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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orbes.com/forbesinsights/sabre/index.html 

航空公司更加注重乘客服务，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都将

业务中心放在客户身上。Forbes Insights 和 Sabre 最近对

航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一项调研发现，61% 的航

空公司将客户作为其品牌承诺的核心（图 1）。

航空公司正在努力精简机场旅程，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

品服务和令人难忘的飞行体验。但是，航空公司客户体

验最基础的部分——让乘客按时到达目的地，仍然还有

提升的空间。

大多数行业的客户期望都在不断上升，为优质客户体验树

立了新的标杆。现代消费者希望在每次互动中得到个性化

而方便的体验，航空公司也需要调整服务，对这种期望作

出回应。

品牌与企业运营之间的关联

航空公司首要的品牌承诺图 1

全方位服务、奢华的旅客体验

客为尊

低成本

准时表现

技术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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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IATA 2015 年全球乘客调查，准点率是对航空公司品

牌知名度影响最大的因素 (75%)，其次是飞机质量和内饰 

(66%) 以及客户互动 (54%)（图 2）。

因此，未能按时或畅通无阻地抵达目的地成为客户对航空

公司的头号抱怨也就不足为奇（图 3）。

准时表现

飞机质量和内饰

客户互动

1  75%

 66%

5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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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航空公司品牌知名度影响最大的三项因素图 2

2016 年 5 月美国交通部跟踪投诉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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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实现品牌承诺，航空公司必须不断提升营运

绩效。鉴于客流量增加和空域受限等各种因素对客户旅

程的干扰越来越大，这项任务可谓十分艰巨。但是，非

常有必要对支持准点率和航班异常处理的流程和工具进

行投资，因为乘客和航空公司利润都能从中受益。

  http://www.iata.org/publications/Pages/global-passenger-survey.aspx
  https://www.transportation.gov/airconsumer/air-travel-consumer-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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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公司运营管理人员发现了更多改变内部可控因素从而

让公司受益的机会。

运营决策必须考虑到多种因素，其中包括成本、效率、对

客户、机组和网络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处在一个瞬

息万变的环境之中。

天气条件、法规限制和社交媒体流行趋势等外部因素，在

很大程度上并不受航空公司的控制。不过，航空公司可以

影响并利用一些内部因素来提升运营绩效。

在上述由 Sabre 和 Forbes Insights 进行的调查中，大多

数营销和 IT 领域的航空公司管理人员 (77%) 认为，油价

和法规环境等外部因素最有可能决定航空公司未来的绩效

（图 4）。 

但在运营领域，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52%) 认为，技术部

署或企业级合作等内部因素更有可能影响绩效，这表示航

挑战航空公司运营的内部因素

白皮书

哪种类型的因素对航空公司未来的绩效影响最大？图 4

营销和 IT
高级管理人员

运营
高级管理人员

52%
内部

23%
内部

48%
外部

77%
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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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技术被确定为最有可能推动变革的业务职能 

(61%)，其次是跨职能协作（图 6）。

显然，技术、信息共享和跨职能协作在推动航空公司运营

改善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让我们来深入了解这些因素如何

挑战运营，而航空公司又该如何解决这些挑战。

 

那么，航空公司的内部发展应该从何处开始？当被问及改

善现今航空公司绩效的主要障碍时，这些运营管理人员表

示，缺乏先进技术是主要障碍，其次是有限的实用数据获

取（图 5）。

白皮书

改善现今航空公司绩效的主要障碍图 5

缺少先进技术

获取可行动数据受限

组织结构

缺乏信息共享

1  45%

 27%

27%

2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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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将从航空公司的哪个（些）职能部门开始？ 图 6

技术

运营

高层管理人员

营销

贯穿不同职能部门的协作

 61%

 39%

 33%

 27%

 55%

业务职能                               运营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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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航空公司运营中心，员工并不缺少 

数据。

但往往很难实时取得与当前挑战相关的实用信

息。员工为了找到所需的信息，可能不得不在大

量系统或数据集合中进行大海捞针式的搜索。

如果不能即时进行与端到端运营相关的分析，运

营和高级管理人员就无法完全监控或优化绩效。

技术层面的孤岛（例如多个不同系统）和业务层

面的孤岛（例如脱节的工作流和流程）往往会导

致孤立的决策。

当职能团队在较为隔绝的环境中工作时，他们往

往会将注意力集中在非常具体的问题上。

集体很难得到足够的能力来考虑运营可能面对的

各种问题，导致他们迟缓而被动。

在运营日，保证航空公司员工及时得到最新和最

准确的运营计划至关重要，尤其在计划发生变更

的情况下。

目前这一信息往往是通过人工渠道或是临时谈话

传达，导致信息共享延迟并且可能不够精确。

遗憾的是，那些没有获得最新信息的不明就里的

机组成员或一线人员有时会直接服务乘客。

获取实时信息受限 孤立的系统、业务流程和决策 分散而迟缓的沟通

“我没有时间研究所有可能的选择，所以

我就利用现有信息作出最有可能的决策”

