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号：6-0031 
 

提升西南航空公司的服务水平 

当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出现西南航空公司熟悉的网站页面时，加里• 凯利（Gary 

Kelly）点击“DING”图标，微微一笑。“再来点花生？”空中小姐微笑着问道。凯
利抬起头来，指向自己的电脑屏幕。“3 万英尺高空的因特网——再配上花生，实在
是太棒了！”在掌控西南航空公司的短短 5 年之内，凯利驾驭这架高空航行的飞机渡
过了公司创立 38 年以来最大的危机。西南航空公司注重简单化和降低成本，30 多年
来年年盈利，成为美国第五大承运商。即便 2008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之际，它的营运
收入也达到 12%的增长。但是 2008 年冬天和 2009年春天，西南航空公司陷入窘境，
搭机乘客下降 10%。价格战势在必行，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机票报价低至 99 美元。整
个行业的航空公司总裁热切地盼望着夏季的到来，寄望到那时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 

虽然西南航空公司一直奉行低价策略，凯利还是密切地关注着公司的服务水准。
当乘客再次选择西南航空公司时，如果他们认为公司需要不断改善价值构成，他就需
要为之做好准备。有四个航班负责测试卫星 WiFi 因特网的访问情况，当天他所乘坐的
航班也是其中之一。其他的改进措施，例如更加频繁的酒水咖啡服务，甚至和国外承
运商结盟的新举措，都在酝酿当中。每个改进措施都会经过审慎的考核，查看它是否
吻合西南航空公司的战略，是否与具有传奇色彩的运营模式相匹配。 

历史 

经过与当地竞争对手长达 4 年的法律官司，1971年西南航空公司在达拉斯乐福费

尔德（Love Field）机场开始营运。在德克萨斯州法庭上，如今已不复存在的 Braniff 公
司和德克萨斯国际航空公司与西南航空公司对簿公堂，它们认为没有足够的需求来支
持三条州内航线。这虽然拖延了西南航空公司的进入，但却加强了它进入市场的决
心。在法庭上和竞争对手据理力争以及随后展开的殊死价格战，迫使这家崛起的航空
公司建立起能够生存下去的运营模式。并且它确实生存下来了。从低廉的票价到幽默
的广告，一切都是围绕着“爱”这个主题，西南航空公司建立起有趣好玩和物有所值
的声誉。 

廉价但是有趣的形象根深蒂固地融入到西南航空公司的文化当中，从看上去比看
门人的小房间好不了多少的行政办公室到员工之间精心策划的恶作剧，都可以窥见一
斑。公司的创始人同时还长期担任公司 CEO 的赫布·凯莱赫（Herb Kelleher），在一次
公司的聚会上精心地构建起这种文化。凯莱赫对波本威士忌和香烟的嗜好众所周知，
除此之外，员工们还知道他热爱航空公司以及他们这些员工。凯利是会计师出身，骨
子里拘泥刻板，2004 年当他接任凯莱赫担任 CEO 之后，很难与前任相提并论。但是
在公司的万圣节晚会上，当他装扮成音乐剧《发胶明星梦》（Hairspray）中的一个角
色，身着粉色长裙，披着一头长发现身时，西南航空公司的员工知道他成为他们中的
一员了。一些诸如安全性这样的重大问题也被视为取乐的良机，即便这样公司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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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出过乘客殒命的事故，西南航空公司可以自豪地宣称，低成本和取乐并不意味
着不安全。到 2009 年时，西南航空公司成为全美第五大航空公司（按照乘客量统
计），但是如果按照市值它是全美最大的航空公司（请参阅图表 1 了解财务信息）。 

简单的运营模式 

在不逾越公司战略的范畴内，西南航空公司想方设法通过简单化形成差异性。公
司创立初期，差异一目了然——不提供食物，不分配座位，没有头等舱服务，和其他
航空公司之间没有协调。在美国东西海岸之间飞行的航班比较充分地体现出公司的优
势来源，例如短距离、航班密集和低成本。除公司提供的价值之外，许多客户欣赏它
幽默的文化。衣着随意的空中小姐在欢迎乘客登机、讲述安全注意事项和为乘客派送
小吃时，都会讲讲笑话唱唱歌，娱乐乘客。 

