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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西科斯基新机介绍 

一、 飞机基本情况 

1. S-300C 性能参数表 

性能： 

不可逾越速度（海平面） 95 节 176 公里/小时 

巡航速度 86 节 159 公里/小时 

最大续航时间（32 加仑） 3.7 小时 3.7 小时 

最大续航时间（64 加仑） 7.4 小时 7.4 小时 

有地效悬停升限（1700 磅） 10800 英尺 3292 米 

无地效悬停升限（1700 磅） 8600 英尺 2621 米 

尺寸： 

全机高 8.72 英尺 2.65 米 

全长 30.83 英尺 9.40 米 

机身长度 22.19 英尺 6.76 米 

滑撬宽度 6.54 英尺 1.99 米 

重量： 

空重 1100 磅 499 公斤 

总重 2050 磅 930 公斤 

有效载荷 950 磅 431 公斤 

发动机： 

莱康明 HIO-360-D1A 发动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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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起飞功率 190 马力 141 千瓦 

最大连续功率 190 马力 141 千瓦 

旋翼系统： 

主桨直径 26.83 英尺 8.18 米 

主桨桨盘面积 565 平方英尺 52.49 平方米 

主桨转速 471 转/分 471 转/分 

尾桨直径 4.25 英尺 1.30 米 

燃油： 

标准油箱（32.5 加仑） 192 磅 87 公斤 

辅助油箱（64.0 加仑） 384 磅 174 公斤 

座舱布局： 

培训 2 人 2 人 

通用 3 人 3 人 

 

 

2. S-300C 型直升机介绍 

S-300C 是世界著名的多用途直升机。它以其高性能、可靠性和经济性享誉

世界。目前全世界共有 3000余架 300系列直升机在使用中。 

S-300C将可操纵性，载荷能力，航程和续航时间完美结合。使用莱康明 HIO-

360-D1A活塞式发动机，可承担 431公斤有效载荷，使用辅助油箱可使续航时间

达到 6.5小时。驾驶舱宽敞，360度视角，是巡逻的理想机型；其飞行平稳，开

放式操纵，是航空摄影和电力线巡视的最佳空中平台；431公斤的载荷能力使其

成为农药喷洒、货物运输和个人飞行的必然之选。 

机动性 

S-300C的机动性，操纵响应能力和使用成本效益满足军事训练的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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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共有 25 个国家采用 S-300C 作为军事训练的标准机型。S-300C 被证明在

恶劣气候和极限条件下可成功飞行。S-300C 的耐用性设计保证其机身可使用二

十年和 2万个飞行小时。 

广泛性 

加装设备可使 S-300C的用途更加广泛： 

 加装吊钩：起重或农用； 

 仪表飞行准则指令培训的整套设备； 

 红外搜索灯：实施法律巡逻； 

 农用设备：农业航空应用； 

 油门控制：仿涡轮发动机飞行控制； 

 货架：个人或货物运输； 

 浮筒：水上起降运行。 

269 系列直升机最初的主要设计目标：高性能、多用途、安全可靠和成本效

益。自问世以来，产品一直进行着技术和设计的更新，经过 30 年和超过 3400 架

直升机的销售，300C 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活塞式直升机。 

300C 用途广泛，性能优良，431 公斤的有效载荷和 190 马力发动机使其在恶

劣的环境下也能应付自如。多种类型的备选设备使 300C 用途更加广泛。不对称

的操纵特点，宽阔的视觉效果，低噪声的设计原则，较远的航程，使得 300C 可

以在其他活塞式直升机完成不了的情况下完成飞行任务。 

安全性 

安全关键性设计： 

 发动机的安装位置保证低重心； 

 吸震滑撬，塑性变形铝管座椅，机身框架可吸收冲击能量； 

 油箱的抗冲击设计显著增强飞机避免火灾的基本防护能力； 

 三片桨叶，全铰接旋翼系统避免打尾梁； 

 机舱整体设计，避免旋翼叶片的撞击。 

3000 架 S-300C 的飞行日志中数百万安全飞行小时证明 S-300C 的安全性。

随着设计的不断改进，与其它活塞式直升机相比，300C 已成功地将事故发

生率将到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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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性 

可靠的设计使得 300C 用户们的利益得到了提高。300C 所有的零部件都可

以更换并且易于检查和修理。简便的操作可以使得消费者更加满意并减少操作

成本。 

 

 

二、 机型配置清单 

1．基本配置 

机身与操纵系统 

三片、铰接式桨叶 偏置式抗扭脚蹬 

主桨弹性阻尼器 起落架减震器 

双驾驶，左座正驾驶 重型滑橇靴 

总距摩擦操纵 地面滑行轮支架 

周期变距操纵，双轴 机身顶起支架 

电动配平,双轴 系留组件 

管状滑橇式起落架 白色喷漆 

尾桨锥，带挥舞铰弹性轴承 

GPS 和 NAV 天线安装支架 

 

下颚部整体蒙皮 

STAR 系统（起动超速限制，旋翼自

动接通，低转速警告系统） 

动力系统和仪表 

Lycoming HIO-360-D1A 发动机 

燃油断油阀 

左右两侧起动震荡器                              

花键式主桨传动轴，带吊环 

加油口/油量尺 

 

全流量滑油滤，远距离安装  

滑油冷却系统  

上翘式排气管 

中型仪表板 

大气温度表 

垂直卡式磁罗盘 

旋翼低转速警告灯 

主减滑油温度/压力警告灯 

尾减速器金属屑探测器警告灯 

 

低燃油量警告灯 

低电压警告灯 

空速表 

高度表 

姿态陀螺仪（地平仪） 

升降速度表 

进气压力表 

燃油量表 

燃油压力表 

气缸头温度表 

发动机滑油压力表 

发动机滑油温度表 

电流表 

石英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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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面板 KMA24H-71  

GTX 327 应答机  

ACK A-30 盲视编码器  

发动机计时器—Hobbs  

航电设备冷却风扇  

主开关  

调光器  

Garmin 430W 导航/通讯/GPS， 

带 GI106A VOR/LOC/GS 指示  

 

 

 
 

   

 

 

电气系统 

28 伏电气系统 

70 安培发电机 

GILL 铅酸电池 

 

起动机 

Hobbs 计时表（飞行时间） 

电台滚动开关 

外部电源接口 

  

机舱附件接头 

标准电气线束 

电路断电保护装置  

飞行员航图灯 

LED 航行灯/防撞灯 
 

着陆灯  

  

机舱附件 

透明舱门窗 三座座垫（灰色） 

圆形换气孔 地垫/地毯（灰色） 

深色机舱窗 安全带及肩带 

地图盒 三锁舱门 

急救箱 

 

灭火瓶 

 

注意：厂商有权通过替换更好的设备来修改此配置 

2. 选装设备： 

通用选装  

开门装置，充气式  

地面滑行轮  

航电设备选装  

应急定位发射器，右侧安装  

KY196B 无线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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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机图片 

 

 

 

 

 

 

 

 

 

 

 

 

 

 

联系人： 才艳/Cynthia   邮箱 yan.cai@shsikorsky.com  T 86 21 58485793   C 86 13661690956  

涂必雪/Tutu   邮箱 bixue.tu@shsikorsky.com  T 86 21 58485730*826   C 86 18701903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