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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 A300B为双发涡扇短／中程客机，由法、英、 

德、荷兰和西班牙等国的飞机制造商共同研制。其具 

体分工是英国的豪克 ·西德利公司负责研究设计机 

翼并生产机翼抗扭盒，法国国营航空空间工业公司 

负责机头部分(包括驾驶舱)、中机身和发动机吊挂 

生产及总装，德国负责制造机身其余部分和垂尾，荷 

兰福克一VFW公司负责生产机翼前缘、后缘与翼尖， 

西班牙 CASA公司负责制造起落架舱门和平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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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0B前后共有下列型别： 

A300B一1 原型，仅制造两架，最大载客量302 

人。采用两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提供的 CF6—50A 

涡扇发动机。 

A3OOB一2 基本生产型，在 B一1前、后机身上 

加接了总长为 2．65m三段机身，使最大载客量增加 

到 331人。采用两台 CF6—50C涡扇发动机。 

A300B一3 载客量与 B一1相同，但采用两台 

23 130kg的CF6—50C涡扇发动机，航程达4 260km。 

A300B一4 远程型，机身长度和动力装置与 

B一2相同，载油量增加 15 O00L，共达58 O00L。载客 

281人时航程为3 890km。 

A300B一7 加长了机身，使总长达到53．09m， 

载客量增加到325人。采用 cF6—50C发动机。 

另外，A3OOB一5和 A300B一6为全货机 型， 

A300B一8则使用推力更大的发动机。 

设计特点 

A3OOB飞机采用下单翼、低平尾、翼下短舱布 

局，翼下短舱安装在半翼展的35．4％处。机翼采用 

后加载尖峰翼型，相对厚度为 10．5％。机翼展翼比 

为7．71，1／4弦线后掠角为28。，翼根弦长 9．5m，翼 

梢弦长 2．78m。飞机高空设计巡航速度为 M= 

0．82。 

机翼 主要为双梁盒形结构，在两短舱之间的 

翼展上增加了第三根梁，用高强度铝合金制造，与机 

身结构为一整体，并符合破损一安全准则。蒙皮为 

有加强肋的整体机加壁板。前缘缝翼分三段，后缘 

为三块富勒式双缝襟翼，翼根前缘为一块克鲁格襟 

翼。短舱外侧的后缘全速副翼在襟翼打开后能向下 

偏转 10。左右，以提高增升效率。飞机起飞时的最 

大升力系数为 2．2，着陆时为 2．65。发动机短舱外 

侧机翼前缘采用发动机排出的热空气防冰。 

机身 半硬壳圆形横载面结构，开口为 z形隔 

框和桁条。一些主要部件大都由高强度铝合金、钢 

或钛合金制成。辅助结构采用蜂窝壁板或玻璃纤维 

层压板。最大外径为5．64m。中机身处有三个用挤 

压型材弯曲而成的加强框。 

尾翼 悬臂式全金属结构，所有翼面均后掠。 

全动式水平尾翼和单独操纵的升降舵。水平安定面 

由驱动一个故障自动防护的球形螺旋千斤顶的两台 

马达来进行操纵。 

起落架 液压收放前三点式。前起落架为双轮 

向前收，主起落架向内收入机身。主起落架为四轮 

小车式，能左右互换。轮胎尺寸 46×16—20，胎压 

l0．8xl0 Pa；前轮轮胎 40x14—16，胎压 9．0x10 Pa， 

所有主轮装有液压盘刹车，并配有防滑装置。 

29 

一一 一一 一荆一一 

_̈ t  ̈⋯一一一机一一伸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一一 ⋯ 一 参 煽一_一 一 ⋯一 ： ． 一 渑一 ～ ；_ 叉 w 翻 ⋯ 机一 一 一一一 ⋯ 飞 一 ～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脚一一 一一一 



 



 



