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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ＣＣＡＲ⁃２５⁃Ｒ４ 版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专门对电气线路互联系统提出了安全性评估要求，目前还未形

成一个系统的安全性评估方法，影响着我国军民用飞机适航取证。 依据第 ２５．１３０９ 条的安全性评估要

求，对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进行了解读，结合军民用飞机设计的具体工作，建立了安全性设计与分析流程，并
拓展了安全性验证技术，能够有效地识别 ＥＷＩＳ 存在的潜在安全隐患。 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缓解措

施，避免安全隐患的发生，为适航审定提供了支持和证明。 结合反推装置系统为案例，探索研究了电

气线路互联系统在安全性方面定量与定性分析的工程应用方法。 结果表明：提出的 ＥＷＩＳ 安全性设

计与分析方法，能够有效识别 ＥＷＩＳ 对飞机构成的安全隐患，可以指导 ＥＷＩＳ 整体架构的安全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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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内军民用飞机系统的设计需求

信息量越来越多，复杂度也相应提升，电气线路日益

复杂、精密，各类线路故障高发，轻则影响任务执行，
重则危及飞行安全。 类似的线路问题在国际航空业

同样非常突出，历史上曾出现过多起由于线路问题

引起的机毁人亡重大安全事故。 为了解决此类问

题，２００７ 年美国联邦航空安全局对 ＦＡＲ⁃２５《运输类

飞机适航标准》进行了修正，增加 Ｈ 分部“电气线路

互联系统”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ｗｉ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ＷＩＳ），将线路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系统进行研究和

规范［１］。 我国于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 年分别转换了相关

条款，提出了新的设计要求。
电气线路互联系统安全性评估作为一个新生事

物，国外围绕 ＥＷＩＳ 风险分析与评估建立了繁多的

符合性设计与分析方法模型，如 Ｂｉｇｕｎ［２］ 提出的飞

行事故概率模型和随机过程模型，Ｌｅｖｅｓｏｎ［３］ 提出的

系统理论过程模型（ＳＴＡＰ），Ｅｎｒｉｃｏ 等［４］为解决复杂

系统评估问题提出的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美国空军

电子系统中心（ＥＳＣ）也提出了风险矩阵分析方法。
目前，在国内各型号的研制工作中已经全面引入了

安全性设计理念，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中国民航大学等［５⁃７］ 单位针对

ＥＷＩＳ 已开展了适航条款的解读以及评估模型的探

索。 但在具体复杂的军民用飞机型号上，如何开展

ＥＷＩＳ 符合性设计与评估工作等方面的研究就相对

稀少。 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如何在型号研制中开展

ＥＷＩＳ 安全性分析与评估，以切实解决当前军机、包
括 Ｃ９１９ 和 ＭＡ７００ 在内的新研制民用飞机存在的突

出线路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十分急迫的课题，也因此

成为相关的科研工作者急需深入开展研究的重要

内容。
反推装置装配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上，是飞

机着陆后使用的重要组件，若其发生故障，如在空中

异常打开，会带来灾难性事故。 １９９１ 年，劳达航空

００４ 号航班空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事故造成 ２２３
人遇难。 通过调查，发现反推力控制系统中电路短

路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因此，反推装置

ＥＷＩＳ 的安全性设计与分析尤为重要。 本文从

ＥＷＩＳ 功能失效影响和物理失效影响两方面开展安

全性分析与评估，以反推力控制系统中的 ＥＷＩＳ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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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提出其在设计以及安装等方面的系统级和飞

