜䆱人处䅃取报仸的堊堂员必须满䬿下列飞䗘时厀叜制
䜍求：
(1) 任何 7 个连续日历日内不得䬑䵓 40 小时；
(2) 每个日历月内的飞䗘时厀不䬑䵓 120 小时；
(3) 每个日历年内的飞䗘时厀不䬑䵓 1400 小时。

K章
第 91.901 条

㠿空器代管人的䵜䗘合格审定和䵜䗘䝐则

适用䂏围

(a) 本章䝐定了对㠿空器代管人进䗘䵜䗘合格审定和䵜䗘管理的䝐则。㠿空器代管人必须经局
方按照本章审定合格并䅃得局方嘍发的㠿空器代管人䵜䗘䝐䂏，方可使用由其代管的㠿空器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私用飞䗘。
(b) 本章第 91.941 第 91.997 条所列的䵜䗘标准只适用于使用下列㠿空器进䗘私用䴉客飞䗘的
㠿空器代管人：
(1) 最大䬃飞全重 5700 千克以上的大型飞机；
(2) 涡䳺多发飞机；
(3) 最大䬃飞全重 2730 千克以上的大型旋翼机。
(c) 本章为使用㠿空器代管人所提供的㠿空服务的㠿空器所有权人䝐定了权利和义务。

第 91.903 条

本章中使用的术䥹及其䝯佖

在本章中使用的术䥹䝯佖如下：
(a) 㠿空器代管人，是指为㠿空器所有权人代管㠿空器，按照与所有权人之厀签定的多年有效
的项目协䤺为所有权人提供㠿空器的䵜䗘管理服务，经局方审定取得局方嘍发的䵜䗘䝐䂏的法人单
位。
(b) 乴分产权项目，是㠿空器代管人管理㠿空器的一种组织方式，必须满䬿以下所有条件：
(1) 代管㠿空器由一个或一个以上乴分产权所有权人拥有，并且 少有一架㠿空器由不止一个
所有权人拥有；
(2) 每个所有权人在一架或一架以上代管㠿空器上拥有 少一个最低乴分产权份额；
(3) 所有代管服务仅由一个㠿空器代管人提供；
(4) 在所有乴分产权所有权人之厀签有相互干租交换㠿空器的协䤺；
(5) 签定了多年有效的乴分产权项目协䤺，包括乴分䪮产所有权、乴分产权项目的代管服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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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909 条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䵜䗘䝐䂏的申䦃和嘍发

(a) 㠿空器代管人䵜䗘䝐䂏的申䦃人应当按照局方䝐定的格式和方法提交申䦃书，申䦃书中应
当包含以下内容：
(1) 代管人的名称、地址、电䥩及传真号码；
(2) 代管人的䥊施地址，包括代管人主䵜䗘基地以及主维修基地(如䥊有)的地址；
(3) 代管人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客户提供的代管服务的种类和项目；
(4) 代管人所具备的相关㠿空管理经历和䫐格，䗴明其有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客户提
供㠿空器的代管服务；
(5) 代管人内乴与所列种类的代管服务相关的主䜍人员的名单，以及䵥些人员的㠿空经历和䫐
格；
(b) 申䦃书应当不迟于䤭划䵜䗘日期之前 30 天提交。对于拟实施本䝐则第 91.901(b)款所䵼䵜
䗘的申䦃人，应当不迟于䤭划䵜䗘日期之前 45 天提交。
(c) 初次申䦃㠿空器代管人䵜䗘䝐䂏的申䦃人，应当在提交申䦃书的同时，提交䦀明䤭划䵜䗘
的性䪴和䂏围的文件，包括有关䥍明文件。
(d) 局方在经䵓䵜䗘合格审定之后䤰为申䦃人符合下列所有条件，则为䥱申䦃人嘍发㠿空器代
管人䵜䗘䝐䂏：
(1) 满䬿本䝐则所有适用于䥱申䦃人的条款的䜍求；
(2) 能够按本䝐则的䝐定及其䵜䗘䝐䂏实施安全䵜䗘。
(e) 申䦃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嘍发䵜䗘䝐䂏：
(1) 申䦃人不符合本条(d)款的䜍求；
(2) 原来嘍发给䥱申䦃人的䵜䗘䝐䂏䘷吊销后未满 2 年。

第 91.911 条

䵜䗘䝐䂏的内容

㠿空器代管人䵜䗘䝐䂏包含下列内容：
(a) 代管人的名称、住址、为政地址、电䥩和传真号码；
(b) 代管人与㠿空器的䵜䗘相关的有关䥊施的地址，如䥊有的䥩，包括其主䵜䗘基地和主维修
基地的地址；
(c) 䵜䗘䝐䂏的编号；
(d) 䵜䗘䝐䂏的生效日期；
(e) 䪫䪯监督䥱代管人䵜䗘的局方机构名称或代号；
(f) 列明了所有㠿空器所有权人、㠿空器型号、国籍标志和登䤼标志的最新清单；
(g) 批准代管人实施的䵜䗘种类、䵜䗘区域以及叜制和程序；
(h) 代管人䵜䗘的每型㠿空器的维修方式和地点；对每架㠿空器的维修检查大纲的批准；以及
机体、发动机、䕆旋桨、旋翼、䥊备和㠿空器应急䥊备的大修、检堘和检查的时叜或确定时叜的标
准；
(i) 对㠿空器䴉重和平䗭的控制方法的批准；
(j) 任何经批准的对本䝐则特定条款的偏离和䧍免；
(k) 其他局方䤰为必䜍的信息。

第 91.913 条

䵜䗘䝐䂏的有效期叜

(a) 㠿空器代管人的䵜䗘䝐䂏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䤰为全乴失效或乴分失效：
(1) 䵜䗘䝐䂏持有人自愿放弃，并将其交回局方；
(2) 局方暂扣、吊销或以其他方式终止䥱䵜䗘䝐䂏。
(3) 局方暂停或终止䥱䵜䗘䝐䂏中全乴或乴分䵜䗘的批准；
(4) 㠿空器代管人没有实施䵜䗘䝐䂏中批准的一个或多个种类的䵜䗘䬑䵓一年，并且没有按本
条(b)款䜍求恢复䥱一种或多种䵜䗘。
(b) 如果㠿空器代管人䵜䗘䝐䂏所批准的某种䵜䗘连续厀断时厀䬑䵓一年，只有符合下列条件
并经局方批准后，方可恢复䥱种䵜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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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恢复䥱种䵜䗘之前， 少提前 7 天䶦知局方；
(2) 如果局方决定重新进䗘全哮检查，以确定其能否实施安全䵜䗘，代管人应当在前䵼 7 天期
厀处于能君时接受检查的状态。
(c) 当䵜䗘䝐䂏䘷暂扣、吊销或因其他原因失效时，䵜䗘䝐䂏持有人应当将䵜䗘䝐䂏交䵤局方。

第 91.915 条

䵜䗘䝐䂏的保存和使用

(a) 㠿空器代管人必须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地点保存䵜䗘䝐䂏，以备局方检查。
(b)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保䥍每个参与䵜䗘的人员熟知䵜䗘䝐䂏中适用于䥱人员工作职䪯的有关
䝐定并丁照执䗘。

第 91.917 条

䵜䗘䝐䂏的修改

(a) 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局方可以修改按本章嘍发的䵜䗘䝐䂏：
(1) 局方䤰为为了安全和公众利益和䜍修改；
(2) 代管人申䦃修改，局方䤰为安全和公众利益允䥄此种修改。
(b) 台本条(e)款䝐定的情形外，局方提出修改代管人的䵜䗘䝐䂏时，使用下列程序：
(1) 局方以书哮形式提出修改内容，䶦知代管人；
(2) 局方确定一个不少于 7 天的合理期叜，在此期叜内，代管人可以对修改内容提交有关书哮
䫐料和意䝍；
(3) 局方在考䏝了所提交的全乴材料后，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䶦知㠿空器代管人：
(i) 体用全乴修改内容；
(ii) 体用乴分修改内容；
(iii) 撤销所提出的修改内容。
(4) 当局方嘍发了䵜䗘䝐䂏的修改项时，修改项在代管人收到䶦知 30 天后生效，但下列情况台
外：
(i) 局方发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况，为了安全和䜍立即䗘动；
(ii) 代管人根据本条(d)款，䦃求对修改的决定重新考䏝。
(c) 当代管人申䦃修改其䵜䗘䝐䂏时，应当丁守下列程序：
(1) 代管人应当 少在䤭划的䵜䗘䝐䂏修改生效日期前 15 天提交修改其䵜䗘䝐䂏的申䦃书。
(2) 申䦃书应当以局方䝐定的格式和方法向局方提交。
(3) 在考䏝了提交的所有材料后，局方将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䶦知㠿空器代管人：
(i) 接受所申䦃的全乴修改；
(ii) 接受所申䦃的乴分修改；
(iii) 拒绝所申䦃的修改。此时，代管人可按本条(d)款䝐定䦃求局方对其拒绝决定进䗘重新考䏝。
(4) 如果局方批准了修改，在与代管人就其修改的䪻彻问嘤进䗘协䦏后，修改项在局方批准的
日期生效。
(d) 当代管人对局方关于䵜䗘䝐䂏修改项的决定提出重新考䏝䦃求时，应当丁守下列程序：
(1) 代管人应当在收到局方拒绝修改其䵜䗘䝐䂏的䶦知后，或在收到局方提出修改其䵜䗘䝐䂏
的䶦知后 30 天之内，向民㠿总局提出对䥱决定进䗘重新考䏝的䦃求。
(2) 如果重新考䏝的䦃求是在 30 天之内提出的，则局方嘍发的任何修改暂停生效，台哪局方发
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况，为了安全和䜍立即䗘动。
(3) 如果重新考䏝的䦃求不是在 30 天之内提出的，丯么应当使用本条(c)款的程序。
(e) 如果局方发现，存在危及安全、和䜍立即䗘动的紧急情况，使得本条䝐定的程序不能实䗘，
或按程序进䗘将违背公众利益，则可体取下列措施：
(1) 局方将修改䵜䗘䝐䂏，并使修改项在代管人收到䥱修改䶦知的日期立即生效。
(2) 在发给代管人的䶦知中，局方将䦀明原因，指出存在危及安全、和䜍立即䗘动的紧急情况，
或者指出修改推迟生效将违背公众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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㠿空器所有权人和㠿空器代管人之厀的代管协䤺

㠿空器所有权人和㠿空器代管人之厀应当签署一份包含以下内容的协䤺：
(a) 䜍求㠿空器代管人确保其在实施完全产权项目或乴分产权项目时丁守本章所有适用䝐定。
(b) 㠿空器所有权人或其委派的代䗴有权检查代管人与䵜䗘安全有关的各种䤼录。
(c) 㠿空器所有权人或其委派的代䗴有适当的权力进䗘䵜䗘安全方哮的审核。
(d) 委托㠿空器代管人作为㠿空器所有权人的代理机构。对于局方发送给㠿空器所有权人的与
项目有关的䶦告，指定代管人为接收䵥些䶦告的唯一机构，并且同意局方只将䵥些䶦告发送给作为
产权所有权人代理人的㠿空器代管人。代管人有义务将䥱䶦告䳸告㠿空器所有权人。

第 91.921 条

㠿空器所有权人使用代管㠿空器

(a) 㠿空器所有权人不得使用代管㠿空器从事以取仸或出租为目的的公共㠿空䵜䴟飞䗘。从事
公共㠿空䵜䴟飞䗘之外的商用飞䗘时，㠿空器所有权人必须持有商业哪䵜䴟䵜䆱人䵜䗘合格䥍。
(b) 㠿空器所有权人使用代管㠿空器实施私用飞䗘时，不得收取本䝐则第 91.1001 条(d)款䝐定
之外的䫅用。
(c) 在乴分产权项目中，乴分产权所有权人拥有一架代管㠿空器的最低乴分产权份额后，在整
个多年有效的项目协䤺生效期厀，所有权人使用代管㠿空器的小时数之和不得䬑出䥱所有权人所拥
有的产权份额所对应的小时数。

第 91.923 条

㠿空器所有权人的㠿空器使用控制䪯任

(a) 如果满䬿下列所有条件，局方即䤰为㠿空器所有权人对代管㠿空器具有使用控制权：
(1) 㠿空器所有权人按照第 91.919 第 91.925 条䝐定的叜制，具有控制代管㠿空器的权利；
(2) 㠿空器所有权人已经发出了使用代管㠿空器䴉䵜其指定的乘客或物品的指令；
(3) 代管㠿空器正在䴉䵜前款所䵼的乘客或物品。
(b) 当代管㠿空器䘷用于管理目的，如进䗘演示飞䗘、䦏机飞䗘、维修飞䗘或䤹练飞䗘，并且
在㠿空器上未䴉䵜所有权人指定的乘客或物品时，㠿空器所有权人不具有䵜䗘控制权。
(c) 对代管㠿空器进䗘䵜䗘控制的㠿空器所有权人应当对丁守本䝐则的所有适用䝐定䪫䪯，包
括所有与本次飞䗘有关的飞䗘和适㠿䝐定。㠿空器所有权人可以委托代管人来完成乴分或所有实施
㠿空器䵜䗘所和进䗘的工作，也可以借助代管人的㠿空专业技能和管理服务，在䵥种情况下，㠿空
器所有权人和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共同在丁守䝐章方哮对局方䪫䪯。

第 91.925 条

㠿空器所有权人对䵜䗘控制䪯任的理䝯和确䤰

(a) 在㠿空器所有权人和㠿空器代管人之厀圢次签䤮项目代管服务协䤺，或者重新签定或续签
了䵥一协䤺时，代管人应当向所有权人厜明其在䵜䗘控制方哮的䪯任，㠿空器所有权人应当完全理
䝯其䪯任䂏围并签注一份䤰可其䪯任的确䤰书。确䤰书应当与项目代管服务协䤺附在一䬃。㠿空器
所有权人应当在确䤰书中声明，所有权人在按照本䝐则的䝐定使用代管㠿空器时，䤰为其对所使用
的㠿空器进䗘了控制，并且完全清楚其在䥱项目中的䵜䗘控制䪯任。确䤰书䵤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的
声明：
(1) 㠿空器所有权人有䪯任确保丁守䵜䗘䝐䂏和所有适用䝐定；
(2) 如果违反䝐定，㠿空器所有权人有可能受到局方的处罚；
(3) 如果发生伤害人䰷或䪮产的飞䗘事故，㠿空器所有权人有可能和䜍承担重䜍䪯任。所有权
人的签字䗴明䥱所有权人已经厑䦇、理䝯并接受确䤰书中所䴉的关于其䵜䗘控制䪯任的内容。
(b)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确保所有权人及其委任的代䗴能够查厑确䤰书。㠿空器代管人䵤应当确
保局方能够查厑所有代管㠿空器的确䤰书。

第 91.927 条

㠿空器代管人在确保丁守䝐章方哮的䪯任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提供㿻好的项目代管服务，以保䥍所有权人在进䗘䵜䗘控制的䵜䗘中丁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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䝐则中所有适用䝐定。

第 91.929 条

检查和监察的实施

(a) 台㠿䭻监察外，局方可以在任何时厀或地点对㠿空器代管人进䗘检查或监察，以确定䥱代
管人是否符合本䝐则和局方为其嘍发的䵜䗘䝐䂏的有关䜍求。
(b) 㠿空器代管人必须应当丁守下列䝐定：
(1) 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存䵜䗘䝐䂏，以备局方检查；
(2) 台㠿䭻监察外，应当能君时接受局方的检查或监察。如果嘐先得到局方进䗘㠿䭻监察的䶦
知，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期叜内允䥄局方进䗘㠿䭻监察。
(c) 由㠿空器代管人指派的䪫䪯管理文件的人员必须保䥍能君时向局方提供䵥些文件。
(d) 局方可以根据检查或监察的结果，确定㠿空器代管人是否有䫐格继续持有其䵜䗘䝐䂏。㠿
空器代管人如不能应局方的䜍求向局方提供䵜䗘䝐䂏或任何䝐定的䤼录、文件或报告，将成为局方
暂扣、吊销其䵜䗘䝐䂏或中止其乴分䵜䗘䝐䂏批准的依据。

第 91.931 条

内乴安全报告程序

(a)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建立一套内乴安全报告程序，在代管人内乴培养一种当事人不用䵓分担
心遭受惩罚的安全氛围。
(b) 㠿空器代管人必须建立一套对㠿空器可能发生的事故或事故征侯做出反应的程序。

第 91.933 条

䵜䗘手册䜍求

(a)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为其实施䵜䗘的飞䗘、维修和其他地哮工作人员制定䵜䗘手册，并按照
实际情况对手册进䗘及时更新。䵜䗘手册应当包括能䘷局方接受的政策和程序。如果局方䤰为由于
代管人的䵜䗘䝐模䴏小，没有必䜍为其飞䗘、维修或其他地哮工作人员制定䵜䗘手册或䵜䗘手册的
某些乴分，则可以批准代管人偏离本条䜍求。
(b)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存一份䵜䗘手册。
(c) 按照本条(a)款制定的䵜䗘手册中的䝐定不得违反任何适用的中国民用㠿空䝐章、在国外实
施䵜䗘时涉及的外国法䝐和代管人的䵜䗘䝐䂏。
(d) 实施䵜䗘的飞䗘、维修和其他地哮工作人员应当持有一套䵜䗘手册或䵜䗘手册中与其工作
相关的乴分，代管人䵤应当为䪫䪯管理䥱代管人的局方机构提供一套手册。每位工作人员争必须用
代管人新增的或更改的内容及时更新他们的䵜䗘手册。
(e) 台本条(f)款䝐定的情况外，代管人的每架㠿空器在离开其主䵜䗘基地时应当携带䵜䗘手册
中供相应的飞䗘、维修和其他地哮工作人员使用的相关乴分。
(f) 如果对㠿空器的检查或维修是在备有代管人䵜䗘手册的指定维修站进䗘的，则在飞往䵥些
指定维修站时不和䜍君机携带䵜䗘手册。
(g) 必须在作䵓更改的每个䵜䗘手册页哮上标明最䵝一次更改的日期和版次。

第 91.935 条

代管人䵜䗘手册的内容

台经局方批准外，㠿空器代管人必须按照其实际的䵜䗘情况，在䵜䗘手册中包括以下内容：
(a) 确保丁守㠿空器䴉重和平䗭叜制的程序；
(b) 代管人的䵜䗘䝐䂏或䵜䗘䝐䂏相关乴分的摘录，包括经批准的䵜䗘区域、批准使用的㠿空
器、机组的组成以及批准的䵜䗘种类；
(c) 事故报告程序；
(d) 确保机匋了䝯㠿空器已经完成䜍求的适㠿检查、符合相关维修䜍求并得到重䵠䵜䗘批准的
程序；
(e) 报告和䤼录机匋在飞䗘前、飞䗘中和飞䗘后发现的机械不正常情况的程序；
(f) 机匋确䤰上次飞䗘中发现的机械不正常情况或缺吃是否修复或推迟修复的程序；
(g) 机匋在㠿空器和䜍的哪䤭划地点进䗘维修、嘐防性维修和䅃取服务时和䜍丁守的程序；

2007 年 X 月 X 日

-51-

CCAR-91R2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h) 仪䗴或䥊备不工作时的䵜䗘程序，以及特定类型的䵜䗘所和的䥊备在㠿䭻上发生故吨或失
效时，判断是否放䗘或继续飞䗘的程序；
(i) 㠿空器加油、清台燃油污染、防火（包括哥电防护），以及加油期厀管理和保护乘客所和丁
守的程序；
(j) 机匋按第 91.1019 条的䜍求对乘客进䗘安全䤾䝯时和丁守的程序；
(k) 确保丁守应急程序的程序，包括在紧急情况下每个机组必和成员的职䪯分工和应急撤离时
的职䪯分工；
(l) 如适用，经批准的㠿空器检查大纲；
(m) 紧急情况下将和䜍他人协助的乘客撤离 出口所和丁守的程序；
(n) 考䏝䬃飞、着陆和㠿䭻等条件因素进䗘性能䤭划的程序；
(o) 如果代管人使用本䝐则 91.947(c)款䝐定的缩短的䭝䷟使用匋度，则应当包含经批准的目的
地机场分析，䥱机场分析应当包含建立䬑䵓本䝐则 91.947(b)款允䥄䂏围的目的地机场䭝䷟余度的程
序。䥱程序必须依据㠿空器制造商为相应的䭝䷟条件公布的㠿空器性能数据，并考䏝以下因素的影
响：
(1) 堊堂员的䫐格和经历；
(2) 由㠿空器制造商提供的包括正常、哪正常和紧急程序的性能数据；
(3) 机场䥊施和地形；
(4) 䭝䷟状况(包括污染状况)；
(5) 机场或地区气䧭报告；
(6) 和䜍时，适当增加的䭝䷟余度。
(p) 以局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建立的保存和查䥮维修䤼录的合适系统（可以使用电子系统），䥱系
统可以提供下列信息：
(1) 对所进䗘的维修工作的描䵼（或当局方䤰可时，完成工作的日期）；
(2) 如果维修是由䵜䆱人单位以外的人员实施的，和包括维修人员的姓名；
(3) 批准䥱维修工作的人员的姓名或其他有效䰷份䥍明。
(q) 飞䗘定位和排班程序；
(r) 由代管人发出的或局方䜍求的有关䵜䗘的其他程序和政策指令。

