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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客运舱位订座柔性控制收益分析 

朱金福， 周 艳， 姚 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航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 ：由于航 空旅客 需求不能 准确预测 ，往往造成航班收 益损 失，因此研 究航 班舱位 柔性控 制方 法十分重要 。 

本文研究了一种柔性控制方法一可召回制度，推导了高需求下召回时补偿和召回前补偿的期望净收益增量公 

式。以及低需求下召回前补偿的净收益增量公式，同时推导了几种情况下期望净收益增量大于零的条件。最后 

给出了实例分析，结果表明实施可召回制度能为航空公司增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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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 Analysis of Airline Seat Inventory Flexible Control 

ZHU Jin—fu，ZH0U Yan，YAo Yun 

(College of Civil Aviation，Na 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airlines tO study the flexible seat inventory control issues tO prevent flight rev- 

enue from spoiled due tO inaccurate prediction of air passenger demand．An approach tO flexible seat inventory control 

which is called as recallable system is addressed in this paper．W e derived the formulas of revenue increment expectation 

for the compensation ways at recalling and be／ore recalling when passenger demand is high，and the formula of revenue 

increment when passenger demand is low．W e also derived the conditions for positive net revenue increment when re- 

callable system was adopted．Finally we gave a few instance analyses which show that recallable system can increase 

flight revenue for airlines in gener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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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弓I言 

座位存量控制是航空客运收益管理的核心内 

容，其应用背景是 20世纪70年代初期航空运输业 

出现折扣票价而带来的管理问题。1972年 Little— 

wood提出了两种票价座位控制问题的简单决策准 

则 l J，这标志着收益管理的开始。收益管理已成 

为各航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学 

术研究也成了经济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研究成果 

可参见文献[2～l3]。 

在我国，关于收益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刘军 

分析了收益管理中的超售风险问题_1 ，张立、李德 

友探讨了应用智能仿真算法与博弈技术解决收益 

管理网络优化问题的可行性L1 ，李晓花和萧伯春 

研究了旅客选择模型和动态定价问题_1 ，刘玮用 

动态规划和排队论方法建立了静态和动态超售模 

型_l7 J，高强、朱金福等建立了网络 ODF流的优化 

模型l18]和讨论 了同一航线竞争对舱位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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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需求预测是座位存量控制的基础。由于航空 

运输市场需求变化的随机性大，几乎无法准确预 

测。高舱位需求预测不准时存在如下两种可能的 

情形： 

(1)预测需求低于实际需求。此时，航空公司 

采用超售的方法来解决。但超售可能导致 DB(De— 

nied Boarding)，解决DB问题增加了航空公司的生 

产成本，并影响了航空公司的形象。 

(2)预测需求高于实际需求。此时，没有预期 

数量的高舱位旅客前来购票，低舱位早已关闭，低 

舱位需求已经失去，这将造成座位虚耗，给航空公 

司带来收益损失。 

为解决上述问题，Gallego[ 。]提出了航空客运 

座位柔性控制方法：可召回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在 

低舱位中设置可召回票，并和普通票同时销售，在 

高舱位旅客需求超过剩余可用座位时召回已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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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召回票。被召回的旅客可提前得到通知 ，并可 

得到补偿。 

可召回票的召回补偿可分为召回时补偿和召 

回前补偿两种方式。召回时补偿是指其票价与低 

等级舱位相同，在实施召回时按照已经公布的补偿 

标准给予补偿；召回前补偿是在购买召回票时即给 

与补偿，即召回票的票价在低舱位票价的基础再给 

与一定的折扣，召回时不再补偿。实施可召回制 

度，理论上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实施可召回制度 

是否能为航班增加收益?什么条件下可增加收益? 