机级需求。 并对这些需求进行安全性设计及符合性

验证，以消除或减缓 ＥＷＩＳ 安全危害影响，为飞机

ＥＷＩＳ 安全性设计及适航取证提供依据。

１　 ＣＣＡＲ２５．１７０９ 规章解读

ＣＣＡＲ－２５－Ｒ４ 版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的题目是“系统

安全：ＥＷＩＳ”，内容为“每个 ＥＷＩＳ 的设计和安装必

须使得：灾难性失效状态是极不可能的，和不会因单

个失效而引起。 每个危险失效状况是极小的［８］。”
ＥＷＩＳ 主要作用是传输电能、数据和信号以支

持飞机其他系统实现相应的功能。 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的

提出是对 ＥＷＩＳ 在安全性要求方面的补充。 当按照

第 ２５．１３０９ 条开展系统功能分析与评估时，往往因

一些非重要系统功能而简化安全性设计需求，这就

会不可避免地造成 ＥＷＩＳ 系统安全性设计需求的缺

失。 但事实表明，只要系统涉及到 ＥＷＩＳ，就存在

ＥＷＩＳ 失效的风险，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物理和功能

损坏，影响飞机的安全飞行。 如对于任何用电系统

或负载，当存在有功率负载线时，都有可能会产生电

弧或电磁干扰而引起整个线束或相邻线束的功能失

效和 物 理 失 效， 甚 至 引 发 危 险 性 或 灾 难 性 的

事件［９］。
因此可以认为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是在第 ２５．１３０９ 条

的基础上，重点考虑 ＥＷＩＳ 的物理失效和功能失效

影响，对 ＥＷＩＳ 进行结构化的安全性分析与评估，以
验证其在设计和安装等方面需求的符合性。

２　 ＥＷＩＳ 安全性分析方法和流程

第 ２５． １７０９ 条提出的目的是通过使用第 ２５．
１３０９ 条失效－安全的设计理念，对 ＥＷＩＳ 进行全面

和系统的安全性分析。 因此，为了满足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的要求，需要对每个 ＥＷＩＳ 的设计和安装提出安

全性需求，并且应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方面开

展评估。 在进行定性分析时，需要使用功能危险分

析、初步系统安全性评估、共因分析以及系统安全性

评估中的安全性指标［１０⁃１１］，对 ＥＷＩＳ 安装标准和部

件特性等需求进行确定和定义。 结合系统 ＥＷＩＳ 部

件的失效模式，将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识别的 ＥＷＩＳ 失效模

式嵌入到飞机级和系统级功能危险分析。 通过系统

共因分析（共模分析、区域安全性分析和特定风险

分析等），应能够表明 ＥＷＩＳ 部件在系统内外部风险

场景中，不存在特别是单点故障等因素导致灾难性

事件发生的可能。 同时，也需要表明导致危险的失

效状态发生风险也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 在定量分

析方面，可以通过对 ＥＷＩＳ 进行系统故障模式及影

响分析（ＦＭＥＣＡ），确定其故障模式的影响以及发生

概率。
为表明对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要求的符合性，安全性

评估必须考虑 ＥＷＩＳ 功能失效和物理失效对飞机的

安全性影响。 功能失效分析假定 ＥＷＩＳ 中相关部件

负载有电能、数据和信号，因此其失效可能会引起系

统功能降级甚至丧失或异常的影响。 物理失效分析

假定 ＥＷＩＳ 中相关部件负载有电能，视其为危险源

（如高温、电弧等），其失效后以局部火灾、烟雾等模

式对周边其他线缆、系统、结构、人员等产生的影响。
通过功能失效分析和物理失效分析，其结果都不应

有灾难性事件发生的可能和不可接受的危险性

影响。

图 １　 ＥＷＩＳ 安全性分析流程

本文提出的分析流程如图 １ 所示，包含功能失

效和物理失效两部分。 在进行功能失效分析时，需
要按照第 ２５．１３０９ 条的要求，开展功能危险性评估，
梳理出灾难的（Ⅰ类）和危险的（Ⅱ类）失效状态。
同时，明确这些失效状态对应的线路组成，以识别出

