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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肮空器特许飞行证和

限用类特殊适肮证颁发和管理程序

1.总则

1.1 目的

本程序规定了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取得特许飞行证和限用类

特殊适航证的颁发和管理程序。

1。 2 依据

本程序依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

规定》 (CCAR-21)制 定。

1.3 相关文件

(1)民 用 航 空 器 及 其 相 关 产 品 适 航 审 定 程 序

(AP-21-AA-2008-05R2) ;

o)轻型运动航空器适航管理政策指南 (AC-a卜 AA-2O09-25);

(3)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of Aircraft and Re1ated

Products, FAA Order 8130.2G~CHG1,2012-07-02。

1.4 背景说明

为了促进我国轻型运动航空器的设计、生产和安全运行,根据中

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21部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CCAR-2卜R3)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咨询通告 《轻型运动航空器适航

管理政策指南》 (AC-z卜AA-zO09-25),提 供轻型运动航空器可接受

的型号合格审定、生产许可审定和适航审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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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咨询通告,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厂家可以按照 CCAR-21部

第 21.25条 “
型号设计批准书的颁发:限用类航空器

”
的要求,为其

设计的轻型运动航空器取得限用类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书;并按照

CCAR-21部第五章
“生产许可证”

的要求,为其生产的轻型运动航空

器取得生产许可证。

根据 CCAR丬 1部第 21.175条 “
对获得特殊适航证的航空器的基本

要求和限制
”

的要求,持有生产许可证的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厂家生

产的轻型运动航空器可以取得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对于个人从持有CAAC生产许可证的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厂家获取

套材、自已组装的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首次飞行前应当按照 CCAR-21

部第21.212条 “
特许飞行证的分类

”
和本程序的要求取得第一类特许

飞行证。在持有特许飞行证完成各项飞行试验,证明轻型运动航空器

符合AsTM标准的相关要求之后,该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可以取得

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套材组装)。

2.特许飞行证的颁发程序

2.1 申请

获得特许飞行证之前,申请人应按照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45部

《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规定》lCCAR-45)和适航管理程序 《民用航空器

国籍登记程序》rAP-45-oD申 请民用航空器临时登记证 E AAC-196〕 。

获得临时登记证之后按照CCAR-a1部第 21.212条 “
局方同意的其他飞

行
”,申请运行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的第一类特许飞行证。

申请人应是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的组装人。

申请人应向所在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或授权单位申请特许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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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并提交下述资料:

(1)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申请书》 E AAC-083〕 ;

o)从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厂家获取套材的证明;

(3)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厂家提供的符合性声明 E AAC-275〕 ;

“)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厂家CAAC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6)提供充分的图片、视频、日志证明申请人使用套材组装航空

器的过程;

(6)项 目信函;

臼)建议的使用限制;

【B)局方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

上述的项目信函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G)飞行目的。申请人应使用项目信函描述飞行目的。该信函应

足够详细,以便局方规定确保航空器安全运行所必需的条件和限制。

⑵ 飞行时间或架次。申请人的项目信函应包括完成项目所需的

预计飞行时间或架次。为了给特许飞行证确定∵个合理有效期,局方

将评估申请人建议的飞行时间以确定有效期。

(3)飞行试验区域。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必须进行飞行试

验,证明该航空器符合AsTM标准的相关要求。该飞行试验应当在指定

的飞行试验区域内进行。申请人应在项目信函中详细描述预计飞行所

在区域的情况,包括飞行试验区域的边界,起飞、离场和着陆进近的

通道。申请人确定飞行试验区域的原则是:应最大程度地降低对人口

密集区或繁忙航路上人员和财产的危害。

(4)航空器构型。申请人应描述航空器外部构型,使用三视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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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三维图是可接受的。

2.2 对申请人的要求

2,2.1 套材的设计和制造

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应当能够使用其生产的套材组装轻

型运动航空器,该轻型运动航空器的设计应当符合相关AsTM标准的要

求,并获得 CAAC的 型号设计批准书。

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应当建立符合相关AsTM标准的质量

保证系统,并获得 CAAC的 生产许可证。

申请人应当从持有CAAC生产许可证的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

家获取套材,保存从套材生产厂家获取套材的证明,并要求套材生产

厂家提供符合性声明 E AAC-275〕 (附录一)。

2,2.2 套材组装

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必须提供用其生产的套材组装轻型

运动航空器的组装说明,该组装说明必须符合适用的AsTM标准。申请

人必须按照该组装说明使用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更改套材部件

或偏离组装说明必须与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协商和获得批

准,并记录在航空器履历本上。

申请人应使用图片、视频、日志等记录其使用套材组装航空器的

过程。

2.2.3 重量和平衡

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应该提供重量和平衡程序,以及与

航空器的空重、总重、重心前限值和后限值的相关数据范围。申请人

应当按照重量和平衡程序确定其组装的轻型运动航空器的空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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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心前限值和后限值符合生产厂家的要求,并完成重量和平衡报

告,完整的重量和平衡报告应该包括对乘员、滑油、燃油和行李的装

载限制,并置于航空器上。

2.2.4 驾驶员执照

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的申请人应持有局方颁发的

或认可的相应等级的驾驶员执照。该航空器仅允许特许飞行证的持证

人驾驶。该限制应记录在特许飞行证的使用限制中。

2.2。 5 目视飞行规则运行的仪表和设备

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应按照CCAR-g1第 91.403条 的要求安装

目视飞行规则运行所需的仪表和设备。

2.2.6 无线电通信设备

如果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上安装了无线电通信设备,必须按

照局方规定的频率同地面通信站进行通信。同时必须满足 CCAR-91第

91.411条关于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要求。

2.3 飞行试验区域要求

2.3。 1 概述

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申请特许飞行证必须编制飞行试验大

纲,证明轻型运动航空器符合AsTM标准中
“生产接收

”
对航空器地面

检查和飞行试验程序的要求。飞行试验大纲必须与套材生产厂家飞行

操作手册 lPi1ot’ s Operating HandBook,POH)/航 空器操作说 明

【Aircraft Operathg hstructions,AOI)、 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

