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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国内航空运输业中，飞机拥有费、维修费和燃油费大约占航空公司总成本的 57．2％。中 

国航空公司若想实施低成本的经营战略 ，就必须竭尽全力降低这三大费用。对于中国民航具有 

典型代表意义的B767—300，B747—400和 B737-300机型与美国骨干航 的对比分析 ，说 明当飞 

机 日利用率以及机队规模数量等增加时，费用的单位成本就会降低。 

关 键 词：轮档小时；平均航程；燃油费；维修费；飞机拥有费 

中图分类号：F562．5 文献标识码 ：A 

世界经济全球化、自由化 、私有化促使各行各 

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国际航空运输 自由化成为发 

展趋势。中国的成功人世，使中国民航遇到了绝好 

的发展机遇 ，但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全球 

航空竞争者。中国是一个国际航空运输快速发展 

并具有巨大潜在市场的发展 中航空大国。但与外 

国航空公司相比，中国民航业还存在着明显的不 

足 ：航空公司规模较小，没有规模经济的优势 ，经 

营管理水平低 ，成本居高不下 ，经济效益普遍很 

差。再考虑航空运输业本身高成本低利润的特点， 

中国民航若想在全球竞争中站住脚跟，推进 中国 

的国际航空运输 自由化，实现由航空大国向航空 

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就应该充分利用当前中国经 

济发展的 良好态势 ，抓住重组契机，解决 自身成本 

过高这一突出的问题。 

一

、概 述 

从航空公司核算角度来看 ，航空公司的成本 

可分为直接运营成本和间接运营成本 -31。其中直 

接运营成本包括飞行人员工资 、飞机拥有费用(折 

旧费、经营性租赁费、保险费 )、燃油费、维修费和 

其他直接营运费用 (飞行训练费、公务飞行费)；间 

接运营成本包括飞机维修公时费、管理费和服装 

费等。在国内航空运输业中，飞机拥有费、维修费 

和燃油费 占据了航空公司总成本的大部分 ，约为 

57．2％。成本结构如图 1所示。 

飞 

图 1 2,1101年 航空公 司成 本结构 百分 比 

图 1显示 ，中国航空公司若想降低成本 ，必须 

集中精力找出导致飞机拥有费、维修费和燃油费 

偏高的因素，降低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 。只有这 

样，才能大幅度地削减航空公 司的经营成本 ，实现 

航空公司的低成本经营战略。本文选取中国民航 

普遍使用的波音系列三个机型与美 国骨干航进行 

对比分析 ，分别为 B767-300 (利用情况较差)， 

B747-400(利用一般)，B737-300(利用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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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比较分析 

(一 )B767-300成本分析 

B767—300是 中国民航使用较差的机型 ，与美 

国骨干航存在很大差距 ，成本明显居高 ，具体数据 

如表 1所示 。 

说明：(1)表 1采用当年数据 ，其中，美国骨干 

换算所得 ；(2)飞机维修费包括飞机发动机修理费、 

航材消耗件消耗额和高价周转件摊销额 ；(3)飞机 

拥有费用包括飞机发动机折旧费、飞机发动机保 

险费和经营性租赁费用。 

以上说明同样适用于 B747-400，B737-300的 

成本分析。 

(二 )B767—300中、美轮档／h 维修费对 比 

B767-300中、美轮档／}l维修费与平均航程 

航所有数据是根据相应年份人 民币与美元的汇率 关系如图 2所示。 

表 1 B767-300成 本数 据表 

轮档小时维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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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平均航程 

圈 2 B767-300轮档 小时 维修 贾与 平均航程 关 系 

从 图 2趋势线可 以看出中国民航 B767-300 小时维修费的差距达到最大值 ，前者比后者高出 

轮档小时维修费整体水平高于美国骨干航 。在 6 138．78％。 

年中中国民航平均每年 以 20．41％的速度递增 ，而 图表分析表明轮档小时维修费将随平均航程 

美国骨干航却平均每年 以 7．14％的速度递增 ，前 的增加而减少 ，中国民航和美国骨干航各 自的趋 

者速度明显高于后者。中国民航 B767-300的轮档 势线也可以说明这点。当其平均航程减少时，轮档 

小时维修费一直高于美国骨干航。表 1数据表明 小时维修费就会增加 ，2001年尤为明显 ，中国民航 

美国骨干航 B767—300的单位班次航程 比中国民 轮档小时维修费上扬幅度很大。这主要是因为起 

航平均高出 1．09倍，尤其 1998年高出 1．33倍，即 降对飞机的损伤最大，假如在一次飞行循环中，航 

该年中国民航轮档小时维修费与美国骨干航轮档 程增加，综合看相对的飞机起降次数就会减少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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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的轮档小时维修费也会随之降低。 

(三)B767-300轮档小时燃油费对比 

轮档小时燃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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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67—300轮档小时燃油费与平均航程的关 

