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运输发展远景展望 

盖兰德咨询公司 袁梅林著， 郑田颖编译 

 

（译者注：袁梅林先生（Randall Malin）是盖兰德咨询公司航空公司营运咨询专家。

他曾担任前美利坚航空公司高级副总裁、合众国航空公司（USAir）副董事长兼执行副总裁。 

袁梅林先生在其长达 31 年的航空公司经营管理生涯中，由于创始性倡导和参与计算

机订座系统（CRS）和收益管理系统（YMS）的建设而在世界航空界享有盛名。在担任两公司

的高级管理职务期间，他曾负责美利坚的计划、航班、运价、销售等事务，参与“世博（SABRE）”

系统的初建并领导其销售五年之久。他还在 70 年代中期参与发起美利坚第一个、也是世界

第一个中枢结构（Dallas）的建设，并参加主持航空史上著名的美利坚“迁都”。袁先生在

航空公司经营管理和航空公司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体现在他众多的专业著作之

中。盖兰德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陆续将这些专业文章介绍给中国航空界的读者，并希望袁先

生经营管理航空公司的杰出能力和经验能够为协助中国航空公司业的行业改革和提高经营

管理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是袁先生在美国运输调查委员会 1999 年 9 月举办的第十

一届国际研讨会所做的航空运输展望的专题发言稿。本文研讨的焦点是确认航空运输未来的

长期发展趋势。） 

 

如果你在过去的 20 年来一直从事航空运输这一商业领域的工作，便会发现这个行业总

是处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之中，往往被认为是“长远”的事情，也可能在“下周”就发生。我

本人曾从事航空公司的战略规划工作，深知这一职业需要高度的谦逊精神，因为未来通常既

不会依照你所描述的走势图而定，也不可能仅凭某人的经验就被推算出来。为了满足大家了

解未来发展趋势的愿望，我愿意积我 40 年的研究，就那些确实值得人们加以关注的趋势做

一个慎重的推测。首先必须承认，我不是要在这里给大家多少答案，主要是想提出一些问题

来引起大家思考。这篇评论主要围绕以下 4 方面主题：即飞机、票价、联盟及国家政策。 

飞机 

通常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飞机会越造越大，越飞越远。 近，我们都知道，新

推出的 B767—400 在不久前首次亮相了，  并且“空客”公司的 A—3xx 也正在出台。但是，

大家如果回顾历史和现状，会对这种简单的推测发生困惑。在放松管制的头 20 年里美国航

空公司的平均航段长度（Average stage length）增长了 40%，也就是说从过去的 503 英里

延长到 703 英里，这一事实大概并不稀奇。可是你或许没注意到，同一时期内的飞机英里平

均座位数（Average seats per plane mile）是怎样变化的。从 1978 年到 1988 年，放松管

制的头十年间，飞机机型增大了，平均每英里座位数（Average seats per mile） 也从 146

座上升到了 163 座。这一走势仍与人们预料的大致相符。但随后的十年里，平均英里座位数

却逐渐从163座降到了150座。（ 译者注：平均航段长度的增长说明飞机的飞行距离增加了，

但是每英里的飞机平均座位数的减少显示出机型的缩小。）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与想象的

走势背道而驰的结果？ 今后的发展方向又会怎样？航空公司是不是忽略了飞机英里成本

（Plane mile cost）与座位英里成本 (Seat mile cost) 的关系—— 即随着机型的增大，

飞机英里成本增长的同时，而座位英里成本下降？人们是否没有意识到在起降时刻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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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t control）、 空中交通拥挤，以及大机型的低座位英里成本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需要越来越庞大的设备仪器？亦或重新发现航班的周频比机型的大小更为重要？ 

