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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成本与票价是航空公司经营的关键，也是航空市场讨论的永恒话题，特别是近年来中

国民航在航空运输经营上的大起大落，评论家们多是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虽然我们不认为中国民航

目前盈亏的切入点是票价的管制，也不想卷入一个就经营水平对票价体制下定论的论坛之中，但是澄

清成本与票价的关系却是十分必要的。在此我们向大家推荐盖兰德咨询公司高级顾问，前合众国航空

公司高级副总裁袁梅林先生在 1990 年所写的有关成本与票价的论述，相信会给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

带来新鲜感。 

      

谈及航空公司的运营总离不开定价体系的话题。航空公司的定价体制在实行放松管制之前由于受

到国际民航组织直接影响而相对容易理解。但是，自 1978 年国会通过了航空公司放松管制法案，票价

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关键性的变化是航空公司票价的形成应取决于市场，而不能靠政府的政

策调控，即便是距离相等的“城市对”，在价格上未必要求完全相同，价格水平应能反映出两个因素，

一是“城市对运市场”的经济状况，例如：运输量密度，机队规模，营运成本水平的高低等等；二是

双方的竞争条件。（译者注：美国航空公司放松管制法案的实施将国际上票价体系划分成两个不同的

历史阶段，此前，航空票价基本采用“里程制”体系，不存在“多样化”的市场价格。而放松管制法

案的实施标志着航空发展市场化的新阶段，自此以里程定价的固定航空票价模式开始向市场化转型。） 

航空公司放松管制法案的制定旨在鼓励竞争，使航空公司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开辟航线、制定价

格，采用不同的方式发展自己的运输网络。与多变性和结构复杂性为代表的票价竞争大战相比，航空

公司放松管制法案下的自由定价体系更充分的体现出他的自由度。但是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议论。大

多数批评意见始于合众国航空公司与 Piedmont 公司之间确定合并的事件，指责航空公司利用他们在中

枢联运市场上的控制地位收取高于正常竞争环境下的票价，在它们的中枢联运航线上的票价水平定在

对该公司有利的价位上，打破了正常的竞争格局，即形成“超竞争”票价（“supra-competitive” 

pricing) 。（译者注：由于美国放松管制法案的精神是通过竞争实现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对票

价的限制是只有“上限”，没有“下限”， 因此政府与社会对航空公司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票价水平提高

的现象。袁梅林先生在本文中通过对票价与成本之间根本关系的阐述，驳斥了那种不了解行业经济结

构的批评。） 概括讲，这种议论主要是忽视了票价与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远程航空运输与短程航空

运输之间在成本方面的差异性。 

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在认识到了远程运输与短程运输之间的差异性之后，把票价划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与行程距离无关，适用于所有旅客的“终点制票价（terminal charge）”，这类票价的设计

观念是针对一些成本不受行程距离影响的航线城市对；另一种是以单位英里价格的形式体现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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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票价（line haul charge）” ，是根据“城市对”之间距离不同调整票价，距离越远，费率越呈

递减趋势（费率的递减体现出远程旅行其实更为合算）。“终点制票价”与“航程制票价” 的结合最终

归结成了一种票价结构，即：收取“短程城市对”较高的单位英里费率，收取“远程城市对”较低的

单位英里费率。这种随着英里的增长反而降低费率的票价结构，被业内人士称为“递减票价结构”。 

虽然这一定价结构考虑了短程与远程之间的成本差异性，但仍无法函盖等距离“城市对”之间的

经济性差异。举例来说，纽约拉瓜地机场和华盛顿国际机场这两个高密度机场之间的空中距离为 215

英里，而纳什维尔和孟斐斯两地之间的空中距离为 200 英里，尽管他们的飞行频率不尽相同，但规定

的票价却是一样的。这一政策说明了行业主管部门只是死板地理解了联邦航空法案（Federal Aviation 

Act），并没有真正清楚市场划分。 

要想弄清楚短程与远程航空运输之间的经济性差异，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飞机航行所必需的五个

重要阶段。它包括： 

 

（1） 滑出（Taxi-out）：从飞机倒出停机坪开始到飞机抵达跑道头做好起飞滑跑准备的这段时

间。 

（2） 爬升：从起飞滑跑开始到飞机升至它的巡航高度的这段时间。 

（3） 巡航：飞机以其巡航高度飞行的这段时间。 

（4） 下降：从飞机自它的巡航高度下降起直至在目的地着落的这段时间。 

（5） 滑进（Taxi-in）： 从飞机着落开始到其在停机位上关闭发动机的这段时间。 

上述包括第一至第五阶段的全部时间，（也就是说从飞机滑出到关闭发动机的全部时间），被称作

“轮挡时间”。阶段（2）（3）（4），即：从起飞到着陆，统称为“飞行时间”。由于不论飞行距离长短，

其“滑进”和“滑出”的时间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滑进”与“滑出”时

间的相对固定，我们可以认为“轮挡时间”是根据“飞行时间”的延长而延长的。 

除了上述五个阶段之外，在航班与航班之间还存在一个需要动用大量劳动力的时间段（也可称作

“过渡时间段” ）。这段时间从飞机进入停机位关闭发动机后开始，包括将航程中的客货卸下、清扫

机舱、加油、配餐食、重新装上客货的所有时间。 

 