所需要分析的 ＥＷＩＳ，进而获取其在设计与安装等方

面的系统级和飞机级需求，如定性、定量的安全性要

求。 这里需要说明，对于线路的定量需求需要开展

系统安全性评估进行失效概率的分配以及符合性验

证工作，对于线路的定性需求需要开展符合性验证

工作。 在进行 ＥＷＩＳ 符合性说明时，可根据 ＥＷＩＳ 的

设计规范，明确分类并给出 ＥＷＩＳ 内部及与其他设

备之间的分离要求，结合电子样机和物理样机共因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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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工作，完成定性安全性要求说明，以表明其符

合性。 在进行物理失效分析时，对全机所有的特别

是可能对周边系统、结构或人员产生危害的 ＥＷＩＳ，
需要考虑包括电气故障、物理损坏和特殊风险等失

效影响，以防止灾难的和危险的事件发生。
通过以上分析应该能够表明在考虑了全部

ＥＷＩＳ 系统部件后，可有效避免灾难的和危险的事

件发生。 同时，系统中不存在可能导致灾难失效状

态发生的单点故障，并且可能导致危险失效状态发

生的单点故障可控。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该能够

提出并验证缓解策略，并评估验证缓解措施不会引

发新的失效状态。 最后给出 ＥＷＩＳ 安全性评估

结果。

３　 案例分析

３．１　 系统原理

反推装置是大型飞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飞机

降落时的一种减速装置。 反推控制系统驱动反推装

置的打开与关闭，改变发动机排气方向，如图 ２ 所

示，以帮助飞机在着陆后或中断起飞时产生反推力，
降低飞机的速度，缩短滑跑距离，保证飞机在降落、
紧急终止起飞时（尤其雨雪天气）的安全［１２］。

图 ２　 反推装置原理

　 　 反推力控制系统根据飞机电传油门台的“展
开”和“收起”指令控制反推力装置的展开和收起。
反推系统的组成如图 ３ 所示，其中换向器由 ２ 个独

立的控制单元控制，一个是液压隔离阀（ＨＩＶ），通过

地面 ／空中逻辑开关控制，防止空中打开；另一个是

方向控制阀（ＤＣＶ），是实现作动筒的“展开”和“收
起”，通常通过恒定的弹簧压力处于收起位置。 当

这 ２ 个控制单元都被激活时，换向器才能通电至展

开位置。

图 ３　 电路控制原理图

本文将从 ＥＷＩＳ 功能失效影响和物理失效影响

两方面，采用本文提出的分析方法，按照图 １ 所给出

的流程，对反推力控制系统开展安全性分析与评估。
在分析过程中，结合功能危险分析，分别以典型灾难

和危险的失效状态为案例，说明 ＥＷＩＳ 符合性过程，
最后给出安全性建议和结论。
３．２　 ＥＷＩＳ 功能失效分析过程

３．２．１　 功能危险分析

ＥＷＩＳ 功能危险分析使用现有的系统安全分析

技术，考虑到所有可能的 ＥＷＩＳ 失效情形，分析确定

这些 ＥＷＩＳ 失效是否可能导致危险的或灾难性的事

件发生。 第 ２５．１７０１ 条（ａ）中定义的任何组件都可

能会导致 ＥＷＩＳ 故障。 在执行 ＥＷＩＳ 功能分析时，必
须要了解给定 ＥＷＩＳ 组件的故障模式和限制。 对于

反推装置，本文将分析表 １ 中所列的危险描述场景，
以确定 ＥＷＩＳ 故障对飞机安全水平的影响。

表 １　 ＥＷＩＳ 功能危险分析

危险描述 飞行阶段 影响后果 危险等级 验证方法

在空中非

指令打开

反推力

起飞、
着陆、
巡航

飞机：推力大小及方向突变使飞机严重偏离正常飞行姿态或

轨迹，可能导致飞机失控、起飞时冲出跑道、坠毁等。
机组：可能来不及或无法有效控制飞机恢复安全的飞行姿态

和轨迹，由于飞机的损毁而死亡。
乘员：因飞机损毁而大部分或全部死亡。

灾难的

定量 ＦＴＡ