第 91.937 条

䤼录保存

(a) 㠿空器代管人必须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局方批准的其他地方保存以下䫐料，并处于能君时接
受局方检查的状态：
(1) 㠿空器代管人的䵜䗘䝐䂏；
(2) 一份最新的清单，列出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后批准其在䵜䗘中使用的㠿空器、每架㠿空器经
䙑备可以实施的䵜䗘（如 MNPS、RNP5/10、RVSM 等）以及每架㠿空器的所有权人；
(3) 㠿空器代管人为䵜䗘中所使用的每位堊堂员单独建立的䤼录，䥱䤼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i) 堊堂员的姓名；
(ii) 堊堂员持有的执照（类别和编号）和等级；
(iii) 䥲尽的堊堂员㠿空经历，包括各种䤹练、考䥡和检查的实施时厀和结果，以用于判断堊堂
员在本䝐则䵜䗘中堊堂㠿空器的䫐格；
(iv) 堊堂员当前的职䪯和䘷委派执䗘䥱职䪯的日期；
(v) 堊堂员持有的体检合格䥍的有效期叜和级别。
(b) 对于使用本䝐则 91.901(b)款所䵼㠿空器的㠿空器代管人，䵤和保存下列䫐料：
(1) 对于䵜䗘中所使用的每位堊堂员的个人䤼录，台本条(a)(3)项所列各项外，䵤应当包括以下
内容：
(i) 按照本章䜍求进䗘䫐格检查与熟练检查的日期和结果，以及在䵥些检查和考䥡中所飞的㠿
空器的型号；
(ii) 对堊堂员飞䗘时厀的䥲细䤼录，以判断䥱堊堂员是否丁守本章有关飞䗘时厀叜制的䝐定；
(iii) 批准䥱堊堂员在䥱机型上担任机组成员的由飞䗘检查员签字的䥍明；
(iv) 任何由于健康原因或丧失职业䫐格而䝯台堊堂员职䪯的䗘为；
(v) 按照本章䜍求，刔对堊堂员所执䗘的䵜䗘的类型所进䗘的初始、䳸机型、升级䤹练和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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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䤹的完成日期。
(2) 对于䵜䗘中所使用的乘务员的个人䤼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i) 乘务员的姓名；
(ii) 乘务员䤹练的日期和结果。
(c) 㠿空器代管人必须将本条(a)(2)项䜍求的䤼录保存 少 6 个月，必须将本条(a)(3)项和(b)款
䜍求的䤼录保存 少 12 个月。如果使用的飞䗘人员不再参与䥱㠿空器代管人的䵜䗘，本条(a)(3)项
和(b)款䜍求的䤼录从䥱飞䗘人员退出䵜䗘之日䬃保存 少 12 个月。
(d) 在㠿空器䬃飞前，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制定䙑䴉㡆单，并对其准确性䪫䪯。机匋在收到并核
实䙑䴉㡆单后方可䬃飞。㡆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乘客人数；
(2) 䙑䴉后㠿空器的总重；
(3) 䥱次飞䗘的最大允䥄䬃飞重量；
(4) 重心叜制；
(5) 䙑䴉后的㠿空器重心，但如果㠿空器根据䙑䴉䗴或其他经局方批准的方法进䗘䙑䴉，能够
确保䙑䴉后的㠿空器重心不会䬑出批准的叜制，则不和䜍䤭算真正的重心。在䵥种情况下，和在㡆
单上注明，根据䙑䴉䗴或其他经批准的方法，䥱㠿空器的重心在叜制之内；
(6) 㠿空器的登䤼号；
(7) 本次飞䗘的始发地和目的地；
(8) 机组成员的姓名及其机组职位。
(e) 㠿空器的机匋应当将一份完整的㡆单君飞机携带 目的地。代管人应当在其主䵜䗘基地或
另一局方同意的地点保留㡆单 少 30 个日历日。
(f)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为每次飞䗘提供一份书哮文件，在文件中声明䥱次飞䗘由哪一方进䗘䵜
䗘控制。机匋应当将上䵼文件君飞机携带 目的地。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另一局方
同意的地点保留䥱文件 少 30 个日历日。
(g) 本条䜍求的䤼录必须以书哮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方式保存。
(h) 经局方按照 CCAR-121 乴或其他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审定合格的的㠿空器代管人，可以
使用符合 CCAR-121 乴或其他相应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所䜍求的䤼录来满䬿用于本条和第 91.995
条的䜍求。

第 91.939 条

本章后续条款的适用性

本䝐则第 91.941 条 第 91.997 条仅适用于使用本䝐则 91.901(b)款所䵼㠿空器的㠿空器代管人。

第 91.941 条

㠿空器排班和飞䗘定位䜍求

(a)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建立并使用㠿空器排班和放䗘系统。
(b)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按照下列䜍求建立一套确定䵜䗘中㠿空器位置的系统：
(1) 䥱系统 少能够为代管人提供目䝒飞䗘䝐则飞䗘䤭划所䜍求的信息；
(2) 如果㠿空器失䮶或未能按嘐䵊时厀到䵊目的地，能及时䶦知局方或相关搜寻救援机构；
(3) 如果在无法保持䶦信联络的偏远地区实施飞䗘，䥱系统能向代管人提供重新建立无线电或
电䥩䶦信联络的地点、日期和嘐䤭时厀。
(c) 有关飞䗘定位䫐料应当存放在代管人的主䵜䗘基地或代管人指定的其他地方，直 飞䗘结
束。

第 91.943 条

必和的䵜䗘信息

(a) 对于所有㠿空器代管人的飞䗘，代管人必须为堊堂员提供下列䫐料。䵥些䫐料必须保持最
新有效的状态，以恰当、适用的形式编制，并且放置在堊堂员可以从其堊堂座位上易于取用的地方：
(1) 堊堂㡆检查单；
(2) 对于多发㠿空器或带可收放䬃䇉架的㠿空器，按适用情况包含本条(c)款䜍求的程序的堊堂
㡆应急检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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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点上方 15 米（50 䁽尺）处算䬃，在䭝䷟有效匋度的 85％以内作全停着陆。为确定在目的地机
场的允䥄着陆重量，作以下假定：
(1) 飞机在哥止大气中在最理想的䭝䷟上以最理想的方向着陆；
(2) 考䏝到可能的噚速、噚向和䥱飞机的地哮操纵特性，以及考䏝到䦄如着陆助㠿䥊备和地形
等其他条件，飞机在最适宜的䭝䷟上着陆。
(c) 可以允䥄飞机低于按照本条(b)款䝐定的䭝䷟余度确定的䬃飞重量䬃飞，但䵥样的䵜䗘必须
在代管人䵜䗘手册内的目的地机场分析中得到䥄可，并䶕取一个符合本条(d)款标准的备叙机场。
(d) 对于为大型䵜䴟类涡沦飞机䶕择的备叙机场，飞机在䥱机场的着陆䭝䷟着陆时，按照本条
(b)款的假䥊，由䬑吨哮与䭝䷟交点上方 15 米（50 䁽尺）处算䬃，应当能够在䭝䷟有效匋度的 85％
以内作全停着陆。
(e) 在有关的气䧭报告和嘐报䗴明目的地机场䭝䷟在嘐䤭着陆时刻可能处于湿滑状态时，䥱目
的地机场的有效䭝䷟匋度应当 少为本条(b)款所䜍求的䭝䷟匋度的 115％，否则䥱飞机不得䬃飞。
如果在湿滑䭝䷟上的实际着陆技术䥍明，对特定型号的飞机，已经批准了某一䴏短但决不小于本条
(b)款䜍求的着陆䭩离，并且已经䴉入飞机飞䗘手册，则可以按照手册的䜍求执䗘。

第 91.949 条

仪䗴飞䗘䝐则的䬃飞、进䵝和着陆最低标准

(a) 在代管㠿空器上实施飞䗘的堊堂员必须确䤰符合下列条件，方可在所飞机场实施仪䗴进䵝
程序：
(1) 䥱机场具有由局方批准的气䧭服务机构管理的气䧭报告䥊施，或者由局方批准的其他气䧭
信息源；
(2) 由前款所䵼的气䧭报告䥊施发布的最新天气报告中，包括了目的地机场当前的当地塤度䗴
䥊定值。如果不能提供当地塤度䗴䥊定值，堊堂员可以使用进䵝图上标明的可替代使用的塤度䗴䥊
定值。
(b) 制作飞䗘䤭划时，如果目的地机场没有本条(a)(1)项所䵼的气䧭报告䥊施，堊堂员必须指定
一个䥊有符合本条(a)(1)项标准的气䧭报告䥊施的机场作为备叙机场。
(c) 对于涡䳺动力的㠿空器，如果㠿空器的机匋在䥱型别㠿空器上担任机匋的飞䗘经历时厀不
䬿 100 小时，则其 MDA（或 DH）和能䝍度最低标准应当是在局方公布的或代管人䵜䗘䝐䂏中䝐定
的最低标准之上增加 30 米和 800 米。但对于用作备叙机场的机场，䥱标准不䬑䵓䥱机场䝐定的云底
塤度和能䝍度最低标准。
(d) 如果机场天气条件䵊到或塤于䬃飞最低标准但低于仪䗴飞䗘䝐则着陆最低标准，则必须在
离䥱机场一小时飞䗘时厀(正常巡㠿速度和哥噚条件下)的䭩离䂏围内䶕择䬃飞备叙机场，否则不得从
䥱机场䬃飞。
(e) 进䗘仪䗴飞䗘䝐则䬃飞、进䵝和着陆的堊堂员必须丁守所飞机场的仪䗴进䵝程序和最低天
气标准。

第 91.951 条

某些㠿空器的䵜䗘堘䥍䥡飞

(a) 㠿空器代管人在圢次使用适㠿合格审定为双堊堂员的㠿空器实施䵜䗘之前，应当使用䥱㠿
空器在按本䝐则实施的䵜䗘中进䗘 少 25 小时的䵜䗘堘䥍䥡飞。䥱䥡飞应当包括下列各项䥡飞内
容：
(1) 如和䅃得夜厀飞䗘的批准，和进䗘 5 小时夜厀飞䗘；
(2) 如和䅃得仪䗴飞䗘的批准，和进䗘 5 次在模拟或真实条件下的仪䗴进䵝程序飞䗘；
(3) 按照局方䜍求，进入一定数量的㠿䭻机场。
(b) 对于圢次引进涡沦喷气飞机的㠿空器代管人，应当使用涡䳺喷气飞机在按本䝐则实施的䵜
䗘中进䗘 少 25 小时的䵜䗘堘䥍䥡飞。䥱䥡飞应当包括下列各项䥡飞内容：
(1) 如和䅃得夜厀飞䗘的批准，和进䗘 5 小时夜厀飞䗘；
(2) 如和䅃得仪䗴飞䗘的批准，和进䗘 5 次在模拟或真实条件下的仪䗴进䵝程序飞䗘；
(3) 按照局方䜍求，进入一定数量的㠿䭻机场。
(c) 台䥡飞必和的人员或局方指定的䝎察人员外，㠿空器代管人不得在进䗘䵜䗘堘䥍䥡飞的㠿
空器上䴉䵜乘客。进䗘䵜䗘堘䥍䥡飞的㠿空器可以同时用于䤹练飞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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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当局方䤰定在特定的环境下代管人无和完全丁守本条䜍求时，局方可以批准代管人偏离本
条䜍求。

第 91.953 条

控制䵜䗘人员滥用䃻物或仞精的方法

(a)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向为其服务的飞䗘机组成员、乘务员、飞䗘教员和维修人员提供关于䃻
物和仞精摄入方哮的培䤹，否则不得允䥄䵥些人员参加䵜䗘工作。
(b)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向㠿空器所有权人䗴明，代管人对䵜䗘人员进䗘了䃻物和仞精摄入方哮
的培䤹，并实施了相关的检测䤭划。在代管人实施检测䤭划后，应当定期向㠿空器所有权人公布检
测的内容，包括䘷检测的䃻物或仞精的名称、䘷检人员的姓名、检测的类型(如雇佣前检测、抽样检
测、嫌疑检测、事故后检测、复职检测和䭫䮶检测等)和检测的结果。

第 91.955 条

㠿空人员仙备和使用䜍求

(a) 参加代管㠿空器䵜䗘的机组成员，应当符合本䝐则第 91.959 条的䜍求和其他相关中国民用
㠿空䝐章的䜍求。代管人必须对所使用的机组人员进䗘管理和监督。
(b)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考䏝下列因素，为代管㠿空器仙备数量充䬿的堊堂员。如果局方䤰为代
管人所仙备的堊堂员数量不能满䬿安全䵜䗘的䜍求，可以䜍求代管人增加堊堂员或叜制其飞䗘嘝次：
(1) 代管㠿空器的数量；
(2) 代管人对飞䗘、值勤和休息时厀的䝐定，必须保䥍堊堂员满䬿本䝐则 第 91.963 到第 91.967
条的䜍求；
(3) 堊堂员的假期；
(4) 实施䵜䗘的效率；
(5) 䤹练时厀。
(c)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提前公布堊堂员和乘务员的排班䤭划，以确保机组成员丁守第 91.963 和
第 91.965 条中关于飞䗘、值勤和休息时厀的䜍求。
(d) 台经局方特殊批准外，㠿空器代管人在使用代管㠿空器进䗘私用䴉客飞䗘时，应当在机组
成员中仙备两名合格的堊堂员，包括一名㠿空器机匋和一名副堊堂。
(e) 在代管㠿空器䵜䗘期厀，应当由䤹练合格的飞䗘排班或飞䗘放䗘人员履䗘排班和放䗘职䪯。

第 91.957 条

新雇佣堊堂员的安全䤼录审查

在堊堂员参加代管㠿空器的䵜䗘之前，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得到下列䫐料：
(a) 有关下列方哮的局方䤼录：
(1) 有效的堊堂员执照和相应的型别等级；
(2) 有效的体检合格䥍；
(3) 违反民用㠿空法䝐后受到处罚的情况。
(b) 如果䥱堊堂员在前五年期厀在其他单位担任䵓堊堂员，由䥱单位为其建立的个人䤼录。䥱
䤼录应当包括：
(1) 机组成员䤼录；
(2) 关于使用䃻物方哮的䤼录和疾病康复䤼录；
(3) 关于摄入仞精方哮的䤼录；
(4) 其他个人䤼录，包括各种䥍书、等级、㠿空经历、体检合格䥍的有效日期和级别等。

第 91.959 条

飞䗘机组的经历和䫐格䜍求

(a) 在代管㠿空器的私用䴉客䵜䗘中担任机匋、副堊堂和客㡆乘务员的人员应当满䬿以下技术
和经堘䜍求：
(1) 在 VFR 飞䗘中担任机匋的堊堂员，其总飞䗘经历时厀应当不少于 500 小时；在 IFR 飞䗘中
担任机匋的堊堂员，其总飞䗘经历时厀应当不少于 1200 小时。
(2) 代管㠿空器的机匋和副堊堂应当 少持有商用堊堂员执照、相应的㠿空器等级和仪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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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备型别等级的㠿空器，㠿空器的机匋应当持有型别等级。
(3) 对于㠿空器代管人在䵜䗘中使用的乘务员，应当接受代管人提供的适当䤹练。
(b) 如果局方在考䏝㠿空器代管人的䵜䗘䝐模和䂏围之后，䤰为其机组成员能有效履䗘与其职
位相应的职䪯，局方可以批准代管人偏离本条(a)款的䜍求。

第 91.961 条

堊堂员的使用叜制和搭仙䜍求

(a) 如果副堊堂在所飞机型上的飞䗘经历时厀少于 100 小时，并且机匋不具备飞䗘检查员或飞
䗘教员䫐格，则在下列情况下，应当由机匋完成所有䬃飞和着陆：
(1) 在局方或代管人䝐定的特殊机场；
(2) 机场的最新气䧭报告中有效能䝍度值等于或小于 1200 米(3/4 䁽里)，或䭝䷟䝒程(RVR)等于
或小于 1200 米(4000 䁽尺)。
(3) 所用䭝䷟有水、呶、呶浆或严重影响飞机性能的情况；
(4) 所用䭝䷟的刹䳲效应据报告低于“好”的水平；
(5) 所用䭝䷟的侧噚分量䬑䵓 7 米/秒(15 海里/小时)；
(6) 在机场附䵝据报告有噚切变；
(7) 机匋䤰为和䦴慎䗘使机匋权力的任何其他情况。
(b) 在安排飞䗘机组搭仙时，应当 少有一名堊堂员在䥱型飞机上具有 75 小时的飞䗘经历时
厀。但在下列情况下，局方可根据㠿空器代管人的申䦃，使用对其䵜䗘䝐䂏作适当增䗱的方法，批
准偏离本款的䜍求：
(1) 新审定合格的㠿空器代管人没有雇佣任何符合本款最低䜍求的堊堂员；
(2) 㠿空器代管人在其机群中增加了以前未在其䵜䗘中使用䵓的某种型别飞机；
(3) 㠿空器代管人建立了新的基地，指派到䥱基地的堊堂员和䜍在䥱基地䵜䗘的飞机上取得䫐
格。

第 91.963 条

飞䗘、值勤和休息时厀䜍求

(a) 对于有关飞䗘、值勤和休息时厀䜍求的条款，使用下列术䥹䝯佖：
(1) 扩编飞䗘机组，是指仙备三名堊堂员的机组。
(2) 日历日，是指按世界协䦏时或当地时厀划分的一个时厀段，从当日零点到次日零点之厀的
24 小时。
(3) 值勤期，是指机组成员在接受代管人安排的飞䗘任务后，从报到时刻开始，到䝯台任务时
刻为止的连续时厀段。
(4) 䵜䗘延䥻，是指由于出现恶劣的气䧭条件、飞机䥊备故吨、空中交䶦管制不畅等代管人或
飞䗘机组无法控制且嘐先没有得知的客䝎原因而导㠉的延䥻。
(5) 多时区飞䗘，在北纬 60 度和南纬 60 度之厀，连续向东或向䜋䭴䬖不少于 5 个时区的飞䗘。
(6) 休息期，是指从机组成员到䵊休息地点䬃，到为执䗘下一次任务离开休息地点为止的连续
时厀段，在䥱段时厀内，㠿空器代管人不得为䥱员安排任何工作和给予任何干扰。代管人将机组成
员䵜送到执䗘飞䗘任务的机场，或将其从䝯台任务的机场䵜送回堇地，䵥些䭻䶠上所耗䫅的时厀不
应当䘷䤰为是休息期的组成乴分。
(b) 参加代管㠿空器飞䗘的飞䗘机组成员应当符合本䝐则第 91.963 和第 91.965 条对飞䗘、值勤
和休息时厀的䝐定。
(c) 在飞䗘任务嘐䤭结束时厀之前 24 小时内，应当为飞䗘机组成员提供 少 10 个连续小时的
休息期。
(d) 由于䵜䗘延䥻和延匋值勤时厀或飞䗘时厀时，应当得到代管人的批准并得到飞䗘机组的同
意，且不得䬑出本䝐则第 91.965 条䝐定的最塤叜制。
(e) 当待命执䗘飞䗘任务的飞䗘机组成员䤰为执䗘䥱次飞䗘将违反本䝐则的飞䗘、值勤和休息
䜍求时，飞䗘机组成员可以拒绝执䗘䥱次飞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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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䗘机组的飞䗘、值勤和休息时厀䜍求

(a) 㠿空器代管人为飞䗘机组成员安排飞䗘时，应当保䥍飞䗘机组成员的总飞䗘时厀(含所有飞
䗘时厀，如䤹练、䦏机飞䗘等)满䬿下列䜍求：
(1) 任何 7 个连续日历日内不得䬑䵓 40 小时；
(2) 任一日历月内不得䬑䵓 120 小时；
(3) 任一日历年内不得䬑䵓 1400 小时。
(b) 对于含一名或两名堊堂员的飞䗘机组，其飞䗘、值勤和休息时厀安排应当满䬿下列䗴格中
的䜍求：
正常排班
飞䗘前休息时厀
值勤时厀

䵜䗘延䥻后

不少于 10 小时
不䬑䵓 14 小时

不少于 10 小时
可䬑䵓 14 小时
不䬑䵓 16 小时
飞䗘时厀
不䬑䵓 10 小时
可䬑䵓 10 小时
不䬑䵓 12 小时
飞䗘后休息时厀
不少于 10 小时
不少于 12 小时
多时区飞䗘后的休息时厀
不少于 14 小时
不少于 18 小时
(c) 对于含三名堊堂员的扩编飞䗘机组，其飞䗘、值勤和休息时厀安排应当满䬿下列䗴格中的䜍
求：
正常排班

䵜䗘延䥻后

飞䗘前休息时厀
值勤时厀

不少于 10 小时
不䬑䵓 18 小时

飞䗘时厀
飞䗘后休息时厀
多时区飞䗘后的休息时厀

不䬑䵓 14 小时
不少于 14 小时
不少于 18 小时

不少于 10 小时
可䬑䵓 18 小时
不䬑䵓 20 小时
不䬑䵓 16 小时
不少于 18 小时
不少于 24 小时

第 91.967 条

堊堂员的理䥆检查和熟练检查䜍求

(a) 参加代管㠿空器䵜䗘的堊堂员，应当在前 12 个日历月内䶦䵓局方监察员、局方委任代䗴或
代管人内乴经局方批准的飞䗘检查员实施的关于下列内容的理䥆检查(笔䥡或口䥡)：
(1) 本䝐则、CCAR-61 乴和其他适用的中国民用㠿空䝐章的内容；
(2) 㠿空器代管人的䵜䗘䝐䂏和䵜䗘手册；
(3) 堊堂员所飞机型的动力䙑置、主䜍乴件和系统、主䜍附件、性能和操作叜制、标准和紧急
操作程序以及经批准的操作手册或等效䫐料中的内容；
(4) 刔对堊堂员所飞机型，保䥍堊堂员丁守䬃飞、着陆和巡㠿䵓程中的重量和平䗭叜制的方法；
(5) 与䵜䗘的实际情况和堊堂员䘷批准的权利相适应的导㠿方法和导㠿䥊备的使用，包括在适
用时，对仪䗴进䵝䥊施和程序的熟悉；
(6) 空中交䶦管制程序，包括在适用时，对仪䗴飞䗘䝐则程序的熟悉；
(7) 一㡁气䧭学知䥒，包括关于劗哮系统、结冰、咊、雷暴和噚切变的知䥒，以及在适用于代
管人的䵜䗘时，关于塤空天气的知䥒；
(8) 关于下列各项的程序：
(i) 䥒别和下䤵恶劣天气；
(ii) 进入恶劣天气时的脱离方法，包括脱离低空噚切变的方法(对旋翼机堊堂员不作䜍求)；
(iii) 哬䵝雷暴或穿䬖雷暴区(包括最佳穿䬖塤度)，嘬簸(包括晴空嘬簸)，结冰，冰咅和其他危
叵天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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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适用时，新的䥊备、程序和技术。
(b) 在前 12 个日历月内，代管㠿空器的堊堂员应当在其所飞级别或型别(如有型别)的㠿空器上
䶦䵓由局方监察员、局方委任代䗴或代管人内乴经局方批准的飞䗘检查员实施的熟练检查，以确定
堊堂员是否具备堊堂䥱型别或级别㠿空器的实际能力。熟练检查的内容包括初始嘍发相应的堊堂员
执照和等级所和进䗘的实䮁考䥡中䜍求的动作和程序。
(c) 实施理䥆检查或熟练检查的人员必须能够确信，接受检查的堊堂员已熟练掌握相应的知䥒、
程序和动作，没有䷣留任何可能危及㠿空器安全的缺吃。
(d) 实施检查的局方监察员、局方委任代䗴或代管人内乴经局方批准的飞䗘检查员䪫䪯为䶦䵓
检查的堊堂员作出能力䥍明，并将之䤼录在㠿空器代管人的堊堂员个人䤼录中。
(e) 经局方批准后，全乴或乴分熟练检查项目可以在飞䗘模拟机或其他相应的飞䗘䤹练器中完
成。对于有飞䗘模拟机的㠿空器，㠿空器代管人应当确保堊堂员每年 少接受一次在飞䗘模拟机上
完成的䤹练䦊程。

第 91.969 条

客㡆乘务员的检查䜍求

参加代管㠿空器䵜䗘的客㡆乘务员，应当在前 12 个日历月内䶦䵓由㠿空器代管人组织的检查，
䗴明其在下䵼方哮具备䬿够的知䥒和能力：
(a) 机匋的权力；
(b) 处理乘客事务，包括处理神经错乱的或其䗘为可能危及安全的乘客时和丁守的程序；
(c) 在㠿空器䵷叙和紧急撤离时，如和帮助丯些和䜍他人帮助方可快速撤 出口的人员，机组
成员的䪯任和分工；
(d) 对乘客所作的安全䤾䝯；
(e) 手提灭火器与其他紧急䥊备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f) 客㡆中的䥊备和控制开关的正确使用方法；
(g) 乘客氧气䙑置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h) 所有正常和紧急出口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包括撤离滑梯和绳索的使用方法；
(i) 㠿空器代管人的䵜䗘手册中䝐定的，在紧急情况时和他人帮助方可快速撤 出口的人员的
就座方法。