“我不得不关掉这个窗口，打开那个系统，

再跳转到另一个窗口…”

“我很抱歉…我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新 

信息”

“我们的团队淹没在数据之中，但缺乏所

需的分析数据”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作出那个决策”

“我希望拥有单一来源的真实数据” “航班计划变了，所以我也不确定接下

来要去哪里或是做什么”

“我希望我能早点知道”

航空公司员工如是说 航空公司员工如是说 航空公司员工如是说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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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实现互联的三个指导原则

航空公司的大多数运营职能部门都位于同一个控制中心

中，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可以进行互动。虽然各部门一起

工作有助于开阔视野，但决策的速度、准确性和一体性仍

有提升的空间。技术可以实行工作流自动化，实现数据共

享，并加快运营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从而弥合这一

缺口，帮助航空公司发展成为互联航空公司（图 7）。

转变为互联航空公司，意味着利用统一的技术和业务流程让运营职

能之间的协作更加紧密。一旦各个部门拥有统一的基础，他们就可

以更好地合作，从而提升运营效率、提高利润并实现品牌承诺。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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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化

2. 整合

3. 移动

复杂的程序和有限的实时信息获取

孤立的系统、业务流程和决策

分散而迟缓的沟通

简化工作流和实时数据获取

整合系统和流程，实现协同决策

移动解决方案让沟通更加流畅

乘客 乘客机场资源 机场资源飞机 飞机机组人员 机组人员航班计划 航班计划

白皮书

OPS CREW FLIGHT AIRPORT

图 7       航空公司实现互联的三个指导原则

传统航空公司 互联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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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必须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但要站在整

个航空公司而非单独某个部门的角度，制定出合

理的响应决策。

为了促进协同决策，航空公司需要整合各个系

统，实现信息共享，让各职能部门可以互相提供

和使用输入信息。

简化
工作流和实时信息获取

整合 

系统和流程，实现协同决策
移动 

解决方案让沟通更加流畅

•   直观的解决方案用户界面可以简化工

作流并增强工作效率

•   通过基于服务的整合纳入第三方和内

部数据

•   向这些全世界机动性最强的员工发布实

时信息，让他们能够集中精力执行计划 

•   人工流程的自动化可以解放资源，实

现例外管理

•   支持共享情境、任务和活动的系统可

加快和优化跨部门决策制定

•   让员工能够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和任

务，从而提高满意度和生活质量

•   可配置的灵活系统能够支持独特的业

务流程和持续增长

•   在不同部门之间建立共同的业务视角，

提高情景感知能力 

•   确保员工消息灵通、更加自信，从而

为客户提供积极的体验

无论是哪个部门或职能，其运营都需要以常用和

便捷的方式获取数据，并且也需要高效易用的用

户解决方案。

有了实时的分析数据和简化的系统工作流，团队

就可以在运营期间更快、更可靠地作出决策。

 

航空公司员工应当能够接收最新和最准确的运营信

息，无论他们身处哪个驾驶舱、哪座航站楼或是哪

条跑道。

移动解决方案可以随着运营计划的变更提供实时

更新，让员工能够在情况有所变化时有效地作出

调整和响应。移动技术还能为员工提供各种自助

选项，方便其管理自己的航班计划和任务。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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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互联航空公司的基石

为了启动向互联航空公司的转型，首先要考虑的是运营中各项职能

的“互联”。就以下方面而言，您的运营控制、机组管理、航班计

划和机场资源管理职能做到何种程度？

• 简化或自动化工作流？

• 从其他部门获取实时数据？

• 可根据业务变化调整的可配置系统？

• 与外部系统和流程整合？

• 自动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互联航空公司建设之路始于四块基石…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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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员需要一款能够快速全面地察觉并解决运营问

题的解决方案。借助这样的方案，管理员还应该能够在

不同地点和职能之间传达关键的实时数据。

为了实现“互联运营”，理想的运营管理解决方案应当

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  利用来自运营整体的数据建立统一视角，从而建立跨

职能的决策

•  最大限度利用飞机和机组，同时满足复杂的合规和法规

要求

•  在执行运营的同时实现运营和商业目标（财务和 

乘客）

• 快速解决和部署恢复解决方案，提供承诺的客户体验

管理人员应当得到足够的能力，基于跨运营部门的输入

和协作，利用飞机、机组和乘客数据作出快速而可靠的

决策。

第 1 块基石
互联运营

作为管理和协调日常航班计划执行的部门，运营管理相当

于互联航空公司的心脏。

遗憾的是，没有航空公司能够 100% 按计划执行航班计

划，因此运营管理人员需要不断作出实时运营决策。但

是，这些团队需要众多利益相关方的输入和数据，才能出

于航空公司和乘客的利益作出更好的决策。

11

航班计划 法规要求

飞机

机组人员

乘客

维护航班计划

运营限制

运营管理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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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互联机组”，理想的机组管理解决方案应当