定量 ＦＭＥＡ

ＣＣＡ

丧失全部

反推力

中止起飞

着陆

飞机：着陆时可能减速能力不足。
机组：由于丧失部分减速功能，增加工作负担。

危险的

定量 ＦＴＡ
定量 ＦＭＥＡ

ＣＣＡ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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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重点关注控制反推器驱动的主要部件 ＨＩＶ
和 ＤＣＶ。 表 ２ 为 ＨＩＶ 和 ＤＣＶ 故障情况的 ＦＭＥＡ。
如 ＦＨＡ 和 ＦＭＥＡ 中所述，空中非指令打开反推力危

险等级是灾难性的，因此要求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为极不可能，必须提供缓解措施，并且 ＥＷＩＳ 设计不

应有单点故障的存在。
表 ２　 反推力装置 ＦＭＥＡ

功能失效 失效模式 机组影响 飞机影响 等级

丧失全部

反推力

２８ Ｖ 至 ＨＩＶ 断开

２８ Ｖ 至 ＤＣＶ 断开

ＤＣＶ 机械故障

ＨＩＶ 机械故障

工作量略

有增加

增加着陆和

停车距离
危险的

在空中非

指令打开

反推

２８ Ｖ 电路短路

连接器短路

机械故障致

ＤＣＶ 展开位置

人员身体

不适和工

作量过大

机翼升力

损失
灾难的

　 　 反推系统中的每个发动机的反推装置都是完全

独立的，包括 Ｔ ／ Ｒ 开关、接线和部件。 发动机反推

装置的故障可能是由 ＥＷＩＳ 故障或机械故障引起

的。 其中机械故障的原因可能是 ＨＩＶ、ＤＣＶ、液压油

管故障。 虽然机械部件的故障率高于 ＥＷＩＳ，但通过

强制检查反推力装置，如每 ３６ 个月就必须对与反推

力装置相关的机械部件进行一次维修和更换，可以

减少机械故障频率。 因此一般认为通过加入维护间

隔，可以将机械故障的可能性降至最低［１３］。 当引入

维护措施后机械故障的概率为 １０－８量级，而电线断

路的概率为 １０－７量级。 因此，在本例中，导线故障成

为导致发动机反推丧失的主要故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反推丧失故障树

对于“在空中非指令打开反推”，根据图 ３，非指

令是由 ＨＩＶ 的“打开”命令和 ＤＣＶ 的“展开”命令共

同启动。 当只有一个阀运行的情况不会导致反推力

装置移动。

３．２．２　 识别导致失效的 ＥＷＩＳ
在对系统功能进行评估分析之后，需要确定

ＥＷＩＳ 是否为故障发生的条件。 分析表明，ＨＩＶ 或

ＤＣＶ 的 ２８ Ｖ 控制电路（Ｔ ／ Ｒ 开关和发动机上的反

推模块之间）ＥＷＩＳ 故障（如开路）将导致反推力装

置无法启动，可能导致发动机反推丧失。 图 ５ 描述

了要分析的 ＥＷＩＳ（粗线所示）。

图 ５　 识别要分析的 ＥＷＩＳ

对于“在空中非指令打开反推力”，必须同时激

活 ＨＩＶ 和 ＤＣＶ。 正常情形只有当飞机在地面上并

且有飞行员输入“展开”Ｔ ／ Ｒ 时，这些阀门才会被同

时激活，反推工作。 当 Ｔ ／ Ｒ 开关和空中 ／地面继电

器下游的 ＥＷＩＳ 故障（如电磁干扰等），可能会导致

ＨＩＶ 和 ＤＣＶ 的同时激活，从而导致反推力装置的在

空中非指令地展开。 根据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的要求，导
致灾难性飞机影响的 ＥＷＩＳ 故障不得由单一故障引

起，必须证明发生概率小于或等于极不可能。
３．２．３　 制定缓解策略

分析系统的 ＥＷＩＳ 故障时，应包括第 ２５．１７０１ 条

（ａ）（１） ～ （１４）中定义的组件。 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ＥＷＩＳ 组件：电线、电缆、插头、电连接器等。 反