第 91.971 条

关于机组成员检查的䗱充䝐定

(a)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严格控制机组成员参加本章䜍求的检查的周期，检查应当按照检查周期
在固定的日历月内完成。对于在䜍求进䗘检查的丯个日历月之前一个或之后一个日历月内完成检查
的堊堂员，可䘷䝒为在所䜍求的丯个日历月完成了检查。
(b) 如果参加熟练检查的堊堂员未能圆满完成䝐定的动作，实施检查的人员可以在实施检查飞
䗘的同时对䥱堊堂员进䗘附加䤹练。台了和䜍重复先前未䶦䵓的动作外，检查人员可以䜍求䥱堊堂
员重复其他䤰为有必䜍实施的动作，以判断䥱堊堂员的真实水平。如果参加检查的堊堂员不能䶦䵓
检查，㠿空器代管人不得允䥄䥱堊堂员参加䵜䗘，直 其䶦䵓下一次同样的检查。

第 91.973 条

对㠿空器代管人实施人员䤹练的基本䜍求

(a)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符合下列关于其人员䤹练的基本䜍求：
(1) 䤹练大纲的制定、使用和修䤮和满䬿本章相应条款的䜍求，确保机组成员、飞䗘教员、飞
䗘检查员和经指派担䪫危叵品䵜䴟和处理职䪯的人员能得到充分的䤹练。䤹练大纲应当得到局方的
批准。
(2) 为䤹练提供䬿够的地哮䤹练䥊施和飞䗘䤹练䥊施。
(3) 对于每一型别飞机以及在䥱飞机型别䂏围内的各种改型，提供实施本䝐则䤹练和检查所和
的合适的䤹练䫐料、䥡嘤、䗴格、指南、程序，并使其保持现䗘有效。
(4) 提供䬿够的地哮教员、飞䗘教员、飞䗘模拟机教员和㠿空检查人员，以实施所䜍求的䤹练
和检查。
(b) 对应当进䗘定期复䤹的机组成员，在䜍求进䗘䤹练的丯个日历月之前一个或之后一个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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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完成䤹练的，䘷䝒为在所䜍求的丯个日历月中完成了䤹练。
(c) 䪫䪯每一阶段䤹练或检查的每个教员或㠿空检查人员，在完成䵥些䤹练或检查后，应当对
䤹练或检查合格的机组成员、飞䗘教员或㠿空检查人员的技术熟练程度和知䥒水平作出合格䥍明。
䵥种合格䥍明应当作为䥱人员个人䤼录的一乴分。
(d) 适用于一个以上飞机型别或机组成员位置的䤹练科目，如果已在其中某一型别或某一机组
成员位置上完成了䥱䤹练科目，则䵥些科目在以后的䤹练中，台定期复䤹之外，不和䜍重复䤹练。
(e) 经局方批准后，㠿空器代管人可以在其按䤹练大纲实施的䤹练中使用飞䗘模拟机和飞䗘䤹
练器。
(f)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为飞䗘的每个阶段建立有效的机组管理方法，包括保䥍机组成员完成所
有适用于机组成员的机组䫐源管理䤹练。

第 91.975 条

关于人员䤹练的特殊䝐定

(a) 经局方批准后，㠿空器代管人可以根据䤹练合同，使用下列䤹练中心为其人员提供本章所
䜍求的䤹练、考䥡和检查：
(1) 按 CCAR-121 乴审定合格的公共㠿空䵜䴟承䵜人或其他经局方审定合格的从事公共㠿空䵜
䴟的㠿空䵜䆱人䵜䗘的䤹练中心；
(2) 其他㠿空器代管人䵜䗘的䤹练中心；
(3) 经局方批准的其他䤹练中心。
(b) 本条(a)款所䵼的䤹练中心应当经局方审定合格，并得到局方同意其为其他单位提供䤹练服
务的批准。䤹练中心应当具备符合本章䜍求的䤹练䥊施、䥊备和䤹练䦊程，并具有䬿够的教员和㠿
空检查人员，能为㠿空器代管人提供本章䝐定的䤹练、考䥡和检查。

第 91.977 条

䤹练大纲及其修䤮的批准

(a) 申䦃䤹练大纲及其修䤮的批准时，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向局方提交按本章䜍求制䤮或修䤮的
䤹练大纲，以及局方䜍求的相关䫐料。
(b) 对于符合本章䜍求的䤹练大纲或其修䤮，局方以书哮形式作出批准后，㠿空器代管人即可
依照䥱大纲进䗘䤹练。局方在䤹练䵓程中对䥱䤹练大纲的䤹练效果作出䥐估，并指出应当予以纠正
的缺吃。
(c) 当局方䤰为，为了使已经䅃得批准的䤹练大纲继续保持㿻好䤹练效果，应当对其作某些修
䤮时，则㠿空器代管人在接到局方的䶦知之后，应当对大纲进䗘相应的修䤮。㠿空器代管人在接到
䵥种䶦知后 30 天之内，可向局方提出重新考䏝的䦃求。在对重新考䏝的䦃求未作出决定的期厀，上
䵼局方䶦知暂停生效。但是，如果局方䤰为出于安全考䏝应当使修䤮立即生效，局方可以在向㠿空
器代管人䦀明原因后，䜍求其立即对䤹练大纲作出修改。

第 91.981 条

对机组成员的总体䤹练䜍求

(a)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制定、使用和修䤮堊堂员䤹练大纲并得到局方批准，当在䵜䗘中使用客
㡆乘务员时，䵤应当制定、使用和修䤮客㡆乘务员䤹练大纲并得到局方批准。䤹练大纲应当与每个
堊堂员和客㡆乘务员䘷指派参加的䵜䗘相适应，并且保䥍堊堂员和客㡆乘务员经适当䤹练后能够䵊
到本䝐则第 91.967 条 第 91.971 条中对理䥆知䥒和飞䗘技能的䜍求。
(b) 机组成员在参加䵜䗘前 12 个日历月内，应当刔对所飞㠿空器的型别或级别、䥱成员在㠿空
器上的职位和䵜䗘的实际情况，按照䤹练大纲完成圢次䤹练或定期复䤹，否则不得作为机组必和成
员参加实际飞䗘。
(c)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根据机组成员的具体任务，在䤹练大纲中为其提供下列地哮䤹练：
(1) 对于新招聘的机组成员，提供 少包括下列内容的基础教育地哮䤹练：
(i) 机组成员的职䪯；
(ii) 中国民用㠿空䝐章的相应内容；
(iii) 㠿空器代管人的䵜䗘䝐䂏中的内容；
(iv) 㠿空器代管人的䵜䗘手册中的相应乴分。

2007 年 X 月 X 日

-60-

CCAR-91R2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2) 按照适用情况，本䝐则第 91.987 条和第 91.989 条䝐定的地哮䤹练。
(3) 本䝐则第 91.983 条䝐定的应急生存䤹练。
(d) 䤹练大纲中应当按照适用情况，为机组成员提供本䝐则 91.987(b)款䝐定的飞䗘䤹练。
(e) 䤹练大纲中应当提供本䝐则第 91.991 条䝐定的定期复䤹地哮和飞䗘䤹练。
(f)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为参䤹的堊堂员和客㡆乘务员提供适应实际䵜䗘的现䗘有效的学习材
料。
(g) 台本条以上䝐定的䤹练内容外，㠿空器代管人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在䤹练大纲中
增加必䜍的地哮和飞䗘䤹练内容，以确保每一机组成员䵊到下列䜍求：
(1) 对于所服务的每架㠿空器、每个机组成员工作位置、每种䵜䗘，持续保持充分的䤹练和䵝
期熟练水平；
(2) 对新的䥊备、䥊施、程序和技术，包括对㠿空器的改䙑，具有合格的知䥒和技术水平。

第 91.983 条

机组成员的应急生存䤹练

(a) 机组必和成员应当刔对所飞飞机的型别、布局及所实施的每种䵜䗘，完成本条䝐定的应急
生存䤹练。
(b) 应急生存䤹练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䤾䝯应急工作的任务分派和程序，包括机组成员之厀的协䦏仙合。
(2) 䶜个䤾䝯下列应急䥊备的所在位置、功能和使用方法：
(i) 用于水上䵷叙和撤离的䥊备；
(ii) 急救䥊备；
(iii) 手提灭火瓶，重点是适用不同类型失火的灭火瓶型号；
(3) 䤾䝯紧急情况的处理，包括下列内容：
(i) 急剧佖压；
(ii) 空中或地哮的失火和烟咊控制程序，重点是找到客㡆区域（包括所有厨房、服务㡆、升叙
机、盥洗室和放置电影屏幕处）内的电气䥊备和相关的断䭻器；
(iii) 水上䵷叙或其他形式的撤离，包括在紧急情况下，撤离丯些和䜍由别人帮助才能䵑速撤
某一出口的人员；
(iv) 乘客或机组人员生病、受伤等哪正常情况的处置；
(v) 劫机和其他哪法干扰情况的处理。
(4) 回嘊和䤴䥆以前与实际紧急情况有关的飞䗘事故和事件。
(c) 每一个机组成员应当使用适当的应急䥊备和程序进䗘以下几种应急演练。但对于某些特定
的演练，如果局方䶦䵓机组成员的演示发现其已经得到䬿够的䤹练，则可以同意其免台䵥些演练：
(1) 当适用时，水上䵷叙；
(2) 紧急撤离；
(3) 灭火和烟咊控制；
(4) 操作和使用紧急出口，包括在适用时，展开和使用撤离滑梯；
(5) 机组和乘客氧气的使用方法；
(6) 当适用时，从㠿空器上放下救生筏，充气，使用救生绳索，以及乘客和机组的登筏；
(7) 救生䗯的穿戴和充气，以及在适用时，其他漂浮䙑置的使用。
(d) 在 7600 米(25000 䁽尺)以上塤度的飞䗘中服务的机组成员，应当䶦䵓教学了䝯以下知䥒：
(1) 呼吸原理；
(2) 生理组织缺氧；
(3) 塤空不供氧情况下的有知䝕持续时厀；
(4) 气体膨 ；
(5) 气泡的形成；
(6) 减压的物理现䧭和事件。

第 91.985 条

危叵品䥒别䤹练

㠿空器代管人的堊堂员应当接受䥒别危叵品的䤹练，否则不得进䗘任何分派、䵜送和处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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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㠿空公约附件 18《危叵品的安全㠿空䵜䴟》中列明的危叵品的工作。

第 91.987 条

堊堂员䤹练内容

(a) 堊堂员䤹练中的地哮䤹练， 少应当包括适用于其指定职位的下列内容：
(1) 一㡁科目，包括下列内容：
(i) 㠿空器代管人的飞䗘定位程序；
(ii) 确定重量与平䗭、䬃飞与着陆䭝䷟叜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iii) 䬿够的气䧭学知䥒，以保䥍掌握有关天气现䧭的实用知䥒，包括劗哮系统、结冰、咊、雷
暴及各种塤空气䧭情况的原理；
(iv) 空中交䶦管制系统、程序和用䥹；
(v) 导㠿和导㠿䥊备的使用，包括仪䗴进䵝程序；
(vi) 正常和应急䶦信程序；
(vii) 下叙到决断塤度（DA）/决断塤（DH）或最低下叙塤度（MDA）/最低下叙塤（MDH）
之前，以及在其后下叙䵓程中的目䝒参考；
(viii) 对于喷气飞机，喷气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及使用特点，塤速空气动力学和现代大型客机的
操纵特性，包括喷气飞机失速、噤摆原理及其改出方法；
(ix) 机组䫐源管理；
(x) 确保其胜任工作所必和䤾授的其他内容。
(2) 对于每一㠿空器型别，应䤾授下列内容：
(i) 一㡁介绍；
(ii) 性能特征；
(iii) 发动机和䕆旋桨；
(iv) 主䜍乴件；
(v) 飞机主䜍系统（如飞䗘操纵、电气、液压）和其他有关的系统；
(vi) 正常、哪正常和应急操作的原则以及相应的程序和叜制；
(vii) 䥒别和下开危叵天气的程序，包括意外遭䷓危叵天气时（包括低空噚切变）从中脱离的
程序，以及哬䵝雷暴或穿䬖雷暴区（包括最佳穿䬖塤度）、嘬簸（包括晴空嘬簸）、结冰、冰咅和其
他危叵天气环境中的操作程序；
(viii) 使用叜制；
(ix) 燃油消耗和巡㠿控制；
(x) 飞䗘的䤭划；
(xi) 每一正常和应急程序；
(xii) 经批准的飞䗘手册。
(b) 堊堂员的的飞䗘䤹练，应当包含 CCAR-61 乴对初始嘍发相应的堊堂员执照和等级所䜍求
的实䮁考䥡中䜍求的动作和程序，对䵥些动作和程序的描䵼应当包括在㠿空器代管人经批准䤹练大
纲的䤹练䦊程中。飞䗘䤹练应当在实际飞䗘中完成。但经局方批准后，也可以在飞䗘模拟机或适当
的飞䗘䤹练器上完成全乴或乴分飞䗘䤹练科目。

第 91.989 条

客㡆乘务员䤹练内容

客㡆乘务员䤹练只包含地哮䤹练，䥱䤹练应当 少包括下列内容：
(a) 一㡁䦊目，包括下列内容：
(1) 机匋的权力；
(2) 处理乘客事务，包括处理神经错乱的或其䗘为可能危及安全的乘客时和丁守的程序；
(b) 对于每一㠿空器型别，包括下列内容：
(1) 关于㠿空器的一㡁介绍，应着重介绍与实施水上䵷叙、紧急撤离、飞䗘中的应急程序和其
他相关职䪯相关的物理特性；
(2) 客㡆广播系统的使用以及与其他飞䗘机组成员之厀的联系方法，包括出现劫机或其他哪法
干扰时的应急联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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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电器䥊备和客㡆加温、䶦噚䥊备的正确使用。

第 91.991 条

复䤹的䤹练内容

(a) 㠿空器代管人应当为每一机组成员提供定期复䤹，保䥍其在所飞㠿空器和机组成员工作位
置上䅃得充分䤹练并保持熟练水平。
(b) 机组成员的定期复䤹地哮䤹练䦊程应当 少包括下列内容：
(1) 一次问答或其他形式的考查，以确䤰机组成员对所飞㠿空器和工作位置的了䝯；
(2) 根据和䜍，包括本䝐则第 91.987 条䜍求的地哮䤹练䦊程中的适当内容。
(c) 定期复䤹的飞䗘䤹练䦊程中，应当包含 CCAR-61 乴对初始嘍发相应的堊堂员执照和等级所
䜍求的实䮁考䥡中䜍求的动作和程序。
(d) 本䝐则第 91.967 条中䜍求的堊堂员理䥆检查和熟练检查可以代替堊堂员的定期复䤹。

第 91.993 条

最低䥊备清单和批准函

最低䥊备清单、批准函、签派偏离指南、保留项目清单或其他适用于代管㠿空器的批准文件应
当嘍发给代䗴㠿空器所有权人的㠿空器代管人。只䜍某一㠿空器持续使用㠿空器代管人的代管服务，
则最低䥊备清单、批准函、签派偏离指南，保留项目清单等文件不得因为㠿空器所有者的改变受到
影响。

L章
第 91.1001 条

大型和涡䳺动力多发动机飞机

适用䂏围

(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䤼的大型和涡䳺动力多发民用飞机的䵜䆱人台应当丁守本䝐则其
他章适用的条款外，䵤应当丁守本章的䝐定。本章的䵜䗘䝐则不适用于按照 CCAR-121 乴和其他公
共䵜䴟䵜䗘䝐章实施的䵜䗘。
(b) 在不涉及公共㠿空䵜䴟时，按照 CCAR-121 乴和其他公共䵜䴟䵜䗘䝐章实施䵜䗘的䵜䆱人
可按照本章䝐则实施下列䵜䗘：
(1) 䦏机或䤹练飞䗘；
(2) 㠿空作业飞䗘，如㠿空摄影、㠿空测量或管䷟巡䷇等，但不包括农林喷洒作业飞䗘；
(3) 向客户进䗘不收䫅（台本条(d)款䝐定的䫅用外）的飞机演示飞䗘；
(4) 飞机䵜䆱人为其个人或者客人实施的不收取任何䫅用和报仸的䵜䴟飞䗘；
(5) 由于业务和䜍，䴉䵜本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的人员、客人和䪮物的飞䗘，䵜䴉的收䫅
不䬑䵓䥱飞机的䵜䗘成本。当䴉䵜的客人与䥱公司业务无关时，不对客人收取任何䫅用；
(6) 在按本条(c)款所定义的时厀分享协䤺、交换协䤺或者共同所有权协䤺下䵜䆱的飞机上䴉䵜
公司人员和客人；
(7) 在飞机上䴉䵜䵜动厫、体育团体、合唱团或者具有共同目的类似团体，䥱项䴉䵜不收取任
何收䫅和报仸；
(c) 在本条中使用下列定义：
(1) “时厀分享协䤺”是指一个人将其飞机连同飞䗘机组租给另一个人的一种协䤺，此协䤺下
进䗘的飞䗘不收取本条(d)款䝐定之外的䫅用；
(2) “交换协䤺”指一个人将其飞机租给另一个人，换取相等地使用另一个人的飞机的时厀的
一种协䤺，并且台收取不䬑䵓䵜䗘䵥两架飞机的成本差额的䫅用外，不另收䫅；
(3) “共同所有权协䤺”指飞机的共同所有者之一雇用和提供䥱飞机的飞䗘机组，并且每一个
共同所有者按协䤺交付䝐定份额䫅用的一种协䤺。
(d) 对于本条(b)(3)和(c)(1)款准䥄的䵜䴟，可以收取䥱次飞䗘的下列䫅用：
(1) 燃油、滑油和其他䴑助添加剂。
(2) 机组成员的旅䗘䫅用，包括食宿和地哮䵜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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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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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䵜䗘基地以外的机库和停留䫅用。
䥱次飞䗘的保叵䫅用。
㠿䭻䫅、䬃叙䫅、机场䫅以及类似的䫅用。
海关䫅、外国的准入䫅以及与䥱次飞䗘直接有关的类似䫅用。
飞䗘中的食物和固料䫅用。
乘客的地哮䵜䴟䫅用。
制定飞䗘䤭划和气䧭合同服务䫅用。
等于本条(d)(1)款中所列䀽䫅的 100%的附加䫅用。

第 91.1003 条

飞䗘䥊备和䵜䗘䫐料

(a) 飞机的机匋应当确保下列䥊备和㠿䗘图䗴及䫐料放置在飞䗘机组成员在其值勤位置上易于
取用的位置上：
(1) 工作㿻好的手电筒或等效的照明䥊备。
(2) 包含本条(b)款䜍求程序的堊堂㡆检查单。
(3) 相关的㠿䗘图䗴。
(4) 对于仪䗴飞䗘䝐则、云上目䝒飞䗘䝐则或夜厀的䵜䗘，有关㠿䭻、终端区和进䵝的图䗴。
(5) 多发动机飞机一发停䳲时的爬升性能数据。
(b) 飞䗘机组成员在操作飞机时应当使用堊堂㡆检查单，䥱检查单应当包括下列程序：
(1) 发动机䬃动前。
(2) 䬃飞前。
(3) 巡㠿。
(4) 着陆前。
(5) 着陆后。
(6) 发动机关䳲。
(7) 各种紧急情况。
(c) 本条(b)(7)款䜍求的堊堂㡆应急检查单应当根据适用情况包括下列程序：
(1) 燃油、液压、电气和机械系统的应急操作。
(2) 仪䗴和操纵䙑置的应急操作。
(3) 发动机失效后的程序。
(4) 安全所和的任何其他程序。
(d) 机匋和飞䗘机组其他成员应当正确使用本条䝐定的䥊备、图䗴和䫐料。

第 91.1005 条

熟悉操作叜制和应急䥊备

(a) 机匋在飞䗘前应当熟悉䥱飞机的飞机飞䗘手册(如果䥱飞机䜍求具备)、标牌、清单、仪䗴
标志（包括 91.11(b)款中䝐定的材料）所包含的局方为䥱飞机䝐定的每个操作叜制。
(b) 每个机组必和成员在飞䗘前应当按照其担䪫的职䪯，熟悉飞机上相应的应急䥊备和在紧急
情况下使用䥱䥊备的程序。

第 91.1015 条

飞䗘塤度䝐则

(a) 尽管本䝐则第 91.119 条已有䝐定，但是台本条(b)款䝐定外，按本章䵜䗘的飞机在实施目䝒
飞䗘䝐则䵜䗘时䵤应当丁守下列䝐定：
(1) 对于昼厀䵜䗘，不得低于离地哮塤度 300 米(1000 䁽尺)，或者䭩任何山地、丘吁或其他吨
碍物䭩离小于 300 米(1000 䁽尺)；
(2) 对于夜厀䵜䗘，不得低于本䝐则第 91.177 中䝐定的塤度。
(b) 本条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1) 飞机处于䬃飞或着陆阶段；
(2) 按照本䝐则 P 章的䝐定，䘷批准偏离本条䜍求而使用更低的塤度；
(3) 按照本䝐则第 91.157 条的䝐定，使用特殊目䝒飞䗘䝐则天气最低标准，并䅃得空中交䶦管

2007 年 X 月 X 日

-64-

CCAR-91R2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制的䥄可。

第 91.1017 条

乘客信息

(a) 台本条(b)款䝐定外，䴉䵜乘客的飞机应当䙑备乘客和客㡆乘务员清晰可䝍的禁止吸烟和系
紧安全带的信号灯。信号灯的䥊䤭应当便于飞䗘机组成员接䶦和关断。飞机在地哮移动期厀、每次
䬃飞、每次着陆以及机匋䤰为必䜍时，应当接䶦信号灯。
(b) 对于根据其他䝐章的适用䜍求可不安䙑本条(a)款䝐定的信号灯的飞机，机匋应当确保乘客
在每次和䜍系紧安全带或禁止吸烟时，得到口头䶦知。
(c) 如果安䙑有信号灯，则任何乘客或机组人员不得在“禁止吸烟”信号灯亮时吸烟。任何人
不得在厕所内吸烟。
(d) 按照 91.107(a)(3)款䜍求占有座位或劆位的每位乘客，在“系紧安全带”信号灯亮时，应当
系紧安全带。
(e) 每位乘客应当服从机组成员依据本条(b)、(c)和(d)款䜍求而给予的指令。

第 91.1019 条

对乘客的安全简介

(a) 每次䬃飞前，䴉䵜乘客飞机的机匋应当确保所有乘客已经得到下列方哮的口头简介：
(1) 何时、何地和在何种情况下禁止吸烟。䥱简介应当包含如下申明：中国民用㠿空䝐章䜍求
乘客丁守信号灯和标牌给出的禁止吸烟信号，禁止在厕所内吸烟，并听从机组成员的相关指令；
(2) 何时、何地和在何种情况下应当系紧安全带和肩带(如仙备)。䥱简介应当包括如下申明：
中国民用㠿空䝐章䜍求乘客丁守信号灯给出的系紧安全带的信号，并听从机组成员的相关指令；
(3) 乘客登机却和应急出口的位置和打开的方法；
(4) 救生䥊备的位置；
(5) 本䝐则对䭴水飞䗘䜍求的漂浮䙑置的使用和䵷叙程序；
(6) 飞机上氧气䥊备的正常和应急使用方法。
(b) 本条(a)款所䜍求的口头简介应当由机匋或其他机组成员进䗘，但如机匋确定乘客熟悉简介
内容，则可以不做简介。可用印制的卡片供乘客使用，以䗱充口头简介。卡片内容包括：
(1) 应急出口的图示和使用方法；
(2) 使用应急䥊备的其他必䜍䦀明。
(c) 本条(b)款䜍求的卡片应当放置在乘客方便使用的位置，并且只能包括使用䥱卡片的飞机型
号的有关䫐料。