系如 图 3所示 。 

美国骨干航平均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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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 11767-300轮档小时燃油费与平均航程的关系 

6年 中国民航 B767-300的轮档小时燃油费 跑。其中滑行 、滑跑阶段油耗随距离的缩短而减 

平均每年以 22．37％的速度递增 ，而美 国骨干航 少；起飞、下降时的油耗是固定的 ；巡航时的每小 

B767-300的轮档小时燃油费整体水平变化不大 。 时耗油也是定值 ，而飞机的航程主要取决于平飞 

并且从 1997年以后 ，中国民航的轮档小时燃油费 巡航时的距离 。所以，如果能增加巡航距离 ，则一 

开始高于美国骨干航的轮档小时燃油费，最多的 次飞行循环的轮档小时油耗就会降低。 

高出美国骨干航 36％。与轮档小时维修费一样 ，这 以上 2部分说明轮档小时燃油费和轮档小时 
一

情况出现在 1998年，二者平均航程的差距在该 维修费都会随着平均航程的增加而降低。但是 ，前 

年达到最大。 面的分析也表明中国民航 B767-300的平均航程 

图表分析说明轮档小时燃油费会随着平均航 很低 。B767-300的设计航程为 7 413 km，适合长 

程的增加而减少 ，同样中国民航和美国骨干航各 航线 的跨洋 国际航线飞行 ，而中国民航 1996～ 

自的趋势线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尤其是中国民 2001年的平均航程只有 2 841．65 km，大部分都用 

航最为明显。1996年至 2001年间，平均航程整体 于国内中短程航线的飞行，航线的选择很不合理。 

呈下降趋势 ，而轮档小时燃油费却随之上涨。这主 (四)11767-300轮档小时飞机拥有费对比 

要是因为飞机起降阶段单位时间油耗最大 。飞行 B767-300轮档小时飞机拥有费与机队规模 

过程包括 5个 阶段 ，滑行 、起飞 、巡航 、下降和滑 关系如图 4所示。 

轮档小时拥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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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1767-300轮档小时飞机拥有费与机队规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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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数据可以得出美国骨干航的平均机队 

规模是中国民航的 13．65倍 ，而平均轮档小时飞机 

拥有费却是 中国民航 的 76．26％，尤其是 1998年 

只有中国民航 的 59．5％，趋势线也表明在该年二 

者的差距达到最大值。这说明机队规模和飞机拥 

有费间有很大的关系，当机队规模数量达到一定 

程度时，飞机拥有费将大幅度降低。美国骨干航飞 

轮档小时拥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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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平均拥有费是 中国民航的 76．26％，同时可以看 

出，当中国民航 B767-300的机队规模减少到 9架 

飞机时，即 1996--1998年期间飞机平均拥有费呈 

上升趋势 ，而 1998--2000年 ，当机队规模稍有增 

加时，飞机拥有费则大幅度降低 ，从 14 624．9元下 

降到 8 235．2元 。同样 ，轮档小时飞机拥有费与轮 

档小时也有一定的关系，如图 5所示。 

2 570．6 2606．4 2749．8 2 887．4 299O．7 3 245．0 

平均轮档小时 

图 5 B767-300轮档小时飞机拥有费与轮档小时关系 

在总飞机拥有费一定的条件下，如飞机利用 

率高，单位飞机拥有费就低。飞机 日利用率可通过 

平均轮档小时数指标来衡量 ，即轮档小时数多 ，飞 

机 日利用率就高。因而 ，轮档小时飞机拥有费与轮 

档小时数呈反方 向变动 。图 5较好地显示了随着 

轮档小时数的增加，轮档小时飞机拥有费整体呈 

下降趋势的状况(数据以平均轮档小时升序排列 )。 

以上分析也同样适用于 B747-400与 B737—300。 

三、B747-400成本分析 

B747-400是中国民航使用情况一般的机型， 

与美国骨干航存在差距，但差距正逐步缩小，具体 

数据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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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747--400轮档小时燃油费对比 

表 2数据表 明中国民航 B747--400的轮档小 

时燃油费整体水平高于美 国骨干航 ，平均高 出 

61．53％ ，尤 其 是 1996年 前 者 比 后 者 高 出 

120．87％。但中国民航轮档小时燃油费整体呈下降 

趋势 ，尽管 20oo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但 同时美 

国骨干航也在上升 ，说明这种上升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1996—20o1年间，中国民航轮档小时燃油费 