市场营销 

西南航空公司将自身定位为乐趣无穷的低价航空公司，航班密集，提供方便的出
行服务。从一开始，它的广告就幽默有趣，经常拿竞争开玩笑，强调自己低价和方便
的特点（请参阅图表 2）。 

一年又一年，西南航空公司平稳地延伸着自己的网络，凭借对客户和竞争对手产
生的可以预计的影响，进入新的市场——被分析人员称为“西南航空公司效应”。公
司辨别出尚未开拓以及定价过高的市场。为了保持低成本，避开严酷的竞争，早期公
司的扩展主要集中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二线机场。通过密集的广告攻势和低廉的推
介票价，它立即掀起与已有航空公司的价格战，刺激整个市场的需求。通常，推介票
价不到市场时价的 50%，与乘公共交通工具和自驾出行成本相差无几，很有竞争力。
低价增大了该机场的整体需求，这样西南航空公司就为未来的扩张奠定了基础。一般
情况下，西南航空公司进入新城市至少会安排 10班以上的往返飞行，然后很快翻番增
加到 20 班。当西南航空公司成熟之时，它成功地凭借相同的战略进入了竞争对手把持
的许多航空枢纽，例如费城（全美航空公司）和丹佛 （联合航空公司）。 

例如，为了启动西南航空公司 2009 年 6月进入纽约拉瓜迪亚（LaGuardia）机场
的行动，公司宣布每天安排 8 趟航班飞往芝加哥中途（Midway）机场和巴尔的摩华盛
顿国际机场。它从破产的 ATA 航空公司那里购买登机口和时隙，延续一贯成功的模式
开始运营。凭借密集的广告和不到（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以及全美航空公
司）市场价一半的推介票价，对于到芝加哥 89 美元的单程机票和到巴尔的摩华盛顿机
场的 49 美元机票，早期的需求十分旺盛。 

对西南航空公司耗费如此长的时间直接进入竞争对手众多的纽约市场，一些人可
能感到惊讶不已。尽管西南航空公司在岛艾斯利普（Islip）机场已经运营数年，但是
纽约三大机场的拥挤不堪和竞争态势阻止了它的进入。西南航空公司没有心存侥幸，
它竭尽所能挤压新投资各个环节的成本。计划调度部的计划主管比尔• 欧文（Bill 

Owen）评论说： 

“我们如何调度日飞行 8趟的航班？很简单。在拉瓜迪亚机场，西南航
空公司每天有 14 个时隙可以用于运营（每次起飞和每次降落都需要一
个时隙），这样我们就能每日安排 7 趟出发的航班。作为额外的奖励—
—通过在时隙控制开始之前（在早晨 7 点之前）调度第一趟从拉瓜迪亚
飞往芝加哥中途机场的航班，然后将最后一趟从芝加哥中途机场返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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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迪亚的航班到达时间安排在时隙控制停止之后（晚上 9:59 分之
后），我们就能另增第 8趟航班。哦，我说错了：我们能够和美国联邦
航空局（FAA）协商，为我们每日的首发航班增加时隙，最后一趟抵达
拉瓜迪亚的航班降落时间在晚上 9:59 分时隙控制停止之后（时隙控制
从早上 6 点开始）。因此，即使我们对整个时隙控制还不大熟悉，我们
已经最大限度地展开在拉瓜迪亚机场的运营。未来究竟如何难以预
料！” 

数字化战略 

在因特网普及之前，西南航空公司已经在为它做准备了。一开始公司在网上直售
机票——无需向旅行社支付机票佣金，成本低廉。1995 年当万维网还处于起步阶段
时，西南航空公司率先推出公司网站。几个月后，乘客能够在网站上快速地购买电子
机票。西南航空公司继续对网站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开发出客户使用的应用程序
DING，告知客户特价机票信息；还开发出免费的在线订票工具 SWABIZ，使得商务
出行者能够计划、购买和追踪商务行程。2008 年，78%的机票通过 southwest.com 这
个唯一的在线机票销售网站售出，令人吃惊。2009 年，southwest.com 在旅游网站中
排名第四。如果按照有效访问者来统计，它是最大的航空公司网站。除了可以利用网
站规划行程，购买出行机票，预定酒店房间和租车之外，客户还可以在网站上办理登
机手续（77%在线或通过自助登机设备办理），查询航班的状态。 