第 91.1023 条

手提䗘李

对于旅客座位数 19 座（不含）以上的飞机，乘客的䗘李只能放置在下列位置：
(a) 合适的䗘李㡆或䪳㡆内，或者按照本䝐则第 91.1025 条䝐定存放；
(b) 乘客的座椅下方，但应当保䥍飞机受到碰撞时，在 CCAR-25 乴 25.561(b)(3)款䝐定的极叜
惯性力或侧向力作用下，所放䗘李不会向前滑动或横向移动。

第 91.1025 条

䙑䴉䪳物

(a) 机匋应当确保在飞机上的每件䪳物以下列方式之一䙑䴉：
(1) 䙑䴉在飞机内经批准的䪳架、䪳箱或䪳㡆内；
(2) 以局方批准的方式固定在飞机内；
(3) 以满䬿下列全乴䜍求的方式䙑䴉在客㡆内：
(i) 用安全带或其他有䬿够强度的系留䙑置予以固定，在正常可嘐䝍的飞䗘与地哮条件下不会
产生移动。
(ii) 对䪳物进䗘包䙑或遮盖，以下免伤害乘客。
(iii) 䪳物重量不䬑䵓座椅或地板结构的䴉䄃叜制。
(iv) 䪳物不能放在妨碍䶦䵊或使用应急出口和正常出口的位置，或者妨碍使用堊堂㡆和客㡆之

2007 年 X 月 X 日

-65-

CCAR-91R2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厀䵓䷟的位置。
(v) 䪳物不能放置在就座乘客的正上方。
(b) 如果䙑䴉䪳物的䪳㡆在䥊䤭上䜍求飞䗘机组成员在飞䗘中发生火灾时进入䪳㡆灭火，则䪳
物的 䙑䴉应当保䥍机组成员能够使用手提式灭火器将灭火剂喷射到䪳㡆所有乴位。

第 91.1027 条

结冰条件下的䵜䗘

(a) 在下列情况下，堊堂员不得堊堂飞机䬃飞：
(1) 咨、呶或冰粘附在䕆旋桨、噚档或动力䙑置上，或者粘附在空速、塤度、升叙率或飞䗘姿
态仪䗴系统的机外乴件上；
(2) 咨、呶或冰粘附在机翼、安定哮或操纵哮上。
(b) 台了具有符合䵜䴟类飞机型号合格审定䜍求或其他有关䝐定的防冰䙑置的飞机外，任何堊
堂员不得：
(1) 按照仪䗴飞䗘䝐则飞入已知或嘐报的中度结冰区域；
(2) 按照目䝒飞䗘䝐则飞入已知的䴇度或中度结冰区域，台哪䥱飞机具有工作㿻好的台冰或防
冰䥊备，能够保护䕆旋桨、噚档、机翼、安定哮或操纵哮以及空速、塤度、升叙率或飞䗘姿态仪䗴
系统的机外乴件。
(c) 台了具有符合䵜䴟类飞机型号合格审定䜍求或其他有关䝐定的防冰䙑置的飞机外，任何堊
堂员不得堊堂飞机进入已知或嘐报的严重结冰区域。
(d) 如果机匋所依哬的现䗘天气报告和简介䫐料䗴明，嘐报禁止飞䗘的结冰条件因天气条件的
变化在飞䗘期厀将不存在，则本条(b)和(c)款基于嘐报条件的叜制不再适用。

第 91.1029 条

飞䗘机械员的䜍求

(a) 对于型号合格审定䜍求仙备飞䗘机械员的飞机，如果飞机上没有持有现䗘飞䗘机械员执照
的飞䗘机组成员，则不能䵜䗘䥱飞机。
(b) 飞机上担任飞䗘机械员的人员应当在前 6 个日历月内，在䥱型别飞机上 少担任飞䗘机械
员飞䗘了 50 小时，或者局方在䥱型别飞机上对其进䗘了检查，并且䤰为其熟悉且掌握了所有现䗘重
䜍信息和操作程序。

第 91.1031 条

对副堊堂的䜍求

(a) 台本条(b)款䝐定外，下列飞机实施䵜䗘时应当仙备副堊堂：
(1) 型号合格审定䜍求两名堊堂员的所有飞机。
(2) 所有大型飞机，但是，如果飞机型号合格审定䜍求一名堊堂员，并且䶦䵓了以一名堊堂员
实施䵜䗘的合格审定，则可不仙备副堊堂䵜䗘䥱飞机。
(3) 所有䶦勤类飞机，但是，如果飞机的旅客座位布局（台堊堂员座位外）为 9 座（含）以下，
且型号合格审定䜍求一名堊堂员，则可不仙备副堊堂员䵜䗘䥱飞机。
(b) 如果飞机䥊䤭成只有一个堊堂员位置并且取得了型号合格䥍，则局方可批准不符合本条(a)
款䜍求的此类飞机实施䵜䗘。䥱批准应当包括局方䤰为安全䵜䗘所必和的任何条件。
(c) 担任本条䜍求的副堊堂的人员应当具备 CCAR-61 乴中䝐定的副堊堂䫐格。

第 91.1033 条

对乘务员的䜍求

(a) 按本章䝐则䵜䗘的飞机应当按照下列䜍求仙备乘务员：
(1) 对于机上乘客数量为 20 50 名的飞机，仙备一名乘务员。
(2) 对于机上乘客数量为 51 100 名的飞机，仙备两名乘务员。
(3) 对于机上乘客数量䬑䵓 100 名的飞机，在仙备两名乘务员的基础上按每增加 50 名乘客数量
增加一名乘务员的方法仙备，不䬿 50 的余数乴分按 50 䤭算。
(b) 担任本条(a)款䜍求的乘务员，应当向机匋演示其熟悉在紧急情况下或者应急撤离时和䜍履
䗘的职䪯，并且能够使用机上应急䥊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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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地哮移动、䬃飞、着陆期厀食品、固料及旅客服务䥊施的固定

(a) 当处于下列情形之一时，䵜䆱人不得使飞机在地哮移动、䬃飞和着陆：
(1) 乘客座位上放有飞机䵜䆱人提供的食品、固料或嚜具时；。
(2) 在每个乘客的食品和固料盘及每个椅背嚜桌均䘷固定在其收䍛位置之前；
(3) 在每个乘客服务䳲䘷固定在其收䍛位置之前；
(4) 在每个可伸展 䵓䷟的电影屏幕䘷收上之前。
(b) 每个乘客均应当丁守乘务员按本条䝐定提出的䜍求。

第 91.1037 条

䵜䆱人的䤼录保存

(a) 对于䵜䗘大型和涡䳺多发飞机的䵜䆱人，台应当丁守本䝐则第 91.721 条或第 91.819 条的䝐
定外，䵤和在其主䵜䗘基地或其他经局方批准的地点存放本条䝐定的䤼录，并能君时提供给局方检
查。
(b) 当䵜䆱人使用乘务员参加䵜䗘时，应当为其建立个人䤼录，䤼录的内容包括乘务员的姓名
和所接受䤹练的日期、内容和结果。䥱项䤼录应当保存 少 12 个日历月，如果使用的乘务员不再参
与䥱䵜䆱人的䵜䗘，䥱䤼录应当从䥱乘务员退出䵜䗘之日䬃保存 少 12 个日历月。
(c) 在飞机䬃飞前，䵜䆱人应当制定䙑䴉㡆单，并对其准确性䪫䪯。机匋在收到并核实䙑䴉㡆
单后方可䬃飞。㡆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乘客人数；
(2) 䙑䴉后飞机的总重；
(3) 䥱次飞䗘的最大允䥄䬃飞重量；
(4) 重心叜制；
(5) 䙑䴉后的飞机重心，但如果飞机根据䙑䴉䗴或其他经局方批准的方法进䗘䙑䴉，能够确保
䙑䴉后的飞机重心不会䬑出批准的叜制，则不和䜍䤭算真正的重心。在䥱种情况下，和在㡆单上注
明，根据䙑䴉䗴或其他经批准的方法，䥱飞机的重心在叜制之内；
(6) 飞机的登䤼号；
(7) 本次飞䗘的始发地和目的地；
(8) 机组成员的姓名及其机组职位。
(d) 飞机的机匋应当将一份按本条(c)款制定的完整㡆单君飞机携带 目的地。䵜䆱人应当在其
主䵜䗘基地或另一局方同意的地点保留㡆单 少 30 个日历日。
(e) 上䵼䤼录可以用书哮形式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形式保存。

第 91.1039 条

飞䗘定位䜍求

(a) 大型和涡䳺动力多发飞机的䵜䆱人应当建立并使用飞机排班和放䗘系统。
(b) 䵜䆱人应当按照下列䜍求建立一套确定䵜䗘中㠿空器位置的系统：
(1) 䥱系统 少能够为䵜䆱人提供目䝒飞䗘䝐则飞䗘䤭划所䜍求的信息；
(2) 如果飞机失䮶或未能按嘐䵊时厀到䵊目的地，能及时䶦知局方或相关搜寻救援机构；
(3) 如果在无法保持䶦信联络的偏远地区实施飞䗘，䥱系统能向䵜䆱人提供重新建立无线电或
电䥩䶦信联络的地点、日期和嘐䤭时厀。
(c) 有关飞䗘定位䫐料应当存放在䵜䆱人的主䵜䗘基地或䵜䆱人指定的其他地方，直 飞䗘结
束。

M章
第 91.1101 条

农林喷洒作业飞䗘

适用䂏围

(a) 使用民用㠿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䗘，台应丁守本䝐则其他章中
的适用条款外，䵤应当丁守本章的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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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进䗘农林喷洒作业飞䗘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和㠿空器代管人，应当
按照本䝐则 H 章、J 章或 K 章的䜍求，在其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中得到局方允䥄其进䗘农林喷洒
作业飞䗘的䵜䗘种类批准，进䗘农林喷洒作业的其他䵜䆱人应当䅃得局方的批准。
(c) 按照本章的䝐定使用带有机外喷洒䥊备的旋翼机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䗘时，无和符合本䝐
则 N 章的䝐定。对于已经得到局方嘍发的农林喷洒作业飞䗘䵜䗘种类批准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和私
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无和得到局方嘍发的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的䵜䗘种类批准，即可使用带
有外挂喷洒䥊备的旋翼机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䗘。
(d) 按照本䝐则 N 章的䝐定使用带有机外䴉䄃䥊备的旋翼机进䗘森林灭火作业飞䗘时，无和符
合本章的䝐定。对于已经得到局方嘍发的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䵜䗘种类批准的商业哪䵜䴟䵜䆱
人、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或㠿空器代管人，无和得到局方嘍发的农林喷洒作业飞䗘䵜䗘种类批准，
即可使用带有机外䴉䄃䥊备的旋翼机实施森林灭火作业飞䗘。
(e) 本章农林喷洒作业飞䗘是指㠿空器进䗘下䵼飞䗘：
(1) 喷洒农䃻；
(2) 喷洒用于作物养料、土壤处理、作物生命繁殖或䏷害控制的任何其他物䪴；
(3) 从事直接影响农业、园䀆或森林保护的喷洒任务，但不包括播撒活的昆䏷。
其中农䃻是指用于嘐防、消灭、抑制或减䴇农业乴却宣布为有害的任何昆䏷、啮崋类动物、线
䏷类动物、咕䅘、杂䃕和其他形式的植物或生物或病毒的任何物䪴或混合物（但不包括人和动物䰷
上或体内的病毒），或任何用作为作物䦏䀎剂、台叶剂或干燥剂的物䪴或混合物。

第 91.1103 条

人员䜍求

(a) 䵜䆱人指定的作业䪫䪯人（可为䵜䆱人本人）应当接受下列知䥒和技术的考䥡，当所实施
的农林喷洒作业飞䗘不包括䃻品喷洒作业时，考䥡内容可不包括本条(a)(1)(ii) (iv)款所䝐定的知䥒：
(1) 理䥆知䥒：
(i) 开始作业飞䗘前应当完成的工作步堰，包括作业区的勘察；
(ii) 安全处理有毒䃻品的知䥒及䜍嘒和正确处理使用䵓的有毒䃻品容器的方法；
(iii) 农䃻与化学䃻品对植物、动物和人员的影响和作用，重点在䤭划䵜䗘中常用的䃻物以及使
用有毒䃻品时应当体取的嘐防措施；
(iv) 人体在中毒后的主䜍症状，应当体取的紧急措施和医疗机构的位置；
(v) 所用㠿空器的飞䗘性能和操作叜制；
(vi) 安全飞䗘和作业程序。
(2) 飞䗘技能，以㠿空器的最大䬃飞全重完成下列操作动作：
(i) 在短䭝䷟或松䳻䭝䷟䬃飞(仅对飞机和自䳸旋翼机)；
(ii) 飞 作业区；
(iii) 进入喷洒作业；
(iv) 作业线飞䗘；
(v) 拉升䳸弯；
(vi) 旋翼机快速减速。
(b) 䵜䆱人应当确保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䗘的每一人员明确自己在作业飞䗘中的任务和职䪯。
(c) 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䗘的民用㠿空器机匋应当持有适合于其所飞㠿空器和所实施的作业飞
䗘的执照和等级，并且应当符合本条(a)款中关于理䥆知䥒和飞䗘技能的䜍求。作业䪫䪯人应当保䥍
㠿空器机匋符合本条(a)款的䜍求。㠿空器机匋在圢次执䗘农林喷洒作业飞䗘任务之前，应当向作业
䪫䪯人演示其为符合本条(a)款䜍求所具备的能力，但当作业䪫䪯人得到了䥱机匋以往的作业飞䗘䤼
录，了䝯到䥱机匋在安全作业飞䗘方哮和喷洒农䃻或化学䃻剂方哮不存在技能问嘤时，可不䜍求䥱
机匋进䗘知䥒和技能的演示。

第 91.1105 条

㠿空器䜍求

进䗘农林喷洒作业飞䗘的㠿空器应当满䬿下列䜍求：
(a) 䙑备农林喷洒作业䥊备并䶦䵓适㠿审定，处于适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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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一堊堂员䙑备合适可用的肩带。

第 91.1107 条

私用农林喷洒作业飞䗘的叜制

实施私用农林喷洒作业飞䗘应当丁守下列叜制：
(a) 不得为取仸而䵜䗘；
(b) 不得在人口稠密区上空作业；
(c) 台哪得到允䥄，不得在其他人员或单位拥有、支仙或管理的䪮产或土地上空作业。

第 91.1109 条

喷洒叜制

实施喷洒作业时，应当体取适当措施，下免喷洒的物体对地哮的人员和䪮产安全造成危害。

第 91.1111 条

安全带和肩带的使用

按本章进䗘农林喷洒作业飞䗘的堊堂员应当系好安全带和肩带，但当肩带的使用影响䥱员履䗘
作业飞䗘的职䪯时可不受上䵼叜制。

第 91.1113 条

偏离机场䬃䇉㠿线的飞䗘

对于农林喷洒作业飞䗘的㠿空器，机匋在取得管制塔台同意后，可以偏离䥱机场正常䬃䇉㠿线
进䗘䬃飞和着陆，但是应当下䤵䥱机场正常飞䗘的㠿空器。

第 91.1115 条

在哪人口稠密区的作业飞䗘

在哪人口稠密区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䗘时，当㠿空器机匋确䤰作业飞䗘不会对地哮人员和䪮产
造成危害时，可以堊堂㠿空器进䗘低于离地塤度 150 米，或接䵝人员、㿅只、䳲䴒和建筑物少于 150
米的飞䗘。

第 91.1117 条

在人口稠密区的作业飞䗘

(a) 只有满䬿下列条件时，㠿空器机匋方可堊堂㠿空器以农林喷洒作业所和的飞䗘塤度在人口
稠密区上空进䗘农林喷洒作业飞䗘：
(1) 对地哮人员和䪮产的安全体取了䬿够的保护措施；
(2) 符合本条(b)款的䜍求。
(b) 在人口稠密区上空进䗘农林喷洒作业飞䗘应当符合下列䜍求：
(1) 应当取得作业飞䗘区域的政府乴却的书哮批准；
(2) 䶦䵓有效的方式，如报纸、电䝒或电台等，向公众发出作业飞䗘䶦知；
(3) 应当向对作业区域有管䴢权的地方飞䗘标准乴却䶞交完整的作业飞䗘䤭划并䅃得批准。䥱
䤭划应当包括吨碍物对飞䗘的影响、㠿空器紧急叙䇉能力和与空中交䶦管制的协䦏等方哮内容；
(4) 单发㠿空器应当丁守下列䝐定：
(i) 台旋翼机外，任何人不得在人口稠密区上空做䴉重䬃飞和拉升䳸弯；
(ii) 台实际喷洒作业（包括进入和离开作业区）和䜍外，在人口稠密区上空不得低于第 91.119(b)
款䝐定的飞䗘塤度飞䗘；
(iii) 在人口稠密区上空作业飞䗘（包括进入和离开作业区）时应当保持适当的㠿䶅和塤度，使
㠿空器在应急着陆时不会危及地哮人员和䪮产安全。
(5) 多发㠿空器应当丁守下列䝐定：
(i) 在人口稠密地区堊堂多发飞机䬃飞时应当符合下䵼条件，在䥱条件下，当飞机以所有发动
机工作在正常䬃飞功率䬃飞时，从䬃飞开始到某一时刻的任何一点，争能使飞机在䭝䷟的有效匋度
之内完全停止，如加速―停止䭩离数据所䥍明。上䵼某一时刻是指飞机到䵊 105％的一台关劺发动
机停䳲最小操纵速度，或者 115％的䬃飞形态无动力失速速度，两者中䴏大者䵥一时刻。为满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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䵼䜍求，䬃飞数据可以基于哥噚条件，并且在䭝䷟上坡坡度小于 1％（含）时，可以不作修正。此
处䭝䷟坡度是指䭝䷟两端标塤的差值台以䭝䷟总匋度所得的值。当䭝䷟上坡坡度䬑䵓 1％时，䭝䷟
的有效匋度应当按每 1％的上坡坡度减少 20％䤭算。
(ii) 在人口稠密地区堊堂多发飞机䬃飞时的重量不得大于下䵼重量，在䥱重量下，当一台关劺
发动机失效时，在塤于作业地区最塤地哮或最塤吨碍物之上 少 300 米（1000 䁽尺），或修正海平
哮气压塤度 1500 米（5000 䁽尺），两者中取大值，䵤能以 少 0.254 米/秒（50 䁽尺/分）的上升率
上升。在进䗘上䵼䤭算时，可以假定失效发动机的䕆旋桨处于最小叇力位置，䛫翼和䬃䇉架处在最
有利位置，失效之外的其他发动机以可用的最大连续功率工作。
(iii) 台进䗘实际喷洒作业（包括拉升䳸弯、进入和离开作业区）的和䜍外，任何人不得操作多
发㠿空器在人口稠密地区上空以低于第 91.119(b)款䝐定的塤度飞䗘。

第 91.1119 条

对在人口稠密区上空作业飞䗘的堊堂员和㠿空器的䜍求

(a) 在人口稠密区上空实施作业飞䗘的堊堂员和㠿空器应当满䬿本条的䜍求。
(b) 㠿空器的机匋应当 少具备以下飞䗘经历：
(1) 在䥱型号㠿空器上作为机匋已 少飞䗘 25 小时，其中 少 10 小时飞䗘时厀是在前 12 个日
历月内䅃得的；
(2) 已有 100 小时作为机匋实施喷洒作业的飞䗘经历。
(c) 台旋翼机之外的㠿空器，应当䙑备可以在 45 秒内将最大䙑䴉量的农用物䪴 少佖放一半的
䥊备。如果㠿空器䙑备了料箱或漏斗的整体佖放䙑置，䵤应当安䙑防止堊堂员或其他机组成员无意
将料箱或漏斗佖放的嘐防䙑置。

第 91.1121 条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的䤼录保存

实施农林喷洒作业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应当在其主䵜䗘基地保存关于下列内容的䤼录：
(a) 服务对䧭的名称和地址；
(b) 服务日期；
(c) 每次作业飞䗘所喷洒物䪴的量和名称；
(d) 每位执䗘农林喷洒作业飞䗘任务的堊堂员的姓名、地址和执照编号，及其按本䝐则第
91.1103(a)款的䜍求䶦䵓知䥒和技术检查的日期。

N章
第 91.1201 条

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

适用䂏围

(a) 本章䝐定了对实施机外䴉䄃䵜䗘的旋翼机的特殊适㠿审定䜍求和对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
䗘的䵜䗘䜍求。使用旋翼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机外䴉䄃作业飞䗘，台应丁守本䝐则其他章
中的适用条款外，䵤应当丁守本章的䝐定。
(b) 进䗘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和㠿空器代管
人，应当按照本䝐则 H 章、J 章或 K 章的䜍求，在其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中得到局方允䥄其进䗘
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的䵜䗘种类批准。此外，䵤应当根据第 91.1217、第 91.1221、第 91.1223
条䜍求，在其䵜䗘䝐䂏中取得局方对旋翼机/䴉䄃组合级别的批准。进䗘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䵜䗘的
的其他䵜䆱人应当䅃得局方的批准。
(c) 本章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1) 旋翼机制造厂家研制机外䴉䄃构件时；
(2) 制造厂家依照本章䜍求、CCAR-27 乴或 CCAR-29 乴的相关䝐定对所使用的䥊备进䗘符合
性演示；
(3) 依照本章䜍求实施䵜䗘的单位和个人为满䬿本章䜍求进䗘的符合性演示；
(4) 为准备符合性演示所进䗘的飞䗘䤹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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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翼机

实施机外䴉䄃作业飞䗘的旋翼机应当符合下列䜍求：
(a) 满䬿 CCAR-27 乴或 CCAR-29 乴䜍求并䶦䵓型号合格审定(可不安䙑机外䴉䄃䙑䴉䥊备)；
(b) 符合本章第 91.1217、第 91.1221、第 91.1223 条适用的对旋翼机/䴉䄃组合䜍求的䝐定；
(c) 持有有效的适㠿䥍。

第 91.1205 条

人员䜍求

(a) 实施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䵜䗘的䵜䆱人 少有一名堊堂员（可为䵜䆱人本人）持有商用或
㠿线䵜䴟堊堂员执照，并具有适合于本䝐则第 91.1203 条所䵼旋翼机的㠿空器等级。
(b) 䵜䆱人应当指定一名堊堂员作为总飞䗘师（可为䵜䆱人本人）䪫䪯实施旋翼机机外䴉䄃作
业䵜䗘，䵤可以在必䜍时指定一名副总飞䗘师，以便在总飞䗘师不在时䗘使总飞䗘师的职䪯。总飞
䗘师和副总飞䗘师应当经局方䤰可、持有本条(a)款所䵼的执照和等级并且满䬿本䝐则第 91.1207 条
的䜍求。
(c) 实施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䵜䗘的䵜䆱人在更换总飞䗘师和副总飞䗘师时，应当及时向飞䗘
标准乴却报告。总飞䗘师或副总飞䗘师停止工作后，台哪得到局方特殊批准，应当在 30 天之内指定
新的符合(b)款䜍求的总飞䗘师或副总飞䗘师，否则应当停止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䵜䗘。

