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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Aircraft Owners and Pilots Association of China，
以下简称中国AOPA）提出、制定、发布、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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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针对我国轻型运动飞机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情况，参考ASTM-F2245-16c《轻型运动飞机设计与性
能规范》等ASTM系列标准和CCAR-23-R3/R4《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规定》
等相关标准，基于国内工业发展水平分析基础上，广泛调研，结合国外成熟标准，制定适用于中国
国情的轻型运动飞机技术要求，用以指导工业方开展设计，并指导轻型运动飞机的技术审查。
本文件规定了轻型运动飞机的一般要求和飞行、结构、设计和构造、动力装置、设备、使用限
制和资料等安全性设计要求。
本文件是中国AOPA组织、实施和保障轻型运动飞机技术规定的基本依据，是所有自愿认同本
文件的机构、个人共同遵守的技术规定，也可作为认可本标准的研究机构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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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运动飞机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轻型运动飞机的一般要求和飞行、结构、设计和构造、动力装置、设备、使用限
制和资料等安全性设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轻型运动飞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听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ASTM F2316 轻型运动飞机机体应急降落伞的标准规范
ASTM F2339 轻型运动飞机活塞火花点火发动机设计和制造规范
ASTM F2506 轻型运动飞机螺旋桨设计与试验规范
ASTM F2538 轻型运动飞机活塞压燃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规范
ASTM F2840 轻型运动飞机电动推进装置的设计和制造规范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电力推进装置 electric propulsion unit(EPU)
任何电动马达和用于向电动飞行器提供推力的所有的相关设备。
3.1.2
能源存储设备 energy storage equipment(ESD)
作为电力推进装置的一部分（EPU），用来存储能量。典型的能量存储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电池、
燃料电池、或电容器等。
3.1.3
轻型运动飞机 light sport aircraft
a） 最大起飞重量：
1） 陆上飞机不超过 700 kg。
2） 水上飞机不超过 750 kg。
b） 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最大座位数不超过 2 座。
c） 配单台活塞式发动机或电动发动机。
d） 在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最大连续功率状态下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 222 km/h 校正空速；
在最大起飞重量和临界重心位置，最大失速速度不超过 90.7 km/h 校正空速。
e） 如果具有座舱，座舱为非增压座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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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固定式起落架。
g） 限制在昼间目视飞行规则运行。
h） 定距或者桨距可地面调节的螺旋桨。
3.2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AR——展弦比
b——机翼展长
c——弦长
CAS——校正空速
CG——重心
CL——飞机升力系数
Cm——俯仰力矩系数
Cm0——零升俯仰力矩系数
Cn——法向系数
g——重力加速度
IAS——指示空速
ICAO——国际民航组织
LSA——轻型运动飞机
MAC——平均气动弦长
n——载荷系数
n1——飞机正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n2——飞机负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n3——VC 时飞机正限制突风载荷系数
n4——VC 时飞机负限制突风载荷系数
nj——机轮载荷系数
ρ——空气密度
q——动压
S——机翼面积
V——翼空速
VA——设计机动速度
VC——设计巡航速度
VD——设计俯冲速度
VDF——演示俯冲速度
VF——设计襟翼速度
VFE——最大襟翼展态速度
VCmin——最小设计巡航速度
VDmin——最小设计俯冲速度
VFmin——最小设计襟翼速度
VH——以最大连续功率平飞的最大速度
VNE——不可超越速度
VO——使用机动速度
Vs——飞机失速速度或尚可操纵的最小稳态飞行速度
VS1——特定构型下的失速速度或最小稳态飞行速度
VSO——着陆形态下的失速速度或最小稳态飞行速度
Vx——最佳爬升角的速度
VY——最佳爬升率的速度（
W——最大起飞重量或最大设计重量
WE——最大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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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最小有效载荷
WZWF——机翼零燃油最大重量
4

一般要求
轻型运动飞机的应符合下列一般要求：
a） 轻型运动飞机应具有飞行性能安全性，主要包括失速速度、起飞性能、爬升性能、着陆性
能、中断着陆性能等。
b） 轻型运动飞机机体结构及典型运动机构应具有结构安全性，主要包括机翼、尾翼、操纵系
统、起落架等。
c） 轻型运动飞机系统、设备应具有系统安全性，主要包括动力装置、电气系统、仪表等。

5

详细要求

5.1

飞行

5.1.1
5.1.1.1

总则
符合性验证

符合性验证需符合下列要求：
a） 在最临界的重量和重心构型下，均应满足以下每项要求（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应考虑从失
速速度到 VDF 或给定构型所允许最大速度的整个速度范围。）
：
1） VDF 可以小于等于 VD。
2） VNE 应小于等于 0.9VDF 并且大于等于 1.1VC。此外，VNE 应大于等于 VH。
b） 在飞行试验过程中以下偏差是可接受的。
1） 重量 +5%，−10%。
2） 受重量影响的临界项目 +5%，−1%。
3） 重心 整个范围的±7%。
5.1.1.2

载重分布限制

载重分布限制需符合下列要求：
a） 最小有用载荷 Wu，应大于等于以下总和：飞机每个座位上乘客的体重为 86 kg，加上消耗
物的重量，例如以速度 VH 飞行 1 h 所需的燃油。消耗率应根据具体使用过程的试验结果
获得。
b） 应确定最小飞行重量。
c） 应确定空机重心、重心前限、重心后限。
d） 在安装和标识都正确的前提下，固定式或可卸配重可以单独或同时使用。
e） 在安装和标识都正确的前提下，可以使用多个储能装置(ESD)。
5.1.1.3

螺旋桨速度和桨距限制

螺旋桨的构型不得使发动机超过生产制造商确定的正常条件下的安全运行限制。在起飞、初始
爬升或以0.9VH飞行期间，发动机处于最大油门位置，螺旋桨应限制发动机转速，使之不超过最大发
动机转速。在规定的“不许超越速度VNE”下收回油门下滑时，螺旋桨不会引起发动机转速高于最大
连续转速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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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性能
5.1.2.1

概述

所有性能要求均适用于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大气条件中规定的静止空气和海平面条件。速度以指
示空速（IAS）和校正空速（CAS）的形式给出。
5.1.2.2

失速速度

机翼水平失速速度VSO、Vs应通过以减速率不大于0.5 m/s2、油门关闭、最大起飞重量和最不利
重心状态下的飞行试验来确定。
5.1.2.3

起飞

在飞机最大起飞重量，全油门情况下，以下各项须使用正常起飞程序测量：
a） 飞机在最低等级跑道上起飞，离地之前的滑跑距离。
b） 以至少 1.3VS1 的爬升速度越过 15 m 障碍所用的距离。
注：用于正常起飞的程序，包括襟翼位置，应在飞行员操作手册中明确规定。

5.1.2.4

爬升

以最大起飞重量，襟翼位于飞行员操作手册中规定的用于爬升的位置，油门全开：
a） 速度为 VY 时的爬升率应超过 1.6 m/s。
b） 速度为 VX 时的爬升梯度应超过 1/12。
5.1.2.5

着陆

应在油门关闭、襟翼放下的着陆过程中，确定以下各项：
a） 飞机以速度 1.3VSO、从高于着陆表面 15 m 处到飞机着陆并完全停止所需的着陆距离。
b） 合理刹车（如果装有）时的地面滑跑距离。
5.1.2.6

中断着陆

飞机从速度1.3VSO中断着陆决定复飞，在施加最大油门后的5 s内，应能获得超过1/30的爬升梯
度。如果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安全收起襟翼，且没有高度损失和突然的姿态变化，则襟翼可以收起。
5.1.3

操纵性和机动性

5.1.3.1

概述

操纵性和机动性应按下列条件确定：
a) 在正常使用主操纵器件，进行起飞、爬升、平飞（巡航）
、俯冲（至速度 VDF 或者至被考核
构型所允许的最大速度）、进近、着陆（带动力或不带动力，襟翼收起或放下）时，飞机都
应具有安全的操纵性和机动性。
b) 所有飞行状态间都应能平稳过渡，不得超过表 1 所示的飞行员操纵力。
表 1 飞行员操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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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加在操纵机构上的力

1
2
3
4
5

短暂作用（小于两分钟）
驾驶杆
驾驶盘（作用于轮缘）
方向舵脚蹬
持续作用

俯仰
N
200
200
23

滚转
N
100
100
23

偏航
N
400
110

c)
d)
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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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襟翼正常的操纵速度范围（VSO 至 VFE）内收放襟翼时，能够保持操纵控制。
在速度降为 VSO 前，可进行横向操纵、航向操纵和纵向操纵。
纵向操纵

纵向操纵按下列条件确定：
a） 当飞机尽可能配平至 1.3VS1 稳定飞行后，飞机应能在 1.1VS1 和 1.3VS1 之间的任何速度都有
可能使机头下俯，以便使空速很快增加到至少 1.3VS1。在所有可能的构型下，飞机都应具
备这种特性，包括发动机在最大油门或慢车状态进行低头控制。
b） 飞机的纵向操纵力应随着机动载荷系数的增加而增加。
c） 干净构型下飞机重心位于重心后限时，为获得机动载荷系数的正限值（n1）所需施加的操
纵力不得低于 70N。飞行中测量操纵力的增量时，应从 n=1 的初始配平状态算起，该状态
空速为收起襟翼构型下的校正失速速度的 2 倍。
d） 如果飞行试验不能演示机动载荷系数 n1，那么最小操纵力应与演示的最大载荷系数 n1D 成
比例，并满足公式（1）：

f min  70(

n 1 D 1
) ………………………………………（1）
n1  1

式中：
f min ——最小操纵力（N）。
n1D ——最大载荷系数。
n1 ——机动载荷系数的正限值。
5.1.3.3

航向和横向操纵

航向和横向操纵按下列条件确定：
a） 在下列状态中，飞机能够从 30°横滚角的定常转弯中滚过 60°进入反向转弯：
1） 从开始滚转起，在 5 s 内完成，此时配平速度尽可能接近 1.3VS1、襟翼在起飞位置、发
动机为最大起飞功率。
2） 从开始滚转起，在 4 s 内完成，此时配平速度尽可能接近 1.3VSO、襟翼在放下位置、
发动机慢车。
b） 无论襟翼收起或放下，快速进入或改出最大交叉控制侧滑状态时，都不应导致不可控的飞
行特性。
c） 横向和航向操纵力都不应随舵面偏度的增加而反效。
5.1.3.4