二是如何对可召回票的订座进行控制?尽管文献 

[20]提出了可召回制度并建立了优化模型，但对可 

召回制度的收益未作具体分析，本文通过定量分析 

来确定实施可召回制度增加收益的条件，并给出这 

两种补偿方式期望净收益增量的计算公式。 

本论文采用如下假设 ： 

(1)各等级舱位旅客需求服从正态分布，且相 

互独立。高、低等级舱位同时接受订票； 

(2)在低舱位设置可召回票，可召回票的需求 

也服从正态分布，并与其它等级舱位需求分布相互 

独立 ； 

(3)低舱位座位销售速度大于高舱位的销售速 

度。在高舱位需求达到保护水平时，认为低舱位和 

可召回票的订票数量已超过预先设定的限制数量； 

(4)每一可召回票的召回操作成本是一常量， 

并计入召回补偿中，统称为召回费用，记为 c； 

(5)不考虑超售 、No-show、Go-show、取消的情况。 

上述假设(3)可作如下解释：国内市场一般先 

从低价折扣舱开始订座，在适当时刻关闭折扣舱， 

再开放高舱位销售。若同时开放高、低舱位，则高 

舱位的需求出现较迟，低舱位的需求速度大于高舱 

f RH。／lH+(RL+R )。fL—B 

S= RH·／lH+(』＼，一LH)。fL一(RH 

【(LH+R )。／lH+(』＼，一LH)。fL 

原收益模型为 

， l RH。／lH+RL。̂ 一B RH—LH≤0 

【LH·／lH+(』＼，一LH)。̂ 一B RH—LH>0 

(2) 

(1)式～(2)式可得可召回制度净收益的增量 

f(RL+R 一RL)fL RH—LH≤0 

AS= (RH—LH)(／lH一九 一f) 0<RH—LH≤R 

【R (／lH—fL—f) RH—LH>R 

(3) 

位。因此，在高需求下，我们可以认为当高舱位实 

际需求达到预设保护水平时，低舱位座位 已被 

订满 。 

2 高需求情况下的可召回制度收益分析 

本节讨论高需求条件下单航段两等级舱位的 

航班实施可召回制度对净收益(本文的所谓净收益 

在航空运输业界叫做“贡献”，即航班总收益减去固 

定成本)的影响。高需求是指航班在某段时期的平 

均客座率较高的情况(例如 80％以上)，可能出现 

接近甚至超过航班舱位限制数量的需求。 

本节将用两小节分别分析召回时补偿和召回 

前补偿两种方式下的收益问题。在以下分析中，原 

收益模型是指不实行可召回制度情况下的收益计 

算公式。在分析原收益模型时，除了不实施可召回 

制度外，采用了与可召回制度相同的假设。 

下面是本文将使用的变量 ： 

』＼，为飞机可用座位总数；RH为高舱位的旅客 

订座数；R，为实施可召回制度后低舱位的旅客订 

座数；R￡，为不实施可召回制度的低舱位的旅客订 

座数；R，为可召回票的旅客订座数；LH为高等级 

座位保护水平；_厂H为高舱位票价水平；fL为低舱 

位票价水平；f为召回费用；B为航班固定成本；P， 

为可召回票有R 个需求的概率；P为RH≤LH的 

概率；q为RH>LH的概率，即为 1一P； 、 为高 

舱位旅客需求RH服从均值为 、标准差为 的正 

态分布； 、 为可召回旅客需求 R 服从均值为 

、标准差为 的正态分布。Q=RH—LH。因为 

RH～』＼，( ， )，所以 Q～』＼，( 一LH， )。 

2．1 采用召回时补偿的可召回制度收益增量模型 

航班实施可召回制度获取的净收益 s可表为 

RH—LH≤0 

LH)‘(_厂J|+c)一B 0<RH—LH≤R (1) 

R ·(̂ +c)一B RH—LH>R 

可见，当 RH—LH≤0时，也即高舱位实际需 

求小于预测需求时，给高舱位保护了过多的座位， 

实施可召回制度能减少座位虚耗。只要满足 Rf|+ 

R >RL，航班净收益将增加。当0<RH—LH≤R 

和 R 一LH>R 时，实际需求大于预测需求，给高 

舱位保护的座位数不足，若不实行可召回制度，则 

将有高价值旅客流失的风险。可见实行可召回制 

度时，只要满足 ． >． +c，即高舱位票价大于低 

舱位票价和召回费用之和，则航班净收益增加。 

上述两种情况下实行可召回制度航班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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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条件，在航空公司的实际生产中总是满足 