民用飞机设计与研究 2010年第 1期 

动力装置 翼下短舱内装两台 CF6—50A涡扇 

发动机，在海平面标准大气+15．6c【=以下推力为 

22 300kg，配有用发动机引气进行液压操纵的反推 

力装置。每边机翼内外侧有两个整体油箱，燃油总 

量为43 O00L。右机翼下设有两个加油口。 

座舱 三人制驾驶舱，另设观察员座椅一张。主 

客舱内横排68座，排距 86cm，可容纳 200～300名旅 

客。典型布局每排8座，排距86cm，可容纳259人。按 

该布局，前设一厨房和两个盥洗室，后面设至少两个厨 

房和三个盥洗室；排距 71cm的高密度布局能乘 302 

人。每边机翼前缘有两扇插塞式旅客登机门，后面每 

侧有一扇。地板以下为行李舱，舱门在右侧。前舱可 

放4个 224x267x163cm的货盘或 1O个 LD3集装箱。 

后舱可容纳 6个 LD3集装箱，每个集装箱容量为 
4．25cm3

。 后舱还备有散货空间。整个座舱是密封的。 

系统 来自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或地面高压 

源的压缩空气经输气管分别供给散热器、水分离器、 

反推力操纵及空调系统。空调系统内包括两组相同 

的空调装置，能保持座舱温度于 18％ ～20~C之间。 

座舱压差为 0．58×10 Pa，在 10 500m以下的高度 

上，能保持 1 800m以下舱压高度。装有三套完全独 

立的液压系统。左、右发动机除分别驱动蓝色及黄 

色系统外，还同时驱动绿色系统。各系统的能量可 

通过液压泵相互传递。黄色系统还可由风动涡轮泵 

驱动，系统工作压力为210×10 Pa。所用液体为耐 

火磷酸脂。主电源为两台 115／200V，400Hz三相恒 

频交流发电机，其中两台由发动机带动，另一台由辅 

助动力装置带动。任何一台发电机均可提供足够的 

电源为起飞和着陆必需的设备和系统进行工作。每 

台发电机额定在 90KVA，过载额定 135KVA 5rain， 

180KVA 5s。28VDC直流电由三台变压整流器提 

供。机上还备有 24V直流电瓶组，用于辅助动力装 

置启动、燃油控制及发动机控制。尾锥部分装有一 

台辅助动力装置。防火系统是自足式的。 

电子设备 标准通讯设备包括两台VHF装置 

和一台选择呼叫系统加上机内通话和旅客广播系 

统。还装有失事记录器和话音记录器。标准导航设 

备包括两套 VOR，两台 ILS，两台无线电高度表，一 

台无线电指点标，两台 ADF，两台 DME，两台 ATC 

应答机和一个气象雷达。 

外部尺寸 

翼展 44．84m 

机翼展弦比 7．71 

机长 50．9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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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身长度 

机身最大直径 

机高 

平尾翼展 

主轮轮距 

前后轮距 

客舱门 

高度×宽度 

地板下货舱门(前) 

高度×宽度 

地板下货舱门(后) 

高度×宽度 

地板下货舱门(散装) 

高度×宽度 

内部尺寸 

客舱(不含驾驶舱) 

长度 

最大宽度 

最大高度 

地板下货舱容积 

前 

后 

散装 

散装最大容积 

面积 

49．38m 

5．64m 

16．56m 

16．94m 

9．60m 

17．57m 

1．93mx1．O7m 

1．70rex2．44m 

0．95mxO．95m 

36．50m 

5．35m 

2．54m 

68．Om。 

36．Om 

l6．Om’ 

120．0m 

机翼(总) 260．0m 

垂尾(总) 45．2m 

平尾(总) 69．5m 

重量 

使用空重 80 030kg 

最大商载 28 970kg 

最大起飞重量 1 32 000kg 

最大着陆重量 120 000kg 

最大零油重量 109 000kg 

性能(估计，最大起飞重量。除非另有规定) 

最大使用速度(MMo) 668km／h CAS 

最大使用马赫数(MMo) M 0．84 

最大巡航速度(7620m) 937km／h 

最大使用高度 12200m 

航程(最大商载，转场370km， 

等待45分钟及5％余油) 

航程(最大燃油，转场 370km， 

等待45分钟及5％余油) 

2 070km 

3 900km 

(汇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