纵向静稳定性

纵向静稳定性按下列条件确定：
a） 无论飞机是最大或最小重量，重心位于前限还是后限，飞机都能演示其能在爬升、巡航、
着陆进场等构型下的配平和稳定飞行。
b） 在最临界功率设置和重心组合下，速度从 1.1VS1 至相应的构型最大允许速度，纵向稳定性
都应是正的。
c） 应演示飞机具有能够从以下状态恢复到原配平状态的趋势：
1） 从配平状态推杆增速后，纵向操纵力缓慢解除。
2） 从配平状态拉杆减速后，纵向操纵力缓慢减除。
d） 飞机应用以下几种设定功率及构型的配平飞行演示来表明本节的符合性：
1） 爬升（襟翼在预期的合理位置，最大连续功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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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巡航（襟翼收起，75%最大连续功率）。
3） 进场着陆（襟翼完全放下，发动机慢车）。
e） 当恢复到配平稳定飞行的过程中时，飞机应：
1） 不能减速至低于失速速度 VSl。
2） 不能超过 VNE 或者相对应构型的最大允许速度。
3） 任何长周期振荡的幅值逐渐减小。
5.1.3.5

横航向静稳定性

横航向静稳定性按下列条件确定：
a） 在方向舵和副翼固持下，对于滚转和偏航轴，飞机须能够保持配平状态。
b） 在临界功率和重心组合情况下，速度从 1.2VS1 直到所试验的状态下的最大允许速度范围之
内，飞机具有正的横航向静稳定特性。
c） 航向静稳定性用方向舵松浮时，由飞机从侧滑中改出的趋势来表示。
d） 横向静稳定性用副翼松浮时，由飞机从侧滑中恢复到机翼水平姿态的趋势来表示。
e） 飞机在以下襟翼和功率设定进行配平稳定飞行时，应表明对该节的符合性：
1） 爬升（襟翼在给定的合理位置，最大连续功率）。
2） 巡航（襟翼收起，75%最大连续功率）。
3） 进场着陆（襟翼完全放下，发动机慢车）。
5.1.3.6

动稳定性

在合理的速度范围内（1.1VS1到飞行员操作手册里规定的最大允许速度）的任何振荡，其振幅应
是衰减的。
5.1.3.7

机翼水平失速

在所有重量和重心组合条件下，当飞机从失速进入和改出时，应能用正常操纵手段防止出现大
于20°的滚转或偏航。
5.1.3.8

转弯飞行失速

转弯飞行失速按下列条件确定：
a） 当飞机初始配平于 1.5VS 后，应按以下方式在两个滚转方向上进行转弯飞行失速的演示：先
保持 30°横滚角协调转弯，施加足够的俯仰操纵来获得需要的减速率直到飞机失速。在失
速之后，应能恢复机翼水平飞行，且不允许超过转弯同方向或反方向 60°的横滚角增量。
恢复过程不得有过多的高度损失和尾旋的趋势。减速率应保持常值，且在转弯飞行失速时
不得超过 0.5 m/s2，在加速转弯失速时应在（1.5-2.5）m/s2 之间。这两种情况下的减速率均
是通过升降舵进行控制。
b） 转弯飞行失速应按下列方法演示：
1） 襟翼收起，75%最大连续功率和发动机慢车。
2） 襟翼放下，75%最大连续功率和发动机慢车（速度不超过 VFE）。
3） 襟翼放下的状况包含完全放下位置和每一正常操作的中间位置。
4） 对非特技飞机，如果 75%最大连续功率导致俯仰角大于 30°，可以根据以下情况减小
功率设定，但不少于 50%最大连续功率。
 襟翼收起时，可减小功率，以保证俯仰角不大于30°。
 任意襟翼放下状态，可按照各自构型下最大着陆重量和1.4VS1速度平飞功率开展试
验。
6

T/AOPA XXXX-2022
注：如果为防止超过30°俯仰角而减小功率设置，则应在飞行员手册和飞行训练补充手册中注明：飞
机的俯仰角不能超过30°。

5.1.3.9

尾旋

尾旋应按下列条件确定：
a） 如果飞机上标明“禁止故意尾旋”，飞机应在使用了改出操纵后，在不超过一圈附加尾旋中
从单圈尾旋或 3 s 尾旋（取时间长者）中改出。
b） 如果飞机允许有意进入尾旋，则应能够在不超过一圈半附加尾旋中从 3 圈尾旋中改出。
c） 另外，a）条和 b）条均应满足：
1） 在襟翼收态和展态两种情况时均不得超过相应的空速限制以及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2） 在盘旋或者改出的过程中操纵力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制。
3） 使用任何飞行操纵器件时，均不能导致不可控制的尾旋。
4） 对于襟翼展态情况的尾旋，在改出过程中襟翼可以收上。
d） 对于本身设计为抗尾旋的飞机，其抗尾旋特性应通过试验和相关文件进行验证。如果能够
证明抗尾旋，飞机应标示“禁止故意尾旋”，但可以不符合 a）条至 c）条。
5.1.3.10

振动

飞行试验中，通过飞行员观察，当飞行速度为VSO到VDF之间的任何速度时，不应发生严重的抖
振（失速抖振是允许的）和过度的机体或控制机构的振动。
5.1.4

地面和水上操纵特性

5.1.4.1

概述

地面和水上操纵特性应按下列条件确定：
a） 当飞机侧风不超过飞行员操作手册中规定的最大侧风分量时，飞机在滑行、起飞和着陆（水）
时都能够维持飞机安全运行。
b） 机轮刹车的使用应避免导致无法预测的飞机响应或操控困难。
c） 水上飞机或水陆两栖飞机在水面上的任何正常使用速度上，不得有危险的或不可控制的海
豚运动特性。
5.1.4.2

喷溅特性

水上飞机或水陆两栖飞机在水面滑行、起飞和着水的任何时候，喷溅不得导致飞行员的视线模
糊或毁坏螺旋桨或飞机的其他部件。
5.2

结构

5.2.1
5.2.1.1

概述
载荷设计

强度的要求用限制载荷（服役期间预期的最大载荷）和极限载荷（限制载荷乘以安全系数）。除
非另有说明，所规定的载荷均为限制载荷。
除非另有说明，所规定的空中、地面和水载荷应与计及飞机每一质量项目的惯性力相平衡。这
些载荷分布应保守近似于或接近地反映真实情况。
如果载荷作用下的变位会显著改变外部载重或内部载重的分布，则应考虑载重的这种重新分布。
附录A.1到附录A.5提供了一个简化的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计算各种载荷，在附录中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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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条件下，该方法满足5.2.2至5.2.7中所述的某些要求。
5.2.1.2

安全系数（含特殊系数）

安全系数须满足下列要求：
a） 除非在本条 b）中另有规定，否则极限载荷的安全系数应采用 1.5。
b） 特殊极限载荷安全系数如下：
1） 铸件安全系数 2.0×1.5＝3.0。
2） 接头安全系数 1.2×1.5＝1.8。
3） 由螺栓或销连接需转动的轴承安全系数 2.0×1.5＝3.0。
4） 除球形和滚柱轴承铰链外的操纵面铰链轴安全系数 4.45×1.5＝6.67。
5） 推拉操纵系统接头 2.2×1.5＝3.3。
6） 钢索控制铰链，安全带连接 1.33×1.5＝2。
5.2.1.3

强度和变形

结构应能够承受限制载荷而无有害的永久变形，在直到限制载荷的任何载荷作用下，变形不得
妨害安全运行。
结构应能够承受极限载荷至少3 s而不破坏，但是当用模拟真实载荷情况的动态试验来表明强度
的符合性时，则此3 s的限制不适用。
5.2.1.4

结构验证

应表明每一临界受载情况下均符合本标准5.2.1.3所述的强度和变形要求，只有在经验表明某种
结构分析方法对某种结构是可靠的情况下，对于同类的结构，才可用结构分析来表明结构的符合性。
对其他情况，应进行验证载荷试验。如果已模拟了设计载荷情况，则动态试验包括结构飞行试验是
可接受的。载荷测试验证通常采用极限设计载荷。
结构的某些部分应按照5.3.1.9进行试验。
5.2.2
5.2.2.1

飞行载荷
概述

飞行载荷须满足下列要求：
a） 飞行载荷系数是气动力分量（垂直作用于假设的飞机纵轴）与飞机重力之比。正载荷系数
是当气动力相对于飞机向上作用时的载荷系数。
b） 必须按下列各条表明符合本标准的飞行载荷要求。
1） 从相应于每个特定飞行载荷情况的设计最小重量到设计最大重量的每一重量。
2） 对于每一要求的重量，按在飞机飞行手册规定的使用限制内可调配载重的任何实际分
布。
5.2.2.2

对称飞行情况

对称飞行满足下列要求：
a） 在确定与 5.2.2.2 至 5.2.2.6 规定的任何对称飞行情况相对应的机翼载荷和线性惯性载荷时，
必须用合理的或保守的方法计及相应的平尾的平衡载荷。
b） 由于机动和突风引起的平尾载荷的增量，应以合理的或保守的方法用飞机的角惯性力来平
衡。
c） 在计算由以上规定引起的气动载荷时，假定载荷系数达到规定值时迎角突然改变、空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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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损失。在此过程中可不考虑角加速度。
d） 用于确定载荷条件的气动数据应要通过试验，计算或者保守估算来验证。如果缺少更好的
资料，对于刚性升力面最大的负升力系数可以假定为-0.8。如果俯仰力矩系数 Cm0 小于
±0.025，此系数至少取±0.025。
5.2.2.3
5.2.2.3.1

飞行包线
概述

对于飞行包线（与图1所示的相类似）边界上和边界内的空速和载荷系数的任一组合，均应表明
符合本标准的强度要求。该飞行包线表示分别由5.2.2.5和5.2.2.6所述机动和突风准则所规定的飞行载
荷条件范围。
5.2.2.3.2

机动包线

除受到最大（静）升力系数的限制外，假定飞机经受对称机动而产生下列限制载荷系数：
a) 直到VD的各速度时，为5.2.2.5 a）中规定的正机动载荷系数。
b) 直到VD的各速度时，为5.2.2.5 b）中规定的负机动载荷系数。

图1
5.2.2.3.3

飞行包线

突风包线

假定飞机在平飞时遇到对称的垂直突风，由此引起的限制载荷系数应对应于按下述突风速度确
定的情况：
a) 在速度为VC时的正（向上）、负（向下）突风速度应取为15.25 m/s。
b) 在速度为VD时的正、负突风速度应取为7.6m/s。
5.2.2.4

设计空速

设计空速须满足下列要求：
a） VS 计算按公式（2），设计机动速度 VA 如公式（3）所示：

VS 

W

1
 CLMAX S
2

(m / 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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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VS n1