保持一致。

根据 CCAR-91第 91.211条 的规定,航空器应按照 CCAR-9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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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03条 “飞行试验区域
”

的要求进行试验飞行,即飞行试验应当在

空中交通不繁忙的开阔水面或人口稀少区域上空实施。

2.3.2 指定的飞行试验区域

根据 CCAR-91第 91.211和 91。 ⒛3条的要求,所有持有特许飞行

证的航空器都仅限于在指定的飞行试验区域内进行,直至航空器已表

明在其正常的速度范围内和所有机动中是可操控的,并且没有表现出

任何危险的操作特性或设计特征。

(1)如果航空器从至少具有一个可接受的进近/离 场通道、人口

密集区包围的机场进行首次飞行,申请人应该确保飞行通道选择在人

数最少和财产受到伤害可能性最低的地方。如果申请人选择的进近/

离场通道可以确保航空器能够实施远离机场的应急着陆并且不会损害

他人或财产,则该通道可以作为可接受的进近/离场通道。此外,一

旦离开了该机场,应要求航空器远离机场运行直至确定其可操纵性和

安全性之后,航空器方可回到其基地并使用为后续运行所确定的通

道。对申请人选择并经所在地区的空管部门批准的区域的描述应作为

使用限制的一部分;

o)如果航空器从没有任何可接受的进近/离场通道、人口密集

区包围的机场进行首飞,局方应拒绝颁发特许飞行证,并且建议申请

人通过其它方式将航空器转移至适合的机场。

2.3.3 指定飞行试验区域内的运行

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应在指定的飞行试验区域内至少运行 20

小时,直至申请人已证明和局方已验证该航空器在其正常的速度范围

内和所有机动中是可操控的,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危险的操作特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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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特征。局方得出结论可以是对航空器履历本的评审,该记录包含

了驾驶员声明,即在其整个速度的正常范围内和所有进行的机动中航

空器是可操纵的,并且航空器没有危害性的操作特性或设计特征。在

试验区域飞行试验期间,维修情况应是令人满意的。如果认为必要,

局方可以现场观看飞行或检查航空器。

2.4 受理

2.4.1 地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应在收到申请资料后5个工作日

内,审核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2.4.2 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地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发出受

理申请通知书 (见附录三);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并

说明不受理的理由。

2.4.3 申请人在收到受理申请通知书后,应完成该通知书中所规定

的各项受理手续,并按规定交纳适航检查费。同时与检查单位商定进

行现场审查的具体时间。

2.5 颁发特许飞行证所需的检查

2.5.1 概述

由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对所申请的航空器进行检查,适

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应在航空器组装结束后并在特许飞行证颁发之

前,在组装现场对航空器进行一般适航检查。在检查期间,除非发现

存在会危及公众安全的疑问,否则不应该要求分解该航空器。

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将适航检查内容记录在附录四 《套材组装

轻型运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E AAC-276〕 上。

2.5.2 文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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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在进行航空器检查之前,应检查申请

人提交的下述文件:

(1)正确填写的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申请书》匚AAC-083〕 表

格和审定要求的其它文件;

o)航空器运行说明;

(3)航空器操作说明AOI或飞行员操作手册 PO△

“)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

6)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的符合性声明 E AAC-275北

“)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提供的组装说明;

臼)飞行试验大纲;

⒅)航空器履历本。

检查AOI或 POH时应注意以下内容:

(1)检查航空器的 AOI或 POH时 ,确认文档包含的信息与航空器

检查确认的信息一致;

o)检查航空器的 AOI或 POH时 ,确认航空器安装的设备与 AOI

或POH一致;

(3)检查 AOI或 POH的数据,确保空速指示标记与AOI或 POH要求

的计箅限制相匹配;

“)检查航空器的重量和平衡报告,确认重量和平衡数据对于该

航空器是精确的,航空器已正确地称重,并且重心及其前限值和后限

值已经确定;

(5)确认在 AOI/POH中 或者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中有用于维

护、勤务和安全的报告系统,该报告系统能够满足AsTM标准关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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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纠正飞行安全问题的持续适航系统的要求。

检查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时应注意以下内容:

(1)确保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的 内容对于该型号的航空器是正

确的,在程序 (大纲)中 指明了航空器的序列号;

o)确认发动机/动力装置的维护和翻修文件 (可选)包含在维护

和检查程序 (大纲)中 。如果发动机/动力装置的维护和翻修文件 (可选)

是一份单独的手册 (例 如,ROTAX发动机原始设备装机清册),则在航空

器的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中 描述可以使用发动机/动力装置的维护

和翻修文件的文件号、版次和日期。对于所有其他设备和零部件,当

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引 用其他手册或程序时,这些被引用的手册和

程序应当真实有效,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必须描述这些手册或程序

的文件号、版次和日期;

(3)确认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定义了关键部件的更换时间、检

查间隔或相关程序。确认装上航空器的这些部件永久地和清晰地标识

了序列号;

f0)确认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规定谁可以执行每一项任务,轻

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负责指定培训的级别和审定要求;

6)确认包含在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 AOI/POH、 标牌和引用的

文件等各种文档中的数据是一致的。例如,在 AOI/POH、 维护和检查程

序 (大纲)、 飞机燃油箱标牌上标注的燃油要求的内容是一致的。

“)确认所有适用的适航指令已经完成,并记录在航空器履历本

中,确认执行适航指令和记录履历本的人员具有相应资质。

评审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的符合性声明 E AAC-275〕 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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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和完整性。符合性声明 E AAC-275〕 的原件应保存在航空器履历记

录中。任何对符合性声明的更改或增加信息必须由表格签署人员来完

成,该人员必须是套材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体系授权人员。评审符合性

声明时应注意以下内容:

“)检查表格左下角标识的数字和版本,确认申请人使用正确的

表格;

o)检查表格第 I部分
“
航空器标识”

的内容,确保该航空器和

套材的信息在临时国籍登记证、审定要求的文档和航空器标牌中正确

地和适当地描述或标识;

(3)检查表格第Ⅱ部分
“
适用的用户手册

”
的内容,确认所列 AsTM

标准 (设计和构造、组装说明、操作说明、维护和检查、飞行培训)和

用户手册信息(标准的编号、版次、标题)是正确的,并且适用于该航

空器;

“)检查表格第Ⅲ部分
“
套材生产厂家的程序文件

”
的内容,确

保套材生产厂家提供了
“
该套材生产商已经取得了生产该型号轻型运

动航空器的CAAC生产许可证,并且提供的套材和组装说明符合相关的

AsTM标准
”
的描述。确认表格中描述了套材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系统、

持续适航体系以及相关的AsTM标准;

6)检查表格第Ⅳ部分
“生产厂家声明

”
的内容,确认声明中的

套材序列号和第 I部分
“
航空器标识

”
中套材序列号填写的内容一致。

确保声明中描述了
“
该序号套材的状态符合AsTM标准,套材生产厂家

的持续适航体系支持套材的全寿命周期,并且该序号套材的设计数据、

生产、质量保证体系符合相应的AsTM标准。当局方需要时,可 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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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套材生产商的设施
”
或等效的内容 (参考附录二AAC-275样例);

“)检查表格第Ⅳ部分
“生产厂家声明

”
的内容,确认正确的填

写姓名、签宇、职务和日期,签署人员必须是制造商质量保证体系指

定人员。

评审航空器的屐历本以确定任何要求的维修、检查等已经完成。

确认相关的和适用的适航指令和服务指令已经完成,并且记录是完整

的。

2。 5。 3 航空器检查

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进行航空器检查的根本目的是物理

验证申请特许飞行证的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可以实施本次飞行 ,

应关注以下内容:

(1)确认航空器的临时国籍和登记标志满足 CCAR-45第四章
“
民

用航空器的标识
”

的要求,并与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申请书》

〔AAC-083〕 的信,息 一致;

o)确认航空器国籍和登记标志喷涂在机身外的左右两面,确保

国籍登记信息在机身喷涂和注册文档是一致的,并且在机身上国籍登

记标志满足CCAR-45第二十五条的要求;

(3)在维护和检查程序 (大纲)中 规定了更换时间、检查间隔、或

相关程序的关键部件。确认按照手册安装了适用的部件,并且部件的

件号和序列号永久的和清晰地标识;

“)确认在航空器上显示如下标牌让所有乘客看见:“乘员軎告:

本航空器不符合颁发标准适航证的适航规章要求,按照特许飞行证规

定的使用限制飞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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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确认飞行操纵系统和相关仪表正常工作,并且适用于轻型运

动航空器的4个类别;       ∷ 、̂1'

“)确认驾驶舱仪表合适的标识,所需标牌内容容易参考和所放

位置容易接近;

臼)依据套材生产厂家的说明文件i确认系统控制 (例 如燃油选择

和电气按钮/跳开关)适 当的、清晰的放置,容易接近和操作;

⒅)如果安装了弹射紧急降落伞,确认该降落伞是弹射的、辅助

的或可展开的,并正确的标识和识别。

注:航空器必须规定所有弹射降落伞连接的引爆装置提供清晰的标识和识别。标识表明

航空器装有弹射降落伞的引爆装置,必须外部实施并且站在地面上能够阅读。

2.6 使用限制

申请人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适当的使用限制。出于安全考虑,局

方可能会增加必要的附加限制。授权的适航监察员和/或 委任代表应当

与申请人评审每一项使用限制,确保申请人了解这些使用限制。

使用限制应至少包括下述内容:

(1)申 请人必须持有局方颁发的或认可的相应等级的驾驶员执

照,该航空器在取得特许飞行证后仅允许持证人驾驶;

o)除持有驾驶员执照的特许飞行证申请人以外,任何人不得驾

驶该航空器,不允许搭乘任何其他人员;

(3)必须在航空器的客舱、驾驶舱或者驾驶员工作位置的入口附

近展示
“
特许飞行证”

;

“)该航空器不满足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8规定的适航标准。该航

空器飞入或飞越他国前,其所有人应从该国民航当局获得书面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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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面许可应与中国民航局的特许飞行证一起随机携带,一旦要求,

应提供给中国民航局的监察员或运行国的民航当局检查;

6)所有的试验飞行应限制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该 区域应标明

半径、坐标和/或界标。该指定区域应是位于开阔水域或空中交通不繁

忙的非居民稠密区上空。区域大小应满足能够安全进行预期机动和试

验的要求;

⑹ 不得在人口稠密区域或空中交通密集的航路运行。局方或许

会允许在人口稠密区域或交通密集航路上起飞和着陆。若颁发这条使

用限制,则应当描述为:“除起飞和着陆外,该航空器不得在人口稠密

区上空或空中交通繁忙航路上运行
”

;

臼)飞行试验仅允许昼间目视 lVFR)飞行规则运行,并在指定的试

飞区域内至少运行 zO小时。当该航空器满意地完成了飞行试验区域内

所要求的飞行小时数之后,驾驶员应在履历本中描述下述语句或相似

的语句:“我证明已经完成了规定的飞行小时数并且航空器在其整个正

常速度范围和拟进行的所有机动范围内是可操纵的,没有危害的使用

特性或设计特征,并且能安全运行。在飞行试验期间下列航空器使用

数据已经得到了演示:最大运行的重量、机翼的各种构型、最大空速

和最小失速速度
”

;

fB)航空器取得特许飞行证之后,除非受到空中交通管制的指引

或除非在动力装置失效的情况下有足够的高度以实施一个安全的应急

着陆而不致造成对地面人员或财产的危害,航空器禁止在拥挤的空域

中运行;

t9)在完成了必要的飞行试验后:

m)该航空器可进行昼间和/或夜间目视飞行规则运行,但应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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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91第 91.407条的要求安装适用设备;

tb)该航空器可进行仪表飞行规则(IFR)运行,但应按照CCAR-g1

第91.405条的要求安装适用设备;

