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J 747-8
波音公务机

空中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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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造747原型机的人们承担了一

项艰巨的挑战——造一架非同寻常

的飞机。他们成功了。航空史将这

个团队誉为“不可思议的团队”，

而他们所制造的飞机被称为“空中

女王”。BBJ 747-8将技术创新的传

统延续到了21世纪。拥有非凡的客

舱空间、无与伦比的定制潜力以及

极为出色的航程，BBJ 747-8真正做

到了再次令人震撼。

747-8波音公务机
再一次不可思议

21世纪的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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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米
(+ 160 英寸)

+ 1.5 米
(+ 60 英寸)

76.3 米 
(250 英尺 2 英寸)

先进技术 机身加长

全新机翼

先进材料

现代化的

驾驶舱

拥有787技术的

发动机

舱内总面积（含头顶空间可使用面积）：

5,179平方英尺（481.1平方米）

增强的系统

业已验证的平台 更大客舱及货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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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点科技 汉莎航空技术
内饰理念 内饰理念



8 9

独特的前部客舱
无需被缩减的私人空间

747-8的布局在飞机的机头部分设

计了一个安静隐蔽的空间。这一空

间是大型VIP套房的理想场所。由于

它位于主客舱门的前面，因此套房

与客舱内其它使用频繁的区域完全

隔离。

图为向机头方向展示的主舱——内饰完工前

图片由Lufthansa Technik提供

空中的私人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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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 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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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的生活区域
完全定制化

747-8的尺寸可提供最大程度的灵活

性以创造出满足您个性化需求的飞

机。BBJ 747-8的内部面积为445平

方米（不包括可选的头顶空间），

可容纳多个会议室、私人休息室和

餐厅。除此之外，飞机还拥有足够

宽度以容纳客舱间的通道。

赋予旅行新的涵义

图为向机尾方向的主舱——内饰完工前

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



14 15

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 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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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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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叹的天花板
仅BBJ 747-8可提供

我们的工程师在进行BBJ 747-8的设

计时，将通风设备、电气和飞机系

统移动至机身的侧面。这使得空间

被有效利用，从而开辟了在其他任

何飞机上都无法实现的全新的内部

空间潜力。另外，在客舱中部的天

花板高度达到3.8米。

最大的客舱高度

图片由Pierrejean Design Studio提供



20 2121

21

EDESE DORET
 

-Boeing 747-8
Upper Deck Suites
View Looking Forward © 2010 Edése Doret Industrial Design, Inc.

EDESE DORET
 

-Boeing 747-8
Upper Deck Suites
Berthe Divan © 2010 Edése Doret Industrial Design, Inc.

独一无二的第二层客舱
更大的创造自由

楼梯至上层客舱——内饰完工前 图为向机头方向的上舱——内饰完工前

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图片由Edese Doret提供

图片由Edese Doret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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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空中阁楼TM 可选的空中阁楼TM

创造更多空间 提供无需帮助的进入方式

您可以通过利用飞机尾部附近的头顶

区域，选择为您的BBJ 747-8另外增

加74平方米的客舱面积。这个区域通

常是机组或特殊乘客安静的休息区，

并配有私人房间和床。最理想的是，

头顶休息区或您选择在这一空间安装

的任何其他项目，都不会对主客舱天

花板高度产生不利影响。

可选的空中阁楼TM使得坐轮椅的乘

客或那些活动受限的乘客无需额外

帮助即可直接从停机坪登机。此

外，电梯提供了一种无需登机梯即

可登机和离机的方式。

头顶空间的利用 更容易进入

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 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

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图片由Greenpoint Technologies提供



24 25

开创性设计
续写传奇

与其前身相比，BBJ 747-8拥有重新设计的机翼，

效率更高、噪声更低、航程更远。除此之外，它

的巡航速度可达.86马赫，是市场上速度最快的公

务机之一。此外，优化且灵活的机翼成为这架已

具标志性特征的飞机的又一个视觉标志。

BBJ 747-8整合了波音近100年来的最佳的审查

系统设计：

747-8广泛利用新材料以便减重，改进了损伤

容限，增加了抗疲劳强度。这些材料的实例包

括碳纤维翼稍小翼、石墨合成材料操纵面机翼

和机身蒙皮使用的新型铝合金。

787衍生的GEnx发动机在降低燃油成本的同

时，满足即将实施的国际民航组织航空环境保

护委员会ICAO CAEP-8号排放标准。除了减少

空气污染物、使用全新材料的发动机吸音衬套

以及锯齿型发动机整流罩外，BBJ 747-8与其前

身相比噪声减小30%。这不仅意味着它能够为

您提供一个更为安静的客舱，还意味着747-8

可以一天24小时在噪音受限的机场着陆，如伦

敦希思罗机场。

全新水平的气动性能

创新系统

先进的材料

最先进的发动机

数字化发动机引气系统，以改善客舱空气

管理。

提高对电子作动飞行操纵舵面的使用，为减

轻后的结构重量提供有效载荷减轻功能。

擦机尾预防系统，可防止起飞过程中飞机抬

头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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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J 747-8的驾驶舱集合了最新的飞行

管理技术，同时还保留了业已验证的

747-400飞行员接口，从而减少了训练

时间。最新一代的飞行管理计算机系

统、高频数据链、0.1海里所需导航性

能进近能力、多功能显示器和电子检查

单提高了安全性，节省了时间、金钱、

燃油，并且提高了空域利用率。

最先进的全新飞行管理计算机（FMC）

综合进近导航（IAN）

全球定位着陆系统

导航性能标尺（NPS）

垂直状态显示器（VSD）

电子检查单

机场动态地图（AMM）

电子飞行包（EFB）预留

凸舌式控制装置

安静爬升

两全其美 驾驶舱功能

熟悉的感觉
最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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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程、高度与速度

航程，100名乘客 8,875 海里

初始巡航高度 31,000 英尺

最大高度 43,100 英尺

巡航马赫数 0.86

 起飞和着陆性能

起飞跑道长度 10,600 英尺

进近速度 157 节

着陆跑道长度 6,500 英尺

 重量

最大滑行重量 990,000 磅 449,056 千克

最大起飞重量 987,000 磅 447,696 千克

最大着陆重量 688,000 磅 312,072 千克

最大无油重量 651,000 磅 295,289 千克

使用空重 536,100 磅 243,171 千克

内饰容限 100,000 磅 45,359 千克

载油量 63,030 美国加
仑

238,595 升

最大起飞重量/最大着陆重量（海平面, 30°C, 67,000磅推
力）

标志性风格
超凡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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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8 747-8

NBAA任务规则

100名乘客

85%年度风

2%航路容限

加拉加斯

纽约

墨西哥城

帕皮提

奥克兰

北京

伦敦

开普敦

纽约

伦敦

香港

墨西哥城

帕皮提

奥克兰
开普敦

墨尔本

您通往世界的门户

加拉加斯

纽约

墨西哥城
伦敦

上海

帕皮提

奥克兰
墨尔本

开普敦

加拉加斯

纽约

墨西哥城伦敦

台北

帕皮提

奥克兰墨尔本

开普敦

NBAA任务规则

100名乘客

85%年度风

2%航路容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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