……………………………………（3）

式中：
n1——设计中的最大正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Vs——襟翼收起情况下最大起飞重量时的失速速度计算值。
b） 设计襟翼速度 VF：
对于增升装置，VF应不小于1.4VS或2.0VS0两者中的大者，其中：
1） 1.4VS，VS 是襟翼收起情况下设计最大重量时的计算失速速度。
2） 2.0VS0，VS0 是襟翼完全放下情况下最大设计重量时的计算失速速度。
c） 设计巡航速度 VC：
1） VC 不小于 2.45 W / S 。
2） 在海平面，VC 不大于 0.9VH。
d） 设计俯冲速度 VD 如公式（4）所示：

V D  1 . 4  V C min ……………………………………（4）
式中：
VCmin——最小设计巡航速度。
5.2.2.5

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限制机动载荷系数须满足下列要求：
a） 正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n1 不得小于 4.0。
b） 负限制机动载荷系数 n2 不得大于-2.0。
c） 襟翼放下时的载荷系数：
1） 如果装有用于起飞、进场或着陆的襟翼或类似的增升装置，襟翼在任意位置达到 VF
时，飞机的正限制载荷系数 n1 设计值为 2.0。
2） n2=0。
d） 速度控制装置的载荷：
1） 如果飞机使用了速度控制装置（例如扰流板和减速板），则设计用正的限制载荷系数
要取为 3.0，此时速度控制装置在打开的任何位置、并且速度直到该装置所标明的展态
速度。
2） 如果机动载荷系数低于本条中的规定，则飞机应有相应的设计特征使得飞机在飞行中
不会超过这些载荷系数。
5.2.2.6

突风载荷系数

飞机应设计成能承受如下情况产生的载荷：
a） 在襟翼收起时，5.2.2.3.3 中规定的突风速度。
b） 在速度 VF 时，襟翼完全放下，名义强度为 7.6 m/s 的正负突风。
5.2.2.7

非对称飞行情况

假定飞机经受到本条a）和b）的非对称飞行情况。对重心的不平衡气动力矩，应由惯性力以合
理的或保守的方法予以平衡，认为此惯性力由主要质量提供。
非对称飞行应设计成如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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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滚转情况：飞机应设计成可以承受由 5.2.7.1 规定的副翼偏转和速度所产生的载荷，至少同
5.2.2.5 中规定的用于设计的正机动载荷系数的 2/3 相组合。
b） 偏航情况：飞机应按照 5.2.5 规定的载荷在垂直翼面上产生的偏航载荷来设计。
5.2.2.8

机翼后撑杆

如果采用机翼后撑杆，它应设计成能承受下列设计速度下的逆流情况，如公式（5）所示：

V  0.65 W

S

 4.5 ……………………………………（5）

式中：
V ——设计速度（m/s）。
W/S——设计最大起飞重量下的翼载（N/m2）。
应采用该特定机翼剖面的气动数据，或采用CL等于-0.8，弦向压力为三角形分布，后缘为峰值，
前缘为零。
5.2.2.9

发动机扭矩

5.2.2.9.1 相应于起飞功率和螺旋桨转速的发动机限制扭矩和 5.2.2.5 a）中飞行情况的限制载荷的
75％同时作用。
5.2.2.9.2 相应于最大连续功率及螺旋桨转速的发动机限制扭矩和 5.2.2.5 a）中飞行情况的限制载
荷同时作用。
5.2.2.9.3 对常规且带有正向推进器活塞发动机，本条 a）与 b）中考虑的发动机限制扭矩，应由
平均扭矩乘以下列系数得出：
a） 对 4 冲程发动机按下列要求设计：
1） 对有 5 个或 5 个以上汽缸的发动机，为 1.33。
2） 对有 4、3、2、1 个汽缸的发动机，分别为 2、3、4 和 8。
b） 对 2 冲程发动机按下列要求设计：
1） 对有 3 或者 3 个以上汽缸的发动机，都为 2。
2） 对有 2、1 个汽缸的发动机，分别为 3 和 6。
5.2.2.9.4 对于电动发动机，第 5.2.2.9.1 条与 5.2.2.9.2 条中考虑的发动机限制扭矩，由平均扭矩乘
以 1.33 得到。
5.2.2.10

发动机架的侧向载荷

发动机架的侧向载荷须满足下列要求：
a） 发动机架及其支承结构应按作用于该发动机架上的侧向载荷来设计，此侧向载荷限制系数
不小于 1.5。
b） 可以假定 a）中规定的发动机架的侧向载荷与其它飞行情况无关。
c） 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5.2.8.7 规定的前轮载荷应被考虑。
5.2.3
5.2.3.1

操纵面和操纵系统载荷
操纵面载荷

5.2.3.3至5.2.7.3中规定的操纵面载荷，是假定在5.2.2.2至5.2.2.6规定的情况下产生的。
5.2.3.2

操纵系统载荷

每一飞行操纵系统和其支承结构，应按相应于5.2.3.1和5.2.7.3中规定情况计算的可动操纵面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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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矩的125%的载荷进行设计。在计算铰链力矩时，应用可靠的气动数据。操纵系统任何部分的载荷
不得小于5.2.3.3所规定的驾驶力的60%。此外，操纵系统限制载荷不必超过由驾驶员产生的载荷。设
计用的驾驶员作用力不必超过5.2.3.3中规定的最大的驾驶员作用力。
5.2.3.3

驾驶员限制作用力和扭矩

对于直接操控飞机的纵向、侧向以及航向轴的主操控系统，包括支撑点和止动器，应设计成能
够承受由以下驾驶员作用力产生的限制载荷：
a） 俯仰：445N 作用在驾驶杆或驾驶盘上。
b） 滚转：180N 作用在驾驶杆或驾驶盘上。
c） 偏航：580N 作用在方向舵脚蹬上。
d） 操纵系统的方向舵应设计成可以承受前进方向上同时作用在每个方向舵脚蹬上 580N 的载
荷。
5.2.3.4

双操纵系统

双操纵系统设计，应按每个驾驶员根据5.2.3.3中规定作用载荷的0.75倍反向操纵。
5.2.3.5

次操纵系统

次操纵器件，如襟翼和配平操纵器件，均应按照驾驶员很可能施于该操纵器件的最大作用力进
行设计。
5.2.3.6

操纵系统的刚性和弹性

在任何条件下操纵系统弹性延伸或缩短时，驾驶员可用的操纵面和可移动调整片偏转量的减少
应是安全的。
5.2.3.7

地面突风情况

操纵系统如果安装了从操纵面到止动器或突风锁的机构，应按下式设计铰链力矩，此铰链力矩
相当于突风作用产生的限制载荷。如公式（6）所示

M s  kCs S s q ……………………………………（6）
式中：
Ms——限制铰链力矩（N·m）。
Cs ——铰链线后操纵面的平均弦长（m）。
Ss ——铰链线后操纵面面积（m2）
。
Q ——动压，帕，其响应的设计速度为20 m/s。
K ——地面突风情况限制铰链力矩系数为0.75。
5.2.3.8

操纵面质量平衡的配重

如果使用，应按如下限制载荷设计：
a） n=16 限制载荷，垂直于操纵面。
b） n=8 限制载荷，向前和向后和平行于铰链轴线。
5.2.3.9

襟翼的交连

飞机两侧对称襟翼的运动应通过互连机构确保同步，除非能够表明飞机在一侧襟翼收起、另一
侧襟翼放下的情况下，仍然具有安全的飞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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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0

副翼的交连

飞机两侧对称副翼应通过操纵机构互连，且用于互连的操纵器件应具有足够的刚度，以确保两
侧副翼能同步反向运动，而不致使飞机在平飞过程中出现两侧副翼同步向上偏转的情况。
5.2.3.11

止动器

所有主操纵器件在系统中应有止动器，以承受驾驶员操纵力、125%操纵面载荷或地面突风载荷
中的较大值。
5.2.4
5.2.4.1

水平安定和平衡翼面
平衡载荷

平衡载荷设计须按下列要求设计：
a） 水平翼面平衡载荷是在任何规定的没有俯仰加速度的飞行情况下，维持平衡所应的载荷。
b） 水平翼面应按限制机动包线上的任一点和 5.2.2.5 c）规定的减速板和襟翼情况所产生的平衡
载荷来设计。
5.2.4.2

机动载荷

水平翼面应按照下列几种情况驾驶员诱发的俯仰机动来设计：
a） 在速度 VA 时，升降舵向上最大偏度。
b） 在速度 VA 时，升降舵向下最大偏度。
c） 在速度 VD 时，升降舵向上 1/3 最大偏度。
d） 在速度 VD 时，升降舵向下 1/3 最大偏度。
注：本条中应有以下假设：飞机的初始状态为水平飞行状态，高度和速度均未发生改变。机动载荷与惯性力平
衡。

5.2.4.3

突风载荷

水平安定面应按以下情况引起的载荷来设计：
a） 襟翼收起，按照 5.2.2.3.3 所规定突风速度。
b） 在速度 VF 时，襟翼完全放下，名义强度为 7.6 m/s 的正负突风。
5.2.5
5.2.5.1

垂直安定面
机动载荷

垂直安定面应按以下几种飞行条件引起的机动载荷来设计：
a） 在速度 VA 时，方向舵在左右两个方向上达到最大偏度。
b） 在速度 VD 时，方向舵在左右两个方向上达到 1/3 最大偏度。
5.2.5.2

突风载荷

垂直安定面应设计成能够承受5.2.2.3.3规定的横向突风。
5.2.5.3

外置垂直翼面或翼尖小翼

外置垂直翼面或翼尖小翼应按下列要求设计：
a） 如果在水平翼面或机翼上安装了外置垂直翼面或翼尖小翼，则水平翼面或机翼应根据其最
大载荷与这种垂直翼面或小翼所引起的载荷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作用在水平翼面或机翼上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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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力矩的组合来设计。
b） 如果水平翼面（或机翼）将外置垂直翼面或翼尖小翼分成上下两部分，则垂直安定面的临
界载荷（按 5.2.5.1 和 5.2.5.2 确定的单位面积载荷）应按下列规定施加：
1） 水平翼面（或机翼）以上的垂直翼面部分承受水平安定面以下的垂直翼面部分 80%的
载荷。
2） 水平翼面（或机翼）以下的垂直翼面部分承受水平安定面以上的垂直翼面部分 80%的
载荷。
c） 5.2.3.6 和 5.2.4.3 的偏航情况应用于本条 b）所述的垂直翼面时，应计及外置垂直翼面或翼
尖小翼的端板效应。
d） 在使用合理的方法进行载荷计算时，对于结构载荷情况应同时施加 5.2.5.1 中作用在垂直安
定面上的机动载荷和 n=l 的水平安定面或机翼载荷，包括垂直安定面在水平安定面或机翼上
产生的诱导载荷和作用在水平安定面或机翼上的力或力矩。
5.2.6
5.2.6.1