(10)任何人不能出于酬金或出租而携带人员或财产运行该航空

器;

(11)该航空器应具备 CCAR丬 1部和 CCAR-05部要求的标牌、标记。

另外,标牌和标记必须是易读的和清晰的,并且附着在系统上方便检

查、容易接近和操作,确保在每一次状态检查时他们的功能符合生产

厂家的说明。必要时,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也应当检查所要求的飞

行操作手册、标记、图纸等;

(12)除非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在航空器运行说明中说

明能够进行特技飞行,否则该航空器禁止特技飞行,即 涉及到正常飞

行所不必要的航空器姿态的突变、非正常姿态或非正常加速的故意机

动;

(13)只 有在取得特许飞行证之后,航空器表明在其正常的速度范

围内和所有机动中是可操控的,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危险的操作特性

或设计特征之后,该航空器才能尝试根据 CCAR-g1第 91。 ⒛1条进行特

技飞行,包括飞行姿态的突然改变、非正常姿态、非正常加速等正常

飞行不必要的故意机动等。应当制定适当限制,用 以规定特技机动及

其实施条件。如果认为需要,局方可现场目击特技机动。在试飞期间,

有意的特技机动应正确实施,并通过使用下列语句或相似语句说明记

录在航空器屐历本上:“我证明已经飞行试验了下列特技机动并且航空

器在整个机动的正常速度范围内是可操纵的以及是安全运行的。飞行

试验的特技机动和速度为:~__ˉ在____~— — 在̄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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ˉ̄ ˉ̄ ˉ̄ 刁≡-ˉ ˉ̄ ˉ̄ 、̄ 和 ~ˉ ˉ̄ ˉ̄ 刁̄
=-ˉ

ˉ̄ ˉ̄ ˉ
”

;

(14)该航空器不应该用于滑翔机拖曳、旗帜牵引或故意的跳伞;

(15)特许飞行证的持证人驾驶该航空器进入或飞离有塔台的机

场时,应告知空中交通管制本次飞行为试验飞行。进行目视飞行规则

运行时,机长应拟定能够避开人口稠密区或空中交通繁忙航路的航线。

当申请仪表飞行时,该航空器必须列在飞行计划的备注部分;

(16)航空器上根据 CCAR-91第 91.403条 、第 91.405条和第

91.407条 规定所安装和使用的仪表和设备应遵照 CCAR-43部 和

CCAR-91部 的要求进行检查和维修。任何维修或检查都应记录在航空器

维修记录中;

(17)航空器应当按照CCAR叫 3部 附录A的规定或其他局方接受的

项目进行年度检查,并确认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检查结果应记录在

航空器维修记录中;

(18)只 有根据CCAR-03第 43.11条授权、持有具有运动类维修人

员执照的人员才可进行这些使用限制所要求的检查;

(19)检查应记录在航空器维修记录中,并使用以下或相似的声

明:“我确认,该航空器已在【插入日期]按照CCAR43部 附录A或其他

经局方接受的维修方案进行了检查,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该记录应

包括航空器总的服役时间和进行检查的人员的姓名、签字、证件号码

和所持证件的类型;

(aO)完成首次申请特许飞行证的试验飞行后,航空器的运行目的

应符合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申请书》E AAC-083〕 中规定的目的。

此外,该航空器应符合 CCAR-91部 中适用的空中交通和一般运行规则,

以及 CCAR-91第 91.211条规定的所有附加使用限制。这些使用限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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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特许飞行证定义的使用限制是特许飞行证 E AAC-054〕 的一部分 ,

并且所有时间内应携带在航空器上;

(21)如果要对这些使用限制进行任何修改,应 向所在地区管理局

的适航审定部门提出申请。

2.7 特许飞行证的颁发和有效期

一旦满意地完成了航空器颁发特许飞行证所需的检查和文件评

审,并确认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后,授权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

表将颁发特许飞行证,在特许飞行中规定使用限制,使用限制作为特

许飞行证的一部分:

(1)对于持有特许飞行证的航空器,应在指定飞行试验区域内完

成规定的飞行小时数 (建议不少于 20小 时),表明规章 CCAR-21第

21.214条和CCAR-91第 91.211条的符合性,并记录在航空器履历本中。

授权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根据飞行任务的小时数定义特许飞行证的

有效期;

o)一般为运行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而颁发的特许飞行证的

有效期不应超过一年;

(3)为 了公众安全,局方可以增加任何必要的补充使用限制;

“)如果航空器不满足审定的要求并且拒绝颁发第一类特许飞行

证,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应告知申请人拒绝颁发第一类特许

飞行证的理由。

3.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的颁发程序

3.1 原则

在依据颁发的特许飞行证完成规定的飞行试验项目之后,驾驶员

应在航空器履历本中以日志形式记录
“
航空器已经完成了规定的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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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数,并且在其正常的速度范围内和拟进行的所有机动范围内是可

操控的,没有表现出任何危险的操作特性或设计特征
”
的内容。此后 ,

申请人可以按照 CCAR丬 1部第 21.171条 “
局方同意的其他情况”,申

请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套材组装 ),并在项目信函中提出解除飞行试

验区域的限制。

获得限用类特殊适航证之前,申请人应按照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民

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规定》fCCAR-45)和适航管理程序 《民用航空器国籍

登记程序》lAP-45-oD申 请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证 E AAC-016)。

3.2 申请

除适航审定司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应向其所在的地区管理局审定

处或授权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下述申请资料:

α) 《适航证申请书》 〔AAC-018);

0)表明飞行试验项目的特许飞行证 (复 印件 );

(3)航空器履历本关于飞行试验项目的记录 (复 印件 );