一般来讲，喷气式飞机工作效率很高。然而，也只有在其处于巡航状态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

挥其功效。其余四个阶段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低效。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飞行距离越长，巡

航时间越久，分摊在单位公里、单位小时上的单位成本越有效。 

表一为合众国航空公司四个典型航班，匹兹堡(PIT)至阿灵敦(ABE)、波士顿(BOS)、迈阿米(MIA)、

圣迭哥(SAN)的“轮挡时间”和“飞行时间”的细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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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轮挡时间和飞行时间细目表 

城市对 里程 飞行时间 轮挡时间
飞行与滑跑时

间之比 

单位轮挡小

时英里数 

单位英里耗

油量(加仑)

PIT –ABE 253 0:43 0:53 82%   288   2.6 

PIT –BOS 496 1:15 1：29  84% 335    2.2 

PIT - MIA 1,013 2:18 2:31   91%   402 1.9 

PIT –SAN 2,106 4:23 4:36    95%   458  1.7 

                                                                            

从上表可以看出“滑出”和“滑进”的时间会根据不同的机场和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段发生变化，

但是并不受飞行距离长短的影响。然而，“飞行时间”与“轮挡时间”的比值随着飞行距离的增加而增

加。同样地，当飞行距离增加时，生产力（此处表现为单位轮挡时间英里数）也相应的大幅度上涨。

换句话说，飞行距离越长，“滑出”和“滑进”所占的非生产性时间以及爬升和下降所占的低效时间的

比例就越小。远程飞行的效率同时还体现在单位英里的耗油量上。 

总体说来，如果不考虑竞争环境的话，航空公司的定价大致反映了三个因素：第一点，也是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飞行距离。正如下表二所示，远距离飞行的单位英里成本比近距离飞行的单位英里成

本要低得多；影响价格的第二点因素就是所用机型。一般来说，大机型的单位英里成本高于小机型，

然而其单位座位成本却低于小型机。也就是说，同一组“城市对” ，尽管两家航空公司使用的都是

能反映出一定技术水平的新机型，但是选择拥有 185 个座位的波音 757，其单位座位成本就要比拥有

128 个座位的波音 737-300 的单位座位成本低。但是必须注意，只有当航班座位充分被利用的时候，

大机型相对于小机型的高效性才有可能被转化为低票价。从而引来了影响价格的第三个因素，预期的

客座率。如果运营成本可以由 90 位旅客分摊而不是由 60 位旅客分摊，那么，每位旅客所必须支付的

票价就可以相对低一些了。（译者注：距离、机型、成本的三个定价因素主要出自于对成本的考虑，这

是组成价格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下面我们来谈谈航空公司成本。成本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成本与收入或者说是运载旅客数量有

着直接关系。它包括付给旅行社的佣金、信用卡费用、CRS 系统收取的报酬、餐费、订票费、机票办

理手续费等等。但是，在分析飞机飞行成本的时候，通常都不包括这些项目，因为它们基本上是由乘

机旅客数以及所付票价决定的，与涉及到飞行器本身的飞行开支关系不大。 

第二类是与地面服务有关的成本。这部分成本的特征是，不论是直达航班还是中转航班，也不管

飞行距离长短，对这类成本几乎不会产生差别。诸如，航站人员的配备成本基本上由航班次数决定，

飞行距离基本不会影响到装卸行李、给飞机加油、以及售票所需的工作人员的数目。起降费用之所以

也被算进起飞成本中，其中也有其与飞行距离无关的因素。一些维修费用也被归于起飞成本，包括起

落架、轮胎的维修费，特别是那些对发动机启动十分敏感的部件的维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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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关系到轮挡小时和飞行小时的成本。这里包括飞机座舱和机组费用，燃油费用，大部分