安定面的补充情况
安定面上的复合载荷

安定面上的复合载荷应按下列要求设计：
a) 当飞机遇到图 1 中 A 或 D 所对应的载荷条件（无论哪种情况导致的平衡载荷较大）时，水
平面上的载荷应与 5.2.5.1 规定的垂直安定面上的载荷进行复合。应假设 75%的水平安定面
载荷和 75%的垂直安定面载荷同时作用。
b) 安定面和机身应按安定面上的非对称载荷来设计，这些非对称载荷可由 5.2.4.2 规定的最大
对称机动载荷得到，机身对称面一侧安定面施加 100%最大对称机动载荷，而另一侧施加该
载荷的 70%。
5.2.6.2

V 型尾翼的附加载荷

拥有V型尾翼的飞机应按照在速度VC下突风垂直作用于其中一片尾翼翼面来设计。这个条件是
对先前规定的等效水平和垂直工况进行补充。
5.2.7
5.2.7.1

副翼、襟翼和特殊装置
副翼

副翼应按照以下情况对应的操纵载荷来设计：
a) 在速度 VA 时，副翼操纵器件突然移动至最大偏度。
b) 在速度 VD 时，副翼操纵器件突然移动至 1/3 最大偏度。
5.2.7.2

襟翼

襟翼及其操纵机构、支持结构应按照襟翼在可放下范围内任意位置的临界载荷设计。应考虑不
小于1.4VS空速下与起飞功率相对应的螺旋桨滑流的影响，VS为计及设计重量下襟翼完全收起的失速
速度。为了研究滑流影响，过载系数假定为1.0。
5.2.7.3

特殊装置

对于采用气动操纵面的特殊装置（例如缝翼和扰流板）
，其受载情况应由试验数据确定或由可靠
的气动数据进行估算。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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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1

概述

本章规定的限制地面载荷是作用在飞机结构上的外载荷和惯性力。在每个规定的地面载荷情况
下，应用合理的或保守的方法使外部反作用力与线惯性力和角惯性力相平衡。
5.2.8.2

机轮载荷系数

机轮载荷设计须按下列设计：
a） 机轮载荷系数 n j ，可按下列方法计算，如公式（7）所示：

nj 

h d /3
……………………………………………（7）
ef  d

式中：
h ——落震高度（m）, h  0.0132 W S ，W/S单位为N/m2，但是h要大于0.23 m。
d ——减震器总行程(m)，d=dtire+dshock。
ef——减震效率。对轮胎和橡胶或弹簧减震器:ef=0.5；对液压减震器，ef×d=0.5×dtire+0.65×dshock。
b） 如果 nj 大于 3.33，所有集中质量（发动机、油箱、座椅、配重等）应按大于 4 的限制着陆
载荷系数 n（nj+0.67=n）来验证。
c） 极限着陆载荷系数等于限制载荷乘以通常所用的 1.5 安全系数，除非自由落震试验表明在
1.44 倍的能量吸收试验高度试验可采用较低的安全系数。如果减震器是快速吸能型的，极
限载荷是限制载荷乘以保守备用系数 1.2。
5.2.8.3

基本着陆工况

基本着陆情况要求参见表2及图2。
表2

基本着陆情况

尾轮式
尾沉
着陆

前轮式
前轮稍离地面
的水平着陆

尾沉
着陆

nW

nW

nW

0

K nW

K nW

0

0

0

0

0

0

减震支柱压缩量

100%

100%

100%

100%

100%

轮胎压缩量

静态

静态

静态

静态

静态

6

主轮载荷 Vr

(n-L)W

(n-L)Wb/d

(n-L)Wa’/d’

(n-L)W

(n-L)W

7

两个主轮 Dr

KnW

0

KnW a’/d’

KnW

0

8

尾(前)轮 Vr

0

(n-L)Wa/d

(n-L)W b’/ d’

0

0

9

载荷 Dr

0

0

Knwb’/d’

0

0

序号

情况

水平
着陆

1

重心处垂直分量

nW

nW

2

重心处向前向后分量

K nW

3

重心处侧向分量

4
5

有斜反力的水
平着陆

注 1：K=0.25。
注 2：L=2/3，飞机升力与飞机重量之比。
注 3：n=nj+2/3，载荷系数。
注 4：nj=在 5.2.8.2 中给出的机轮载荷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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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2.8.4

基本着陆情况

侧向载荷情况

主轮的侧向载荷（在水平姿态）见图3所示，减震器和轮胎均处于静态位置。

图3
5.2.8.5

侧向载荷情况

滑行刹车情况

主轮的滑行刹车载荷（在水平姿态）见图4所示，减震器和轮胎均处于静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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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5.2.8.6

滑行刹车情况

尾轮补充情况

尾轮情况（尾沉着陆姿态）如图5所示，减震器和轮胎均处于静态位置。

图5
5.2.8.7

尾轮情况

前轮补充情况

前轮补充情况如图6所示（静载是指重量-重心组合的最大载荷值）
，减震器和轮胎均处于静态位
置。

图6
5.2.9

前轮情况

水载荷情况

a） 水上飞机和水陆两用飞机的结构应根据在很可能遇到的最恶劣海上条件下正常运行时很可
能出现的任何姿态，以相应的向前和下沉速度起飞和着水时所产生的水载荷进行设计。
b） 非申请方对水载荷做出合理的分析，或有充分的使用经验可用，否则应采用附录 A.6 的规
定。
5.2.10

应急着陆情况

结构的设计应能在应急着陆情况下，当乘员（通过安全带/或肩带）和其背后的集中重量（如发
动机、行李、燃油和配重等）经受下列极限载荷系数相应的静态惯性载荷时，能够保护每位乘员（这
些是三种独立的状态）。
a） 向上 3g。
b） 向前 9g（10g 对于发动机和能源存储设备（ESDs）
）。
c） 侧向 1.5g。
5.2.11

其它载荷情况

5.2.11.1

系留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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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留点应按飞机在外场所经受的最大风的情况进行设计。5.2.3.7给出的最小风速为VR=20 m/s。
5.2.11.2

降落伞系统载荷

如果飞机安装了应急降落伞系统（弹射回收系统），与机身的连接点设计应符合ASTM F2316的
规定。
5.2.11.3

独立质量点载荷

飞机设备的集中质量与机身连接结构应能够承受飞机飞行或地面载荷中最大的载荷系数。
5.3

设计和构造

5.3.1
5.3.1.1

概述
设计

任何对安全有重要影响的新设计或者非常规设计特征的完整性都应通过试验来确立。
5.3.1.2

材料

材料对预期的使用应是适用和耐久的。设计值（强度）的选定应使所有结构零件都不会由于材
料变化和载荷集中而低于强度值。
5.3.1.3

制造方法

零部件、组件和航空器的制造应符合制造商的质量保证和生产检测规程。
5.3.1.4

紧固件

任何自锁螺母都不得应用在工作过程中承受扭转的螺栓上，除非在自锁装置之外再采用非摩擦
锁定装置。
5.3.1.5

结构保护

应按要求对飞机结构进行保护，以防止使用中由于气候、腐蚀、磨损等原因而引起性能降低或
强度丧失，适当时还应提供足够的通风和排水措施。
5.3.1.6

可达性

应保证对关键结构元素和操纵系统的可达性，以便对它们进行检查、调节、维护和修理。
5.3.1.7

气动弹性

a） 在以下条件下，飞机不得发生颤振、操纵反效和发散：
1) 结构设计包线内和包线外足够范围内的所有速度。
2) 任何构型和运行情况。
3) 考虑临界自由度。
4) 考虑任何临界失效或故障。
b） 必须对影响颤振的所有参数量值制定允差。
5.3.1.8

系留

除非另有明确说明，否则系留的系拴或松解均应能由普通技术人员完成，而无需额外的特殊技
巧。应能方便容易地检查飞机系留的系拴是否正确、是否安全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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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

设计的验证

应通过保守的分析、保守的试验或者两者的组合来判定飞机设计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只有当结
构所对应的有效性分析方法已由经验证实是可靠的可行的之后，单独的结构分析才可以用来判定结
构要求的有效性。以最大起飞重量从速度VA到被考核构型所允许的最大速度之间进行载荷系数极限
飞行试验是一种可接受的方法。
5.3.1.10

操纵系统的运行试验

应通过功能试验来表明：在操纵器件和翼面上施加设计载荷之后，安装在飞机上的操纵系统不
会出现干涉、卡阻、没有过度摩擦和过度偏转。操纵系统止动器件应能经受住这些载荷。
5.3.2
5.3.2.1

浮筒和船体
浮筒

每个主浮筒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具有至少是在淡水中承托飞机最大重量所需该浮筒浮力的1.8倍的浮力。
b) 有足够的水密隔舱来合理地保证在任一主浮筒中的任何两个隔舱注满水时，水上飞机和水
陆两栖飞机仍能浮于水面且不倾覆。
5.3.2.2

船体

船体的设计和布置应保证船身、辅助浮筒和轮胎（如果使用）能支撑飞机并使飞机漂浮在淡水
水面上且不倾覆。
5.3.2.3

辅助浮筒

辅助浮筒的布置应保证全部浸没在淡水中时它所提供的恢复力矩至少为水上飞机或水陆两栖飞
机倾斜时产生的倾覆力的1.5倍。
5.3.3
5.3.3.1

驾驶舱
驾驶舱

应保证飞行员的舒适性、适当的可见性（仪器、标记标牌和外部视野）
、可用性、可紧急逃生能
力，以及飞机平稳和良好的运行所应的对所有操纵器件的触手可及性。
5.3.3.2

空速指示系统

空速指示系统满足以下要求：
a） 应通过在飞行中校准空速指示系统，确定从 VS0 到 VH 速度范围内的系统误差。
b） 空速指示系统误差，包括位置误差但不包含空速指示仪表的校准误差，在以下整个速度范
围之内不得超过 9.26 km/h 或 5%（取这两者中的大值）：
1） 在襟翼收起的情况下，1.3VSO 到 VH。
2） 在襟翼放下的情况下，1.3VSO 到 VFE。
注：为了确定 IAS，从 VH 到 VNE 范围之内的误差值可以用外插值法来估算。

5.3.3.3

攻角系统

如果安装有攻角系统，则须满足如下要求：
a） 该系统应直观清晰地显示进近或轨迹，直到临界迎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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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攻角系统不应出现与飞机其他系统或部件冲突的信息，或有误导性的信息。
c） 攻角系统的正确功能须经飞行试验加以验证。
5.3.4