年均下降率为 5．7％，并与美国骨干航逐渐接近， 

在 2001年二者几乎持平 。 

(二 )B747圳 轮档小时维修费对比 

中国民航 B747--400的轮档小时维修费虽然 
一 直高于美国骨干航 ，但呈逐年下降趋势 ，年均下 

降率为 7．4o／0，而美 国骨干航则呈上升趋势 ，到 

2001年中国民航的轮档小时维修费已与美国骨干 

航持平。 

在这期间中国民航 B747-400的单位班次航 

程虽一直低于美国骨干航 ，且差距较大，但其一直 

呈增长趋势，从 1996年的 2 675．5 km增加到 2001 

年的 5 372．5 km，年均增长 l5％，正逐渐缩小与美 

国骨 干航 的差距 。 

由以上对 比分析可以看 出，近几年来 ，中国民 

航对 B747--400机型的使用情况已得到改善 ，单位 

班次航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与美 国骨干航水平 

相接近。但与 B747-400的 13 278 km的设计航程 

还有一段距离 ，仍有改善空间。 

(三)B747-4oO轮档小时飞机拥有费对比 

表 2数据还表明美 国骨干航 B747-4o0轮档 

小时飞机拥有费一直变化不大，较平稳 ；而中国民 

航则呈逐年下降趋势，由占美国骨干航轮档小时 

飞机拥有 费的 249．6％，到 2001年只有美 国的 

94．36％。在此期间美国骨干航 B747-400的机队 

规模以年均 9．3％的速度增长 ，而中国的年均增长 

率为 15．71％，速度明显高于美 国骨干航。平均轮 

档小时也有相 同的趋势 ，由 1996年的 2 799．40 h 

上升到 2001年的 4 396．50 h，与美国骨干航持平 。 

四、B737-300成本分析 

B737-300是中国民航使用情况较好 的机型， 

与美国骨干航存在差距 ，但差距相对来说不大，具 

体 数据如表 3所示 。 

表 3 B737-300成本数据表 

B737—300是 中国民航的大机群 ，由表 3可以 

看出飞机 日利用率与美 国骨干航相接近 ，相应 的 

各项成本也与美 国骨干航接近，有些甚至优于美 

国骨干航。 

面对越来越开放的世界航空市场 ，中国民航 

与外国航空公司相 比，一大突出问题便是成本过 

高。在国内航空运输业 中 燃油费、维修费和飞机 

拥有费 占据了航空公司总成本的大部分。若想降 

低成本 ，必须集 中精力找出致使上述费用偏高的 

因素 ，降低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由上面的对 比分 

析可以看出，长期以来飞机 日利用率不高 ，平均航 

程不合理以及机队规模过小是造成中国航空公司 

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 

综上所述 ，三大成本都与飞机的 日利用率相 

关。随着飞机 El利用率的提高，轮档小时燃油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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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费、飞机拥有费均呈下降趋势。飞机 13利用率 

可以通过平均轮档小时数这一指标来衡量 ，即轮 

档小时数多，飞机 日利用率就高 ，相应的各项成本 

就低。同时，从航空融资和成本效益 的角度分析 ， 

提高飞机 13利用率可以减少对飞机数量的需求 ， 

从而减少资金的占用数量 ，另外 ，提高飞机 13利用 

率也可以保证在同样 的飞机架数、租机或购机成 

本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完成 比较多的运输周转量 ， 

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飞机可利用座位数。以上 

分析表明轮档小时燃油费 、维修费与平均航程呈 

负相关关系 ，即：随着平均航程的增加，轮档小时 

燃油费、维修费降低 。机队规模也是一个影响因 

素，增加机队规模可以促成飞机以及备件和航材 

的批量购买 ，降低单位飞机拥有费 ，并且提高备 

件、高价周转件和航材的通用性 。由此，航空公司 

就有能力 由于单位营运成本的降低而降低票价 ， 

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 。建议具体措施如下：加大航 

班密度 ，提高飞机的轮档小时数 ；针对不同的航线 

选择适宜的机型；在有扩大运力的需要时，从航空 

集团或整个中国民航出发 ，形成飞机和航材的批 

量购买 ，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竞价能力 ；整合航空公 

司机型，保证发动机备件和航材的通用性 ，降低维 

修费。 

注 ：表 1～表 3中所有美国骨 干航 空公 司教据来源于(Air 

Transport World)(1996--2002)；所有 中国民航 教据来源于《民航 

统计年鉴》(1996—20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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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u-xiu，WANG 饥 ，ZHANG Zi—tian 

(Management College，CAUC，Tianjin 300300，China) 

Abstract：The cost of aircraft possession。maintenance and fuel constitutes about 57．2 percent 

of an airline s total cost in Civil Aviation China．China S airlines need to control an d reduce 

the three kinds of expenditure if they want to implement the low cost strategy
． is pape r se— 

lects three aircraft types，B767—300
，
B747-400，an d B737—300，which are typical to China S 

airlines，to make a comparison witll main American trunk airlines to illustrate that the unit 

cost of these expe nditures will decrease when aircraft utilization ratio or the size of aircraft 

fleet increase s． 

Key words：block hours；average stage length；fuel oil fees；maintenance an d repair cost；po s． 

session cost of 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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