首先，西南航空公司的票价结构几乎是扁平的——不像许多航空公司那样使用复
杂的定价模式，根据收入优化的原则来确定票价。它提供简单的点到点的机票定价，
并不需要订购往返机票或星期六晚上住一晚来获得低价的机票。这个模式固定不动，
当到达地这个网络急剧扩大时，它仍然保持这种简单的票价结构。2009 年，公司提供
低价的随时使用机票，可以全额返还机票款；另外还有商务选择机票，可以提前登机
（确保得到好座位）。它还使用一种简单版本的收入优化模式，可以提前预定低价机
票（请参阅图表 3 了解机票规则）。当飞机满员时，最便宜的机票（有改签限制，不
能全额退款）已经售完，只剩下票价最高的随时使用机票，以备最后一刻购买机票的
乘客之需。此外，公司以极低的促销价网上销售特价机票，常常很快一售而空。有趣
的是，这种简单的网络定价非常透明——让客户对每趟航班的不同售价一目了然，甚
至知道机票何时售完（请参阅图表 3）。 

除网站之外，西南航空公司迅速地适应了其他的数字化便利，例如对飞机上提供
的饮料采用非现金支付手段，节省了收取和找补现金的时间。他们还提供移动设备应
用程序，使出行者通过手机就能追踪航班信息。在一些机场，公司在登机口附近区域
设置了笔记本柜台，乘客候机时可以插入电源，使用自己携带的计算机。 

服务 

头三十年，西南航空公司的服务与竞争对手有着迥异的差别。不提供食物，不分
配座位，只提供简单的服务。许多乘客认为西南航空公司就是空中的“公共汽车”。
其他航空公司一直为商务舱和头等舱提供丰富的食物以及慷慨的待遇，而西南航空公
司只提供花生、简单小食和饮料，经常沦为许多笑话的取乐对象。但是到 2009 年时，
大多数美国航空公司的机舱服务与西南航空公司大同小异，只是他们仍然要分配座
位。  

西南航空公司模式并不强调食物和差异化的服务，而是注重乐趣。展示幸福家庭
的形象，它好玩的地方包括机舱游戏（例如猜测航班乘务员的体重）以及不少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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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飞行的重要方面（例如紧急撤离指示）取乐。比如，在描述如何给救生衣充气时， 

一名大方的空中乘务员会这样说，“就像做呼吸测试那样向管子里吹气”；当指导父
母如何使用氧气面罩时，他们会说“首先给自己戴上面罩，然后给孩子们戴上——从
你喜欢的孩子开始”；在提到紧急出口时，他们会说“找到最近的出口，迅速离开飞
机。我们会带着啤酒和红酒尾随而来。” 

像复活节和万圣节这样的节日尤其成为肆意妄为的不寻常的日子。这种时候，看
到空中乘务员打扮成可爱女郎，或者登机口服务人员装扮成女巫站在精心装饰的柜台
后面，都不足为奇。进行日常播报时，一些空中乘务员会唱起歌来，其他人则边唱边
说。时常还会朗诵短诗或韵律文。为了缓解飞机降落时乘客的紧张，乘务员会讲笑
话，例如在飞机触地时说“哟… 我们做的”或在飞机大力制动左右摇晃时说“咳…… 

大个子……咳”。乘客首次看到这些滑稽的场面时通常会哄堂大笑，在飞机起飞和降
落时爆发出掌声也是常有的事情。到诸如拉斯维加斯或奥兰多这样度假胜地的航班，
尤其热闹非凡。比如，在一趟飞往奥兰多的航班上，当飞机拔高时一名空中乘务员喊
道“飞向无限”，乘客们也立即欢呼起来。 