维修费用，机身保险，飞机租赁以及折旧费用。 

接下来，我们暂且抛开与上座率以及收益有关的成本来做一个分析。表二展示了表一中的四组“城

市对”上 737-300 飞行成本的组成。由于匹兹堡-波士顿航线接近于合众国航空公司航班平均距离，这

张表是以这条航线的成本为基础构成的（视成本为“100”），其他航线的成本采用在此航线基础上的系

数来表示。 

表二    B737-300 飞行成本表 

城市对 英里数 
与地面服务

有关的成本 

与时间/距离有

关的飞行成本

合计飞行

成本 

单位飞行英

里成本 

PIT-ABE 253  37 37   74    145

PIT-BOS     496     37 63 100   100

PIT-MIA   1,013  37   111 148 72

PIT-SAN   2,106 37  204 241 57

上表显示出，由于许多成本是与地面服务有关，而不是与飞行距离有关，所以计算单位飞行英里

的结果就呈现，飞行距离越长，单位飞行英里的的成本反而越低，所以说，使用 B737-300 飞行 500

英里的航班比它飞行 1000 英里航班所需要的单位成本多 39%。如若飞行 250 英里航班，它的成本甚至

是 1000 英里航班的两倍。这种单位成本的差异反映到大多数航空公司的票价结构中，于是就出现了“票

价递减”模式。 

下表三仍然采用上面的这四组“城市对”，再次以合众国航空公司为例，在单位成本和实际单位英

里费率两方面加以比较。我们还是以匹兹堡-波士顿这组“城市对”为基础，然后对其它“城市对”的

无限制条件经济票价和旅综合旅游最低票价的单位英里成本和单位英里费率进行系数分析。 

表三 单位英里费率 

城市对 里程 单位英里成本
单位英里 

经济舱无限制票价 

单位英里 

旅行团最低票价

PIT-ABE    253 145 138 103

PIT-BOS   496 100 100 100

PIT-MIA   1,013 72 71 62

PIT-SAN   2,106 57  51 43

表三并没有显示出成本与票价之间的完全必然的联系。毕竟，在一个放松管制的环境下，我们已

经很难再见到一种“标准模式”了，其中还可能有更多的我们尚未强调的相关因素存在。表三同时显

示出，单纯从成本方面考虑，合众国航空公司的无限制条件经济舱票价在短程航线市场上确实比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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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低很多。（译者注：航线的经营必须是多层面的，高舱位的上座率，机型的选择、淡旺季的调节等等

都将成为价格制定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同时此表明确的显示了成本递远递减的概念，但是，就普通

经济沧和团体价与成本的水平比较而言，却并非完全递远递减。 因此定价必须参照成本是我们要遵循

的规律，同时必须考虑相关的多种因素。那种不顾成本眼睛只盯着他人行动，或者遵照“局部”意愿

定价的“随意”行为无论如何是要摈弃的。） 

一项研究表明，合众国航空公司在“密集”型中枢上的票价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很多。匹兹堡、

Dayton 以及夏洛特这三条航线引起了运输部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夏洛特航线，它的票价竟然超出全国

平均水平的 71%。 

然而，这一调查分析并非是针对实际票价的。所有的相关资料都是采用单位英里的平均票价水平，

这就有可能出现以平均数据下最后结论的局限性。事实上，所公布的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的单位英里

的平均票价受两个关键因素制约：（1）远程、中程、短程航线上旅客的比例分配；（2）无法区分公费

旅客与自费旅客量。夏洛特较高的平均票价并非缘于合众国航空公司可观的客座率，而主要是缘于较

高的短程运输率和大批的公务旅客。（译者注：对票价水平的评估犹如对航线的质量分析。只考虑量，

而不考虑质的分析会对决策产生误导。袁梅林先生所谈及的制约因素实际上是对“质”的考虑。） 

一旦我们看到夏洛特旅客在不同距离航线上分布的比例，就会明白运输部为什么会把夏洛特的单

位英里平均票价看作是最高的了。乘机距离不到 750 英里的旅客数在夏洛特航线上高达 61%，亚特兰

大航线达到 44%，而达拉斯沃斯堡航线只有 30%。根据运输部的统计，1988 年，夏洛特的旅客每英里

支付 23.9 美分，比亚特兰大高出 2.2 美分。但是，假若我们调整运输部的数据，免除对远程/短程运

输量比例分布的曲解，无疑会发现亚特兰大单位英里的平均票价已然超过了夏洛特。 

致使夏洛特平均票价升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大批的商务旅客。通常，商务旅客不像自费旅客那样，

可以为了折扣票灵活地调整起飞时间。由于夏洛特主要从事短程运输，而那些对价格敏感的自费旅行

者在进行短途旅行时，选择其他交通工具的余地很大，因此，这也正是短程运输市场上商务旅客占有

较高比例的原因。 

衡量航空公司在城市之间的定价水平，唯一公平的途径是忽略掉平均票价，而采用所公布的各种

距离的实际票价。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说明无论是远程还是短程的票价都与运营成本有着直接的

关系。遗憾的是，大多数航空公司价格分析人员缺乏对民航运输经济的基本了解就急于下结论，一旦

这种误导性的结论对政府的的政策产生影响，很有可能对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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