“)项 目信函,提出解除飞行试验区域的限制;

6)局方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

注:申请人必须是表明飞行试验项目的特许飞行证的持有人。

3.3 受理

3.3.1 地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应在收到申请资料后 5个工作日

内,审核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3.3.2 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地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发出受

理申请通知书 (见附录三);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并

说明不受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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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申请人在收到受理申请通知书后,应完成该通知书中所规定

的各项受理手续,并按规定交纳适航检查费。同时与检查单位商定进

行现场审查的具体时间。

3.4 适航检查

(1)经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依据附录四 《套材组装轻型

运动航空器限用类适航证适航性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AAC-277)的 要

求,对航空器进行适航检查。

Q)经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在检查中如发现问题,应参

照 AP-2卜AA-2OO8-05R2第 2.2.3条第 (3)款的规定以 《民用航空器

适航检查发现问题通知单》 〔AAC-199)的形式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

对所发现的问题予以纠正,纠正措施应被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所接

受。

(3)检查结束后,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应完成附录四 《套材组

装轻型运动航空器限用类特殊适航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E AAC-277〕

的填写,在 《适航证申请书》上签署意见。

3.5 限用类适航证的颁发

适航司依据授权的适航监察员或委任代表完成的 《套材组装轻型

运动航空器限用类特殊适航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AAC-277〕 ,签发

《民用航空器特殊适航证》匚AAC-231〕 ,类别是限用类 (套材组装 ),

样例详见附录六。

3.6 对获得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套材组装 )的航空器的基本要求和限制

3.6.1 航空器的标识要求

获得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套材组装 )的航空器,应 当在航空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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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舱门入口附近或者驾驶舱附近 (或按民航局批准的位置 )标记 “
限

用类 (套材组装 )” 字样,该标识应采用耐久的方法附着在该航空器

上并清晰可见,其字样的尺寸大小应当在 5至 ⒛厘米之间。

3.6.2 取得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套材组装 )的航空器不得从事商业性

载客运行。

3.6.3 取得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套材组装)的航空器仅允许申请人驾

驶,不得取酬运行。

3.6.4 在完成了首次特许飞行证申请要求的飞行试验后:

【a)该航空器可进行昼间和/或夜间目视飞行规则运行,但应按照

CCAR-91第 91.407条 的要求安装适用设备;

lb)该航空器可进行仪表飞行规则(IFR)运行,但应按照CCAR-91

第 91.405条 的要求安装适用设备。

3.6.5 该航空器不满足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8规定的适航标准。该航空

器飞入或飞越他国前,其所有人应从该国民航当局获得书面许可。该

书面许可应与中国民航局的限用类特殊适航证一起随机携带,一旦要

求,应提供给中国民航局的监察员或飞越国的民航当局检查;

3.6.6 不得用于滑翔机拖曳、旗帜牵引或故意的跳伞;

3.6.7 除非申请人在试验飞行中有充分证据表明该航空器能够进行

特技飞行,否则该航空器禁止特技飞行,即 涉及到正常飞行所不必要

的航空器姿态的突变、非正常姿态或非正常加速的故意机动。

3.6.8 该航空器如果尝试根据 CCAR-g1第 91。 ⒛1条进行特技飞行 ,

包括飞行姿态的突然改变、非正常姿态、非正常加速等正常飞行不必

要的故意机动等。应当制定适当限制,用 以规定特技飞行及其实施条

件。另外,局方必须到现场目击特技飞行。在验证期间,有意的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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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应正确实施,并通过使用下列语句或相似语句说明记录在航空器

履历本上: “我证明已经飞行试验了下列特技机动并旦航空器在整个

机动的正常速度范围内是可操纵的以及是安全运行的。飞行试验的特

技机动和速度为:~__ˉ在___灬 ~—— 在̄____~— — 在̄

ˉ̄ˉ̄ˉ̄ 、̄ 和~ˉ ˉ̄ˉ̄ 在̄~ˉ ˉ̄ˉ̄ ō

3.6.9 航空器上根据 CCAR-91第 91.403条 、第 91.405条和第 91.407

条规定所安装和使用的仪表和设备应遵照CCAR-03部和 CCAR-91部 的

要求进行检查和维修。任何维修或检查都应记录在航空器维修记录中。

3.6.10 航空器应当按照CCAR-43部附录 A的规定或其他局方接受的

项目进行年度检查,并确认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检查结果应记录在

航空器维修记录中。

3.6.11 只有根据 CCAR-+3第 43.11条授权、持有具有运动类维修人

员执照的人员才可进行这些使用限制所要求的检查。

3.6.12 检查应记录在航空器维修记录中,并使用以下或相似的声明:

“
我确认,该航空器已在【插入日期]按照CCAR-03部附录 A或其他经

局方接受的维修方案进行了检查,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
该记录应

包括航空器总的服役时间和进行检查的人员的姓名、签字、证件号码

和所持证件的类型。

3.6.13 如果要对这些使用限制进行任何修改,应向所在地区管理局

的适航审定部门提出申请。

4 存档

4.1特许飞行证的存档

地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应将下述文件存档:

(1)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申请书》 E AAC-083〕 (原件);

-̄20——



⑵ 《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EAAC-276〕  (彦鼠r+);

(3) 《特许飞行证》 E AAC-054)和 使用限制 (复 印件);

“)项 目信函(原件);

6)飞行试验程序 (原件);

“)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厂家提供套材的证明(复 印件);

臼)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的符合跬声明 EAAC-275〕 (复印件);

臼)受理通知书(复 印件)。

4.2限用类特殊适航证的存档

地区管理局审定处或授权单位应将下述文件存档:

(1) 《适航证申请书》 E AAC-018〕 (原件);

o) 《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限用类特殊适航证评审和检查记

录单》 〔AAC-277〕 (原件);

(3) 《民用航空器特殊适航证》〔AAC丬 31〕 和使用限制 (复 印件);