推系统的 ＥＷＩＳ 部件包括与反推力系统相关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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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连接器和触点。 根据分析，需要减少对 ＥＷＩＳ 造

成损坏的可能性，以降低 ＥＷＩＳ 导致反推系统故障

的总概率。
“丧失全部反推力”这种情况是由通向 ＨＩＶ 或

ＤＣＶ 导线的断路造成的。 因此，与这些部件相关

ＥＷＩＳ 需要增加如防止线缆磨损的要求，如图 ６ 所

示。 此外，为了解决 ２ 台发动机电路中常见的共因

故障，需提出 ＥＷＩＳ 系统独立性的要求，并要求发动

机的 Ｔ ／ Ｒ 开关在空间也要独立。

图 ６　 确定缓解措施

在“在空中非指令打开反推力”情况下，如果反

推力装置可能因 ＨＩＶ 和 ＤＣＶ 部件接线中的常见故

障而意外展开，则必须引入 ＥＷＩＳ 缓解措施，以解决

潜在的灾难性故障影响。 此外，对增加的缓解措施

需要进行评估，以排除是否存在单点失效、是否引入

其他的故障模式以及与安装环境兼容性等。
对于“在空中非指令打开反推力”还需要增加

独立性要求。 由于 ＥＷＩＳ 的一个常见电气故障与

ＨＩＶ 和 ＤＣＶ 有关，可能导致推力反向器在无人操纵

时展开，因此可以对 ＥＷＩＳ 提出 ＨＩＶ 和 ＤＣＶ 电路的

空间隔离的要求。 此外，还必须保证这 ２ 个电路都

与 ２８ Ｖ（ＤＣ）或 １１５ Ｖ（ＡＣ）电源在空间相隔离。
３．２．４　 验证缓解策略

“丧失全部反推力”已经分离并添加了一个物

理屏障，以增加导线的鲁棒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

对反推器控制线路的损坏可能性。 将此缓解措施在

故障树中进行分析，可降低断路的可能性，也保证了

发动机间反推系统的独立性。 增加的缓解措施不会

引入任何额外的故障模式，并且与系统和操作环境

兼容。
“在空中非指令打开反推力”在空间上分离了

与 ＨＩＶ 和 ＤＣＶ 电路相关的 ＥＷＩＳ。 此外，还需将与

ＨＩＶ 和 ＤＣＶ 电路相关的 ＥＷＩＳ 同所有 ２８ Ｖ（ＤＣ）和
１１５ Ｖ（ＡＣ）电源线路相隔离。 通过分析，增加的缓

解措施不会引入任何额外的故障模式，并且与系统

兼容。 因此，这些缓解措施的引入解决了潜在的不

符合条件，而不引入任何额外的故障模式，详见

表 ３。

表 ３　 反推力装置 ＦＭＥＡ 及缓解措施

功能失效 失效模式 机组影响 飞机影响 等级 缓解措施

丧失全部

反推力

２８ Ｖ（ＤＣ）至 ＨＩＶ 断开

２８ Ｖ（ＡＣ）至 ＤＣＶ 断开

ＤＣＶ 机械故障

ＨＩＶ 机械故障

工作量略

有增加

增加着陆和

停车距离
危险的

防磨

分离 ＥＷＩＳ

维护、检查和服务

在空中非

指令打开

反推力

２８ Ｖ（ＤＣ）电路短路

连接器短路

机械故障致

ＤＣＶ 展开位置

人员身体

不适和工作

量过大

机翼升力

损失
灾难的

分离 ＤＣＶ 和 ＨＩＶ ＥＷＩＳ
分离 ２８ Ｖ（ＤＣ）和 １１５ Ｖ（ＡＣ）

维护、检查和服务

３．３　 ＥＷＩＳ 物理失效分析过程

物理失效分析中只考虑单一共因事件或者失

效，不需要考虑多重共因事件或者失效。 在考虑物

理影响时，假设导线负载有电能，且此电能可直接或

在与其他因素（如燃油、氧气、液压油或者乘客破坏

等）结合时导致危险的或灾难性的影响，这些失效

可引起火警、烟雾、毒气释放等，损坏安装于同一地

区内的系统和结构或者对人员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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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识别 ＥＷＩＳ 风险