保持快乐的服务需要持续关注公司的文化，谨慎地甄选员工。西南航空公司在聘
用员工时精挑细选。2008 年，公司 3,350 个招聘职位收到了 199,200 份简历。凯利认
为，西南航空公司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因此 2009 年当其他承运商裁减人员
时，他拒绝考虑削减人手。 

运营 

西南航空公司的运营也与其他美国航空公司截然不同。最明显的是，公司只有波
音 737 飞机这一种机型。其他主要航空公司运营的飞机有多种机型，从小型飞支线的
喷气飞机到宽体大型飞机。例如，联合航空公司用支线飞机执行乘客数量少的飞行路
线，像从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飞往华盛顿市；用大一些的飞机执行从纽约飞往洛
杉矶或从华盛顿飞往伦敦的航班。737 属于波音最小的机型，座位约为 130 个，根据
配置数目略有不同。西南航空公司扩张时，只是为每条航线增加更多的航班，购买更
多的 737 飞机。到 2009年时，飞机数量达到 539架（请参阅以下表格），每天执行
3,300 多趟飞行任务，平均客座率为 71.2%（2008年）（联合航空公司同期的数据是
81%）。 

表：西南航空公司 539 架波音 737 飞机的故障情况（2009 年 4 月 16 日时） 

型号 数量 座位 

737-300 184 137 

737-500 25 122 

737-700 331 137 

 

西南航空公司拥有业内最年轻的飞行队伍，平均服役时间约为 10 年。平均飞行里
程为 635 英里，包含滑行时间在内平均用时 1 小时 55 分（也就大约是从巴尔的摩飞往
芝加哥的时间）。一架飞机每天平均飞行 6.2 架次，或者每天大约飞行 12 小时 9 分
钟。一架波音 737-700 的成本大约为 6000 万美元，由于机型统一，西南航空公司竭力
从各个环节找出成本节约的法子，从维修保养到减少燃油消耗（通过诸如降落时使用
单引擎进行滑行减少使用反推装置这些创新的举措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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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航空公司利用小型飞机执行点对点的飞行，而不是建立轴幅型的系统。像美
国航空公司这样的公司建立起庞大的轴幅型网络，以达拉斯和沃斯堡这样的机场为枢
纽中心。例如，从丹佛飞往堪萨斯城的乘客会经停达拉斯。西南航空公司直航一些
“客流量少”的航线。随着时间过去，它确实建立起微型的枢纽中心——例如巴尔的
摩（东海岸）、奥克兰（西海岸）和芝加哥， 为航线较长并且密集的东西海岸飞行或
从南到北的航线提供经停的连接点（请参阅图表 4）。但是无论如何，公司的重点仍
然是点对点的飞行。 

由于是点对点的模式，西南航空公司更倾向于中型城市（像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
特市而不是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那些不太拥挤的小型机场或二手机场（像芝加哥的
中途机场而不是奥哈雷机场）。小型机场有很多好处，包括跑道成本低，能够租用多
个登机口支持日益增多的航班。在诸如亚特兰大和芝加哥奥哈雷这样拥挤不堪的机
场，时隙能力有限，拥挤通常导致航班延误。航班延误会转化成更高的燃油成本，占
用员工更多的时间，并滋生客户的不满意。小型机场节约飞行时间——可能节约 15%

到 20%，取决于机场的情况。但是，这样也使得乘客转乘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出现困
难。实际上，西南航空公司不提供将行李转送到其他航空公司的服务，并不鼓励这种
转乘。一位主管评论说，“西南航空公司的服务并不包含和其他航空公司的协调。” 

西南航空公司还有一个迥异于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转向”能力。一次转向定义
为飞机在登机口花费的时间，从飞机着陆到它再次从登机口迎接新的乘客登机之间的
时间。这期间，抵港的乘客要下飞机，飞机需要清洁，还要重新装载小食品和饮料，
然后再搭载一批新乘客。机舱外，行李被卸下又再次装入，加注航油，进行目测检
查。同样地，还要进行非计划的维修保养。有点像全美汽车比赛（NASCAR）的维修
站，西南航空公司研究和实践转向——不停地寻找改进的办法。 