系统防护

5.3.4.1

电推进装置的防护

电推进装置的防护则须满足如下要求
a) 应识别由储能设备（ESD）的安装或工作所引起的局部或整体高温、有毒或化学腐蚀性排
放物或者其他类似的潜在危险迹象。
b) 应识别可能会受到影响的结构、系统、飞机的其他部件或者乘客。应针对于识别出的风险
提供相应的防护。防护措施包含但不限于防火墙、热屏蔽、电隔离、通风和排水。
c) 应针对单独的风险情况考虑使用5.4.5中定义的屏蔽储能设备的防火墙厚度（或等效防护程
度）。
d) 为了补充隔离物或者防火墙，可以考虑使用抑制减缓方法。如果抑制减缓方法通过了实际
试验，则可采用。也可以在防护设计中增加耐火的通风通路来将燃烧产物排到航空器外。
5.3.4.2

座椅、安全带和肩带

座椅、安全带和肩带则须满足如下要求：
a） 考虑承受 5.2.10 b）规定的极限静载荷系数所对应的惯性载荷时，每个座椅及其支撑结构应
按乘员体重至少 77 kg 进行设计。
b） 用于机组成员的约束系统，应使机组成员在就坐并系紧安全带和肩带后能执行所有必要的
飞行操作功能。
c） 每个座椅的周围舱内区域，包括结构、内壁、仪表板、驾驶盘、脚蹬和座椅，在乘员头部
和躯体（已用约束系统系紧）撞击距离之内应没有可能致伤的物体、锐边、突出物和硬表
面。如果采用能量吸收的设计或设施来满足这一要求，则当承受 5.2.10 b）规定的极限静载
荷系数所对应的惯性力时，应保护乘员不受严重伤害。
d） 装有滑轨的座椅的每个轨道应装有止动器以防止座椅滑出轨道。
e） 舱内乘员的安全带（腿带）、肩带，以及它们与结构的连接均应按明确规定的地面和飞行
条件所对应的最大的载荷系数来设计，包含 5.2.10 中描述的紧急迫降情况。对每个组件（如
果腿带和肩带没有相关连接，应作为单独的组件对待）进行的持续 3s 以上而没有失效的
7600N 以上拉力试验可以被认定为充分证明了安全带、肩带材料及其缝制符合能够承受相
应规定的地面和飞行情况包括 5.2.10 应急着陆情况下最大载荷系数。
5.4

动力装置

5.4.1
5.4.1.1

动力装置
发动机

发动机应当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a） 具有局方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或型号认可证。
b） 符合 ASTM F2339、ASTM F2538 或 ASTM F2840 的要求。
c） 符合局方可接受的其他标准和要求。
d） 发动机可作为飞机的一部分进行审定，申请人应当及时将发动机的审定基础提交局方进行
评审，取得局方批准后，可开展随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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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螺旋桨

螺旋桨应当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a） 具有局方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或型号认可证。
b） 符合 ASTM F2506 的要求。
c） 符合局方可接受的其他标准和要求。
d） 螺旋桨可作为飞机的一部分进行审定，申请人应当及时将螺旋桨的审定基础提交局方进行
评审，取得局方批准后，可开展随机审定。
5.4.1.3

螺旋桨安装

飞机在最大重量、最不利重心位置以及螺旋桨在最不利桨距位置的情况下，螺旋桨安装必须满
足下列规定：
a） 地面间距起落架处于静压缩状态，当飞机处于水平起飞姿态或滑行姿态（取最临界者）时，
每一螺旋桨与地面之间的间距均不得小于 180 mm（对前轮式飞机），或 230 mm（对尾轮
式飞机）。此外，对于装有使用液压或机械装置吸收着陆冲击的常规起落架支柱的飞机，
当处于临界轮胎完全泄气和相应的起落架支柱压缩到底的水平起飞姿态时，螺旋桨与地面
之间应具有正的间距。对于采用板簧支柱的飞机应表明在与 1.5 g 相应的挠度下，具有正的
间距。
b） 后安装螺旋桨除 a）所规定的要求外，后安装螺旋桨飞机应设计成当飞机处于正常起飞和
着陆的可达到的最大俯仰姿态时，螺旋桨不会与跑道表面接触。
c） 水上飞机：每一螺旋桨与水面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 460 mm。
d） 结构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桨尖与飞机结构之间的径向间距不得小于 25 mm，加上考虑有害的振动所必需的任何附加
径向间距。
1） 螺旋桨桨叶与飞机各静止部分之间的纵向间距不得小于 13 mm。
2） 螺旋桨其他转动部分与飞机的各静止部分之间应有正的间距。
5.4.1.4

发动机和螺旋桨

螺旋桨－发动机－机体结构的交互作用－在最严酷的条件下，发动机安装不会疲劳、故障、过
度磨损或其它异常，必须满足下列的耐久要求。
a） 对于任意设计组合的螺旋桨、发动机和发动机安装支架需要经过一百小时飞行试验。试验
必须在一套硬件上测试完成，包括发动机、螺旋桨和发动机安装支架。
b） 对于满足 a）条要求现有安装，仅涉及螺旋桨或发动机支架的更改调整，需要完成 25h 的飞
行测试。针对此条，对于已经适航批准的安装、螺旋桨桨距的改变不被认为是螺旋桨的改
变。
c） 飞机性能、操纵性、机动性和结构的飞行试验可以计入本章的测试时间要求。
注：满足5.4.1.4条即认为是可以接受的验证：发动机、螺旋桨和机体结构交互作用不会造成振动或其它操纵异
常。

5.4.2
5.4.2.1

燃油
不可用燃油量

每个燃油箱的不可用燃油量必须由试验确定，且应不小于下述油量：对需由该油箱供油的所有
预定运行和机动飞行，在最不利供油条件下，发动机工作开始出现不正常时该油箱内的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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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油箱安装
油箱必须有防护，防止由振动引起的磨损，且他们的安装能够承受可能遇到的惯性载荷。
5.4.2.3

油箱试验

油箱应设计能够承受24.5 kPa的压力试验而不损坏或渗漏。
5.4.2.4

燃油系统通气

每个油箱均应有通气口，通气口应不会被机身或其他部位遮挡。
5.4.2.5

燃油滤网及燃油滤

燃油滤或滤网安装应易于检查、清洗或更换的燃油滤芯、油滤，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燃油滤或滤网应布置在乘客舱外部，应防止溢油进入或累积在飞机的任意密闭部分。
b） 在油箱出口和发动机之间必须有油滤。可以接受装于沉淀杯的滤网、油水分离器的滤网或
独立的油滤。
c） 每个油箱内部必须有一个或多个过滤器来保护每个油箱出口（包括泄油口和通气口），降
低油箱内杂质或污染物阻碍发动机供油的风险。使用每厘米 3 到 7 个开孔的圆柱过滤器，
最小直径应匹配燃油出口的直径，有效过滤长度至少是其直径的两倍。
5.4.2.6

燃油系统导管和接头

对于燃油系统导管和接头，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每根燃油导管的安装和支承，应能防止过度的振动，并能承受燃油压力及加速飞行所引起
的载荷。
b） 连接在可能有相对运动的飞机部件之间的每根燃油导管，应用柔性连接。
c） 高热区域的燃油管路应是防火的或有防护措施。
5.4.2.7

燃油切断阀

驾驶员必须在系有安全带的情况下仍可接触到的燃油切断阀，并可将其切断或打开。
5.4.2.8

泄油口

必须至少有一个泄油口来进行安全泄油。布置在燃油系统中最低点处的可排放沉淀杯或油水分
离器可以用来代替油箱中的可排放集油槽。
5.4.3

滑油

对于滑油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滑油系统应能确保各个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b） 若发动机有独立的滑油系统，在不超过安全连续运转最高温度值的情况下能向发动机供给
足够数量的滑油。
c） 滑油油箱和滑油散热器的安装必须能够承受运行中可能遇到的惯性载荷和振动，滑油箱
通气口必须防止结冰阻塞。通气口的滑油泡沫不应造成危害。
5.4.4

进气

如果飞机装有汽化器的进气系统，系统应设计成能使汽化器结冰的可能性最小。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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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如果封闭，必须使用防火墙或护罩与飞机的其余部分隔离。其应设计成尽可能阻挡液体、
气体或火焰或其组合进入机身。使用任一下列材料都可以接受，不需要进一步试验：
a） 不小于 0.38 mm 厚不锈钢；
b） 不小于 0.46 mm 厚低碳钢（防腐）；
c） 证明保护能力等效于 a）或 b）的替代材料。
5.4.6

发动机参数采集器（EPU）电缆

对于电缆，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电缆必须良好固定以防止过度振动，能够承受飞行中惯性力造成的载荷。
b） 电机供电线必须被良好固定，消除任一可能的电缆摩擦、短路，或者与机身的不利的接触。
c） 连接到机身部件上的线缆，其间可以存在相对的运动，必须提供有灵活性。
5.5

设备

5.5.1
5.5.1.1

概述
功能和安装

所安装的每项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其种类和设计与预定功能相适应。
b） 用标牌标明其名称、功能或使用限制，或这些要素的适用的组合。
c） 按对该设备规定的限制进行安装。
d） 在安装后功能正常。
5.5.1.2

飞行和导航仪表

飞机应包含以下最少飞行和导航仪表：
a） 一个空速表。
b） 一个高度表。
c） 一个航向指示器。
5.5.1.3

动力装置仪表

所需的动力装置仪表规定如下：
a） 燃油油量指示器（或者对于 EPU 等效的仪表）。
b） 转速表（RPM）。
c） 发动机急停开关（或者对于 EPU 等效的仪表）。
d） 发动机厂家要求的发动机仪表。
5.5.1.4

其他设备

所需的其他设备规定如下：
a） 每名乘员一个座椅。
b） 每名乘员一副安全带和肩带。
c） 一个总开关。
d） 轻型运动飞机运行所需的足够电源。
e） 电气保护装置。
f） 其他运行要求的机载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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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设备布局和可见度
布局和可见度规定如下：
a） 供飞行员使用的每个飞行、导航和动力装置仪表应便于飞行员观察，布局清晰。
b） 仪表板的振动不得破坏或降低任何仪表的判读性和精度。
5.5.3

电气系统和设备

5.5.3.1

概述

电气系统和设备则须满足如下要求：
a） 电气系统容量：电气系统应符合其预定的用途。
b） 每个电气系统要保证对系统本身及其工作方式和对飞机其他部分的影响均没有危险。
c） 外部电源：如果备有设施将外部电源接到飞机上，且该外部电源能与除用于发动机起动之
外的其他设备相连接，则应有措施确保反极性或逆相序的外部电源不能向电气系统供电。
5.5.3.2

蓄电池的设计和安装

电池安装应能承受运行中可能遇到的惯性载荷。
电池存放盒应通过通气口连到机身外。
5.5.3.3

电路保护装置

在电路中应包含一个主开关和过载保护装置，例如熔断器或断路器。但对于起动电动机的主电
路和不装过载保护装置不会有危险的电路除外。
5.5.3.4

电缆

电缆则须满足如下要求：
a） 每根电气连接电缆应具有足够的载流能力。
b） 一旦发生电路过载或故障，可能过热的每根电缆应至少是阻燃的，且不会放出达到危险量
的毒性烟。
5.5.4