反推系统中的 ＥＷＩＳ 位于机身的 ４ 个纵向线槽

中，如图 ７ 所示，其中 ２ 个分别位于下货舱左右两

侧，２ 个位于机舱顶左右两侧［１４］。

图 ７　 ＥＷＩＳ 的安装

以左侧电缆管道中的接线和连接器为例，通过

以下 ５ 个步骤对分析区域进行分类与危害识别。 对

于每个步骤，图 ７ 中 ＥＷＩＳ 指示此特定分析案例的

适用条件。
１） 确定要分析的飞机体积和环境，如应力、湿

度、温度、振动、污染物（灰尘、污垢、除冰液、液压

液）等。
２） 确定要分析的 ＥＷＩＳ 和局限性，如电线耐电

弧≤１１５ Ｖ（ＡＣ）、连接器（插入电介质限制）和触点

间距等。
３） 确定要分析的系统元素（ＥＷＩＳ 或其他传输

元素），如电力、飞行控制等。
４） 基于 ＥＷＩＳ 系统和操作环境，定义分析中使

用的 ＥＷＩＳ 危害，如 ＥＷＩＳ 故障（电弧或过载）、非
ＥＷＩＳ 系统故障（液压或漏水）、外部威胁或特殊风

险等。
５） 基于危害的边界分析区域，如特定风险是指

暴露在潜在威胁范围内。 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所需

的功能必须位于单独的电线管道中。 对于不在危害

区域的 ＥＷＩＳ，使用 ＥＷＩＳ 组件和限制来定义 ＥＷＩＳ
威胁，即电弧、过载、电磁威胁等。
３．３．２　 ＥＷＩＳ 物理失效分析

结合功能危险分析，与 ＤＣＶ 和 ＨＩＶ 相关的

ＥＷＩＳ 必 须 在 空 间 上 相 互 独 立， 并 且 与 其 他

２８ Ｖ（ＤＣ）或 １１５ Ｖ（ＡＣ）电源相分离，以减少或避

免 ＨＩＶ 或 ＤＣＶ 因电气故障而通电的可能性。 根据

标准在设计时 ＤＣＶ 和 ＨＩＶ ＥＷＩＳ 每组之间的间距

至少为１５ ｍｍ［１５］。 当线束中的电气故障确定时，任
何给定线束分组中的电气故障将与该故障相隔离，
并且不影响相邻的接线。 因此 ２８ Ｖ（ＤＣ）和 １１５ Ｖ
（ＡＣ）电源保证在空间上分离，大功率的布线均位于

所有小功率布线外侧５０ ｍｍ处，如图 ８ 所示，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故障造成的损坏和电磁干扰的影响。

图 ８　 电线电缆布置要求

“丧失全部反推力”的 ＥＷＩＳ 失效分析将集中在

电缆的布置上。 结合功能分析，与 ＤＣＶ 和 ＨＩＶ 相

关的 ＥＷＩＳ 必须在空间上相互独立，并且必须与其

他 ２８ Ｖ（ＤＣ）或 １１５ Ｖ（ＡＣ）电源相分离，以减少或

避免 ＨＩＶ 或 ＤＣＶ 因电气故障而通电的可能性。 根

据标准，在设计时 ＤＣＶ 和 ＨＩＶ ＥＷＩＳ 每组之间

１５ ｍｍ。 根据 ＥＷＩＳ 特性，当线束中的电气故障确定

时，任何给定线束分组中的电气故障将与该组故障

相隔离，不会影响到相邻的接线。 所有 ２８ Ｖ（ＤＣ）
和 １１５ Ｖ（ＡＣ）电源保证在空间上分离，所有大功率

的布线均位于所有小功率布线外侧 ５０ ｍｍ 处，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故障造成的损坏和电磁干扰的影响。
除了相邻 ＥＷＩＳ 故障的危害之外，作为物理分