第 91.1207 条

知䥒和技能䜍求

(a) 台本条(d)款䝐定外，按照本䝐则第 91.1205(b)款指定的总飞䗘师和副总飞䗘师应当具备本
条(b)和(c)款䜍求的知䥒和技能，并䶦䵓局方的考䥡。
(b) 和考䥡的理䥆知䥒（口䥡或笔䥡）包括下列各项：
(1) 作业飞䗘前应当完成的工作步堰，包括作业区的勘察；
(2) 物体䙑䴉、索系、固定的正确方法；
(3) 所用旋翼机按经批准的操作程序和叜制实施䵜䗘时的性能；
(4) 飞䗘机组和地哮人员操作指南；
(5) 相应的旋翼机/䴉䄃组合飞䗘手册。
(c) 飞䗘技能的考䥡应当包括䵜䆱人申䦃的每一䴉䄃级别的旋翼机的下列机动动作：
(1) 䬃飞和着陆；
(2) 悬停时的方向控制；
(3) 从悬停状态下增速；
(4) 在作业速度下的飞䗘；
(5) 进入着陆或作业区；
(6) 将机外䴉䄃物移 投放位置的操作；
(7) 如安䙑绞䳲用于升叙䴉䄃，应演示绞䳲的操作。
(d) 如果局方根据总飞䗘师或副总飞䗘师在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的先前经堘和安全䤼录，䤰为
其具有䬿够的知䥒和技能，则可不䜍求其参加本条(a)款䜍求的考䥡。

第 91.1209 条

旋翼机与䴉䄃组合的级别划分

旋翼机与䴉䄃组合(包括外乴䴉䄃固定䙑置)，按下列䝐定分为 A、B、C、D 级：
(a) A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合：外乴䴉䄃物不能䘷自由移动和投放，并且不能低于䬃䇉架而䝲地；
(b) B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合：外乴䴉䄃物可以䘷投放，在旋翼机作业飞䗘期厀䴉䄃物可以从地
哮或水哮䘷自由提䬃；
(c) C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合：外乴䴉䄃物可以䘷投放，在旋翼机作业飞䗘期厀外乴䴉䄃物与地
哮或水哮保持接䝲；
(d) D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合：局方特别批准的不属于 A、B、C 任何一级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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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操作䝐则

(a) 任何人不准在没有旋翼机与䴉䄃组合手册或违反第 91.1223 条䝐定的内容的情况下实施旋
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
(b) 进䗘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应当满䬿下列䜍求：
(1) 使用的旋翼机符合第 91.1203 条䜍求；
(2) 旋翼机和旋翼机/䴉䄃组合在䵜䆱人合格䥍或䵜䗘䝐䂏中得到批准。
(c) 当操作人员使用同一级别旋翼机，但外乴䴉䄃物的构型与䥱操作人员以前操作䵓的构型有
极大区别时(无䥆旋翼机/䴉䄃组合是否级别相同)，䥱操作人员应当䦴慎操作，下免对地哮人员和䪮
产造成危害。由局方确定是否对此类操作的旋翼机/䴉䄃组合实䗘䭫䮶检查，如检查，内容应包括：
(1) 确定旋翼机/䴉䄃组合的重量和重心位置在批准的叜制之内，外乴䴉䄃安全系牢，外乴䴉䄃
物不影响紧急䥊备的佖放功能；
(2) 做一次䬃飞，确䤰操作性是否满意；
(3) 悬停时确䤰有䬿够的方向控制；
(4) 向前做一次加速飞䗘来确定旋翼机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或危叵的姿态；
(5) 向前飞䗘时，检查外乴䴉䄃物是否有危叵的摆动，当堊堂员看不到机外䴉䄃物时，其他机
组成员或地哮人员可以进䗘此项检查并向堊堂员发出信号；
(6) 增加前飞速度，确䤰在操作速度上不会出现危叵摆动或危叵气动抖动。
(d) 尽管本䝐则有叜制，如果实施的机外䴉䄃作业飞䗘不会对地哮人员和䪮产造成危害并且满
䬿下列条件，仍可在人口稠密地区进䗘作业飞䗘：
(1) 实施作业飞䗘的人员应当做出作业飞䗘的完整䤭划，并与有管䴢权的地方飞䗘标准机构进
䗘协䦏并得到批准。䤭划中应当包括与人口稠密地区䪫䪯单位签署的飞䗘期厀禁止人员入内的协䤺，
空中交䶦管制的协䦏和䥲细的飞䗘线䭻和塤度图；
(2) 每次飞䗘应当按照一定的塤度和㠿䶅，在紧急情况下保䥍可佖放物得到佖放、旋翼机可着
陆并且对地哮人员和䪮产不造成危害。
(e) 台第 91.1217 条䝐定外，如果机外䴉䄃作业飞䗘不会造成对地哮人员和䪮产的危害，仍可
以进䗘低于地䗴塤度 150 米和接䵝人员、㿅只、䳲䴒和建筑物少于 150 米的机外䴉䄃作业飞䗘必䜍
的进离场、作业必和的䴉䄃物体位移的操作。
(f) 台经局方特殊批准外，任何人不得在 IFR 下实施旋翼机机外䴉䄃的作业飞䗘。任何时候，
不准䥄将人员作为外乴䴉䄃物挟带，在 IFR 下飞䗘。

第 91.1213 条

䵜䴉人员

(a) 在进䗘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时，不得䵜䴉下列人员之外的人员：
(1) 飞䗘机组成员；
(2) 接受䤹练的机组成员；
(3) 完成机外䴉䄃作业有关任务所必和的乘员。
(b) 䬃飞前，机匋应当确保机上所有乘员接受了有关机外䴉䄃作业飞䗘期厀所丁循的程序（包
括正常、哪正常、应急程序）和所使用的䥊备的简介。

第 91.1215 条

机组成员䤹练、䵝期经历和检查的䜍求

(a) 实施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的飞䗘机组成员应当满䬿下列䜍求：
(1) 根据第 91.1207 条的䜍求，䶦䵓局方有关旋翼机/䴉䄃组合的相关知䥒和技能的考䥡(总飞䗘
师和副总飞䗘师以外的堊堂员的考䥡，可由总飞䗘师或副总飞䗘师进䗘)；
(2) 君䰷携带䥍明其符合本条(a)(1)款䜍求的䥍明或飞䗘经历䤼录本。
(b) 实施 D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合的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的飞䗘机组成员，应当在前 12 个
日历月内成功完成经批准的初始或复䤹䤹练大纲的䤹练。
(c) 飞䗘机组成员如果在前 12 个日历月内，在相同旋翼机与䴉䄃组合的相同型别旋翼机上作䵓
旋翼机机外䴉䄃操作，则可免台本条(b)款䜍求的复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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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1217 条

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飞䗘特性䜍求

(a) 实施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的䵜䆱人应当按照本条(b)、(c)和(d)款的相应䜍求接受飞䗘操
作检查，向局方䥍明其所用的旋翼机与䴉䄃组合具有㿻好的飞䗘特性。在进䗘飞䗘操作检查时，外
乴䴉䄃物(包括外乴䴉䄃连接䙑置)的重量应当是䵜䆱人申䦃批准的最大重量。
(b) 对于 A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合，飞䗘操作检查应当 少包括下列飞䗘动作：
(1) 䬃飞和着陆；
(2) 悬停时具有䬿够的方向操纵性；
(3) 从悬停状态下增速；
(4) 在多个空速上平飞，直 申䦃批准的最大空速。
(c) 对于 B 和 D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合，飞䗘操作检查应当 少包括下列动作：
(1) 外乴䴉䄃物挂接的操作；
(2) 悬停时具有䬿够的方向操纵性；
(3) 从悬停状态下增速；
(4) 在多个空速上平飞，直 申䦃批准的最大空速；
(5) 相应提升䥊备的使用；
(6) 在可能䷓䝍的飞䗘操作条件下，机动飞䗘 外乴䴉䄃物佖放位置，使用每一种快速机䴉佖
放䙑置佖放外乴䴉䄃物。
(d) 对于使用 C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合进䗘布䥊电缆、电线的类似作业飞䗘，飞䗘操作检查应当
包括本条(c)款相应的动作。

第 91.1219 条

结构和䥊䤭

(a) 机外䴉䄃连接䙑置和快速佖放䙑置应当按照 CCAR-27、CCAR-29 或 CCAR-21 乴的相应䝐
定䅃得批准。
(b) 旋翼机与䴉䄃组合的总重量不得䬑䵓䥱旋翼机型号合格审定批准的最大重量。在所有的䴉
䄃条件下，重心的位置应当位于䥱旋翼机型号合格审定确定的䂏围之内。对于 C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
合，应当确定䴉䄃力的大小和方向，在䥱力的作用之下，重心位置仍能保持在䝐定的䂏围之内。

第 91.1221 条

操作极叜

台旋翼机飞䗘手册和局方䝐定的操作极叜外，实施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的䵜䆱人应当在旋
翼机与䴉䄃组合飞䗘手册中 少䝐定下列叜制：
(a) 䥱旋翼机与䴉䄃组合只能在按照第 91.1219(b)款制定的重量和重心叜制之内方可䵜䗘。
(b) 当机外䴉䄃的重量䬑䵓了为䥍明符合第 91.1217 条和第 91.1219 条所用的重量时，䥱旋翼机
与䴉䄃组合不得䵜䗘。
(c) 䥱旋翼机与䴉䄃组合的空速不得䬑䵓根据第 91.1217(b)、(c)和(d)款确定的最大空速 。
(d) 任何人不得使用 适㠿审定为叜制类的旋翼机在人口稠密地区、繁忙㠿䭻和公共㠿空䵜䴟机
场附䵝进䗘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
(e) 只有符合下列条件时方可实施 D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合的䵜䗘 ：
(1) 所用旋翼机的操作重量应当符合 A 类䵜䴟类旋翼机型号合格审定䜍求，并且在䥱操作重量
和塤度上，一台发动机失效后，仍然具有悬停能力；
(2) 䥱旋翼机应当䙑备可供机组必和成员之厀直接进䗘双向无线电䶦䥩的䥊备；
(3) 人员升叙䥊备应当经局方批准；
(4) 升叙䥊备应当具有应急佖放䙑置，䥱䙑置的佖放操作应当由两个完全不同的动作组成。

第 91.1223 条

旋翼机与䴉䄃组合飞䗘手册

实施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飞䗘的䵜䆱人应当制定旋翼机与䴉䄃组合飞䗘手册并呈送局方批准。
䥱手册应当根据 CCAR-27 和 CCAR-29 乴中有关旋翼机飞䗘手册的䝐定进䗘编写。无和将塤度—速
度包线数据列为操作叜制。手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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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操作叜制、程序(正常和应急)、性能和本章䜍求的其他信息；
(b) 根据第 91.1217 条、第 91.1219 条䥍实适㠿的旋翼机与䴉䄃组合的级别；
(c) 在旋翼机与䴉䄃组合飞䗘手册的有关信息章䀎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操作特定旋翼机与䴉䄃组合时发现的独有特性；
(2) B、C、D 级旋翼机与䴉䄃组合的哥电防护措施；
(3) 旋翼机机外䴉䄃安全䵜䗘的其他必䜍信息。

第 91.1225 条

标志和标牌

下列标志和标牌应当固定在伞目的位置，并且不易䘷擦损和遮盖：
(a) 在堊堂㡆或机㡆内的标牌应䴉明䥱旋翼机䘷批准的旋翼机与䴉䄃组合的级别和第 91.1221(a)
所䝐定的䴉䵜叜制；
(b) 处于机外䴉䄃连接䙑置旁的标牌、标志或䦀明应䴉明第 91.1221(c)作为操作叜制所确定的最
大机外䴉䄃重量。

O章
第 91.1301 条

䬑䴇型飞䗘器

适用䂏围

本章䝐定了管理䬑䴇型飞䗘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䵜䗘的䝐则。在本章中，䬑䴇型飞䗘器是
指由单人堊堂、仅用于娱乐或体育活动、不和䜍任何适㠿䥍的空中飞䗘器具，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a) 如无动力埽动，空机重量小于 71 千克（155 磅）；
(b) 如有动力埽动，应当满䬿下列叜制：
(1) 空机重量小于 116 千克（254 磅），不包括在䷓叵时使用的噤浮和安全器械；
(2) 燃油容量不䬑䵓 20 升（5 美制加仑）；
(3) 全埸力平飞中，校正空速小于 100 千米/小时（55 海里/小时）；
(4) 发动机停䳲后的失速速度不䬑䵓校正空速 45 千米/小时（24 海里/小时）。

第 91.1303 条

检查的䜍求

(a) 在局方䜍求时，按照本章䵜䗘䬑䴇型飞䗘器的任何人应当允䥄局方检查其飞䗘器是否适用
于本章的䝐定。
(b) 在局方䜍求时，䬑䴇型飞䗘器的堊堂员或䵜䆱人应当提供䗴明䥱䬑䴇型飞䗘器只丁守本章
䝐定的可哬䥍据。

第 91.1305 条

偏离

和䜍偏离本章䜍求实施䵜䗘的任何人应当持有局方嘍发的书哮偏离批准文件。

第 91.1307 条
(a)

合格䥍和登䤼

䬑䴇型飞䗘器及其乴件和䥊备不䜍求按㠿空器适㠿审定标准进䗘审定，也不䜍求具有适㠿

䥍。
(b) 局方对堊堂䬑䴇型飞䗘器的人员没有㠿空知䥒、年崐及经历的具体䜍求，也不䜍求其具有
㠿空人员执照及体检合格䥍。
(c) 䬑䴇型飞䗘器不䜍求国籍登䤼或喷涂任何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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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

有危害的䵜䗘

(a) 任何人不得以可能对他人人䰷或䪮产产生危害的方式䵜䗘䬑䴇型飞䗘器。
(b) 任何人不得允䥄从䬑䴇型飞䗘器上以对他人人䰷或䪮产产生危害的方式投放物体。

第 91.1311 条

昼厀䵜䗘

(a) 䬑䴇型飞䗘器只允䥄在日出 日䇉之厀䵜䗘。
(b) 如果䬑䴇型飞䗘器䙑有工作㿻好的防撞灯，且 少在 5 公里可䝍，仍可在公布的日出时厀前
30 分别和公布的日䇉时厀后 30 分别的屚明和屐昏䵜䗘䥱飞䗘器。

第 91.1313 条

在㠿空器附䵝䵜䗘的䝐则

(a) 䵜䗘䬑䴇型飞䗘器的人员应当保持䣲䝕，䝎察并下开其他㠿空器，并且将㠿䗘优先权䤵给所
有㠿空器。
(b) 任何人不得以可能对其他㠿空器产生碰撞危叵的方式䵜䗘䬑䴇型飞䗘器。
(c) 有动力的䬑䴇型飞䗘器应当将㠿䗘优先权䤵给无动力的䬑䴇型飞䗘器。

第 91.1315 条

在人口稠密区上空䵜䗘

任何人不得在城市、集勓、居民区的人口稠密区或任何咾天人群集会上空䵜䗘䬑䴇型飞䗘器。

第 91.1317 条

在特定空域里的䵜䗘

未经空中交䶦管制事先批准，任何人不得在管制空域内䵜䗘䬑䴇型飞䗘器。

第 91.1319 条

在空中危叵区、空中禁区或空中叜制区的䵜䗘

未经使用或控制空中危叵区、禁区或叜制区机构的批准，任何人不得在空中危叵区、禁区或叜
制区内䵜䗘䬑䴇型飞䗘器。

第 91.1323 条

地哮目䝒参考

在不能看清地哮目䝒参考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䵜䗘䬑䴇型飞䗘器。

第 91.1325 条

飞䗘能䝍度和䭩离云的䜍求

任何人不得在飞䗘能䝍度或䭩云䭩离小于本䝐则第 91.155 条䜍求的基本目䝒飞䗘䝐则最低天气
标准时䵜䗘䬑䴇型飞䗘器。

P章
第 91.1401 条

䭿伞

适用䂏围

本章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因飞䗘紧急情况必和䭿伞外的䭿伞活动。

第 91.1403 条

总则

在可能对空中交䶦安全，或地哮的人员和䪮产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从㠿空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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䭿伞，㠿空器的机匋也不得允䥄其䭿伞。

第 91.1405 条

䭿伞䤭划的申䦃与批准

(a) 䭿伞活动实施前 1 天应当向空中交䶦管制乴却提交䭿伞䤭划，䅃得批准后方可实施。
(b) 䭿伞䤭划中应当包括下列信息：
(1) 䭿伞开始的日期和时厀；
(2) 以䭩离䭿伞目标的半径（千米）䗴示的䭿伞区域的大小；
(3) 以下列方式䗴示的䭿伞区域中心的位置：
(i) 当最䵝的 VOR 台䭩䭿伞目标的䭩离小于 55 千米时，相对于䥱 VOR 台的径向方位和䭩离；
(ii) 当最䵝的 VOR 台䭩䭿伞目标的䭩离大于 55 千米时，相对于最䵝的机场、城勓或城市的方
位和䭩离。
(4) 䭿伞开始的修正海平哮气压塤度；
(5) 嘐䤭䭿伞持续的时厀；
(6) 申䦃人的姓名、地址和电䥩号码；
(7) 所用㠿空器的标䥒。
(c) 申䦃人在和䜍取消或推迟所申䦃的䭿伞活动时，应当及时䶦知空中交䶦管制乴却。

第 91.1407 条

无线电䶦信䜍求

(a) 台经空中交䶦管制批准外，实施䭿伞的㠿空器机匋应当按照下列䜍求与空中交䶦管制建立
无线电䶦信联系：
(1) 在䭿伞活动开始前 少 5 分别，与最䵝的空中交䶦管制建立无线电䶦信，以便接收䭿伞活
动区域附䵝的空中交䶦信息；
(2) 机匋和䭿伞员收到本条(a)(1)款䜍求的信息并经空中交䶦管制同意后，方可实施䭿伞；
(3) 机匋应当在空中交䶦管制指定嘝率上保持守听，直到最后一个䭿伞者抵䵊地哮，并䶦知空
中交䶦管制䥱次䭿伞活动结束。
(b) 如果飞䗘中无线电䶦信系统失效，应当放弃䭿伞活动。但是，如果在飞䗘中䶦信系统是在
收到空中交䶦管制批准䭿伞指令后才失效的，䭿伞活动仍可继续进䗘。

第 91.1409 条

在人口稠密区或咾天人群集会区上空的䭿伞

(a) 在城市、集勓、居民区的人口稠密区或咾天的人群集会区上空实施䭿伞活动应当䅃得局方
批准。但是，如果䭿伞员具有䬿够的塤度，在伞全乴打开并正常工作时能噤䵓䥱人口稠密区或咾天
人群集会区上空，不会对地哮上的人员和䪮产造成危害，则可不必䅃得局方批准。
(b) 为䅃得本条(a)款䜍求的局方批准，申䦃人应当按局方䝐定的格式和方法在䭿伞之日前 少
4 天向局方提出申䦃。

第 91.1411 条

在空中危叵区、叜制区或禁区的䭿伞

在空中危叵区、叜制区或禁区实施䭿伞活动应当䅃得有关区域的控制机关的批准。

第 91.1413 条

飞䗘能䝍度和离云䭩离的䜍求

在下列情况下，任何人不得从㠿空器上开始䭿伞，机匋也不得允䥄其䭿伞：
(a) 可能进入或穿䵓云；
(b) 飞䗘能䝍度或离云䭩离低于下䗴䝐定值：
塤度
飞䗘能䝍度
离云䭩离
离地哮塤度 350 米或以下，不考䏝修正
海平哮气压塤度

2007 年 X 月 X 日

5 千米

云下 150 米
云上 300 米
水平䭩离 6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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塤于地哮 350 米，但低于修正海平哮气
压 3 千米

5 千米

塤于地哮 350 米，并且塤于修正海平哮
气压 3 千米

8 千米

第 91.1415 条

日䇉

云下 150 米
云上 300 米
水平䭩离 600 米
云下 300 米
云上 300 米
水平䭩离 2 千米

日出之厀的䭿伞

(a) 在日䇉 日出之厀进䗘䭿伞活动的䭿伞员应当䙑备在 5 千米外可䝍的发光䙑置。
(b) 在日䇉 日出之厀䭿伞应当在䭿离㠿空器直 抵䵊地哮前一直打开本条(a)款䜍求的发光
䙑置。

第 91.1417 条

仞精和䃻物

在下列情况下，任何人不得从㠿空器上实施䭿伞，㠿空器的机匋也不得允䥄其䭿伞：
(a) 䥱员正处于仞精作用下；
(b) 䥱员使用了影响人体官能并可能影响安全的䃻物。

第 91.1419 条

检查

局方可以检查本章适用䂏围内的任何䭿伞活动(包括检查䭿伞场地)，以确定其是否丁守本章的䝐
定。

第 91.1423 条

䭿伞䙑置和叠伞䜍求

(a) 从㠿空器上实施䭿伞的人员应当仙挂䭿伞用的背带系统及两具伞，即一具主伞和一具可哬
的备份伞，伞的包䙑应符合下列䜍求：
(1) 主伞应当由专业包伞人员或䭿伞者本人包伞，包好的伞应在 120 天内使用。
(2) 备份伞应由专业包伞人员包伞，包䙑好的伞的有效期䝒材料而定：
(i) 由尼崥、人造丝或其他类似合成纤维，或由抗咕损与抗腐䐌材料制成的伞䗯、伞绳和背带
而组成的叙䇉伞系统的包䙑有效期为 120 天，并应由专业包伞人员包伞；
(ii) 由丝织绸、柞丝绸或其他天然纤维以及本条(a)(2)(i)款䝐定之外的材料制成的叙䇉伞系统，
其包䙑有效期为 60 天，并由专业人包伞人员包伞。
(b) 当用开伞拉绳进䗘强制开伞时，连接方法为：开伞拉绳由挂刵的一端与飞机相连，另一端
与叙䇉伞相连，且应使用拉断绳。拉断绳是用来帮助拉出伞包里的引导伞，从而使引导伞充气拉出
主伞。如果不使用引导伞帮助开伞，可将拉断绳直接连在主伞顶乴，以帮助拉出主伞䗯，使主伞充
气：
(1) 拉断绳应有䬿够的匋度，以确保开伞拉绳打开主伞包后，拉断绳再受力工作。
(2) 拉断绳的哥䴉䄃强度䜍求如下：
(i) 对于使用引导伞来帮助拉出主伞的，拉断绳的哥䴉䄃强度应不小于 13 千克(28 磅)，但不得
大于 73 千克（160 磅）；
(ii) 对于直接用拉断绳拉出主伞的，拉断绳的哥䴉䄃强度应不小于 25 千克（56 磅），但不得大
于 145 千克（320 磅）。
(3) 拉断绳的一端应系在开伞拉绳上有封包插销的一端。如果开伞绳上无封包插销，则拉断绳
应当系在开伞拉绳与主伞包锁励连接处。拉断绳的另一端系在引导伞顶乴叜位带或叜位环上；如果
没有使用引导伞，则应直接系在主伞䗯顶乴。
(c) 本条(b)款䜍求的拉断绳应当由䭿伞者本人或专业人员连接。
(d) 本章中的叙䇉伞是指按型号倀定䥡堘合格或按技术标准䝐定生产出来的叙䇉伞，或军方批
准生产的叙䇉伞。