1972 年，苦苦挣扎的公司为了避免破产，迫不得已出售 4 架飞机中的一架时，缩
短转向时间应运而生。想要维持公司在达拉斯、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建立起来的航空
服务，创始人赫布·凯莱赫建议，如果飞机转向更快就能够节约时间，挤压下来每架飞
机可以飞行更多的航班。这就是著名的 10 分钟转向的诞生过程。二十年后，西南航空
公司从一个仅靠三架飞机飞行短途航程的微不足道的德克萨斯运营商，发展成为拥有
124 架飞机在 32 个城市之间飞行的航空公司。并且转向时间保持在 15-20 分钟（航班
的平均转向时间约为 65分钟）。到 2009 年时，西南航空公司的转向时间增至 25 分
钟，仍然远远低于平均一个小时的行业水平。 

灵活的人手帮助西南航空公司加快了转向这个过程。虽然他们都加入了工会
（77%的员工），空服人员甚至飞机驾驶员经常参与飞机转向的事宜，包括清洁机
舱，搬移行李，办理乘客登机。其他有工会的航空公司采用的劳动法规一般都禁止这
些行为——只限于清洁工去清洁机舱。如果飞机抵达时清洁工没有立即到岗，那么飞
机出发就会延迟。但是在西南航空公司却不是这样，在那里每个人在需要时都会挺身
而出，施以援手。 

对乘客而已，西南航空公司最出名的可能就是它独一无二的登机方式。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前，西南航空公司登机时采用塑料登机卡，可以反复使用。到达机场的乘
客办理登机手续时会得到一张有编号的卡片，编号从第一个人的 1 号一直排到 130

号。在登机口乘客按照手持卡片的编号顺序排队。号码小的乘客先登机选择座位，后
面办理登机手续拿到大号码登机卡的乘客其选择就比较有限—例如只能选择中间的座
位！ 

美国机场新的安全措施要求凭打印有乘客姓名的纸质登机牌登机，这对西南航空
公司的登机流程提出了挑战。它很快适应了新的规定，仍然采用编号的办法，让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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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站在线办理登机 手续。在航班起飞前 24小时，乘客可以打印出带有登机编号
的他们自己的登机牌，还是按照先来先办的方法分配登机编号。除此之外，网站办理
登机手续的新流程使西南航空公司能够为一些常客预留部分小号的登机牌——他们即
便晚点办理登机手续也不会有坐到糟糕座位的担忧。没有通过网站办理登机手续的乘
客还可以到机场拿登机牌。但是，如果在航班起飞前一两个小时才到机场办理登机手
续，那么很有可能会拿到大号的登机牌。 

在登机口，西南航空公司还尝试了不同的围栏设置。最开始排到进站口的弯弯曲
曲的长队遭到嘲笑，西南航空公司采用有顺序的围栏，使队伍变得紧凑一些，但是仍
然维持虚拟的编号（请参看图片 5）。将登机乘客分成三大组（A, B, C），然后再进
一步按 30 人一批分组。乘客一般沿着一些标志排队，序号 1-10、11-20 和 21-30 的乘
客排在一边，序号 31-40、41-50 和 51-60 的排在另一边。A1-30 的乘客先登机，然后
是 A31-60，接着是 B1-30，照此这样的顺序登机，C 组则是最后登机的小组。 

服务决策 

在西南航空公司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它不断地评估业务模式， 找出需要改进的地
方。像分配座位这样的服务，在过去曾经评估过多次。西南航空公司在评估分配座位
这项服务时，反复论证得出的结论是：相比分配座位带来的好处，这样做会减慢服务
速度，导致更多客户感到不满。  

结合西南航空公司长期以来非常关注成本和便利服务的特点，凯利边咀嚼花生边
思索着提出来的服务建议。高品质的酒水或更多的饮料选择与公司的运营模式冲突
吗？免费 WiFi 与公司的趣味服务一致吗？国际性的合作伙伴会在不减缓自己运营的情
况下帮助西南航空公司继续发展吗？以上每个方面都需要谨慎地思考。 

进入舱门，航班服务人员和坐在座位上的乘客开玩笑，“等……等……等。”当
报时声响起的时候，服务人员高喊“逃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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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a：西南航空公司的财务信息 

