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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J MAX 7 BBJ MAX 8 BBJ MAX 9 BBJ 787-8 BBJ 787-9 BBJ 777-8 BBJ 777-9 BBJ 747-8

重量, 千克 (磅)  

最大起飞重量 80,300 (177,000) 82,200 (181,200) 88,300 (194,700) 227,950 (502,500) 254,000 (560,000) 351,550 (775,000) 351,550 (775,000) 447,700 (987,000)       

最大着陆重量 66,050 (145,600) 69,300 (152,800) 74,350 (163,900) 172,350 (380,000) 192,800 (425,000)  252,650 (557,000) 266,250 (587,000) 312,400 (688,000)      

最大零油重量 62,900 (138,700) 65,950 (145,400) 71,000 (156,500) 161,000  (355,000) 181,450 (400,000)  239,050 (527,000) 254,900 (562,000) 295,300 (651,000)  

内饰参考重量 7,050 (15,500) 8,150 (18,000) 9,500 (21,000) 18,150 (40,000) 20,400 (45,000) 24,950 (55,000) 29,500 (65,000) 45,350 (100,000)

客舱        

面积                      82.1 米2 (884 英尺2)  95.2 米2 (1,025 英尺2)  104.1 米2 (1,120 英尺2) 217.4 米2 (2,340 英尺2) 249.7 米2  (2,688 英尺2) 302.5 米2  (3,256 英尺2) 342.7 米2  (3,689 英尺2) 414.6 米2  (4,463 英尺2)          

高度   2.1 米 (7 英尺 1 英寸) 2.1 米 (7 英尺 1 英寸) 2.1 米 (7 英尺 1 英寸) 2.5 米 (8 英尺) 2.5 米 (8 英尺) 2.4 米 (7 英尺 10 英寸) 2.4 米 (7 英尺 10 英寸) 2.4 米 (7 英尺 11 英寸)            

宽度   3.5 米 (11 英尺 7 英寸) 3.5 米 (11 英尺 7 英寸) 3.5 米 (11 英尺 7 英寸) 5.5 米 (18 英尺) 5.5 米 (18 英尺) 6 米 (19  英尺 7 英寸) 6 米 (19 英尺 7 英寸) 6.1 米 (20 英尺 1 英寸) 

长度    26.1 米 (85 英尺 8 英寸) 30 米 (98  英尺 6 英寸) 32.7 米 (107 英尺 2 英寸) 42.3 米 (138 英尺 9 英寸) 48.4 米 (158 英尺 9 英寸) 54.9 米 (180 英尺 ) 61.8 米 (202 英尺 9 英寸) 63.2 米 (207 英尺 5 英寸)

货舱容积, 米2 (英尺2) 7.2 (253) 17.9 (633) 22.4 (790 ) 138.2 (4,882) 174.5 (6,162) 170.2 (6,010) 218.2 (7,705) 196.5 (6,940)

载油量, 升 (美加仑) 38,936 (10,286) 39,345 (10,394) 41,340 (10,921) 126,206 (33,340) 126,357 (33,380) 197,977 (52,300) 197,977 (52,300) 238,595 (63,030)

航程, 千米 (海里)         

8 名乘客 12,960 (7,000) 12,300 (6,640) 12,070 (6,515) 18,750 (10,125) 17,710 (9,560) 22,170 (11,970) 21,170 (11,430) 16,860 (9,105) 

25 名乘客 11,890 (6,420) 11,480 (6,200) 11,570 (6,245) 18,420 (9,945) 17,570 (9,485) 22,010 (11,885) 21,020 (11,350) 16,780 (9,060)             

75 名乘客 9,530 (5,145) 9,220 (4,980) 9,450 (5,100) 17,280 (9,330) 17,160 (9,265) 21,570 (11,645) 20,370 (11,000) 16,550 (8,935) 

100 名乘客 8,400 (4,535) 8,150 (4,400) 8,440 (4,555) 16,720 (9,030) 16,960 (9,155) 21,340 (11,520) 19,820 (10,700) 16,440 (8,875)

运营成本 $3,070 美元/小时 $3,190 美元/小时 $3,380 美元/小时 $6,900 美元/小时 $7,300 美元/小时 $9,274 美元/小时 $9,622 美元/小时 $13,670 美元/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