“)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资料 (原件);

ts)受理通知书(复 印件)。

5.附则

本管理程序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负责解释。

本管理程序自2015年 02月 09日 生效。

6.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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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符合性声明

AAC-275 (02/2015)

-̄22——

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

符合性芦明

说明:请用印刷体或打印填写,提

交原件给授权适航监察员或委任

代表,如果需要其他内容,使用附

件。

不
烬
醉
划
埙

.
门

1、 套材生产厂家名称 2、 套材生产厂家地址 (省、城市、街道)

3、 航空器系列号 4、 制造日期 (年月日) 5、 航空器制造人 6、 航空器型号

7、 最大起飞重量 8、 最多乘员数量 9、 Vm 10、 VsI

轻型运动航空器类别:(选择所有适用项 )

□ 飞机 □ 滑翔机 □ 自转旋翼机 □ 轻于空气的航空

器

串
艹
虫
畎
涩
旺
剌

、
目

ASTM标准 (如下或使用附件)

组装说明文件名 :

设计和构造的AsTm标准 :

组织说明的AsTM标准 :

版本 有效期

航空器操作说明AOI/POH(列 出适用项目)

文件名 :

依据的AsTM标准 :

版本 颁发日期

航空器维护和检查程序/大纲 (列出适用项目)

文件名 :

依据的AsTM标准 :

版本 颁发日期

航空器飞行培训补充 (列出适用项目)

文件名 :

依据的 AsTM标准 :

版本 颁发日期

迕
以
饺
耻
坻
L
扛

剞

、日

套材状态描述备注 (任何其他的声明可能在这里陈述或附后)

套材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体系 (列 出适用条目)

文件名 :

依据的AsTM标准 :

版本 日期

套材生产厂家的持续适航体系 (列出适用条目)

文件名 :

依据的AsTM标准 :

版本 日期

吞
怔
坻
L
怔

划

、≥

声明:

姓名 : 签名 :

职务 : 日期 :



附录二 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的符合性声明 (样例 )

轻型运动航空器套材生产厂家

符合性声明

说明g请用印刷体或打印填写,提

交原件给授权适航监察员或委任

代表,如果需要其他内容,使用附

件。

芬
牧
串
划
埙

.
冖

1、 套材生产Γ奏 名称

Ex,Ⅱ ss AL℃口田a

2、 套材生产厂家地址 (省、城市、街道)

北京市朝阳区机场北路XX号

4∵ 航空器系列号
K-00014

4、 制造日期(年月日)

K“Ⅺ06ˉ03ˉ07

5、 航空器制造人
Exoress FlVer

6、 航空器型号

⒏lver One

7、 最大起飞重量
13201b

最多乘员数量
8
 
2 9、 %

120KCAS
10、 Vs1

45KCAs

轻型运动航空器类别⒈(选择所有适用哑
X丿 飞机 滑翔机 自转旋翼机 轻于空气的航空

器

串
艹
么
田
扭
旺
剌

、
日

AsTM标准 (如下或使用附件)

组装说明文件名 :silver One Assembly hsm雨on,

KFs0丬 A
设计和构造的AsTM标准:AsTM standard F” 45-∝

组织说明的AHM标准:AsTM standard F犭 “-“ ~__

版本

Rev A

N/A
N/A

有效期

N/A

淞
淞

航空器操作说明AOI/POH(列 出适用项目)

文件 名 :Ⅲ ver One opcnJon hs凼 住o【l,so-oI丬

依据 的 AsTM标 准 :A阴 M standard F2245ˉ 04

None

本

N/A

版 颁发 日期

2012ˉ 10-02

N/A

航空器维护和检查程序/大纲 (列出适用项目)

文件 名 : silver One M洫此m∝e Manml,soˉMM丬

依据 的AsTM标 准 : AsTM standard Fz0g3~Os

版 本

None

N/A

颁发 日期

2012ˉ 10-02

N/A

航空器飞行培训补充 (列出适用项目)

文件名:silver One F1ight TmⅢ吧 so-FT-1

依据的AsTM标准:AmM standard F2245ˉ
"

淋
洫
淞

颁发 日期

2012-10ˉ 02

N/A

寺
以
饺
胛
诋
L
怔

羽

、日

套材状态描述备注 (任何其他的声明可能在这里陈述或附后)

Express航空器公司设计和生产 Express Flyer Ⅲver One型 号航空器,于 2005年 12月 1日取

得 CAAC轻型运动类型号设计批准书和生产许可证。Express川屺raa Ⅲver One套材组装说

明版本 A,符合 As

套材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体系 (列 出适用条目)

文件名 :Express丿⒒叨血 QAManml
依据 的ASTⅡ标准 :AsTM smdard F22T9ˉ03

NoⅡe

本版

N/A

日期

2012ˉ 10-02

N/A

套材生产厂家的持续适航体系 (列 出适用条目)

文件名:Express川“ma CAs doc11mm忉 吐onl∞ated h QA

Manua1

依据 的AsTM标准 :AsTM standard” ” 5-O3

鼢
晌
淞

日期

2012-10ˉ 02

N/A

吞
怔
诋
L
讧

划

、〓

声明:

我特此声明,本套材包“⒆序列号 Kˉ00010的设计符合 AsTM标准,并依据 AsTM制定的

持续适航体系将支持该套材包的全寿命月期:本套材包“⑾依据上述 AsTM标淮和本声明中

说明的质Ι保证体系生产;同时提供依据 Asη叮标准制定的组装说明和相关手册。

姓名:张三 签名 :

职务: 质量经理 日期:zO15△ 卜07

AACˉz75(02捏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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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受理申订通知书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受 理 申 请 通 知 书

受理编号:        日期:

1.申 请单位名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2.申 谙理由:

3.申 请日期 :

4.受理意见:

审查费 人民币:        元

请电付至: 银行帐号
"1∞

100T00∞s9Ssssss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箅中心

受理人签字

职务:

受理部门:

AACˉ 150(12捏 0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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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奋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特许飞行证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第1页 共 5页