防护设备

整机降落伞的设计、安装、使用和制造应符合ASTM F2316的要求。
5.6

使用限制和资料

5.6.1

标记和标牌

5.6.1.1
5.6.1.1.1

总则
如果具有不寻常的设计、使用或操作特性，飞机必须装有本节特别规定的标记和标牌，

包含安全运行所需的其他信息、仪表标记和标牌。
5.6.1.1.2

本节规定的每个标记和标牌必须示于醒目处，而且不易擦去、走样或模糊。

5.6.1.1.3

标牌上的计量单位必须与使用此标牌的设备计量单位相一致。

5.6.1.1.4

本节规定的全部标记和标牌信息必须列入飞行员操纵手册中。

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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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2.1

当标记位于仪表罩上时，必须有使仪表罩与仪表刻度标记保持正确定位的措施。

5.6.1.2.2

标记必须足够大以使飞行员清晰可见。

5.6.1.2.3

空速指示器——每个空速管标记必须按照以下规定在相应的指示空速处作标记：

a） 襟翼使用范围——用一个连续的白色作标记，其下限为在 5.1.2.2 节内已确立的 VS0，上限
为 VFE，如果飞机没有襟翼那么不需要这个标记。
b） 正常操作范围——用一个连续的绿色作标记，其下限位在 5.1.2.2 内已确立的 VS，上限为在
5.2.2.4 内已确立的 VC。
c） 警告范围——一个连续黄色作标记，扩展从本条 b）所指定的绿色标记上限开始（上面），
到本条 d）（下面）指定的 VNE 线为止。
d） 不可超越速度，VNE——用垂直于指针移动方向的红线作标记。
5.6.1.3

飞行员警告

该标牌规定了各类操纵，包含飞机被限制的或被禁止的操纵，这些操纵还包含依据飞行员操纵
手册中的限制类。标牌上规定的各类的操纵必须是在5.6.2节中限制的内容。
5.6.1.4

乘客警告

“本机仅是依据轻型运动类飞机适航标准制造的，其低于一般适航类标准要求的。”
5.6.1.5

尾旋

“不能故意尾旋”如果适用（参考5.1.3.9）。
5.6.1.6

乘员安全约束系统

乘员安装约束系统必须有一个永久的易读的标记。
5.6.2

运行类型

5.6.2.1

仅限于 VMC（可视气象条件）下飞行。

5.6.2.2

禁止在 IMC（仪表气象条件）下飞行。

5.6.3

使用限制

VO为在俯仰操纵输入满偏或突然偏动时，能够充分保护飞机结构的速度，其定义为以下较小者：
a）

， 是以校准空速（CAS）表示的飞行试验验证的失速速度；

b） 在设计中使用到的

；

c） 符合所述目标的一个值，其小于 a)条或 b)条给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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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简化设计原则及可行性方法
A.1

轻型运动飞机气动载荷的简化设计原则

A.1.1

使用范围

A.1.1.1 附录中提供的方法是可接受的方法之一（非唯一）。在没有更深层次的证明资料时，飞机
满足以下要求方可使用此附录。
A.1.1.1.1 主翼比安装在机身后部的尾翼要更靠近飞机的重心。
A.1.1.1.2 主翼 1/4 弦线前掠角或后掠角不应超过 15°。
A.1.1.1.3 主翼在机翼后缘装有操控装置（副翼、襟翼或者两者都有）
A.1.1.1.4 主翼的展弦比不超过 7.0。
A.1.1.1.5 平尾的展弦比不超过 4.0。
A.1.1.1.6 平尾尾容量不小于 0.34。
A.1.1.1.7 垂尾的展弦比不超过 2.0。
A.1.1.1.8 垂尾的面积不超过机翼面积的 10%。
A.1.1.1.9 平尾和垂尾的翼剖面应是对称的。
A.1.1.1.10 主翼不含翼尖小翼、外侧翼面或者其他的翼稍装置。
A.1.1.2 如果有可以提供更安全可靠的结果的分析方法，可以不考虑附录 A.1.2.1 的限制条件。
A.1.1.3 如果飞机有如下任意设计特点，可以不采用本附录：
A.1.1.3.1 鸭翼、串联式机翼或者无尾翼布置的升力面。
A.1.1.3.2 双翼或多翼布置的飞机。
A.1.1.3.3 V 型尾翼或者其他非常规的（T 尾、十字型尾翼等）尾翼布局。
A.1.1.3.4 三角翼。
A.1.1.3.5 装有前缘缝翼升力面的机翼。
A.1.1.3.6 全飞行时的安定面（垂尾和平尾）。
A.1.2

飞行载荷

A.1.2.1 可以认为每组飞行载荷与高度无关，除配重项目的局部支承结构外，仅应检查最大设计重
量情况。
A.1.2.2 应采用本附录中的表 A.1，由所申请的类别确定相应于最大设计重量的 n1、n2、n3 和 n4 的
数值。
A.1.2.3 应采用本附录中的图 A.1 和图 A.2，由所申请的类别确定相应于最小飞行重量的 n3 和 n4
值。如果这些载荷系数大于设计重量的载荷系数，则配重项目的支承结构应按较高的载荷系数验证。
A.1.2.4 每个规定的机翼和尾翼载荷与重心范围无关。但是申请人应选定一个重心范围，而且应在
所选定的重心范围内按最不利的死重载荷情况检查基本机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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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序号

最小设计限制飞行载荷系数

构型

载荷系数
n1=4.0

1

n2=-0.5 n1

襟翼收起

n3 参考图 A.1.2
n4 参考图 A.1.3

2

nf=0.5n1

襟翼放下

nf=0A

注：A 假定垂尾载荷为 0，在此情况下只须检查襟翼。

图 A.1

一般飞行包线

图 A.2 速度 Vc 时对应的 n3 值
A.1.2.5 下列载荷和受载荷情况是结构强度应保证的最低限度：
A.1.2.5.1 飞机平衡——可以认为机翼气动力载荷垂直作用于相对气流，对于正向飞行情况，其值
为飞机法向载荷（按本附录 A.1.3.2 和 A.1.3.3 确定）的 1.05 倍。对于负的飞行情况，其值等于飞机
法向载荷，应考虑该机翼载荷弦向和法向的每个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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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5.2 最小设计空速——最小设计空速可由申请人选择，但不得低于根据本附录 A.1.1 得出的
最小速度。另外，VCmin（VCmin= 1 . 27

n 1 W / S  ，不必超过 0.9VH）。

不必大于在海平面实际获得的 0.9VH 值，而此 VH 值为对应于申请合格审定的最小设计重量的类别。
在计算这些最小设计空速时，n1 不得低于 4.0。
A.1.2.5.3 飞行载荷系数——表 A.1 所规定的限制飞行载荷系数，表示气动力分量（假设垂直于飞
机纵轴）与飞机重力之比。当气动力相对于飞机向上作用时，飞行载荷系数为正。

图 A.3 速度 Vc 时对应的 n4 值
A.1.3

飞行情况

A.1.3.1 概述——应采用 A.1.3.2 至 A.1.3.4 的每个设计情况，以保证在飞机 V-n 包线的边界上或其
内的每种速度和载荷系数情况下具有足够的强度。此包线还应用于制定飞机结构使用限制。
A.1.3.2 对称飞行情况——飞机应按下述对称飞行情况进行设计：
A.1.3.2.1 飞机应至少按本附录图 A.1.飞行包线所示的 4 种基本飞行情况“A”、“D”、“E”和
“G”进行设计。此外，采用下列规定：
a） 与图 A.1.1 的“D”和“E”情况相应的设计限制飞行载荷系数，应至少和本附录的表 1
所规定的载荷系数一样大，这些情况的设计速度应至少等于由本附录图 A.1 所得出的
VDmin（VDmin= 01 . 79

n1 W / S 

，不必超过= 1 . 4V C min n / 3 . 8 ）值。

b） 对于图 A.1.1 的“A”和“G”的情况，载荷系数应和本附录表 A.1 所规定的相符，设计
速度应用这些载荷系数和申请人所确定的最大静升力系数 CNA 来计算。然而，在缺乏更
精确计算时，后者可以基于 CNA＝±1.35，并且“D”情况的设计速度可以低于 VAmin。
c） 图 A.1 的“C”或“F”情况，只有在本附录中当 n3W/S 大于 n1W/S 或 n4W/S 大于 n2W/S
时才需要进行检查。
A.1.3.2.2 如果装有在较低空速时进场、着陆和起飞阶段使用襟翼或其它增升装置，飞机应按本附
录表 A.1 所规定的相应于襟翼展态的限制系数的两种飞行情况来设计，此时襟翼在不低于本附录图
A.1 的襟翼设计速度 VFmin（VFmin  0 . 818

n 1 (W

S

) ）时完全放下。

A.1.3.3 非对称飞行情况——每个受影响的结构应按下列非对称载荷来设计：
A.1.3.3.1 后部翼身连接应按本附录 A.2.2.3 所确定的临界垂直尾翼载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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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3.2 机翼和机翼贯穿结构应按下述载荷进行设计：在对称面一边按“A”情况加载 100％，
在另一边加载 70％。
A.1.3.3.3 机翼和机翼贯穿结构应按对称面的两边为 75％正机动机翼载荷及由副翼偏转引起的最
大机翼扭矩的组合来设计。用翼展的副翼部分经过修正的基本翼型力矩系数来考虑副翼偏转对 VC
或 VA 时机翼扭矩的影响时，应按公式（A.1）方法计算：
a） C m  C m  0 . 01  u （副翼上偏一侧）机翼基本翼型。
b）