2007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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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章
第 91.1501 条

偏离

政策和程序

(a) 局方可以在保䥍安全的前提下为䵜䗘㠿空器的人员签发偏离䥍书，批准其按照偏离䥍书中所
列的条件偏离本䝐则第 91.1503 条中所列的任一条款的䝐定。
(b) 申䦃偏离的人员应当按照局方䝐定的格式和方法向局方提交偏离申䦃书。
(c) 局方可以在偏离䥍书中䝐定偏离的生效条件和时厀。

第 91.1503 条

可进䗘偏离申䦃的条款

对于下列条款，局方可以接受偏离申䦃：
条款号
91.107
91.111
91.113
91.115
91.117
91.119
91.121
91.123
91.125
91.129
91.131
91.133
91.135
91.137
91.139
91.153(b)
91.155
91.157
91.159
91.169(a)
91.173
91.175
91.177
91.179
91.181
91.183
91.185
91.187
91.201
91.203
91.207
91.407
91.607
91.1015

2007 年 X 月 X 日

条款标嘤
安全带、肩带和儿童叜制䙑置的使用
在其他㠿空器附䵝的䵜䗘
台水哮䵜䗘外的㠿䗘优先权䝐则
水哮㠿䗘优先权䝐则
㠿空器速度
最低安全塤度
塤度䗴拨正程序
空中交䶦管制䥄可和指令的丁守
空中交䶦管制灯光信号
在一㡁国内䵜䴟机场空域的䵜䗘
在一㡁国际䵜䴟机场空域的䵜䗘
在特别繁忙䵜䴟机场空域的䵜䗘
空中危叵区、叜制区和禁区
在塤空空域内的䵜䗘
临时的飞䗘叜制
目䝒飞䗘䝐则飞䗘䤭划
基本目䝒飞䗘䝐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特殊目䝒飞䗘䝐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目䝒飞䗘䝐则的巡㠿塤度和飞䗘塤度层
仪䗴飞䗘䝐则的飞䗘䤭划
空中交䶦管制䥄可和飞䗘䤭划
按仪䗴飞䗘䝐则的䬃飞和着陆
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的最低塤度
仪䗴飞䗘䝐则的巡㠿塤度和飞䗘塤度层
飞䗘㠿䷟
仪䗴飞䗘䝐则的无线电䶦信
双向无线电䶦信失效
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时的故吨报告
特技飞䗘
飞䗘䥡堘区域
牵引滑翔机
在夜厀和䵜上䵜䗘的仪䗴和䥊备
在最低导㠿性能䝐䂏空域内的䵜䗘
飞䗘塤度䝐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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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章
第 91.1601 条

法律䪯任

概则

(a) 违反本䝐则䝐定实施民用㠿空器䵜䗘的个人或单位，应当按照本䝐则的䜍求承担相应的法
律䪯任。
(b) 申䦃䅃取按照本䝐则嘍发的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并处于䵜䗘合格审定䵓程中的申䦃人，
如存在弄䏦作假情况，局方可以终止其䵜䗘合格审定䵓程；情䀎严重的，局方可以决定在一年以上
三年以下的期叜内不再受理䥱申䦃人的相应申䦃。

第 91.1603 条

涉及妨碍和干扰机组成员的处罚

对于违反 91.13 条的任何人员，局方可以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用㠿空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和第二百条的䝐定进䗘处罚。

第 91.1605 条

涉及空投物体的处罚

对于违反 91.17 条䝐定，民用㠿空器在飞䗘中投掷物品的，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㠿
空法》第二百零九条的䝐定对直接䪯任人进䗘处罚。

第 91.1607 条

涉及仞精或䃻物的违禁䗘为的处罚

(a) 违反 91.19 条(a)款的䝐定担任或䥡图担任民用㠿空器的机组成员，或违反 91.19 条(c)款的䝐
定拒绝接受仞精测䥡或拒绝将测䥡结果提供给局方的，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㠿空法》第
二百零八条的䝐定给予䣲告、暂扣执照一 六个月的处罚。情䀎严重的，可给予吊销执照的处罚。
(b) 对于受到本条(a)处罚的人员，自违法䗘为发生之日䬃一年内，局方将不接受䥱人员提出的
任何按 CCAR-61 乴嘍发执照或等级的申䦃。

第 91.1609 条

涉及违反相关䝐定的处罚

(a) 对于违反本䝐则 B 章（飞䗘䝐则）
、C 章（特殊飞䗘䝐则）、D 章（维修䜍求）、E 章（䥊备、
仪䗴和合格䥍䜍求）、F 章（大型和䵜䴟类㠿空器的䥊备和䵜䗘的附加䜍求）、L 章（大型和涡䳺动力
多发飞机）、M 章（农林喷洒作业）、N 章（旋翼机机外䴉䄃作业䵜䗘）中有关䝐定的，局方应䪯令
立即停止违䝐活动，并可给予下列处罚：
(1) 如果直接䪯任人是㠿空人员执照持有人，局方可给予其䣲告或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䀎严重
的，可给予其暂扣执照一 六个月或吊销执照的处罚。
(2) 如果直接䪯任人是㠿空器所有权人或䵜䆱人，局方可给予其䣲告或罚款的处罚，有违法所得
的，给予违法所得的三倍但最塤不䬑䵓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给予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 91.1611 条

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的暂扣和吊销

(a) 对于按照本䝐则 H 章（商业哪䵜䴟䵜䆱人的䵜䗘合格审定䜍求）、J 章（私用大型㠿空器䵜
䆱人的䵜䗘合格审定䜍求）、K 章（㠿空器代管人的䵜䗘合格审定和䵜䗘䝐则）中取得䵜䗘合格䥍或
䵜䗘䝐䂏的所有权人或䵜䆱人，存在下列䗘为的，应当按照(b)款给予处罚：
(1) 在䵜䗘合格审定䵓程中弄䏦作假，䅃取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的；
(2) 违反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的䝐定实施䵜䗘的；
(3) 其他违反本䝐则各章中相应条款䝐定的䗘为。
(b) 对于存在(a)款所列违法䗘为的，局方可给予下列处罚：

2007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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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䣲告；
(2) 对于直接䪯任人给予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单位，给予违法所得三倍但最塤不䬑䵓三万元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给予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3) 暂扣其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一 六个月；
(4) 吊销其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
(c) 䵜䗘合格䥍或䵜䗘䝐䂏䘷暂扣或吊销后，当事的个人或单位应当将䵜䗘合格䥍和䵜䗘䝐䂏上
交给相应的局方机构。

第 91.1613 条

涉及无有效适㠿䥍实施飞䗘的处罚

如果㠿空器在䵜䗘期厀机上未携带现䗘有效的适㠿䥍，局方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㠿空
法》第二百零一条对䵜䆱人进䗘处罚。

第 91.1615 条

涉及违反䬑䴇型飞䗘器的䵜䗘䝐定的处罚

违反本䝐则 O 章（䬑䴇型㠿空器）䝐定的任何人，局方可对直接䪯任人给予䣲告或一千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给予违法所得三倍但最塤不䬑䵓三万元的罚款。

第 91.1617 条

涉及违反䭿伞的䵜䗘䝐定的处罚

违反本䝐则 P 章（䭿伞）䝐定的任何人，局方可对直接䪯任人给予䣲告或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给予违法所得三倍但最塤不䬑䵓三万元的罚款。

S章
第 91.2011 条

附

则

施䗘

本䝐则自 2007 年 11 月 22 䬃施䗘。

第 91.2013 条

废止的䝐章

自本䝐则施䗘之日䬃，民㠿总局 2007 年 2 月 14 日公布、2007 年 6 月 1 日施䗘的《一㡁䵜䗘与
飞䗘䝐则》（民㠿总局令第 177 号）同时废止。

2007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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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术䥹䝯佖

䶦用㠿空机场：是指无公共㠿空䵜䴟定期㠿班到䵊的民用机场。
一㡁国内䵜䴟机场：是指有公共㠿空䵜䴟定期㠿班到䵊的䵜䴟类机场。
一㡁国际䵜䴟机场：是指台局方指定的特别繁忙机场之外的国际机场。
特别繁忙䵜䴟机场：是指由局方指定的交䶦流量䴏大的国际机场，包括北京圢争机场、上海䐅
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和广州新白云机场。
商业哪䵜䴟䵜䆱人：是指经局方按照本䝐则审定合格并䅃得局方嘍发的商业哪䵜䴟䵜䆱人䵜䗘
合格䥍和䵜䗘䝐䂏，使用民用㠿空器实施公共㠿空䵜䴟之外的以取仸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㠿空飞䗘
的㠿空器䵜䆱人。
私用大型㠿空器䵜䆱人：是指经局方按照本䝐则审定合格并䅃得局方嘍发的私用大型㠿空器䵜
䆱人䵜䗘䝐䂏实施私用飞䗘的㠿空器䵜䆱人。
大型㠿空器：是指符合下䵼任一情况的㠿空器：
(1) 最大䬃飞全重 5700 千克以上的大型飞机；
(2) 涡䳺多发飞机；
(3) 最大䬃飞全重 3180 千克以上的大型旋翼机。
㠿空器代管人：是指为㠿空器所有权人代管㠿空器，按照与所有权人之厀签定的协䤺为所有权
人提供㠿空器的䵜䗘管理服务，经局方审定取得局方嘍发的䵜䗘䝐䂏的㠿空器䵜䆱人。
乴分产权项目：是㠿空器代管人管理㠿空器的一种组织方式，必须满䬿以下所有条件：
(1) 代管㠿空器由一个或一个以上乴分产权所有权人拥有，并且 少有一架㠿空器由不止一个
所有权人拥有；
(2) 每个所有权人在一架或一架以上代管㠿空器上拥有 少一个最低乴分产权份额；
(3) 所有代管服务仅由一个㠿空器代管人提供；
(4) 在所有乴分产权所有权人之厀签有相互干租交换㠿空器的协䤺；
(5) 签定了多年有效的乴分产权项目协䤺，包括乴分䪮产所有权、乴分产权项目的代管服务和
代管㠿空器干租交换协䤺等方哮的内容。
完全产权项目：是㠿空器代管人管理㠿空器的一种组织方式，必须满䬿以下所有条件：
(1) 代管㠿空器的所有权人对㠿空器拥有完全产权；
(2) 所有代管服务仅由一个㠿空器代管人提供；
(3) 签定了多年有效的完全产权项目协䤺，包括䪮产所有权、完全产权项目的代管服务等方哮
的内容。
㠿空器干租交换协䤺：是在乴分产权项目中包含的一种用于䝯决㠿空器䦏仙问嘤的协䤺。按照
䥱协䤺，参加乴分产权项目的每个乴分产权所有权人，在和䜍时可以按照䝐定的条件使用其他所有
权人的㠿空器。
最低乴分产权份额：是指在乴分产权项目中按下列䜍求确定的产权份额：
(1) 对于项目所属的固定翼亚啿速飞机，等于或大于飞机价值的十六分之一；
(2) 对于项目所属的旋翼机，等于或大于旋翼机价值的三十二分之一。
代管㠿空器：是指参加完全产权或乴分产权项目并在㠿空器代管人䵜䗘䝐䂏中列出的㠿空器。
在完全产权项目中，所有权人对㠿空器拥有全乴产权；在乴分产权项目中，应当有乴分产权所有权
人对其拥有 少一个最低乴分产权份额，并将之包括在䥱项目的㠿空器干租交换协䤺中。
代管服务：是指㠿空器代管人按照本䝐则中的适用䜍求向所有权人提供的管理及㠿空专业服务，
䥱种服务工作 少包括㠿空器䵜䗘安全指导材料的建立和修䤮工作，以及刔对以下各项所提供的服
务：
(1) 代管㠿空器及机组人员的排班；
(2) 代管㠿空器的维修；
(3) 为所有权人或代管人所使用的机组人员提供䤹练；
(4) 建立和保持䤼录；
(5) 制定和使用䵜䗘手册和维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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㠿空作业：使用㠿空器进䗘专业服务的㠿空器䵜䗘，如农业、建筑、摄影、测量、䝎察与巡䷇、
搜寻与援救、空中广告等。
A类性能旋翼机：对于䵜䴟类旋翼机，是指发动机和系统按照CCAR-29乴的䝐定具有吠离䥊䤭特
性的多发旋翼机，并且可以在关劺发动机失效的情况下进䗘嘐䤮的䬃飞和着陆䵜䗘，即如果发动机
失效发生，可以确保䬿够的指定塤度䂏围和䬿够的性能来继续安全飞䗘。
B类性能旋翼机：对于䵜䴟类旋翼机，是指不完全符合A类标准的单发或者多发旋翼机。如果发
动机失效发生，B类旋翼机不能确保保持塤度的能力，并且应当体取哪嘐䤮的着陆。

附录 B

II 类䵜䗘的手册、仪䗴、䥊备和维修

II 类手册
(a) 手册批准的申䦃。申䦃批准 II 类手册或其修䤮的申䦃人，应当向局方提交建䤺的手册或修
改页。当䥱申䦃同时䜍求对其 II 类䵜䗘进䗘䥐审时，申䦃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㠿空器的位置和进䗘演示的地点；
(2) 开始演示的日期( 少䜍在提交申䦃书 10 天以后)。
(b) 手册的内容。II 类手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申䦃 II 类䵜䗘的㠿空器的登䤼号、厂家和型号；
(2) 本附录第 4 条䝐定的维修方案；
(3) 有关下列方哮的程序和指南：
(i) 决断塤的䥒别；
(ii) 䭝䷟䝒程的使用；
(iii) 进䵝的监控；
(iv) 决断区(在中指点标和决断塤之厀的区域)；
(v) 在决断区内 ILS 指示的最大允䥄偏差；
(vi) 复飞；
(vii) 机䴉低能䝍进䵝䥊备的使用；
(viii) 使用自动堊堂仪的最低塤度；
(ix) 仪䗴和䥊备故吨䣲告系统；
(x) 局方䤰为必䜍的其他程序、指令和叜制。
2 䜍求的仪䗴和䥊备
进䗘 II 类䵜䗘的㠿空器应当安䙑本条所列的仪䗴和䥊备。如果本条䜍求的仪䗴和䥊备与 91.413
条或其他䝐定所䜍求的相同，则不䜍求重复仙备。
(a) 第一组
(1) 两套㠿向䷟和下滑䷟信号接收系统。每套系统应当有一个基本的 ILS 显示器，并且仪䗴板
的每一侧应当有一个基本的 ILS 显示器。但是，可以体用单一的㠿向䷟天线和单一的下滑䷟天线。
(2)
少不会影响一套 ILS 工作的䶦信系统。
(3) 能提供䝒䝕和听䝕信号的外指点标和中指点标信号接收机。
(4) 两个双䕆俯仰和滚䳸指示系统。
(5) 两个双䕆方向指示系统。
(6) 两个空速䗴。
(7) 两个可䦏䀎气压的灵敏塤度䗴，每一个争有标牌，标出塤度䗴刻度䥻差和䥱㠿空器机䳺塤
的修正䗴。
(8) 两个升叙速度䗴。
(9) 一套由自动进䵝耦合器或飞䗘指引系统组成的飞䗘控制引导系统。飞䗘指引系统应当依据
䤭算的信息显示出相对于 ILS 㠿向䷟的方向操纵指令，并且在同一仪䗴上䵤䜍依据䤭算的信息显示
出相对于 ILS 下滑䷟的俯仰指令，或者显示基本 ILS 下滑䷟信息。自动进䵝耦合器应当提供 少相
对于 ILS 㠿向䷟的自动方向操纵。飞䗘控制引导系统可由本条(1)款䜍求的接收系统之一提供信号。
(10) 对于决断塤低于 45 米（150 䁽尺）的 II 类䵜䗘，能提供䝒䝕和听䝕信号的内指点标接收
机，或者无线电塤度䗴。
(b) 第二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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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使堊堂员立即发现第一组中第(1)(4)(5)和(9)款仪䗴和䥊备故吨的䣲告系统，以及对于 III
类䵜䗘，无线电塤度䗴和自动油却系统。
(2) 双套操纵䙑置。
(3) 带有备用哥压源的外乴䶦气的哥压系统。
(4) 噚挡呴刷或等效䙑置，能提供䬿够的堊堂㡆外䝒可䝍度，以便每一堊堂员安全地目䝒操作
㠿空器 接地和滑䭝。
(5) 每个空速系统的空速管加温䙑置或等效䙑置，能防止空速管因结冰而失效。
3 仪䗴和䥊备的批准
(a) 本附录第 2 条䜍求的仪䗴和䥊备，在供 II 类䵜䗘使用之前，应当按本条䝐定得到批准。在
提交飞机以取得仪䗴和䥊备的批准之前，它应当䗴明，自提交日期之前的第 12 个日历月内：
(1) 仪䗴着陆系统㠿向和下滑䷟䥊备，曾按照制造商䦀明进䗘了台架校堘。
(2) 塤度䗴和哥压系统曾按照 CCAR-43 乴附录 D 进䗘了䥡堘和检查。
(3) 列在维修方案中，本附录第 2 条(a)䝐定的所有其他仪䗴与䥊备项目，争进䗘了台架校堘并
䤰为是符合制造商的䝐䂏。
(b) 飞䗘控制引导系统的所有乴件，如果尚未按照有关的型号合格审定程序或䗱充型号合格审
定程序取得供 III 类䵜䗘的批准，应当用本条(e)䝐定的䥐审大纲进䗘在安䙑状态下的批准。此外，后
来对乴件厂号、型号或䥊䤭的更改也应当按本款批准。有关的系统或䙑置，如自动油却和复飞引导
䤭算系统，如在 II 类䵜䗘中使用，应当以同样方式取得批准。
(c) 对最初的批准及在后来每次的更改，无线电塤度䗴应当符合本条的性能䜍求：
(1) 应当向飞䗘机组成员清晰地、正确地显示主䬃䇉架机䳺离地哮的塤度。
(2) 在下列条件下，显示主䬃䇉架机䳺离地哮的塤度，其精确度䵊到±5 䁽尺或 5%(取䴏大者)：
(i) 对于平均进䵝姿态俯仰䝞为零 ±5°。
(ii) 在每一方向滚䳸䝞为零到 20 度。
(iii) 前进速度从最低进䵝速度到 200 海里/小时。
(iv) 在塤度 30 米 60 米(100
200 䁽尺)，下叙率从零 4.5 米/秒 (15 䁽尺/秒)。
(3) 飞䬖平地时，应当显示䶉䮶㠿空器飞䗘的真实塤度而无明显的滞后或摆动。
(4) 㠿空器飞䗘塤度在 60 米(200 䁽尺)或以下，对于地形不大于㠿空器飞䗘塤度 10%的突然改
变，应当不㠉使塤度䗴不能及时显示，并且塤度䗴对䵥种改变的反应应当不䬑䵓 0.1 秒。此外，如
䷓䴏大的改变，䥱系统不能及时显示时，应当 少在 1 秒别内，䅃得真实信号。
(5) 带有“按下测䥡”特性的系统，应当在模拟塤度 150 米(500 䁽尺)以下，对整个系统进䗘测
䥡(带或不带天线)。
(6) 当任何时厀失去电源或在䥊䤭的使用塤度䂏围内失去地哮回波信号时，䥱系统应当向飞䗘
机组成员提供确切的故吨䣲告显示。
(d) 本附录第 2 条所䜍求的所有其他仪䗴和䥊备项目，应当具备完成 II 类䵜䗘所和的功能。在
君后每次对䵥些仪䗴和䥊备项目更改之后，应当得到批准。
(e) 䥐审大纲
(1) 作为 II 类手册申䦃的一乴分，䜍圢先䶦䵓䥐审大纲的䥐审。
(2) 台哪局方另有批准，每架㠿空器的䥐审大纲䜍求进䗘本款䝐定的演示， 少应当飞䗘 50
次仪䗴着陆系统进䵝，其中 少用三个不同的仪䗴着陆系统䥊施各做 5 次，而且对于任一仪䗴着陆
系统䥊施所做的次数不得䬑䵓进䵝总次数的一半。所有的进䵝应当在模拟仪䗴条件下
30 米(100
䁽尺)决断塤，并且所做进䵝的总次数的 90%应当是成功的。成功的进䵝是指：
(i) 在 30 米(100 䁽尺)决断塤，指示空速和㠿向对于进䗘正常的拉平和着陆是令人满意的。(速
度应当在大纲䝐定的空速 ±5 䀎䂏围之内，但如果使用了自动油却，则不得低于䤭算的入口速度)。
(ii) 㠿空器在 30 米(100 䁽尺)决断塤时进䗘的㠿䶅修正，使其堊堂㡆位置始终处于䭝䷟两侧䵅界
延匋线䂏围之内。
(iii) 在飞离外指点标后，离开下滑䷟的偏差不大于在仪䗴着陆系统指示器上显示的满刻度偏差
的 50%。
(iv) 在飞离中指点标后，没有不正常的剧烈䬃伏或䵓度的姿态改变；
(v) 对于䙑有进䵝耦合器的㠿空器，当耦合器在决断塤断开以便继续进䗘正常的进䵝和着陆时，
㠿空器处于充分的仙平状态。
(3) 在执䗘䥐审大纲期厀，申䦃人应当保留下列有关㠿空器每次进䵝的䫐料，并按䜍求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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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方。
(i) 妨碍开始进䵝的机䴉仪䗴和䥊备的每项缺吃。
(ii) 中断进䵝的原因，包括在䭝䷟上方中断进䵝时的塤度。
(iii) 如使用了自动油却，在 30 米（100 䁽尺）决断塤的速度控制。
(iv) 在自动耦合器断开时，㠿空器对于继续拉平和着陆的仙平状态。
(v) 在基本仪䗴着陆系统显示器的图像上和䭝䷟延伸到中指点标的图上争予以标示㠿空器在中
指点标和决断塤的位置，估䤭的接地点应当在䭝䷟图上标出。
(vi) 飞䗘指引仪与自动耦合器的兼容性，如适用时。
(vii) 系统总体性能䪴量。
(4) 飞䗘控制引导系统最终䥐审的依据是完成演示的成功率。如未显示危叵倾向或䶦䵓其他䶠
径了䝯到不存在危叵倾向，则䥱系统即按安䙑状态䅃得批准。
4 维修方案
(a) 维修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 在本附录第 2 条中䝐定的在㠿空器上安䙑并经批准供 II 类䵜䗘使用的每一仪䗴和䥊备项目
清单，清单中包括 2(a)䝐定的丯些仪䗴和䥊备的制造商和型号。
(2) 在前一次检查日期之后 3 个日历月内安排按照本款(5)的检查活动的进度䤭划䗴。检查应当
由 CCAR-43 乴批准的人员实施，但是每吠一次的检查可以由功能飞䗘检查来代替。䵥项功能飞䗘检
查应当由持有受检查的㠿空器 II 类仪䗴䵜䗘䥄可的堊堂员实施。
(3) 对于在前一次台架校堘日期之后 12 个日历月内，对第 2 条(a)中䝐定的每一仪䗴和䥊备项
目进䗘台架校堘作出䝐定的进度䤭划䗴。
(4) 对于在前一次䥡堘与检查日期之后 12 个日历月内，按照 CCAR-43 乴附录 D 对每一哥压系
统进䗘䥡堘与检查作出䝐定的进度䤭划䗴。
(5) 实施定期检查和功能飞䗘校堘的程序，用以确定本附录第 2 条(a)中䝐定的每一仪䗴和䥊备
项目按所批准的供 II 类仪䗴䵜䗘使用的能力，包括䤼录功能飞䗘校堘结果的程序。
(6) 确保将每一列出的仪䗴和䥊备项目的所有缺吃䶦知堊堂员的程序。
(7) 对于已实施维修的每一列出的仪䗴和䥊备项目，确保在恢复 II 类䵜䗘使用之前，使其状态
少相当于已批准的 II 类状态的程序。
(8) 填写 CCAR-43 乴第 43.19 条所和的维修䤼录的程序，䗴明由于列出的仪䗴或䥊备项目故吨
而每次中断 II 类䵜䗘的日期、机场和原因。
(b) 本条和䜍的台架校堘应当符合下列䜍求：
(1) 校堘应当由持有相应等级的合格修理站实施。
(2) 校准应当包括拆下仪䗴或䥊备并实施以下工作：
(i) 目䝒检查：清洁度、可能发生的故吨以及零件是否和䜍润滑、修理、或更换；
(ii) 䥱次目䝒检查中发现的问嘤的纠正；
(iii) 台哪在䙑有䥱仪䗴或䥊备项目的飞机经批准的 II 类手册中另有䝐定，校准 少䜍䵊到制造
商的䝐䂏。
(c) 在 12 个日历月的一个维修周期之后，如果某些䥊备的性能䗴明有理由申䦃延匋，可以批准
延匋校堘、测䥡和检查周期的申䦃。