析的一部分，还对所有系统传输元件和结构的分离

进行了验证。 针对该活动，应进行区域安全分

析［１６］。 考虑到反推系统是地面飞机刹车系统之一，
物理分析还需要考虑与其他系统 ＥＷＩＳ 的集成

关系。
特别地，在检查 ＥＷＩＳ 物理安装时，反推装置所

有冗余的接线和连接器应在空间上相互隔离，任何

单个 ＥＷＩＳ 故障都不会导致管束故障，所有与单个

线束分组共用的布线均为冗余。 因此，单个线束的

失效不会导致大于“较大的”失效状态的发生。 考

虑到线束的失效概率为 １×１０－７量级，２ 个线束的失

效概率远远小于极不可能的概率。 对于鸟撞、转子

爆破等特殊风险［１７⁃２０］，任何单个事件都不会导致超

过 ２ 条线槽的损失。 这些系统之间的关系要通过飞

机级的 ＦＨＡ 传递，转子爆破如图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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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转子爆破的影响

３．３．３　 制定缓解策略

根据飞机级 ＦＨＡ 和系统 ＳＳＡ，冗余系统 ＥＷＩＳ
应符合第 ２５．１３０９ 节和第 ２５．１７０９ 节的要求。 为了

确保线束中的电气故障相互隔离，可以在空间进行

相互分离，这样也保证了故障模式不会传播到相邻

的线束中。 基于此分析，反推系统 ＥＷＩＳ 不需要额

外的缓解措施。
３．３．４　 验证缓解策略

根据分析，冗余的 ＥＷＩＳ 空间分离足以证明符

合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的要求。 按照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不需要

额外的缓解措施。
３．４　 评估结论

通过对反推系统 ＥＷＩＳ 的功能和物理分析，考
虑了包括电气故障、物理损坏和特殊风险等失效现

象，提出了与 ＨＩＶ 和 ＤＣＶ 相关的 ＥＷＩＳ 必须在空间

上相互独立，并与强电源相互隔离，以确保反推力装

置的非命令部署概率至少是极不可能的。 结果表

明， 每个线束群之间的空间间隔足以防止失效的影

响。 因此，可以确定 ＥＷＩＳ 故障不会导致大于“危险

的”以上事件的发生，这也表明了 ＥＷＩＳ 物理设计符

合第 ２５．１７０９ 的要求。

４　 结　 论

本文依据 ＣＣＡＲ⁃２５⁃Ｒ４ 版第 ２５．１３０９ 条的安全

性评估要求，对第 ２５．１７０９ 条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

符合性验证流程和方法。 以反推装置系统设计为案

例，结合国内民用飞机电气线路互联系统工作现状，
探索研究了电气线路互联系统安全性工程应用方

法。 结果表明：
１） 本文提出的 ＥＷＩＳ 安全性设计与分析方法，

能够有效识别 ＥＷＩＳ 存在的安全隐患，为飞机的电

缆及相应组件提供了一个全面和结构化的分析方

法，为飞机安全性设计提供了依据。
２） 通过对反推装置 ＥＷＩＳ 功能失效和物理失

效两方面分析，得出了电气线路 ２８ Ｖ（ＤＣ）和 １１５ Ｖ
（ＡＣ）电源保证在空间上分离，并且所有大功率的布

线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故障造成的损坏和电磁干扰的

影响等要求。
３） 为了保证反推装置能够正常工作，需要增加

对 ＥＷＩＳ 进行定期维护、检查和维修等缓解措施；通
过综合评估，所增加缓解措施有效可行，不会引入额

外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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