的，因此在高需求下应用召回时补偿的方式，航班 

净收益总能增加。 

(3)式中，高舱位需求 RH和召回票需求R 都 

是随机变量，根据假设(1)和(2)，航班期望净收益 

增量 AS可用下式计算 
r ∞  

AS=I (sQ．+sQ，+sQ，)·P dR (4) 

其中P 是召回票需求R 的概率密度函数，它服从 

正态分布。而 
r0 

So
．(R )：l (RL+R 一RL)·fL·P(Q)dQ 

J 一 ∞  

rR 

sQ
， (R )=I Q·(fu—fL—f)·P(Q)dQ 

sQ
，(R )=I R ·( 一九一f)‘P(Q)dQ 
。 J 

其中P(Q)是 Q=RH—LH的概率密度函数，它服 

从正态分布。 

2．2 采用召回前补偿的可召回制度收益增量模型 

航空公司为了吸引更多旅客购买可召回票，可 

以采用召回前补偿的方法。由于召回前补偿不管 

机票是否被召回旅客都享受到了补偿，表面上看航 

空公司收益受损的风险增大了，但本节的分析表明 

即使采用找回前补偿仍然可以增加航空公司的期 

望收益 。 

采用召回前补偿的方式，设可召回票票价厂r< 

fL，则航班净收益表达式为 

f RH‘／lH+RL·fL+R ‘fc—B 

S= RH ／lH+RL。fL+(R 一RH+LH)·fc 

【(LH+R )·／lH+RL‘fL—B 

RH—LH≤0 

B 0<RH—LH≤R (5) 

RH—LH> R 

其中，根据假设(3)，在 RH—LH>0时，有 RL+R 原收益表达式仍是(2)式，因此，增加的净收益 

=N—LH。 AS为 

f(RL+R 一RL)九一R (fL—fc) 

AS= (RH—LH)( 一fL)一(R +LH—RH)(fL—fc) 

(fu—fL) 

可见只有在 RH—LH>R 的情况 下，即可召 

回票全部召回，净收益增量才能保证大于零，其它 

两种情况下净收益增加需满足如下条件 

对于 RH—LH≤0的情况 ，需 

R < ㈩  、 

若0<RH—LH≤R ，贝4需 

>而fL-L (8) 
R fH—f 

为进行一般讨论，我们可计算净收益增量的期 

望值。该期望值仍然可用(4)式表达，但其中 

(1一 )(卜  ( 

RH—LH≤0 

0<RH—LH≤R 

RH—LH>R 

r0 

SQ
。( ) J一。。[( L一 )‘fL+R ’ ]‘P(Q)dQ 

rR 

SQ( )=I【[(％一LH)· 一 )一 一 )]．2 (fu Rc(fL P(Q)dQ 
—  J n 

(6) 

SQ ( r) J R r‘( 一fL)’P(Q)dQ (9) 
由于召回票票价低，会吸引较多的价格敏感型 

旅客购买 ，所以一般有 +l-eL≥ 。令 l-eL 一 = 

^ = ，fc=肌 ，其中0<a，卢，y<1，将需求 

概率密度函数代人(9)式和(4)式并进一步化简得 

AS=(fu一 )(731+732+·U3) (10) 

其中 

))+ ( 一y) ( ) 、 

、L rc 1一Q8 

者 一 [-一志  一 ] 
r ∞  ( f。 

3= I．( 一R ) (R )P (R )dR 三三三 ∑ ( 一R ) (R )P (R ) 
一  

R ： 一 ] 

且 (R )= (墨半 )一 Lu -~) 
· 72 · 

(·)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求和上下限的[*]表示 

取整数。很容易看出，由于一般有 LH> 和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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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F > +3 ，因此有 --02，--03>0。另外 ，在 