C

m

 C

u

 0 . 01 

d

（副翼下偏一侧）机翼基本翼型。

K

(Cm  0.01 b )VD
(Cm  0.01 a )VC

2
2

……………………………………

（A.1）
式中：
δu——向上的副翼偏度。
δd——向下的副翼偏度。
A.1.3.3.4 Δcritical，值是δu+δd 的总和，应按公式（A.2）、（A.3）计算：
a） 用下列公式计算△a 和△b：

 a  VA

VC

   ………………………………………

（A.2）

b  0.5  VA

VD

   ………………………………………

（A.3）
式中：
△p——VA 时的最大总偏角（两副翼偏角的和）。
b） 用公式（A.4）计算 K：

K

(Cm  0.01 b )VD
(Cm  0.01 a )VC

2
2

………………………………………

（A.4）
式中：
δa——相应于 a）中△a 的副翼向下偏度。
δb——相应于 a）中△b 的副翼向下偏度。
c） 如果 K 小于 1.0，△a 是Δcritical 的临界值，并应用来确定δu 和δd。在此情况，VC 是应
用它来计算翼展的副翼部分的机翼扭转载荷的临界速度。
d） 如果 K 等于或大于 1.0，△b 是Δcritical 的临界值，并应用来确定δu 和δd。在此情况，VD
是应用它来计算翼展的副翼部分的机翼扭转载荷的临界速度。
A.1.3.4 补充情况：机翼后撑杆、发动机扭矩、发动机架上的侧向载荷——应检查下列每个补充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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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4.1 在设计机翼后撑杆时，可以根据如下规定的情况来代替本附录图 A.1.1 的“G”情况。
机翼后撑杆设计成承受设计速度为 72 km/h 的反向空气的情况。应采用该特定机翼剖面的气动数据，
或采用 CL 等于-0.8，弦向压力分布为三角形分布，后缘为峰值，前缘为零。
A.1.3.4.2 发动机架及其支撑结构，应按相应于起飞状态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和螺旋桨转速同时作用
时的最大限制扭矩，以及由最大正机动飞行载荷系数 n1 所引起的限制载荷同时作用的情况来设计。
限制扭矩可以从 5.2.2.9 获得。
A.1.3.4.3 发动机架及其支撑结构应按不小于 1.47 的侧向限制载荷系数引起的载荷来设计。
A.2
A.2.1

操纵面载荷估算的可行方法
使用范围

A.2.1.1 附录中提供的方法是可接受的方法之一（非唯一）。在没有更深层次的证明资料时，飞机
满足以下要求方可使用此附录。
A.2.1.1.1 主翼 1/4 弦线前掠角或后掠角不应超过 15°。
A.2.1.1.2 平尾和垂尾的翼剖面应是对称的。
A.2.1.1.3 由于副翼和襟翼原因，主翼不含小翼、外侧翼面或者其他的翼稍装置。
A.2.1.2 如果有可以提供更安全可靠的结果的分析方法，可以不考虑附录 A.2.1.1 的限制条件。
A.2.1.3 如果飞机有如下任意设计特点，可以不采用本附录。
A.2.1.3.1 襟翼和副翼，双翼或多翼布置的飞机。
A.2.1.3.2 V 型布置的尾翼上的操纵面。
A.2.1.3.3 安装在三角翼上的襟翼和副翼。
A.2.1.3.4 使用沟槽或板条的操纵面。
A.2.1.3.5 全飞行安定面（垂尾和平尾）。
A.2.2

操纵面载荷

A.2.2.1 概述：每个操纵面载荷应按 A.2.2.2 的准则确定，并应在 A.2.2.3 的简化载荷的范围内。
A.2.2.2 驾驶员操纵力限制：对 A.2.2.3 所规定的每个操纵面载荷情况，在操纵面上的空气载荷和
相应的偏度不必超过在飞行中使用 5.2.3.3 中规定的驾驶员最大限制作用力所产生的值。
A.2.2.3 操纵面载荷情况：应按下列规定检查每个操纵面的载荷情况：在本附录表 A.2 和图 A.4、
图 A.5 中规定了平尾、垂尾、副翼、襟翼和配平调整片简化的操纵面限制载荷分布。如果给出了不
仅是一种分布，那么每一种分布都要经过审查。
表 A.2 操纵面平均限制载荷
序号

操纵面

载荷方向

a）向上和向下
1

30

平尾

2

垂尾

3

副翼

载荷大小

弦向分布

图 A.2.1，曲线 2

b）非对称载荷（向

飞机一侧 100%W，另一

上和向下）

侧 65%W

a）向右和向左

图 A.2.1，曲线 1

同A

b）向右和向左

图 A.2.1，曲线 1

同B

a）向上和向下

图 A.2.1，曲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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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操纵面

4

襟翼

5

配平调片

载荷方向

载荷大小

a）向上

图 A.2.1，曲线 4

b）向下

0.25×向上的载荷

a）向上和向下

图 A.2.1，曲线 3

弦向分布

同D

图 A.4 操纵面平均限制载荷

图 A.5 操纵面平均限制载荷
A.3
A.3.1

机翼载荷估算的可行方法
使用范围

A.3.1.1 附录中提供的方法是可接受的方法之一（非唯一）。在没有更深层次的证明资料时，飞机
满足以下要求方可使用此附录。
A.3.1.1.1 机翼应比安装在飞机尾部、安装在机身上的尾翼更靠近飞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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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1.2 主翼 1/4 弦线前掠角或后掠角不应超过 15°。
A.3.1.1.3 主翼上安装后缘控制装置（副翼、襟翼、或两者都有）。（）
A.3.1.1.4 主翼的展弦比不超过 7.0。
A.3.1.1.5 平尾的展弦比不超过 4.0。
A.3.1.1.6 机翼上未安装有翼尖小翼、外置垂直翼面或其它翼稍装置。
A.3.1.2 如果有可以提供更安全可靠的结果的分析方法，可以不考虑附录 A.3.1.1 的限制条件。
A.3.1.3 飞机存在以下任意设计特征时将不能使用此附录：
A.3.1.3.1 鸭翼、串联式机翼或者无尾翼布置的升力面。
A.3.1.3.2 双翼或多翼布置。
A.3.1.3.3 三角翼。
A.3.1.3.4 装有前缘缝翼的机翼。
注：A.3.1 这些可能没有包含所有施加在机翼和机身上的载荷。

A.3.2

机翼对称载荷

A.3.2.1
a）
b）
c）
d）
e）
f）
g）
h）
A.3.2.2

至少要考虑以下几种飞行条件：
A 点法向向上=4W。
切向向前=W。
D 点法向向上=4W。
切向向后=W/5。
G 点法向向下=2W。
切向向=2×W/5=0.4W。
F 点法向向上=2W。
切向向前=W。
除了以上简化外，使用图 A.6 描述的升力与阻力分量更为合理的分析：

注 1：两个分量（法线和切线）必须同时考虑。
注 2：气动载荷应位于气动中心。
注 3：机翼的法向载荷和切向载荷由考虑了相应载荷因子的惯性载荷平衡。
注 4：如果安装了襟翼，则应计算 F 点的合力（对称载荷条件）。

图 A.6
A.3.3

正向和切向载荷

机翼非对称载荷

A.3.3.1 机翼剪切：假定 A 点处，一侧机翼承受 100%，另一侧承受 75%。
A.3.3.2 机翼扭矩：假定 A 点或 D 点处两侧机翼均承受 75%，附加图 A.7 所示的由于副翼偏转产
生的扭转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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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3
载荷。
A.3.3.4
A.4

图 A.7 非对称机翼载荷
机翼扭矩：假定 D 点处两侧机翼均承受 75%，附加由于副翼偏转 1/3 最大偏角产生的扭转
如果起落架安装在机翼上，机翼结构也应被证明能承受相应地面载荷。

估算突风过载系数的可行方法

A.4.1

在缺少更合理分析方法时，突风过载系数公式（A.5）进行计算：
n 1

1 / 2 pVK g aU de
W /S

……………………………………(A.5)

式中：

K g ——突风减缓系数， K g  0.88  g / 5.3   g 。

 g ——飞机质量比率，  g  （
2 W / S ) Cag 。
Ude ——根据 5.2.3.3 得到的突风速度（m/s）。
 ——空气密度（kg/m3）。
W/S ——翼载荷（N/m2）。
C
——机翼平均几何弦长（m）。
G
——重力加速度（m/s2）。
V
——飞机当量空速（或对于轻型运动飞机为 CAS）（m/s）。
A
——飞机法向力系数曲线斜率（1/弧度）。
A.4.2 当突风载荷仅施加在机翼上，机翼升力线斜率可能会用到。并且与水平尾翼突风载荷分开考
虑。前面表达式计算得到的法向过载 n 值，如公式（A.6）所示：
2
 ……………………………………(A.6)
n  1.25 V

 Vs1 

A.5

估算安定面突风载荷的可行方法

A.5.1

在缺少更合理分析方法时，水平安定面突风载荷按公式（A.7）进行计算：
LHT 

K g  U de  V  aHT  S HT 
d 
1 
 ……………………………(A.7)
16.3
 d 

式中：
△LTH——平尾的载荷增量（N）。
Kg
——5.2.6 中定义的突风减缓系数。
Ude ——导出的突风速度（m/s）。
33

T/AOPA XXXX-2022
V
——飞机当量速度（或对于轻型运动飞机为 CAS）（m/s）。
aHT
——平尾升力曲线的斜率（1/弧度）。
SHT ——平尾的面积（m2）。
1-dԐ/dα——下洗系数。
A.5.2 在缺少更合理分析方法时，垂直安定面突风载荷按公式（A.8）、公式（A.9）、公式（A.10）
进行计算：
K gt  U de  V  avt  S vt
……………………………(A.8)
Lvt 
16.3

K gt 

0.88 gt
5.3   gt

……………………………………………

(A.9)

 gt 

2M
  C vt  g  a vt  S vt

 K

l
 vt

2

 ……………………………(A.10)



式中：
△Lvt——垂直翼面载荷增量（N）。
Kgt ——突风衰减系数。
μgt ——横向质量比。
Ude ——导出的突风速度（m/s）。
M ——飞机质量（kg）。
ρ ——空气密度（kg/m3）。
V ——飞机当量速度（对于轻型运动飞机为 CAS）（m/s）。
αvt ——垂直翼面升力曲线斜率（1/弧度）
。
2
Svt ——垂直翼面面积（m ）。
Cvt ——垂直翼面平均几何弦长（m）
。
K ——偏航方向回转半径（m）。
ɭvt ——从飞机重心到垂直翼面压心的距离（m）。
g ——重力加速度（m/s2）。
A.6

计算水载荷的可行方法

A.6.1

水载荷情况

A.6.1.1 水上飞机应根据在很可能遇到的最恶劣海上条件下正常运行时很可能出现的任何姿态，以
相应的向前和下沉速度起飞和着水过程中所产生的水载荷进行设计。
A.6.1.2 除非对水载荷做出更合理的分析，否则采用 A.6.2 到 A.6.9 的规定。
A.6.2

设计重量和重心位置

A.6.2.1 设计重量——从各种运行重量直至设计着水重量下应满足水载荷要求。但对于 A.6.6 描述
的起飞情况，应采用水面设计起飞重量（水面滑行和起飞滑跑的最大重量）。
A.6.2.2 重心位置——应考虑在申请合格审定的重心限制范围内的临界重心，以获得水上飞机结构
每一部分的最大设计载荷。
A.6.3
A.6.3.1
34