 英国航空公司 近声称为了提高收入水平， 同时降低成本，要将其 747 型的飞机全部

换成 777 型的飞机。英航的这一决定是否表明航空运输业连续 25 年追求收入与市场份额的

历史就此结束？现在，赢利能力是不是又成了追求的重点？英航是否代表了这一行业走势的

先驱，或者仅仅是个特例？鉴于英航承担了许多国际机场的运输任务，它的需求与现实中

slot 控制的关系将如何协调？（译者注：作者在对飞行距离和机型变化的回顾之后，提出

了多个对应关系的问题，飞机英里成本相对座位英里成本的关系；起降紧张、机型增大和设

备投资的关系；航班频率和航班布局的关系；市场份额、收入与收益利润的关系。） 

8 月份，美国开通了华盛顿杜勒斯机场至洛杉机和旧金山每日 21 班的往返定期直飞航

班，其中只有 5 班使用 747、777、757 这样的大型客机飞行，其余 16 班（占总数的 76%）

采用的是 A—320 及 A—319 机型。然而按照过去的传统来讲，一旦某一航空公司在远程航线

市场上开辟了 5 到 6 个班次，就得扩大其机型，不应连续增加班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今

天美国的举措又该如何解释呢？ 

今日飞机发展过程中 让人觉得有趣的应该算是支线飞机（RJ-Regional jet）了。定

购 RJ 热不禁令人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末，波音公司连续 5 年时间都把 RJ 作为 757 和 737

的候选机型。RJ 是不是也想通过重新引导线型飞行，跨越中枢结构，对美国市场进行一次

新的改革？要果真如此，中枢机场应该如何处置呢？不过，是否也有另一种可能：由于涡轮

螺旋桨飞机在作为支线承运人的机队时一直得不到旅客的青睐，而 RJ 此时是想成为替代

品？飞行员联合会又是否能针对这一现象，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寻找出路，消除与骨干航空

公司条款需求范围的排他性，并同时力争代表支线航空公司会员的 大利益？ 

支线承运人会不会觉得非中枢地区的运输十分具有诱惑力，甚至为此断绝与它的骨干承

运人合作伙伴的关系也在所不惜，要知道他们与那些合作伙伴目前存在着一脉相连的“脐带”

关系。如果当他们发现由于 SLOT 的控制或停机位的缺乏阻碍了他们开辟那些中型规模城市

的理想航线，会不会产生挫败感？纽约拉瓜地机场，华盛顿国立机场还有洛杉矶机场，都是

直飞航线 想进入的目的地点。不管怎么鼓吹宣传，由于 RJ 不是低座位英里成本机型，纵

然查遍整个国家，RJ 的的票价也不会低于$69, 这对于那些十分看中价格的消费者来讲，又

会不会倍感失望？ 

把小型飞机作为目前的重点，究竟真的是一个导向性变化或者仅仅只是在长期走势线上

的区区一点？有谁能够明确指出空中交通管制、机场经理、航空公司机队规划者及飞机制造

商的重要性所在？（译者注：作者在此提出支线市场的开辟中机型的选择；支线发展与中枢

结构的关系；支线票价与支线成本的关系；支线公司与骨干航空公司的关系；以及雇员就业

与顾主经营的关系。） 

票价 

票价处在放松管制的市场中，往往是十分复杂甚至经常是不合理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试着探讨一下。就从 令人头痛的地方开始吧。 

收入水平（yield）体现在票价上，这一理论来自于经济学家，来自于华尔街，来自运

输部，并且抱歉的讲，来自于航空公司，因为航空公司显然是 了解情况的。有多少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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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导说决不能利用问题的一般性来下定论，但事实上我们就是用 yield 来证实一个城市

对，一家机场甚至整个国家事情的好与差。在你试图探索 yield 的趋势时，请牢记四条警告：

第一，票价是根据大圆圈里程（great circle mileage）而定的，而 yield 是通过计算实际

飞行两点间的英里数而得出的。因此，航程越长，yield 越低；第二，乘机旅行基本上分为

两类：看重价格追求折扣票的自费旅行者，和看重时间支付全票价的商务旅行者。无论是今

天还是明天都不会有这样一份 yield 资料能够区分自费和公务运输平均各自所占的比例是

多少。第三条警告是由运输部提出来的：即那些常旅客积累的英里数要包括在年度运输和收

入统计中。因此，当免费旅行增长到一定阶段时，势必会给 yield 带来负担。第四点是有

关航空公司进行商务合作时相互提供的协议票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受控”市场。这种协