> 、 ，一 ，a 

( ) 。 

的条件下， ->0。上式左边随生 ： 的增大而减小
， 

当右边不变时，如果高舱位保护水平相对于需求均值 

增加较多时，上述不等式将不成立，此时 1<0。同时 

随着生 的增大
， z， s将逐渐减小。但多数情况 

前补偿实行可召回制度，在高舱位需求较大的情况 

下，期望净收益增量通常大于零。第 4节实例分析 

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3 低需求情况下的可召回制度收益分析 

本节讨论低需求时采用召回前补偿方法对航 

班收益的影响。在低需求情况下，设置可召回票的 

目的是为了促销飞机剩余座位，提高客座率，因此 

选择召回前补偿的方式。 

低需求条件下实施召回前补偿的可召回制度 

的净收益可以表示为 

一  f RH’ +RL’̂ +R ’ 一B RH≤LH 

【RH‘／_H+RL。̂ +R ‘ 一B一(RH+RL+R 一N) ·C RH>LH 

其中 RH+RL≤N，RL+R ≤N—LH，(·) 表示 示为 

在括号中的数值小于等于零时等于零，大于零时取 S =RH·fH+RL·fL—B 

括号中的数值。此时原收益模型的航班净收益表 由(11)式减去(12)式可得 

． I(RL+R 一RL)fL一(fL一 )R RH≤LH 
【(RL+R 一RL)九一(fL—fc)R 一(RH+RL+R 一N) c RH>LH 

如果不允许超售 ，则在 
一

， 

一  

<7 - (14) 
f JL 

时，实行可召回制度可为航空公司增加收益。这一 

条件和(7)式相同。 

由于低需求情况下召回概率较低，采用召回前 

补偿方式可能使原本购买正常票的旅客去购买可 

召回票 ，造成航空公司的总收益稀释，因此建议给 

可召回票加上一些限制条件，如必须购买来回票和 

不得签转等。 

4 实例分析 

由于采用召回时补偿的可召回制度可增加航 

班收益的结论已经清楚，因此本节实例主要考察采 

用召回前补偿方式的期望净收益增量。 

情形描述：某航空公司南京一成都某航班，飞 

机机型为A320，容量 N=157座，采用两种票价等 

级结构，高舱位全价票 fH=1540元，低舱票价 

^．=0．7× 。根据历史数据，7、8两月是需求旺 

季，由旅客需求数据估计得出高舱位旅客需求服从 

参数 =49， =38的正态分布。根据航班超售 

情况下自愿放弃登机的旅客数量和对休闲旅客特 

征的分析，可设 R 服从参数／2 =3， =1．21的正 

态分布。用 EMSR方法得到高舱位保护水平为 

LH=50。召回前补偿的促销参数 )，=0．9。 

(11) 

(12) 

(13) 

本文采用 MATLAB软件编写 了计算程序。 

用该程序计算了上述实例几种情况下的期望净收 

益增量。为考察召回票价的影响，我们计算了以下 

两种情况的期望净收益增量 

(1)( ， 2 fL
， )=(49，38，3， 

1．21，50，0．7，0．63) 

(2)( ， 2， ， 2 L．
，

f L
， 

fc
，)=(49，38，3， 

1．21，50，0．7，0．49) 

分别算得 AS=3．5046fH和AS=4．4452fH，可见 

这种情况下，适当降低召回票价使期望净收益增量 

增加了。 

为考察召回票需求参数的影响，我们分析了以 

下情形 

f f 

(3)( ， ， ， ，LH， ， )=(49，38，2．5， 
J H J H 

1，50，0．7，0．63) 

得出 as=2．9870fH。与第 1种情况的结果相比 

较可以发现，当可召回票需求分布的 、 减小 

时，净收益增量减少了。 

再考察高舱位需求变化的影响。假设高舱位 

需求均值减少了，但保护水平不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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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 ：，LH， ， )=(40，38，3， 
J H J H 

1．2，50，0．7，0．49) 

结果得 △亏=0．4786UH。和第 2种情形的结果相 

比可以发现当高舱位旅客需求均值减小时，航班期 

望净收益增量减少了许多，这是给高舱位保护了过 

多的座位所致。这一结果与第 2节分析得出的结 

论是一致的。在需求均值减少时，应相应减少高舱 

位的保护水平，以提高收益。 

从以上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在高需求情况 

下，采用召回前补偿相对原收益模型的期望净收益 

增加了。 

5 结论 

本文对航空客运座位存量柔性控制的收益进行 

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并提出了单航段情况下实施可 

召回制度的几种收益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和实例计 

算表明实施可召回制度能使航班期望净收益增加。 

可召回制度理论还未考虑 No—show和 Go— 

show的影响，没有建立相应的多等级舱位控制模 

型 ，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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