载荷的施加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假定水上飞机作为一个整体承受 A.6.4 规定的载荷系数相对应的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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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2 在施加由 A.6.4 中规定的载荷系数得到的载荷时，可以用不小于 A.6.7.3 中规定的压力把该
载荷分布于整个船体或主浮筒的底部（以避免在水载荷作用部位出现过大的局部剪切载荷和弯矩）。
A.6.3.3 对于双浮筒水上飞机，每个浮筒应作为一架假想的水上飞机的一个等效船体，其重量等于
该双浮筒水上飞机重量的一半。
A.6.3.4 除 A.6.6 的起飞情况外，在着水时假定水上飞机的气动升力为水上飞机重量的 2/3。
A.6.4

船体和主浮筒载荷系数
水面反作用载荷系数 nw 应按以下方法计算：

A.6.4.1
A.6.4.1.1

对于断阶着水情况，如公式（A.11）所示：
2

C1  VSO
……………………………………（A.11）
nw 
2
w 12
(tan  ) 3 (
)
4.448
A.6.4.1.2

对于船首和船尾着水情况，如公式（A.12）所示：

nw 

2

C1  VSO
K1
…………………………（A.12）

2
w 13 (1  r 2 x ) 2 3
3
(tan  ) (
)
4.448

A.6.4.2 下列值可以使用：
nw ——水面反作用载荷系数（即水上反作用力除以水上飞机重力）。
C1 ——0.012 水上飞机操纵经验系数（但此系数不得小于为获得断阶载荷系数最小 2.33 所需要
的数值）。
Vso ——襟翼放下到相应的着水位置，不考虑滑流影响的水上飞机失速速度。
β ——确定载荷系数的纵向站位处的斜升角，按图 A.1。
Ⱳ ——水上飞机设计着水重量（N）。
K 1——船体站位的经验加权系数，按图 A.2。
rx ——平行船体基准轴，从水上飞机重心到进行载荷系数计算的船体纵向站位的距离与水上飞
机的俯仰回转半径之比。船体基准轴为一条在对称平面内与主断阶处龙骨相切的直线。
A.6.4.3 对于双浮筒水上飞机，受浮筒与飞机连接点柔性的影响，船首和船尾系数 K1 应降低到 0.8
（见图 A.2），该值的减小仅适用于贯穿和水上飞机结构的设计。
A.6.5

船体和主浮筒着水情况

A.6.5.1 对称断阶、船首和船尾着水：对于对称断阶、船首和船尾着水，水面反作用限制载荷系数
按 A.6.4 条计算确定。此外，采用下列规定：
A.6.5.1.1 对于对称断阶着水，水载荷的合力应在龙骨之上，通过重心且龙骨线垂直。
A.6.5.1.2 对于对称船首着水，
水载荷的合力应作用在从船首到断阶的纵向距离 1/5 处的龙骨之上，
且与龙骨线垂直。
A.6.5.1.3 对于对称船尾着水，水载荷的合力应作用在从断阶到尾柱的纵向距离 85%处的龙骨之
上，且与龙骨线垂直。
A.6.5.2 非对称着水：船体式水上飞机和单浮筒水上飞机——应检查非对称的断阶、船首和船尾着
水情况，此外采用如下规定：
A.6.5.2.1 每一情况的载荷均由向上分量和侧向分量组成，其值分别等于相应的对称着水情况合力
乘以 0.75 和 0.25tan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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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2.2 载荷向上分量的作用点和方向与对称情况相同，侧向分量的作用点在向上分量的统一纵
向站位，作用于龙骨线和舭线之间的中点，但方向朝内并垂直与对称平面。
A.6.5.3 非对称着水：双浮筒水上飞机——非对称载荷由作用于每一个浮筒断阶处的向上载荷和仅
作用于一个浮筒上的侧向载荷组成，其值分别等于 A.6.4 获得的断阶着水载荷乘以 0.75 和 0.25tanβ。
侧向载荷作用在浮筒龙骨和舭线之间中点，位于与向上载荷相同的纵向站位处，但方向朝内垂直于
对称平面。
A.6.6 船体和主浮筒起飞情况
对于机翼及其与船体或主浮筒的连接，采用下列规定：
A.6.6.1 假定机翼的气动升力为零。
A.6.6.2 应施加向下的惯性载荷，其对应的载荷系数按公式（A.13）所示：
n

CTO  VSI 2
………………………………(A.13)
2
w 12
3
(tan  ) (
)
4.448

式中：
n ——惯性载荷系数。
CTO— 水上飞机操纵经验系数，等于 0.004。
β——襟翼放下到相应的起飞位置，在水面设计起飞重量下的水上飞机失速速度（kn）。
VSI —主断阶处的斜升角（°）。
W —水上设计起飞重量（N）。
A.6.7

船体和主浮筒底部压力

A.6.7.1 概述：应按照本规定设计船体和主浮筒结构，包括架构、隔框、长桁和底板。
A.6.7.2 局部压力：对于底板、长桁及其与支撑结构连接的设计，应采用下列的压力分布：
A.6.7.2.1 对于无舭弯的船底，舭处的压力为龙骨处压力的 75%，龙骨与舭之间的压力按图 A.10
成线性变化。龙骨处的压力按公式（A.14）计算：
Pk  C 2 

K 2  VSI 2
 6.895 ………………………………(A.14)
tan  k

式中：
PK——龙骨上的压力（kPa）。
C2——0.00213。
K2——船体站位加权系数，按图 A.9。
Vs1——襟翼放下到相应的起飞位置，水面设计起飞重量下的水上飞机失速速度。
βk ——龙骨处的斜升角，按图 A.8。
A.6.7.2.2 对于带舭弯的船底，舭弯起点处的压力与无舭弯船底的压力相同。舭和舭弯起点之间的
压力按图 A.6.3 成线性变化。压力分布与本条 A.6.7.2.1 无舭弯船底的规定相同，但舭处的压力按 6
按公式（A.15）计算：

Pch  C3 

式中：
Pch ——舭处的压力（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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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2  VSI
 6.895 ……………………………… (A.15)
tan 

T/AOPA XXXX-2022
C3 ——C3=0.0016。
K2 ——船体站位加权系数，按图 A.9。
VSI——襟翼放下到相应的起飞位置，水面设计起飞重量下的水上飞机失速速度（kn）。
Β ——相应站位处的斜升角。
注：图 A.9 在压力作用区域内应模拟船体或浮筒受高度集中的撞击时所产生的压力，但不必扩大到对框架或整
个结构会引起关键性应力的那些区域。

A.6.7.3 压力分布：对于框架、龙骨和舭结构的设计，采用下列压力分布：
A.6.7.3.1 对称压力按公式（A.16）计算：
2

K V
P  C4  2 so  6.895 ………………………………(A.16)
tan 
式中：
P ——压力，千帕。

C4 —— C4 =0.078 C1 。
K2 ——船体站位加权系数，按图 A.9。
Vso——襟翼放下到相应的着水位置，不考虑滑流影响的水上飞机失速速度（kn）。
β ——相应站位处的斜升角。
A.6.7.3.2 非对称压力分布由 A.6.7.3.1 规定的作用在船体或主浮筒中心线一侧的压力和作用在船
体或主浮筒中心线另一侧的该压力的一半组成。
A.6.7.3.3 这些压力是均匀的，且应同时作用整个船体或主浮筒底部，所得到的载荷应传给本身的
侧壁结构，但不必作为剪切和弯曲载荷向前后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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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8

水上飞机角度、尺寸及方向图示定义

图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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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0
A.6.8

横向压力分布

辅助浮筒载荷

A.6.8.1 辅助：浮筒和其连接以及支承结构，应按本条规定的情况进行设计。在 A.6.8.2 至 A.6.8.5
规定的情况中，为避免局部载荷过大，可将规定的水载荷分布于整个浮筒底部，所采用的底部压力
不小于本条 A.6.8.7 规定的数值。
A.6.8.2 断阶载荷：水载荷的合力应作用在浮筒的对称平面内，作用点位于从筒首到断阶的距离的
3/4 处，方向应与龙骨垂直，限制载荷的合力按公式（A.17）计算，但 L 值不必超过浮筒完全浸没时
排水量的三倍：
C5Vso 2 W / 4.448
L  4.448 
2/3
tan 2 / 3  s 1  r y 2 



2/3

………………………………(A.17)

式中：
L ——限制载荷（N）。
C5 ——0.0053。
VS0 ——襟翼放下到相应的着水位置，不考虑滑流影响的水上飞机失速速度（kn）。
W ——水上飞机设计着水重量（N）。
βS ——从筒首到断阶的距离的 3/4 站位处的斜升角，但不必小于 15°。
ry ——重心和浮筒对称面之间的横向距离与滚转时的回转半径之比。
A.6.8.3 筒首载荷：限制载荷的合力应作用在浮筒的对称平面内，作用点位于筒首到断阶距离的
1/4 处。方向应与通过该点的龙骨线的切线垂直，载荷合力大小为 A.6.8.2 规定的值。
A.6.8.4 非对称断阶载荷：水载荷的合力由等于 A.6.8.1 规定载荷的 75％的向上分量和等于 A.6.8.2
规定载荷乘以 0.25tanβ的侧向分量组成。侧向载荷应作用于龙骨和舭之间的中点并垂直于浮筒的对
称平面。
A.6.8.5 非对称筒首载荷：水载荷的合力由等于 A.6.8.2 规定载荷的 75％的分量和等于 A.6.8.3 规定
载荷乘以 0.25tanβ的侧向分量组成。侧向载荷应作用于龙骨和舭之间的中点并垂直于浮筒的对称平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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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8.6 浮筒浸没情况：载荷的合力应作用在浮筒横截面的形心上，且位于从筒首到断阶的距离的
1/3 处，限制载荷分量如公式（A.18）、公式（A.19）、公式（A.20）所示：

垂直载荷＝  gV …… …………………………(A.18)
2
向后载荷  Cx  V 2 / 3 KVso  ………………………… (A.19)
2

侧向载荷  C x  V 2 / 3 KVso 2 …………………………(A.20)
2
式中：
Ρ ——水的质量密度（kg/m3）。
V ——浮筒体积（m3）。
Cx ——0.01236，阻力系数。
Cy ——0.00985，侧向力系数。
K ——0.8，如果表明，在正常操作情况下，速度为 0.8VS0 时浮筒不能浸没，则可用较小的数
值。
VSO——襟翼放下到相应的着水位置，不考虑滑流影响的水上飞机失速速度(kn)。
g ——重力加速度（m/s2）。
A.6.8.7 浮筒底部压力：浮筒底部压力应根据 A.6.7 条制定，但公式中的 K2 值取为 1.0。用以确定
浮筒底部压力的斜升角按 A.6.8.2 规定。
A.6.9

水翼载荷

水翼设计载荷应根据适用的试验数据得出。
注：在缺少更合理的分析时，采用以下方法计算水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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