——25——

1.1航空器

套材生产厂家 : 套材生产厂家地址:      |CAAC PC证书号:

型号 : 序号:            |组装人:

组装日期 : 最多乘员数且g        |最大起飞重且tWrOw,:

注册号: %: VsI:

1.2类别 口 飞机 □ 滑翔机 □ 自转旋晏机 口 轻于空气的航空器

1.3发动机
1#

制造商: 型号 : 序号 : TsN: TsO: CsN: CsO:

2#
制造商 : 型号 : 序号 g TsNg TsO: CsN: CsO:

1.4炽旋桨

型号 : 序号 : 制造厂家:

TsN: TsO: CsN: CsO:

〓〓螂螂〓〓

〓∷〓∷〓∷‘螽

丨

2.1

申请材料

项目

∶
"sρ

●Cted∶tems

要求

ROqu∶ reme"t

是否符合要求

^Ccept or not

锵
恤

《民用航空器特许飞

行证申请书》
符合表格填写要求

□是 Yes

□否 No

从轻型运动航空器生

产厂家获取套材的证

明

发票
□是 Yes

□否 No

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

厂家提供的符合性声

明

原件
□是 Yes

□否 No

组装者 : 检查员: 日期:

▲▲C-276 (02/2015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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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申请材料

项目

I"sp。 ct●d∶toms

要求

R●quIromθnt

是否符合要求

^ccept or"ot

备注

"ote
轻型运动航空器生产

厂家 CAAC PC复 印件

□是 Yes

□否 No

申请人使用套材组装

航空器的过程记录

提供充分的图片、视频、日

志证明

□是 Yes

□否 No

项目信函

(1)飞行目的;

(2)飞行时间或架次;

o)飞行试验区域 ;

e)航空器构型;

□是 Yes

□否 No

建议的使用限制
□是 Yes

□否 No

2.2

文档检查

航空器操作说明
(1)包含序列号 ;

(2)包含发动机、螺旋桨维护

手册或指明相应的手册版本

号 ;

(3,定义了关键部件的更换

时间、检查间隔或相关程序 ;

(4)定义了每一项任务的维

护内容和详细方法 ;

(s,适用的适航指令和服务

通告已经完成 ;

(o包含持续适航内容 ;

□是 Yes

□否 No

维护和检查程序(大纲)

□是 Yes

□否 No

组装说明 套材厂家提供
□是 Yes

□否 No

驾驶员执照 局方颁发的或认可的
□是 Yes

□否 No

飞行试验大纲
规定飞行试验的要求、目标

和目的

□是 Yos

□否 No

履历本
□是 Yes

□否 No

重量和平衡报告

(1)航空器的总重、前后重心

值的范围:

(2)包括飞行机组、燃油、和

行李载荷限制 ;

(ω 标牌 ;

□是 Yes

□否 No

组装者 : 检查员 g 日期 :

AAC-276 (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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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现场检查

项目

l"spoctod Itoms

要求

ROqu∶ romont

是否符合要求

^Cc●

pt or"ot

备注

Noto

设备标牌 与手册文档一致
□是 Yes

□否 No

临时国籍和登记标志

满足 CCARo05第 四章
“
民用

航空器的标识
”
的要求,并与

申请书的信息一致

□是 Yes

□否 No

喷涂
航空器国籍和登记标志喷涂

在机身外的左右两面

□是 Yes

□否 No

部件和设备
与手册 AOI/PoH一致;并正

确标识 ;

□是 Yes

□否 No

标牌

“
乘员警告:本航空器是套

材组装航空器,不符合颁发

标准适航证的适航规章要

求,按照特许飞行证规定的

使用限制飞行
”

□是 Yes

□否 No

飞行操纵系统

(1)工作正常

@)确认文档包含的信息与航

空器检查确认的信息一致 ;

(3)确认航空器安装的设备与

AOI一致 ;

e)确保空速指示标记与 AOI
和 PoH要求的计算限制相匹

配;

□是 Yes

□否 No

发动机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螺旋桨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皮托管静压系统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其他仪表 工作正常
□是 Yes

口否 No

驾驶舱仪表
(1)合适的标识,容易阅读

@)所放位置容易接近 ;

□是 Yes

□否 No

系统控制(例如油门、

电气开关和断路器)

1
2
3 适当的、清晰的放置 ;

容易接近和操作 ;

满足组装者预期的功能 ;

□是 Yes

□否 No

机身紧急降落伞

(如适用)

(1)弹射的、援助的或可展开

的;

⑿)正确的标识和识别 ;

□是 Yes

□否 №

组装者 : 检查员 : 日期 :

第3页 共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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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1

现场检查

(续 )

项目

lnsp● ctod∶tems

要求

Requiromomt

是否符合要

求

ACcθ pt or

"0t

备注

Noto

至少一个磁罗盘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至少一个指示时、分、

秒的准确的计时表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至少一个灵敏的气压

高度表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至少一个空速表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防撞灯光系统 (涡轮动

力固定翼飞机适用 )

工作正常
□是 Yes

□否 No

⊥
∷∷∷∷∷∷∷∷∷∷∷∷∷∷∷∷∷∷∷∷∷∷∷∷∷∷∷∷∷∷∷∷〓∷∷∷_

组装者 : 检查员 : 日期 :

AAC-276 (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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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仵合格审定规定》lCCAR-21)及本管理程序的

相关要求,经检查,认为本航空器

□符合   □不符合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的有关规定,建议/决定 (根据民航局适航司的授权 ),

对该航空器 :

口颁发    □暂缓颁发    □不颁发

第一类特许飞行证 (套材组装 )

授权人 :

日 期 :

字

 
期

签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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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璐漱∷捃滂审秭攮戆鼬 0∶

国籍登记: 型号 :

检查地点: 序号 :

检查日期: 检查员签字 :