议票价越来越多的被建立在净价基础上，其中不包含给旅行社的佣金和回扣，这种现象的加

速发展必然造成对于 yield 的影响。因此，在结束这一话题时，我提醒大家，再给 yield

下结论的话，务必小心谨慎。（译者注：作者提醒航空公司的经营者在进行收入水平的衡量

时要考虑的四个因素，衡量企业的效益除了通过销售价了解，还应多层面的包括定价原则、

旅客成份、长旅客的奖励、特殊比例分摊协议等诸方面因素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航空业普遍认为自费市场是一个弹性市场, 而公费市场丝毫无弹性可言, 随着 1977 年

Super Saver 票价的引进, 周六晚上的航班需求量扩大, 并立即成为了市场分割的标志。这

就更加印证了上述理论。回顾 22 年前, Supper Saver 票价的面世开启了美国自费旅行市场

的历史，并且在欧洲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坚持将公务客和旅游客分开承运的时候, 美国的

航空公司就开始了同机承运两种不同类型旅客的运输。1977 年 4 月，跨大陆市场上无限制

条件的 walk-up 来回程经济舱票价是 412 美元，而新推出的 Supper Saver 票价分别定在了

227 美元 (周一至周五) 和 268 美元 (周末) 这两种低价位上，票价的折扣率分别为 45%和

35%。 22 年后的今天，根据一年中不同的销售期，一张跨大陆的来回程机票为 300 美元到

400 美元不等, 而 walk-up 来回程机票在一些市场上高于 2000 美元。与 Supper Saver 票价

在 初引进时比较，当时的票价水平只是 walk-up 票价的不到二分之一， 但是现在, Supper 

Saver 票价甚至可以低到 walk-up 票价的五分之一以下。在本世纪 90 年代以来， walk-up

票价与折扣票价之间的差距拉的越来越大，折扣票价量越来越高, 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

一个问题——航空公司如何才能推动非弹性的公费市场的发展? 说不定什么时候（并非处在

经济衰退期）, 票价差距的日趋不合理 终导致公费旅行的不景气和萧条局面，对此我们也

许能从 近的航空公司收入报告中看出端倪来?！ 

我建议大家留心一下有关票价规则的发展情况, 通常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方面的信息, 但

他的确是至关重要的。有这样一个对航空公司“等级行动”的起诉，是提出禁止通过旅行社

填开“隐藏城市和背对背”机票的行为。过去的商务旅客经常使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购买

一张或多张折扣票, 然后撕掉不需要的票联, 以此获得低票价。今年国会新出台的消费者保

护法中就明文宣布解除对航空公司的这一禁令。如果法院、国会或者运输部决定旅客有权在

购买到一张机票之后扔掉他们不打算使用的那部分, 试想一下, 这将会对 Walk-up 票价和折

扣票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消费者一旦对商品和服务付费之后, 商家还能对他们指手划脚吗? 

（译者注：作者通过对自费的折扣票价与公费票价发展历史的回顾，展示了低票价在价格水

平和销售量上与公费票价差距急剧加大的发展趋势，同时提出这一发展对航空公司保障收入

水平的公务市场的侵蚀和保护这块领地的必要性。这一提醒对尚未在公务市场站稳脚跟的中

国承运人尤为重要。） 

 

 3



在信息技术得到良好发展的今天，航空公司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网络技术的利用。这一

举措省去了支付旅行社的佣金，成功的降低了航空公司成本。为了进一步实施削减成本的计

划，他们引导旅客在航空公司指定网站上进行即时订购机票，甚至提供只在网上才能获得的

特种低票价。此种行为打破了航空公司一贯宣传的所谓旅行社和航空公司自己均提供同水平

机票的承诺。航空公司自然是热切希望将尽可能多的旅客吸引到他们的网站上中去，借此节

省佣金的支出和定座成本的开销。然而，这样做也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机票价格是极为

复杂的，一般的旅客不可能了解所有的规定及诸多限制条件，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求助于旅行

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票价机制的简化成为航空公司能否在网站上争取到 25%—50%的客