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 提供可配置的直观界面，简化用户体验并提升工作效率

•  提供基于优化的航班计划和排班，通过运营日计划确

保最高利用率

•  通过基于服务的整合在内部和第三方系统之间实现数

据共享

•  让机组能够通过移动自助服务工具管理轮班和旅程交

换请求

航空公司机组成员正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设备处理工作

任务。这些应用程序是将实时运营信息发送给地面人员

的重要手段。

通过在运营中实行个性化的机组更新，航空公司可以确

保员工信息灵通、充满自信并且拥有较高满意度，以便

他们专注于为航空公司客户提供积极的互动。

第 2 块基石
互联机组

航空公司普遍面临机组规划和利用中复杂的要求和决策因

素的挑战。现在，复杂的运营模型和劳工合同让这一挑战

变得更为严峻。人工或传统技术完全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

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 

为了最大限度增加机组资源，降低成本，并为员工提供实

时信息，航空公司需要一款可配置的端到端机组管理平

台，为整个机组生态系统提供支持。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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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到端机组人员生态系统

配对

排班 跟踪 移动访问

培训
疲劳风险
管理

酒店和
交通

Sabre 的全新机组管理平台将于 2016 年底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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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驾驶舱）地（运营管理）之间扩展实时通讯和

数据共享

•  通过整合的航班计划、航班追踪和移动驾驶舱解决方

案，建立共享的航班视角

航空公司必须将航班运营的各项核心职能联合起来，实

行整合的航班计划，亦即“互联航班”。

第 3 块基石

转机

航班计划是一个动态职能，需要根据天气条件、跑道关闭

和空域限制等诸多因素不断进行调整。

面临这些变化时，调度员或航班规划人员需要一款有助于

快速调整并不断优化航班计划，从而最大限度节约成本的

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互联航班”，理想的航班管理解决方案应当能

够做到以下几点：

•  通过考虑到燃油、延误成本和越境飞行费用等所有主

要成本驱动因素的自动优化航班计划，最大限度节约

成本

•  通过简化的航班计划工作流，帮助实现更广泛的情景

感知以及对不断变化的条件作出明智的反应

13

航班规划 航班追踪 移动访问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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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运营日变更的早期规划，确保符合复杂的议价 

协议

•  通过支持在移动端自行管理轮班和航班计划变更请

求，提高员工满意度

借助合适的技术解决方案，机场资源管理可以通过运营

日长期规划提供一致的客户体验，提升效率，并提高 

利润。

第 4 块基石

互联机场

复杂的要求和不断变化的航班计划，为机场规划正确的资

源数量和类型带来了挑战。

机场通过适当配置资源并在运营日有效管理这些资源，为

航空公司的绩效提供支持。例如，员工过少可能导致客户

服务问题或者航班延迟，但员工过多有可能导致不必要的

开支。 

为了实现“互联机场”，理想的资源管理解决方案应当能

够做到以下几点：

•  通过优化员工、机位和其他机场资产的利用率增加成

本节约

•  借助移动技术，通过自动警报和任务分配快速响应时

刻表的变化

14

长期规划 短期规划 运营日

员工自助服务

互联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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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整合的系统和业务流程，各部门可以作出更加

全面的优化决策，对于整个航空公司而言更具成本 

效益。

•  借助移动解决方案，运营可以简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沟通，保持航空公司员工信息畅通，让他们能够为客

户提供更加愉快的旅行体验。

互联航空公司的方针让航空公司能够从根本上提升运营

效率，实现品牌承诺，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公司利润。

航空公司运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缓解或响应不可控的

事件，避免它们打乱航班计划，推高成本，最终损害客户

体验和品牌形象。

为了利用可控因素取得竞争优势，航空公司必须专注于通

过统一的技术和业务流程，让各个运营职能之间的协同更

加紧密，亦即建立互联的航空公司。

•  如果能够更简便地获取实时公共信息，运营人员就可

以更快、更可靠地将分析数据转化为行动。

结论

白皮书

互联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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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re Airline Solutions 可以让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改善营销、销售、服务和运

营。通过与世界领先的航空技术提供商合作，您可以获得灵活的解决方案，解决

各种市场问题，并可随着业务增长不断进行调整。 

与 Sabre Airline Solutions 合作，量化您的航空公司的价值，获得提供个性化服

务所必需的技术，从而赢得、服务和留住客户。

欢迎访问我们网站： 
www.sabreairlinesolutions.com

全球总部 
Sabre Airline Solutions
3150 Sabre Drive
Southlake, Texas 76092 USA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最近
的地区办事处：

亚太地区
电话：+65 6215 9500
电子邮件：contact.apac@sabre.com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电话：+44 208 538 8539
电子邮件：emea.contact@sabre.com

美洲
电话：+1 682 605 6750
电子邮件：contact.americas@sab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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