检查内容 是否符合要求 备注

1.1《适航证申请书》 □是 Yes □否 No

1.2特许飞行证 (复印件 ) □是 Yes □否 No

1.3航空器履历本

关于飞行试验项目的记录 (复印件 )

□是 Yes □否 No

1.4项 目信函

提出解除飞行试验区域的限制

□是 Yes □否 No

检查内容 是否符合要求 备注

2.1国籍登记证 □是 Yes □否 No

2.2航空器状态声明 □是 Yes □否 No

2.3适航指令执行状态清单 □是 Yes □否 No

2.4服务通告执行状态清单 □是 Yes □否 No

2.5试飞报告 □是 Yes □否 No

2.6故障记录和排故报告 □是 Yes □否 No

2.7装机设备清单 □是 Yes □否 No

2.8时寿/寿命部件控制项目清单 □是 Yes □否 No

2.9改装记录 □是 Yes □否 No

2.10更换仵记录 □是 Yes □否 No

2.11航空器目前重心位置与重量和平

衡手册的符合性

□是 Yes □否 No

检查内容 是否符合要求 备注

3.1航空器操作说明 (AOI)/

飞行操作手册 lPOH)

□是 Yes □否 No

3.2维护手册 □是 Yes □否 No

3.3载重平衡手册 □是 Yes □否 No

附录五 套材组装轻型运动航空器限用类特殊适航证评审和检查记录

单

AAC-277(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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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发动机维护手册 □是 Yes □否 №

3.5螺旋桨维护手册 □是 Yes □否 No

检查内容 是否符合要求 备注

机身外部检查

⒋

性

国籍登记标志与 CCAR叫5的符合 □是 Yes □否 No

4.2外部标志清晰 □是 Yes □否 No

4.3静压管/皮托管未被堵塞 □是 Yes □否 №

4.4无液体渗漏 □是 Yes □否 No

4.5安装牢固 □是 Yes □否 No

4.6外观正常 □是 Yes □否 No

4.7起落架安装牢固、无变形 □是 Yes □否 No

4.8轮胎无划伤 □是 Yes □否 No

发动机和螺旋桨

4.9标牌信息准确 □是 Yes □否№

4.1O无损伤 □是 Yes □否 No

4.Ⅱ 无磨损或变形 □是 Yes □否 №

4.12安装牢固 □是 Yes □否 No

4.13桨叶安装牢固 □是 Yes □否 No

4.14桨距检查 □是 Yes □否 No

驾驶舱

4.1sAOI/POH随机资料配备 □是 Yes □否 No

4.16标牌完整、准确 □是 Yes □否 No

4.17安全带功能正常 □是 Yes □否 No

在。18应急设备齐全可用 □是 Yes □否№

功能测试

在。19飞行操纵系统 □是 Yes □否 No

4.⒛ 发动机 □是 Yes □否 No

4.21螺旋桨 □是 Yes □否 No

4.22皮托管静压系统 □是 Yes □否 No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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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是否已通知申请人 :

申请人提交的纠正措施是否被按受 :

AAC-277(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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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ˉ z1)及本管理程序的相关

要求,经检查,认为本套材组装航空器

□符合   □不符合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的有关规定,建议/决定 (根据民航局适航司的授权),对该

航空器 :

□颁发    □暂缓颁发    □不颁发

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套材组装航空器)

授权人 :

日 期 :

签 字 :

日 期 :

AAC-277(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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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套材组装)样例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总 局
General AdministraJOn of C∶ ˇ

"AViaJOn of China
」   民用航空器特殊适航证 |徊№:

sPECIAL AlRWORTHlNEss CERTlFlCATE
1.国籍和登记标志

N日№mlψ and R习雨谢m Ma泌
2.航空器制造人和型号

Mam你加rerand Mam由 加red D到m钔m oF刖¤锍

3.航空器出厂序号

Ai卩cran seJal No。

4.类别 Catego帕 s∶ 限用类 (套材组装 )

5.本适航证根据 19狃 年 12月 7日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及根据该法发布的
有关规定颁发。本航空器在按照各项规定进行维修和各项运行限制运行时是适航的。Th‘ CeⅢΠ∞te of
AiNOrthiness is Issued pursuantto the Convθ ntion on Interna"onaI Civ"Aviation dated7December1944,and
to the Civ"AViation Law ofthe Pθ oρ le’s Repub"c of China and reguIations issued thereunder,in respect ofthe

aboˇeˉmen刂 oned aircran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in″ orthy when maintained and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Ⅱh the foregoing and the pe"inent operating lirnⅡ ations,

局长授权 FOrthe Mi泳 屺 r∶

部门/职务 :

DeDt.m刂e

人 :
屺发

n
a

签

乩

签发日期 Date oFlss1ance:

6.在中国注册登记期间,除非被暂扣、吊销或局方另行规定终止日期外,航空器在按照各项规定进行维修并按
照各项运行限制运行时,本适航证长期有效。Vnbss suspended,revoked or a temin猁 on date o otheⅢ ise

θstabⅡ shed by thθ  author、”this ain″orthiness oertiΠ cate is eⅡ odive as long as the maintenance is perfor1ned

in accordancθ 、″ith the approρ Hate CivⅡ  AViation ReguIations of China and the aircraftis operated according to

thθ presCHbed IirnⅡ ations、″hen the aircraR is registered in the People’ s Repub"c of China

I。 本航至器仅允许本特殊适航证的甲请人驾驭。
Ⅱ。本航空器不得从事取酬为目的的飞行。
Ⅲ。本航空器的飞行必须在局方规定的使用限制条件下运行

注
屺am

备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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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限用类特殊适航证 (套材组装 )样例 (续 )

民用航空器特殊适航证
SPECIAL AIRWORTH□NESs CERTⅡFICATE

AACˉ 231(0勾⒓007) 第 2页 共 2页

民用腕空器特殊适航证再次签发记录
Re丬ssue record

日期

Date

再次签发原因

D●scHptio"

签署扭冂

organlzation
锑
g
n
a
t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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