人的关键。航空公司有没有认真分析过，究竟网上定票所节约的成本能否与复杂的票价体系

及收益管理系统带来的收益 大化相媲美？假使你是负责总收入与成本两方面的航空公司

经理的话（不仅仅负责总收入），你就会考虑上述问题了。（译者注：尽管电子销售是商家看

好的时髦手段。但是，作者指出电子是否能完全代替复杂的销售操作，同时开发电子销售的

成本投入和所带来的收益也需要进行认真的比较分析。） 

联盟 

当今世界上除了联盟之外还有别的更新鲜的事吗？有些时候，我甚至在想《每日航空》

（Aviation Daily）恐怕该换个名字了，就叫《代号共享日报》吧！现在加入联盟的航空公

司真是越来越多了。无论是经验之谈还是来自华尔街的结论都一致认定，每个承运人必须加

入一家联盟，否则将难以生存。这究竟是一种长期发展方向，还是一时潮流？谁也说不清。

然而我们却知道如果由公司总裁出面倡导加入联盟要比市场处办理此事容易得多。毫无疑

问，一个结构合理，从一而终的双边联盟对其合伙人来讲意味着非同小可的财政收益。关于

这一点，美西北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可称得上是楷模。迄今为止，还不能确定在世界范围内，

多边联盟能否为多个合伙人提供丰厚利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一家联盟，无论其利益

有多么诱人，对于那些受到不经济的劳工合同拖累，或者机队配备不理想的航空公司来说，

都不可能成为灵丹妙药。 

各种报纸上都刊登了有关加入联盟之后航空公司收入增长的消息，从不曾见到有报纸称

“联盟对增加收益不起作用”或者“自承运人加入联盟之后亏损上百万美金”。毫无疑问，

由联盟成员提供的新的联合票价确实为这一领域增加了新的运输量，但到底增加了多少呢？

大部分所谓的收入增长是否有可能来源于别的航空公司的付出？这些遭受损失减少收益的

航空公司加入联盟是不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才决定的？看起来目前有4到5家全球性航空公

司联盟，每家联盟成员的数目基本上都有 5 个或 5 个以上。我们能否对每家联盟和每个联盟

成员都保持乐观态度？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航空公司一旦加入联盟，势必要放

弃一部分主权以取得更大利益。这里我并不是讲常旅客项目的协调，或使用临近的停机位，

亦或去实现“无缝隙衔接”的“理想”。我所讨论的是那些真实而又棘手的问题。例如，采

用让部分承运人在一定市场内降低运力来提高其他公司在另一市场运力的方式，以及重新分

配联盟中各航空公司的飞机资源。联盟的这类决定将如何产生和协调？是采取全票通过的方

式，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或者干脆是由势力庞大的公司强加给弱小公司？政府对于双

边联盟的处理正在受到挑战，对于多边联盟肯定更加头痛。 

在一家航空公司加入联盟之前，起码应对增加收益有足够的信心——无论是从进攻的角

度，还是从防卫的角度看都应如此，同时还应明确将来也许不会更换联盟。加拿大航空公司

和明星联盟所面对的现实，应该说提醒了一些航空公司不要草率地将自己绝大部分自主权移

交给联盟支配。（译者注：联盟的发展趋势是所有承运人关注的焦点，但是联盟给承运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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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利益却因承运人在联盟中的地位不同和加入联盟的目的而出现差异，这是作者对承运人

在选择联盟时作出的提醒。） 

当你预测未来趋势的时候，应特别注意联盟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联盟的发展究竟是进入

全球航空市场的基石，还是只不过略强于超级常旅客项目合作? 有两个方面的发展可能对联

盟的前景产生重要影响：第一，如果运输部对实施反托拉斯豁免权改变主意该怎麽办？第二，

如果政府改变现行的外国人产权拥有规定该怎麽办？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到了政府政策，那

麽，就让我们接着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 

政府政策 

目前我就职的运输研究委员会对于运输部用反托拉斯豁免权进行天空开放协议的交易

表示十分忧虑。我们并不认为这种“交换”行为真的是出于对消费者利益的考虑。除了美国

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之外，还有谁相信，给予这两家公司豁免权，即便获得希思罗机场