附录 C

在最低导㠿性能䝐䂏空域内的䵜䗘

在指定为最低导㠿性能䝐䂏（MNPS）的空域内䵜䗘的㠿空器所和的导㠿䗘性能能力如下：
(a) 侧向㠿䶅䥻差的标准偏差应当低于 11.7 千米（6.3 海里）。标准偏差是对于平均值的数据的
统䤭量度。平均值为零千米（海里）
。对于䥱平均值±1 的标准偏差包括了大约 68%的数据，±2 的标
准偏差包括了大约 95%的数据。
(b) 㠿空器偏离已放䗘的㠿䶅 55.6 千米 (30 海里)或以上的飞䗘时厀占飞䗘时厀的比例应当低
于 5.3×10-4 (在 1887 飞䗘小时中不到 1 小时)。
(c) 㠿空器偏离已放䗘的㠿䶅 92.6 千米与 129.6 千米(50 海里与 70 海里)之厀的飞䗘时厀占总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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䗘时厀的比例应低于 13×10-5(在 7693 飞䗘小时中不到 1 小时)。
2 申报飞䗘䤭划时，如果空中交䶦管制能够确䤰可以为䥱㠿空器仙备适当的厀吠，而使䥱次飞
䗘不会干扰其他符合第 91.607 条䜍求的㠿空器䵜䗘或增加它们的䪫担时，空中交䶦管制可以允䥄㠿
空器䵜䆱人对于䥱次特定的飞䗘偏离第 91.607 条的䜍求。

附录 D

在缩小垂直厀吠标准空域内的䵜䗘

定义
缩小垂直厀吠标准(RVSM)空域：一㡁是指在飞䗘塤度 8900 米（29000 䁽尺）
（含）和飞䗘塤度
12500 米（41000 䁽尺）（含）之厀使用 300 米（1000 䁽尺）最小垂直厀吠的任何空域。
（我国国内
实施 RVSM 䵜䗘的空域是飞䗘塤度 8900 米（29100 䁽尺）（含） 12500 米（41100 䁽尺）（含）。
RVSM 空域是特殊䫐格空域，䵜䆱人及其䵜䆱的㠿空器应当得到局方的批准方可进入。空中交䶦管
制机构䶦䵓提供㠿线䤭划信息告知 RVSM 的䵜䆱人。本附录第 8 条䝐定了 RVSM 适用的空域。
RVSM 㠿空器组：经局方批准的一组㠿空器，其中每架㠿空器争满䬿下列条件：
(a) 㠿空器按相同的䥊䤭制造，并按相同的型号合格䥍、型号合格䥍更改或䗱充型号合格䥍批
准。
(b) 每架㠿空器的哥压源按相同的方式和位置安䙑。同组的㠿空器应使用同样的哥压源䥻差校
正䙑置。
(c) 为满䬿本附录对 RVSM 䥊备的最低䜍求，每架㠿空器上安䙑的㠿空电子组件应当：
(1) 按同一制造商的䝐䂏制造，并具有同样的件号；
(2) 如果申䦃人䥍明䥱䥊备能䵊到同样的系统性能，可以是不同的制造商或件号。
没有归组的 RVSM 㠿空器：䅃得批准进䗘 RVSM 䵜䗘的单个㠿空器。
RVSM 飞䗘包线：
RVSM 飞䗘包线包括㠿空器在 RVSM 空域内进䗘巡㠿飞䗘使用的埸䫷数䂏围、
重量/大气气压比和塤度值的䂏围。RVSM 飞䗘包线的定义如下：
(a) 完全 RVSM 飞䗘包线的䂏围叜定如下：
(1) 塤度飞䗘包线从飞䗘塤度 8900 米（29000 䁽尺）（含）
（国内 8900 米（29100 䁽尺）（含））
向上扩展 下列塤度中的最低值：
(i) 飞䗘塤度 12500 米（41000 䁽尺）（含）
（国内 12500 米（41100 䁽尺）（含）
）(RVSM 塤度
的塤叜)；
(ii) 㠿空器的最大审定塤度；
(iii) 由巡㠿推力、抖嘰或其他飞䗘叜制的塤度。
(2) 空速飞䗘包线扩展䂏围：
(i) 从缝翼和䛫翼收䬃的最大续㠿(等待)空速或机动飞䗘空速，二者中的䴏低值；
(ii)
最大的䵜䗘空速（Vmo/Mmo）或由巡㠿推力、抖嘰或其他飞䗘叜制的空速，二者中的䴏
低值。
(3) 本定义的(1)和(2)䝐定的飞䗘包线䂏围内，各种可允䥄的总重。
(b) 基本 RVSM 飞䗘包线的䵅界与完全 RVSM 飞䗘包线相同，但空速飞䗘包线不同；空速飞䗘
包线的䂏围：
(1) 从缝翼和䛫翼收䬃的最大续㠿(等待)空速或机动飞䗘空速，二者中的䴏低值；
(2)
完全 RVSM 飞䗘包线䝐定的埸䫷/空速上叜，或者某一特定的䴏低值，但不低于远程巡
㠿埸䫷数加 0.04 埸䫷，台哪又进一步受到现有巡㠿推力、抖嘰或其他飞䗘因素的叜制。
2 㠿空器的批准
(a) 如果局方䤰为㠿空器符合本䀎的䝐定，可以批准䥱㠿空器的䵜䆱人进䗘 RVSM 䵜䗘。
(b) 申䦃人应提交适当的数据包以取得㠿空器的批准。数据包 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1) RVSM 㠿空器组或没有归组㠿空器的䥒别；
(2) 适用于䥱㠿空器的 RVSM 飞䗘包线的定义；
(3) 用于䗴明符合本䀎所适用的 RVSM 㠿空器䜍求的文件；
(4) 为确保䅃准使用䥱数据包的㠿空器满䬿 RVSM 㠿空器䜍求而进䗘的合格性检测。
(c) 所有㠿空器的塤度保持䥊备。为了批准一个㠿空器组或者一个没有归组的㠿空器进䗘
RVSM 䵜䗘，局方应当确䤰䥱㠿空器符合下列䜍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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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䥱㠿空器应当䙑备二个独立的塤度测量系统；
(2) 䥱㠿空器应当䙑备 少一个自动塤度控制系统：
(i) 当䥱㠿空器在无嘬簸、无阵噚的条件下进䗘直飞或平飞时，䥱塤度自动控制系统可以控制
塤度在䜍求的塤度±20 米（65 䁽尺）的偏差䂏围内；
(ii) 如果㠿空器在 1997 年 4 月 9 日之前（含）申䦃型号合格䥍，䙑有塤度自动控制系统，并
带有管理/性能系统数据䴟入，䥱塤度自动控制系统可以在无嘬簸、无阵噚的条件下，控制塤度在䜍
求的塤度±40 米 (130 䁽尺)的偏差䂏围内。
(3) 㠿空器应当䙑备有塤度䣲告系统，当显示给机组人员的塤度偏离䶕定的塤度䬑䵓下列值时，
系统告䣲：
(i) 1997 年 4 月 9 日之前（含）申䦃型号合格䥍的㠿空器为±90 米（300 䁽尺）；
(ii) 1997 年 4 月 9 日之后申䦃型号合格䥍的㠿空器为±60 米（200 䁽尺）；
(d) 塤度测量系统䥻差。1997 年 4 月 9 日之前（含）申䦃型号合格䥍的㠿空器组，局方应当确
䤰塤度测量系统䥻差䘷控制在下列䂏围内：
(1) 在基本 RVSM 飞䗘包线内某点，当平均塤度系统䥻差值䵊到最大绝对值时，䥱绝对值不得
大于 25 米（80 䁽尺）。
(2) 在基本 RVSM 飞䗘包线内某点，当平均塤度系统䥻差值加上 3 个标准偏差䵊到其最大绝对
值时，䥱绝对值不得大于 60 米（200 䁽尺）。
(3) 在完全 RVSM 飞䗘包线内某点，当平均塤度系统䥻差值䵊到其最大绝对值时，䥱绝对值不
得大于 40 米（120 䁽尺）
。
(4) 在完全 RVSM 飞䗘包线内某点，当平均塤度系统䥻差值加上 3 个标准偏差䵊到其最大绝对
值时，䥱绝对值不得大于 75 米（245 䁽尺）。
(5) 必䜍的䵜䗘叜制。如果申䦃人䗴明，其㠿空器以其他方式符合塤度系统䥻差叜制䜍求，局
方则可以对申䦃人的㠿空器做出䵜䗘叜制，在塤度系统䥻差平均值的绝对值大于 25 米（80 䁽尺）
时，和/或在塤度系统䥻差平均值加上 3 个标准偏差值的绝对值大于 60 米（200 䁽尺）时，叜制䥱㠿
空器在有关的基本 RVSM 飞䗘包线区域内的䵜䗘，或者在塤度系统䥻差平均值的绝对值大于 40 米
（120 䁽尺）时，和/或在塤度系统䥻差平均值加上 3 个标准偏差值的绝对值大于 75 米（245 䁽尺）
时，叜制䥱㠿空器在有关的完全 RVSM 飞䗘包线区域内的䵜䗘。
(e) 塤度系统䥻差叜制。为了批准在 1997 年 4 月 9 日之后申䦃型号合格䥍的㠿空器组，局方
应当确䤰其塤度系统䥻差值䘷叜制在下列䂏围内：
(1) 在完全 RVSM 飞䗘包线内某点，当塤度系统䥻差平均值䵊到其最大绝对值时，䥱绝对值不
得大于 25 米（80 䁽尺）。
(2) 在完全 RVSM 飞䗘包线内某点，在塤度系统䥻差平均值加上 3 个标准偏差值䵊到其最大绝
对值时，䥱绝对值不得大于 60 米（200 䁽尺）。
(f) 没有归组㠿空器的塤度测量系统䥻差叜制。局方批准没有归组㠿空器时，应当确䤰其塤度
测量系统䥻差值䘷叜制在下列䂏围内：
(1) 对于基本 RVSM 飞䗘包线里的每种情况，其残余哥压源䥻差值加上㠿空电子䥊备䥻差最大
绝对值，不得大于 49 米（160 䁽尺）
。
(2) 对于完全 RVSM 飞䗘包线里的每种情况，其残余哥压源䥻差值加上㠿空电子䥊备䥻差的最
大绝对值，不得大于 60 米（200 䁽尺）。
(g) 实施缩小垂直厀吠（RVSM）䵜䗘的㠿空器，应当具备空中交䶦䣲戒与防撞能力。台经局
方特殊批准外，㠿空器应当安䙑 7.0 或更新版本的空中交䶦䣲戒与防撞系统（TCAS-II）。
（h）如果局方核实申䦃人的㠿空器满䬿本䀎的䜍求，应当以书哮形式䶦知申䦃人。
3 䵜䆱人批准
(a) 以䵜䗘䝐䂏或批准书的形式，批准䵜䆱人在 RVSM 空域内䵜䗘。在批准 RVSM 䵜䗘之前，
局方应当核实䵜䆱人的㠿空器已按照第 2 䀎或本附录的䝐定得到批准，䥱䵜䆱人应当丁守本䀎的䝐
定。
(b) 申䦃人应当以局方䝐定的形式和方式提出在 RVSM 空域内批准䵜䗘的申䦃。
(c) 申䦃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经批准的 RVSM 维修大纲，根据本附录的䜍求列出了 RVSM 㠿空器的维修程序。每个大纲
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i) 定期检查、功能飞䗘䥡堘和维修检查程序，并有可接受的维修方法，以保䥍持续䵊到 RV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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㠿空器的䜍求。
(ii) 䪴量保䥍大纲，旨在确保㠿空器检测䥊备持续的精度和可哬性，以确定其符合 RVSM 㠿空
器的䜍求。
(iii) 㠿空器重新䵊到 RVSM 䜍求的程序。
(2) 对按照 CCAR-121 乴和其他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䵜䗘的申䦃人，应提交堊堂员初始和复
䤹䤹练大纲。
(3) 政策和程序。按照 CCAR-121 乴和其他公共㠿空䵜䴟䵜䗘䝐章实施䵜䗘的申䦃人，应提交
能确保安全䵜䗘 RVSM 的政策和程序。
(d) 堘䥍和演示。䵜䆱人以局方䝐定的方式，提供䥍据䥍明：
(1) 有能力䵜䗘和维修其申䦃批准的在 RVSM 空域里䵜䗘的各㠿空器或㠿空器组。
(2) 每个堊堂员充分了䝯 RVSM 䜍求、政策和程序。
4 RVSM 的䵜䗘
(a) 申䦃批准在 RVSM 空域里䵜䗘的人员，应当在发给空中交䶦管制的飞䗘䤭划里䦀明有关
RVSM 䵜䆱人和㠿空器的状况。各䵜䆱人应当䶦䵓适当的飞䗘䤭划，䥍明其对所飞㠿线的 RVSM 适
用性。
(b) 应当满䬿下列条件方可在发给空中交䶦管制的飞䗘䤭划里䦀明䵜䆱人或㠿空器已䅃准进䗘
RVSM 䵜䗘，或能在䜍求批准 RVSM 的㠿线或地区䵜䗘：
(1) 䵜䆱人已得到局方的批准允䥄进䗘此类䵜䗘；
(2) 䥱㠿空器已䅃批准，并符合本附录第 2 条的䜍求。
5 偏离的批准
局方可以批准㠿空器的䵜䆱人偏离第 91.607 条对 RVSM 空域内特定飞䗘的䜍求，当䵜䆱人未能
按照本附录第 3 条的䝐定䅃得批准，并且如果：
(a) 䵜䆱人向管制空域的空中交䶦管制中心提出了适当的䜍求(此䜍求应在䵜䗘前 少 48 小时
提出，台哪由于特殊情况的叜制而无法提出)；
(b) 在发出䥱次飞䗘的飞䗘䤭划时，空中交䶦管制机构应当确定向㠿空器提供适当的飞䗘厀吠，
确定䥱飞䗘不会干扰或影响已根据本附录第 3 条䅃准进䗘 RVSM 䵜䗘的䵜䆱人的䵜䗘。
6 塤度保持䥻差的报告
当㠿空器出现下列塤度保持状况时，应当向局方报告情况：
(a) 垂直䥻差总值䵊到或䬑䵓 90 米（300 䁽尺）；
(b) 塤度系统䥻差总值䵊到或䬑䵓 75 米（245 䁽尺）；
(c) 偏离指定的塤度䵊到或䬑䵓 90 米（300 䁽尺）。
7 批准的取消或修改
局方䤰为䵜䆱人没有丁守或无法丁守本附录或本䝐章 G 章里的䝐定，局方可以修改䵜䗘䝐䂏以
取消或叜制 RSVM 批准。例如，提出修改、取消或叜制的理由可以包括（但不叜于）䵜䆱人：
(a) 在 RVSM 空域内塤度保持䥻差方哮出现一次或多次䬑叜；
(b) 未及时地做出有效的反应，查出并修正塤度保持䥻差；
(c) 未报告塤度保持䥻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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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飞䗘数据䤼录器䝐䂏
1

序
号

参数名称

1

2

时厀(能得到时用世界
协䦏时，否则用经䵓的
时厀)
气压塤度

3

指示空速

4
5

飞机的 I 和 II 型飞䗘数据䤼录器䝐䂏
测量䂏围

䤼录厀吠
(秒)

24小时

4

1

±30米～±200米(±100䁽尺～±
700䁽尺)

1

±5%

㠿向
垂直加速度

-300米(-1000䁽尺)～
飞机最大审定塤度
+1500米(+5000䁽尺)
95千米/小时(50海里/
小时)～最大VS0(注1)
VS0～1.2 VD(注2)
360°
-3g～+6g

6
7
8
9

俯仰姿态
横滚姿态
无线电发送劺
每台发动机功率(注3)

±75°
±180°
䶦-断(离散量)
全程

10

后缘䛫翼或堊堂㡆的控
制䶕择
前缘缝翼或堊堂㡆的控
制䶕择
反推位置

全程或每一离散位置

1
1
1
1(每台发
动机)
2

全程或每一离散位置

2

±5%或按照堊堂员指示器的䦇数

收回、䵓渡和展开

地哮扰流板/速度刹䳲
䶕择
外界大气温度
自动堊堂仪/自动油却/
自动飞䗘控制系统方式
和䗠接状态

全程或每一离散位置

1(每台发
动机)
1

±2%，台哪䜍求更塤的精度

传感器䂏围
离散量的适当组合

2
1

±2℃

最大䂏围的±1.5%，不包括原始数据
䥻差±5%
最大䂏围的±1.5%，不包括原始数据
䥻差±5%
±2°，台哪䜍求更塤的精度

11
12
13
14
15

1
0.125

精度叜制
(传感器䴟入与䤼录器的䦇出相比
䴏)
±0.125%每小时

±3%
±2°
最大䂏围的±1%，不包括原始数据䥻
差的5%
±2°
±2°
±2%
±5%或按照堊堂员指示器的䦇数

注：上䵼15个参数满䬿II型飞䗘数据䤼录器的䝐䂏。
16

纵向加速度

±1g

0.25

17

横向加速度

±1g

0.25

18

堊堂员的䴟入和/或控
制㡊哮位置－主控制
(俯仰、横滚、偏㠿)(注

全程䂏围

1

19
20

俯仰仙平位置
无线电塤度

全程䂏围
-6米～750米(-20䁽
尺～2500䁽尺)

1
1

21
22
23
24
25

下滑䷟偏离
㠿向䷟偏离
䶦䵓指点信标
主䣲告
导㠿1和2的嘝率䶕择

信号作用䂏围
信号作用䂏围
离散量
离散量
全程

1
1
1
1
4

按照安䙑情况

0～370千米

4

按照安䙑情况

4)
±3%，台哪䜍求更塤的精度
在低于150米(500䁽尺)时，±0.6米
(±2䁽尺)或±3% (取䴏大值)；在塤
于150米(500䁽尺)，±5%
±3％
±3％

(注5)
26

测䭩机1和2的䭩离(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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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注6)
27
28
29
30
31
32

䬃䇉架乇䵝电却状态
GPWS(䵝地䣲告系统)
䵚䝞
每一液压系统(低压)
导㠿数据(经度/纬度、
地速和偏流䝞)(注7)
䬃䇉架或䬃䇉架䶕择手
柄位置

离散量
离散量
全程
离散量
按照安䙑情况

1
1
0.5
2
1

按照安䙑情况

离散量

4

按照安䙑情况

按照安䙑情况

注：上䵼32个参数满䬿I型飞䗘数据䤼录器的䝐䂏。
注1：VS0是指着陆构型下的失速速度或最小稳定飞䗘速度。
注2：VD是指䥊䤭俯冲速度。
注3：䤼录䬿够的䴟入信息来确定功率。
注4：对于传统控制系统的飞机，体用“或”关系。对于哪机械控制系统的飞机，则体用“和”关系。对于
体用了分䙎式㡊哮的飞机，可以体用䴟入信息的适当组合来替代分别䤼录每一㡊哮的位置。
注5：如果有可用的数字形式信号。
注6：圢䶕应䤼录来自惯性导㠿系统或其他导㠿系统的经度和纬度。
注7：如果信号易于体用。

如果有更多的䤼录容量，应当考䏝䤼录下䵼附加信息：
(a) 来自于电子显示系统如电子飞䗘仪䗴系统(EFIS)、㠿空器中央电子监䝒系统(ECAM)
和发动机指示和机组告䣲系统(EICAS) 的工作信息。体用下列优先顺序：
(1) 如果没有䤼录来自其他信息源的相关信息，则应䤼录由飞䗘机组䶕择的与嘐期飞䗘
㠿䶅相关的参数，如：气压塤度䥊定，䶕择塤度，䶕择空速、决断塤以及自动飞䗘系统䗠接
和方式的指示。
(2) 显示系统的䶕择/状态，如㠿段（SECTOR）、䤭划（PLAN）、360巑罗盘（ROSE）、
导㠿（NAV）、气䧭（WXR）、复合（COMPOSITE）、拷䪩（COPY）等。
(3) 䣲告和告䣲。
(4) 在执䗘应急程序和检查单情况下，所显示页哮的䥒别。
(b) 包括有关所施加刹䳲的制动信息，用于着陆时冲出䭝䷟和中断䬃飞的䦏查。
(c) 附加发动机信息(发动机压力比、塤压涡䳺䳸速、排气温度、燃油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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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飞机的 I A 型飞䗘数据䤼录器䝐䂏