 

(单位：百万美元) 12/31/06  

 

12/31/07  

 

12/31/08  

 

资产：    

流动资产：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1,390 $2,213 $1,368 

短期投资  369 566 435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241 279 209 

零部件和供应物库存（按成本价） 181 259 203 

衍生燃料合同  369 1,069 - 

递延所得税  - - 365 

待摊费用和其他流动资产 51  

 

57  

 

313  

 

流动资产总额 2,601 4,443 2,893 

        

房产和设备（按成本价）：    

飞机 11,769 13,019 13,722 

地面财产和设备 1,356 1,515 1,769 

飞机购买合同支付的定金 734  

 

626  

 

380  

 

  13,859 15,160 15,871 

减去折旧和摊销备抵账户 3,765  

 

4,286  

 

4,831  

 

  10,094 10,874 11,040 

其他资产 765  

 

1,455  

 

375  

 

  $13,460  

 

$16,772  

 

$14,30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643 $759 $668 

应计负债 1,323 3,107 1,012 

航空责任 799 931 963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122  

 

41  

 

163  

 

流动负债总额 2,887 4,838 2,806 

        

长期负债减去一年内到期的负债 1,567 2,050 3,498 

递延所得税 2,104 2,535 1,904 

来自销售和回租飞机的递延收益 120 106 105 

其他递延负债 333 302 1,042 

所有者权益：    

普通股 808 808 808 

资本溢价 1,142 1,207 1,215 

保留盈余 4,307 4,788 4,919 

累计其他全面收益  582 1,241 (984) 

库存股票（按成本价）：2006 年 24,302,215 股 (390)  

 

(1,103)  

 

(1,005)  

 

所有者权益总额 6,449  

 

6,941  

 

4,953  

 

  $13,460  

 

$16,772  

 

$1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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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b：西南航空公司的财务信息 
 

（单位：百万美元，除股票数目之外） 12/31/06  

 

12/31/07  

 

12/31/08  

 

运营收入：    

客票 $8,750 $9,457 $10,549 

运费 134 130 145 

其他 202  

 

274  

 

329  

 

运营总收入 9,086 9,861 11,023 

运营费用：    

薪水和福利 3,052 3,213 3,340 

燃油 2,284 2,690 3,713 

维护保养材料和维修费用 468 616 721 

飞机租赁费 158 156 154 

降落费和其他租赁费 495 560 662 

折旧和摊销 515 555 599 

其他运营费用 1,180 

 

1,280 

 

1,385 

 

运营总费用 8,152  

 

9,070  

 

10,574  

 

运营收入 934 791 449 

其他费用（收入）：    

利息费用 128 119 130 

资本化利息 (51) (50) (25) 

利息收入 (84) (44) (26) 

其他净（收益）损失 151  

 

(292)  

 

92  

 

其他总费用（收入） 144  

 

(267)  

 

171  

 

        

所得税前收入（损失） 790 1,058 278 

所得税前准备金（收益） 291  

 

413  

 

100  

 

净收入 $499  

 

$645  

 

$178  

 

基本每股净收益 $0.63 $0.85 $0.24 

稀释每股净收益 $0.61 $0.84 $0.24 

    

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值    

基本 795 757 735 

稀释 824 768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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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a：西南航空公司早期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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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b：让人忍俊不止的西南航空公司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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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西南航空公司的票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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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西南航空公司运送量最大的前十个机场：（2009 年 4 月 16 日时） 

 

 

 

城市 日发航班数 登机口 

数量 

直航城市数 建立时间 

拉斯维加斯 234 21 56 1982 

芝加哥中途机场 214 29 48 1985 

菲尼克斯 187 24 42 1982 

巴尔的摩/华盛顿 162 26 38 1993 

休斯顿哈比机场 135 17 29 1971 

达拉斯（乐福费尔德） 134 15 15 1971 

洛杉矶 (LAX) 120 11 18 1982 

奥克兰 118 13 19 1989 

丹佛 115 10 32 1996 

奥兰多 115 12 33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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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登机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