在一定程度上向美国承运人开放，但是让他们放手在纽约—伦敦市场上自行决定票价，代理

人手续费、航班时刻难道就是对竞争的鼓励？ 

由于很多行业中都出现跨国兼并和收购，美国及世界上禁止航空公司外国所有的规定不

知道还能坚持多久。载旗航空公司的概念是否还能在欧盟范围内继续存在？或者我们会看到

联合兼并替代现有的美国市场？ 近刚刚宣布的意大利航与荷兰皇家两公司的初步合并是

否会成为未来典范？即将发生的美西北与大陆航空公司的合作是否是属于同一类型？ 终

的联盟形式，是不是指两家或多家航空公司把他们的办公室、销售定票部门、机场旅客服务

职能都合而为一，而飞行员，机组人员，机械师还分别属于各自的公司？ 

另外一条关键的政策性问题就是 SLOT。我们在有生之年恐怕很难看到在大城市中建新

机场，也很难看到在运输量繁忙的机场里建设新的跑道。这就意味着即便所有空中交通管制

的约束都不复存在，航空公司和政府还是会继续面临着机场使用限制的挑战。航空当局将会

用什么办法来保证把 SLOT 分配给那些能够用其给消费者带来 大利益的大航空公司？在一

些机场 Slots 被保留了起来，不再使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老牌的 SLOTS 持有者不受竞争

的干扰。上一次我查到，穿梭运输公司在拉瓜地机场所占用的 SLOT 占总数的 31%，这个比

例高于高密度规定的 23%。我们运输调查委员会一致认为，国会和运输部早就该放弃沿用了

３０年的 STOL 制度，代之以按繁忙程度定价的方法，以此来促进那些限制准入的机场竞争

效力的 大化。 

现阶段美国着力推广的一项政策就是控制“掠夺行为”，这种行为可以解释成这样的现

象——一家现有的航空公司为了将一个新入市的竞争对手赶出去，便以低票价充斥市场。委

员会并不怀疑目前存在着以过激行为排挤新公司的事件，然而，我们却很难同意由运输部提

出的极端管理方式。事实上，我们在关于运输部是否应当处理掠夺行为这一点上都无法达成

共识。我认为（强调一下，此观点纯属个人观点），如果运输部确实希望为新公司“摆平目

前的混乱局面”他就不该插手现有公司对票价与航班所做的调整，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常

旅客、佣金回扣、停机位使用以及滥用 CRS 信息等方面的问题上，加强对旅行社的制度管理。 

运输部试图把旅客都定义为对价格敏感的自费旅行者，他们多次鼓吹发展航空公司低票

价业务对经济的好处。其实他们所谈论的只是一个以西南航空公司为例的特殊现象。西南航

是大家公认的“红人”，也确实有资格获此殊荣。他就好象精力过剩的兔子，不停的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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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却有必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论在美国或是欧洲，会有一家新兴公司能够再创西南航的

业绩吗？第二，现有的在三角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和合众国航空公司所尝试的“公司中

的公司”能竞争得过西南航吗？这些尝试是不是只能列入二类水平？“公司中的公司”是不

是用于竞争西南航的唯一方法？果真如此的话，那将会在这类大型航空公司的运营中占有多

大比例？ 

如果不强调一下另一项发展就匆匆结束全篇，显然是不合适的，那就是高速火车的发展。

请想象一下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航线上，由于航空基地拥挤，机场受限，机位缺乏，这

种高速列车变得多么重要。但也用不着紧张，在期待了高速列车将近４０年的今天，我还是

决定乘作穿梭飞机。（译者注：正如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所谈到的，航空运输业的发展瞬息万

变，半年后在此发表作者文章时，许多谈及的事件已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意大利航已与荷兰

航分手，相反本来互为竞争对手的英航与荷兰航开始在谈兼并，三角航的“公司中的公司”

ComAir 已经彻底被收购，美国的新一轮兼并已在美联合与合众国航的并购宣言中吹响了号

角。另人欣慰的是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大潮中也决心走真正企业化的道路，为了竞争规模的需

求，开始合并行动。但是，兼并带给企业的是机遇，还是失误，取决于主管部门的政策和企

业的决策基点。本文的作者在此通过政府对不同方面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下一期我们

将介绍袁梅林先生的战略规划观点。） 

 

 

                                               

 6


	飞机 
	票价 
	联盟 
	政府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