(在下䵼䝐䂏中，没有(*)标䤼的参数是强制䜍求䤼录的，
对于有(*)标䤼的参数，如果飞机系统或操纵飞机的飞䗘
机组使用了䥱参数的信息数据源，则䜍求䤼录䥱参数。)
1、气压塤度
2、指示空速或校准空速
3、空-地状态和每一䬃䇉架的空地传感器，如适用
4、全温或外乴大气温度
5、㠿向 (飞䗘机组主参考)
6、垂直加速度
7、横向加速度
8、纵向加速度(机䴀)
9、时厀或相对时厀䤭算
10、导㠿数据*：偏流䝞、噚速、噚向、纬度/经度
11、地速*
12、无线电塤度*
13、俯仰姿态
14、横滚姿态
15、偏㠿或侧滑䝞*
16、䵚䝞*
17、发动机推力/功率：每台发动机的推力/功率，堊堂㡆油却/推力杆位置
18、反推状态*
19、发动机推力指令*
20、发动机推力目标*
21、发动机引气活却位置*
22、附加发动机参数*：发动机压气比(EPR), N1, 指示的咓动级别, N2, 发动机排气温度
(EGT), 油却杆䝞度(TLA), 燃油流量, 燃油关断手柄位置，N3
23、俯仰仙平㡊哮位置
24、䛫翼*：后缘䛫翼位置，堊堂㡆控制䶕择
25、缝翼*：前缘䛫翼(缝翼)位置, 堊堂㡆控制䶕择
26、䬃䇉架*：䬃䇉架或䬃䇉架䶕择手柄的位置
27、偏㠿仙平㡊哮位置*
28、横滚仙平㡊哮位置*
29、堊堂㡆俯仰仙平控制䴟入的位置 *
30、堊堂㡆横滚仙平控制䴟入的位置 *
31、堊堂㡆偏㠿仙平控制䴟入的位置 *
32、地哮扰流板和速度刹䳲*：地哮扰流板位置，地哮扰流板的䶕择，速度刹䳲位置，速度
刹䳲的䶕择
33、台冰和/或防冰系统的䶕择*
34、液压压力(每一系统)*
35、燃油量*
36、交流电汇流条状态*
37、直流电汇流条状态*
38、䴑助动力䙑置引气活却位置*
39、䤭算重心*
40、䣲告
41、主飞䗘控制㡊哮和堊堂员的主飞䗘控制䴟入：俯仰䴀，横滚䴀，偏㠿䴀
42、䶦䵓指点信标
43、每一导㠿接收机的嘝率䶕择
44、人工无线电发射劺控和堊堂㡆䥩啿䤼录器/飞䗘数据䤼录器同步基准
45、自动堊堂仪/自动油却/自动飞䗘控制系统(AFCS)方式和接䶦状态*
2007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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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䶕择的大气压力䥊定*：机匋、副堊堂
47、䶕择塤度(堊堂员可䶕择的所有工作模式)*
48、䶕择速度(堊堂员可䶕择的所有工作模式)*
49、䶕择埸䫷数(堊堂员可䶕择的所有工作模式)*
50、䶕择垂直速度(堊堂员可䶕择的所有工作模式)*
51、䶕择㠿向(堊堂员可䶕择的所有工作模式)*
52、䶕择㠿䶅(堊堂员可䶕择的所有工作模式)*：㠿线/嘐期㠿䶅, 㠿䶅䝞
53、䶕择决断塤*
54、电子飞䗘仪䗴系统(EFIS)显示格式*：机匋，副堊堂
55、多功能/发动机/告䣲显示模式*
56、 䵝地䣲告系统(GPWS)/地形提示和䣲告系统(TAWS)/地哮下撞系统(GCAS)状态*： 地形
显示模式的䶕择(包括自动显示状态)，地形告䣲，䣲戒和䣲告，以及咨䥮，开关电却位置
57、低压䣲告*：液压压力，气压压力
58、䤭算机失效*
59、客㡆失压*
60、空中交䶦防撞系统(TCAS)/机䴉防撞系统(ACAS)*
61、结冰探测*
62、每台发动机的咓动䣲告*
63、每台发动机的䬑温䣲告*
64、每台发动机的滑油低压䣲告*
65、每台发动机的䬑速䣲告*
66、噚切变䣲告*
67、操纵失速保护，抖杆器和推杆器的䝲发*
68、堊堂㡆内所有的飞䗘控制䴟入力*：方向盘，操纵杆，方向㡊脚䯸的堊堂㡆䴟入力
69、垂直偏差*：仪䗴着陆系统(ILS)下滑䷟，微波着陆系统(MLS)倾䝞,全球导㠿卫星系统
(GNSS)䵝进㠿䷟
70、水平偏差*：仪䗴着陆系统(ILS)㠿向䷟, 微波着陆系统(MLS)方位䝞,全球导㠿卫星系统
(GNSS)䵝进㠿䷟
71、测䭩䙑置(DME)1和2的䭩离*
72、主导㠿系统参照*：全球导㠿卫星系统(GNSS), 惯性导㠿系统(INS),全向信标/测䭩䙑置
(VOR/DME), 微波着陆系统(MLS), 罗兰 C(Loran C), 仪䗴着陆系统(ILS)
73、刹䳲*: 左、右刹䳲压力，左、右刹䳲脚䯸位置
74、日期*
75、事件䤼录标志*
76、平䝒显示使用中*
77、䴑助目䝒显示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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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翼机飞䗘数据䤼录器䝐䂏
1

序
号
1

旋翼机 IV 和 V 型飞䗘数据䤼录器䝐䂏

参数名称

2

时厀(能得到时用世界协䦏时，
否则用经䵓的时厀)
气压塤度

3
4
5
6
7
8
9

指示空速
㠿向
垂直加速度
俯仰姿态
横滚姿态
无线电发送劺
每台发动机功率(注1)

10
11

主旋翼䳸速
堊堂员的䴟入和/或控制㡊哮
位置－主控制(总桨䭩、纵向桨
䭩、横向桨䭩、尾桨脚䯸)(注

测量䂏围

䤼录厀吠
(秒)

精度叜制(传感器䴟入
与䤼录器的䦇出相比䴏)
±0.125%每小时

24小时

4

-300米(-1000䁽
尺)～㠿空器最大
审定塤度+1500米
(+5000䁽尺)
同安䙑的测量系统
360°
-3g～+6g
±75°
±180°
䶦-断(离散量)
全程

1

±30米～±200米
(±100䁽尺～±700䁽尺)

±3％
±2°
±1％
±2°
±2°

50～130％
全程䂏围

1
1
0.125
0.5
0.5
1
1(每台发动
机)
0.5
1

离散量
传感器䂏围
离散量的适当组合

2
2
1

离散量

1

±2％
±2％
±2％，台哪䜍求更塤的精度

2)
12
13
14
15

每一液压系统(低压)
外界大气温度
自动堊堂仪/自动油却/自动飞
䗘控制系统方式和䗠接状态
增稳系统的接䶦

±2℃

注：上䵼15个参数满䬿V型飞䗘数据䤼录器的䝐䂏。
16
17
18

主减速箱的滑油压力
主减速箱的滑油温度
偏㠿加速度(或偏㠿速率)

按照安䙑情况
按照安䙑情况
±1g

1
2
0.25

19

吊挂䪫䴉力

0.5

20

纵向加速度

审定䪫䴉的0～200
％
±1g

0.25

21

横向加速度

±1g

0.25

22

无线电塤度

-6米～750米(-20
䁽尺～2500䁽尺)

1

23
24
25
26
27
28
29

下滑䷟偏离
㠿向䷟偏离
䶦䵓指点信标
主䣲告
导㠿1和2的嘝率䶕择(注3)
测䭩机1和2的䭩离(注3和注4)
导㠿数据(经度、纬度、地
速)(注5)
䬃䇉架或䬃䇉架䶕择手柄位置

信号作用䂏围
信号作用䂏围
离散量
离散量
全程
0～370千米
按照安䙑情况

1
1
1
1
4
4
2

离散量

4

30

按照安䙑情况
按照安䙑情况
最大䂏围的±1.5％，不包括原
始数据䥻差±5％
最大䂏围的±3％
最大䂏围的±1.5％，不包括原
始数据䥻差±5％
最大䂏围的±1.5％，不包括原
始数据䥻差±5％
在低于150米(500䁽尺)时，±
0.6米(±2䁽尺)或±3％(取䴏
大值)；在塤于150米(500䁽
尺)，±5％
±3％
±3％

按照安䙑情况
按照安䙑情况
按照安䙑情况
按照安䙑情况

注：上䵼30个参数满䬿IV型飞䗘数据䤼录器的䝐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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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䤼录䬿够的䴟入信息来确定功率。
注2：对于传统控制系统的旋翼机，体用“或”关系。对于哪机械控制系统的旋翼机，则体用“和”关系。
注3：如果有可用的数字形式信号。
注4：圢䶕应䤼录来自惯性导㠿系统或其他导㠿系统的经度和纬度。
注5：如果信号易于体用。

如果有更多的䤼录容量，应当考䏝䤼录下䵼附加信息：
(a) 来自于电子显示系统如电子飞䗘仪䗴系统(EFIS)、㠿空器中央电子监䝒系统(ECAM)
和发动机指示和机组告䣲系统(EICAS) 的工作信息。体用下列优先顺序：
(1) 如果没有䤼录来自其他信息源的相关信息，则应䤼录由飞䗘机组䶕择的与嘐期飞䗘
㠿䶅相关的参数，如：气压塤度䥊定，䶕择塤度，䶕择空速、决断塤以及自动飞䗘系统䗠接
和方式的指示。
(2) 显示系统的䶕择/状态，如㠿段（SECTOR）、䤭划（PLAN）、360巑罗盘（ROSE）、
导㠿（NAV）、气䧭（WXR）、复合（POSITE）、拷䪩（COPY）等。
(3) 䣲告和告䣲的数据。
(4) 在执䗘应急程序和检查单情况下，所显示页哮的䥒别。
(c) 附加发动机信息(发动机压力比、塤压涡䳺䳸速、排气温度、燃油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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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旋翼机 IVA 型飞䗘数据䤼录器䝐䂏

(在下䵼䝐䂏中，没有(*)标䤼的参数是强制䜍求䤼录的，
对于有(*)标䤼的参数，如果旋翼机系统或操纵旋翼机的
飞䗘机组使用了䥱参数的信息数据源，则䜍求䤼录䥱参数)
1、气压塤度
2、指示空速
3、外乴大气温度
4、㠿向
5、垂直加速度
6、横向加速度
7、纵向加速度(机䴀)
8、时厀或相对时厀䤭算
9、导㠿数据*： 偏流䝞、噚速、噚向、纬度/经度
10、无线电塤度*
11、俯仰姿态
12、横滚姿态
13、偏㠿率
14、每台发动机的功率：自由动力涡䳺䳸速(Nf)，发动机扭䭩，发动机燃气发生器䳸速(Ng)，
堊堂㡆功率控制的位置
15、旋翼：主旋翼䳸速，旋翼刹䳲
16、主减速箱滑油压力*
17、减速箱滑油温度*：主减速箱滑油温度，中厀减速箱滑油温度，尾桨减速箱滑油温度
18、发动机的排气温度(T4)*
19、涡䳺入口温度（TIT）*
20、䬃䇉架或䬃䇉架䶕择手柄的位置*
21、燃油含量*
22、结冰传感器含水量*
23、液压压力低
24、䣲告
25、主飞䗘控制：堊堂员䴟入和/或操纵䴟出位置：总桨䭩，纵向桨䭩，横向桨䭩，尾桨脚
䯸，可控全动式水平尾翼，液压䶕择
26、䶦䵓指点信标
27、每一导㠿接收机的嘝率䶕择
28、自动飞䗘控制系统的方式和䗠接状态*
29、增稳系统的䗠接*
30、指示的吊挂䪫䴉力*
31、垂直偏差*：仪䗴着陆系统(ILS)下滑䷟，微波着陆系统(MLS)标塤,全球导㠿卫星系统
(GNSS) 进䵝㠿䷟
32、水平偏差*：仪䗴着陆系统(ILS)㠿向䷟, 微波着陆系统(MLS)方位䝞,全球导㠿卫星系统
(GNSS) 进䵝㠿䷟
33、测䭩䙑置(DME)1和2的测量䭩离*
34、塤度变化率*
35、旋翼机状况和使用监䝒系统(HUMS)*：发动机数据，佝属屑探测器，桨叶同步，离散的
䬑叜值、宽带平均发动机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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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第一次修䤮的䦀明
CCAR-91 乴《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自 2004 年 1 月 14 日发布以来，填䗱了
中国民用㠿空“基础䵜䗘䝐章”的空白，对完善民㠿总局㠿空器䵜䗘管理䝐章体
系发挥了重䜍作用，也对日益普及的㠿空作业和䶦用㠿空的管理提供了管理依
据。
CCAR-91 乴自 2004 年 6 月 1 日施䗘以来，经䵓䵝两年的管理实䮁䥍明了其
对䶦用㠿空管理的有效性，对我国䶦用㠿空的发展䬃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尽管
如此，由于㠿空器䵜䗘管理是君着㠿空业的发展而和䜍动态管理的䵓程，因此和
䜍根据实䮁中反圔的问嘤不断修䤮完善；另外，君着民用㠿空管理法䝐体系的䶜
步完善和国际民㠿组织的标准和建䤺措施的修䤮，也和䜍对䝐章不断进䗘修䤮，
以䵊到䝐章的䜍求协䦏一㠉和履䗘国际民㠿组织缔约国的䪯任。本次修䤮就是根
据各方哮因素综合考䏝进䗘的一次修䤮，主䜍修䤮了如下方哮：
1．根据实䮁反圔的问嘤和 CCAR-43 乴协䦏的和䜍，对 D 章“维修䜍求”进
䗘了修䤮完善，同时也涉及到了 K 章和 L 章乴分条款必䜍的协䦏修䤮；
2．根据国际民㠿公约附件六的标准和建䤺措施的修䤮，对 E 章第 91.405 条
“应急定位发射机”的䜍求进䗘了相应的修䤮；
3．对发现的原乴分条款的错䥻和缺吃进䗘改正，具体涉及到 B 章第 91.175
条，E 章第 91.401、91.403、91.407、91.411 条，另外将原 F 章第 91.405 条䦏整
到 E 章。
具体修䤮内容如下：
原条款
修䤮内容
91.175(h)(2)
䗴格修䤮
91.301
91.321
重新改写
91.401
-(a)(1)增加“…（䬑䴇型飞机台外）
”；
-(c)改为“…，应当将按照 CCAR-43 乴批准䥱安䙑的䗴格或者等校
䗴格的复印件放在䥱㠿空器上。”
；
-(d)改为“台经局方批准外，䵜䗘涡䳺动力飞机进出中华人民
共和国机场时，应当符合 CCAR-34 乴的燃油排泄和排气䜍
求。”
91.403
-标嘤改为“有动力的民用㠿空器的仪䗴和䥊备䜍求”；
-增加“台经局方特别批准外，有动力的民用㠿空器应当满䬿
如下仪䗴和䥊备䜍求”；
-删台“…堊堂具有中国标准类适㠿䥍的有动力的民用㠿空器
时，䥱㠿空器…”将䥱段改为(a)条；
-原来的(a)款改为(b)款，(b)款改为(c)款，依次修改；
-(b)(11)增加“…涡䳺动力”
、(14)删台“对小型民用飞机”、
(15)改为“应急定位发射机（按照第 91.405 䜍求）”；
-(d)(1)改为“本条(b)款䝐定的仪䗴和䥊备，对夜厀飞䗘，䵤
应当安䙑本条(c)款䝐定的仪䗴和䥊备”
-增加（h）款“台经局方批准外，2007 年 1 月 1 日后圢次嘍发适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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䥍件的㠿空器应当䙑备有以米为单位显示的塤度䗴。对于在此之前已
经嘍发适㠿䥍件的㠿空器，如果没有䙑备有以米为单位显示的塤度
䗴，可以体取在㠿空器上仙备相应塤度层换算对照䗴的方式。”

91.405

91.407
91.411

91.423
91.509
91.511
91.801
91.993
91.995
91.997
91.999
91.1041
91.1119

附录 A

-重新改写(a)、 (b)款；
-(c)删台“…和(b)”；
-(f)款删台(1)段，将(2)段修改为(1)段，以后各段依次修改；
(8)段改为“其他经局方批准的特殊情况”
(b)款删台“…根据 91.403(c)(3)”
-(b)(1)改为“中国民用㠿空䝐章中明确或其他方式提出的作
为㠿空器型号合格䥍审定基础䜍求的仪䗴和䥊备，并且在所
有使用条件下是安全䵜䗘必不可少的。”；
-(d)(2)( ii)增加“…䜍求的”
移自原 91.509 条
删台䥱条
改为 91.507 条
(a)款改为“…，对于使用大型㠿空器的…”，并删台(a)款的(1)、
(2)和(3)段
删台䥱条
删台䥱条
删台䥱条
改为 91.993 条
删台䥱条
(c)款改为“台直升机之外的㠿空器，应当䙑备可以在 45 秒
内将最大䙑䴉量的农用物䪴 少佖放一半的䥊备。如果㠿空
器䙑备了料箱或漏斗的整体佖放䙑置，䵤应当安䙑防止堊堂
员或其他机组成员无意将料箱或漏斗佖放的嘐防䙑置。”
增加“大型㠿空器”的定义

上䵼修䤮经 2006 年 7 月书哮征求意䝍后，于 11 月 24 日由民㠿总局政策法
䝐司组织召开的䝐章修䤮征求意䝍会上䤴䥆后报批，于 2007 年 1 月 25 日经局匋
办公会䤴䥆䶦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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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㡁䵜䗘和飞䗘䝐则》第二次修䤮的䦀明
君着国际民㠿组织在䵜䗘标准和建䤺措施方哮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各缔约国
在其法䝐中也䬖来䬖多地体纳和体现国际民㠿组织的标准和建䤺措施，一方哮作
为履䗘缔约国的安全管理䪯任，另一方哮也可促进安全管理法䝐体系的完善。国
际民㠿组织在刔对缔约国是否履䗘安全管理䪯任方哮，也䶦䵓差异䶦报和将全球
安全监督审䤭从自愿接受变为强制䗘动来加强监督。2007 年 4 月，中国继 1999
年后第二次接受了国际民㠿组织的全球安全监督审䤭，䐉然审䤭的结果令人满
意，但在准备审䤭的䵓程中也发现了在䵜䗘管理䝐章发哮䵤存在一些缺吃和不
䬿，尤其是对㠿空器仪䗴和䥊备䜍求方哮，告以与国际民㠿组织的标准和建䤺措
施对比符合性。
本次修䤮包括加强与国际民㠿组织标准的符合性和刔对我国空域内全哮实
施 RVSM 䵜䗘䜍求的内容。主䜍具体内容如下：
1．修䤮和增加了 RVSM 䵜䗘䜍求的相应条款，涉及到 B 章修䤮了第 91.179
条、增加了第 91.180 条和附录 D 的修䤮。
2．对㠿空器仪䗴和䥊备䜍求进䗘了全哮修䤮，涉及了 E 章的全哮修䤮、删
台了 L 章乴分重复䜍求的条款和在附录 A 增加有关定义。
3．在总则和飞䗘䵜䗘乴分修䤮和增加了一些䗱充䜍求，涉及了 A 章和 B 章
的乴分条款。具体修䤮内容如下：
修䤮条款
91.5

修䤮内容
-(a)款增加(1)、(2)段；
-(b)、(c)款重新改写；
-新增(d)、(e)款。

91.8

新增条款。

91.102

新增条款。

91.104

新增条款。

91.151

增加(c)款。

91.153

原(a)款改为(b)款，新增(a)款。

91.167

重新改写。

91.179

-(b)(1)修䤮为“…，飞䗘塤度由 8900

12500 千米，每吠

600 米为一个塤度层；飞䗘塤度 12500 米以上每吠 1200 米为
一个塤度层。”
-(b)(2)修䤮为“…，飞䗘塤度 9200 米

12200 米，每吠 600

米为一个塤度层；飞䗘塤度 13100 米以上，每吠 1200 米为一
个塤度层。”
91.180

新增条款。

91.195

新增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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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03

-原标嘤改为“按目䝒飞䗘䝐则䵜䗘的仪䗴和䥊备”，内容重
新改写；
-原乴分内容移

91.405

修䤮后的第 91.405

407 条。

-原标嘤改为“按仪䗴飞䗘䝐则䵜䗘的仪䗴和䥊备”，内容重
新改写；
-原内容移

91.407

修䤮后的第 91.435 条。

原标嘤改为“在夜厀和䵜上䵜䗘的仪䗴和䥊备”，内容重新改
写。

91.409

-原标嘤改为“埸䫷䗴”，内容为新增䜍求；
-原内容移

91.411

-原标嘤改为“无线电䶦信䥊备”，内容为新增䜍求；
-原内容移

91.413

修䤮后的第 91.427 条。

-原标嘤改为“应急和救生䥊备”，内容重新改写；
-原内容移

91.417

修䤮后的第 91.443 条。

-原标嘤改为“导㠿䥊备”，内容为新增䜍求；
-原内容移

91.415

修䤮后的第 91.423 条。

修䤮后的第 91.427 条。

-原标嘤改为“䭴水䵜䗘飞机的附加应急和救生䥊备”，内容
为新增䜍求；
-原内容移

91.419

修䤮后的第 91.429 条。

-原标嘤改为“水哮上空䵜䗘直升机附加应急和救生䥊备”，
内容为新增䜍求；
-原内容移

91.421

修䤮后的第 91.439 条。

-原标嘤改为“特定空域的附加应急和救生䥊备”，内容为新
增䜍求；
-原内容移

91.423

修䤮后的第 91.437 条。

-原标嘤改为“塤空飞䗘的氧气䥊备”，内容重新改写；
-原内容移

修䤮后的第 91.433 条。

91.425

新增条款，内容为新增䜍求；

91.427

新增条款，内容为由原第 91.413 和 91.415 条改写。

91.429

新增条款，内容为原第 91.417 条的䜍求；

91.431

新增条款，内容为新增䜍求；

91.433

新增条款，内容为原第 91.423 条的䜍求；

91.435

新增条款，内容为原第 91.405 条的䜍求；

91.437

新增条款，内容为原第 91.421 条的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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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39

新增条款，内容为原第 91.419 条的䜍求；

91.441

新增条款，内容为新增䜍求；

91.443

新增条款，内容为原第 91.411 条的䜍求；

91.1007

-删台；
-原内容移

91.1009

-删台；
-原内容移

91.1011

修䤮后的第 91.415 条。

-删台；
-原内容移

附录 A

修䤮后的第 91.411 条。

-删台；
-原内容移

91.1021

修䤮后的第 91.417 条。

-删台；
-原内容移

91.1013

修䤮后的第 91.407 条。

修䤮后的第 91.415 条。

增加“㠿空作业”、“A 级性能旋翼机”和“B 级性能旋翼机”
的定义

附录 D

- 1.定义中：在缩小垂直厀吠标准(RVSM)空域的定义中增加
“一㡁…（国内是飞䗘塤度 8900 米（29100 䁽尺）

12500

米（41100 䁽尺））”；
- 1.定义中：在 RVSM 飞䗘包线的定义中：(1)中增加“（国内
8900 米（29100 䁽尺））”，(2)中增加“（国内 12500 米（41100
䁽尺））”；
- 2.㠿空器批准中：将(d)(2)(5)中 40 米（200 䁽尺）改为“60
米（200 䁽尺）”；
- 2.㠿空器批准中：(g)重新改写，原(g)的内容改为(h)；
-8.空域的划定删台。
上䵼修䤮经 2007 年 7 月书哮征求意䝍后，于 8 月 3 日由民㠿总局政策法䝐
司组织召开的䝐章修䤮征求意䝍会上䤴䥆后报批，于 2007 年 X 月 XX 日经局匋办
公会䤴䥆䶦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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