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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航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

产业，机场是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源。 近年来我国民用运输机场数量、规模、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服

务类型不断丰富，基本上满足了我国航空运输发展的需要，建设规

模适当、保障有力、人民满意的民用航空基础设施是深化民航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体现，是实现民航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

推进新时代运输机场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航

空出行需要的内在要求。

航空业务量预测是运输机场规划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近

年来，航空市场需求变化较快、新技术和新理念不断涌现，为运输

机场航空需求预测提供了新手段，也提出了新要求。 为了使机场

的建设规划能够更好地适应航空运输市场的发展需求，提升预测

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特编制《运输机场航空业务量预

测编制指南》。

本指南依据了《民用运输机场建设工程项目（预）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办法》《民用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和《民用机场总体

规划编制内容及深度要求》的相关规定，同时借鉴了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 ＩＣＡＯ）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ＦＡＡ）的机场预测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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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内容包括：总则、基本要求、编制内容、数据采集、预测方法

等章节。

本指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和发展计划司联合发布并负

责解释，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

建议，请函告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首都机场中

国服务大厦 Ｃ 区三层；邮编：１００６２１；电话：０１０－ ６４５５７５５５；邮箱：

２７９２８２９８４＠ ｑｑ．ｃｏｍ），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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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目 的

1.1.1 为提高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范运输机场航空业务量

预测报告的编制工作，制定本指南。

1.2 适用范围

1.2.1 本指南适用于新建（迁建）及改扩建运输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报告的编制。

1.3 总体要求

1.3.1 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研究应达到机场总体规划、（预）可研等各建设阶段的深度要求，并

在预测过程中应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入分析机场及其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数据采集充

分详实，方法选取科学适用，分析过程系统严谨，预测结果合理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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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预测年限

2.1.1 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年限应包含近期和远期。规划年限依据各建设阶段编制规范的

相关规定，并与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期限匹配。总体规划阶段

的近期预测年限为 15 年，远期预测年限为 30 年，体现“适度超前”的理念，向上取整，

并提出规划期内每 5 年的预测值。

2.2 技术路线

2.2.1 预测应结合机场建设性质，考虑周边机场竞合情况，总体规划阶段的航空业务量预

测应在回顾上版机场总体规划（如有）的基础上，论述机场定位，深入分析机场所在区域

和城市的宏观发展环境、民航发展战略和民航市场发展趋势，选择科学合理的预测方法，

并充分考虑高铁等其他交通方式的影响，对机场航空业务量进行综合预测。总体技术路线

如图 2.2.1 所示。

图 2.2.1 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的技术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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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测编制原则

2.3.1 预测编制应当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回顾与展望相结合、多

种运输方式统筹考虑的原则。

2.4 数据要求

2.4.1 预测研究所使用的基础数据应获取可行、来源可靠、真实全面，满足预测方法要求，

应在预测报告中注明基础数据来源。

2.4.2 采集的基础数据可来自统计年鉴、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民航统

计年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民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机场生产统计系统等，也可考

虑通过大数据分析等创新手段获取。同时可参考国内外权威机构对经济、人口、航空运输

市场等重要指标的预测成果。

2.5 预测指标

2.5.1 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指标应包含年旅客吞吐量、年货邮吞吐量和年飞机起降架次。

开展国际和地区业务的运输机场还应按国内、国际和地区进行分类预测。

2.5.2 根据机场业务特点和需求，可以增加其他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全货机货邮吞吐量和起降架次

——普货、快件、邮件等业务量

——年中转旅客吞吐量

——通用航空业务量

——公务机起降架次

——空铁联运旅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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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内容

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研究内容应根据实际需求来确定，建议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机场发展基础（除新建机场外）

——民航发展环境和趋势

——机场发展定位

——旅客吞吐量预测

——货邮吞吐量预测

——飞机起降架次预测

——结论与建议

3.1 机场发展基础

3.1.1 主要包括：机场基础设施及运行现状，航线结构，主要航点的客货流量流向，基地

航空公司所占份额，国内、国际和地区客、货吞吐量的业务结构，机场发展特征和阶段分

析，机场所在地区及其综合交通发展情况。总体规划阶段的航空业务量预测还应对比上版

总体规划中的预测值与实际运行数据的差异，并分析原因。

3.2 民航发展环境和趋势

3.2.1 应当对国内外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特别是经济、人口、国际贸易、旅游业

等影响民航客货运输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判断民航发展趋势。此外，应考虑机场

群协同发展、机场的辐射服务范围、基地航空公司发展战略、综合交通发展规划、地方政

府的政策等相关影响因素。

3.3 机场发展定位

3.3.1 应当依据国家发展战略、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等对机场的定位，深化机场定

位内涵及对规模量级、业务结构、发展趋势的导向作用。

3.4 旅客吞吐量预测

3.4.1 应当说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的预测思路，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并考虑航线规划等因

素的影响；选取合理的预测方法，阐述预测过程中所选用的重要参数，在预测过程中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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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测结果的误差修正，给出不同方法的预测值，并推荐预测结果；分析高铁等其他交通

方式对机场的诱导和分流作用，给出影响的比例，并计入预测结果中。

3.5 货邮吞吐量预测

3.5.1 应当说明机场年货邮吞吐量的预测思路，分析主要影响因素，考虑航空物流企业对

机场货运发展的规划和影响；选取合理的预测方法，阐述预测过程中所选用的重要参数，

在预测过程中注重对预测结果的误差修正，给出不同方法的预测值，并推荐预测结果；分

析主要货源和货运的腹地范围，分析机场全货机发展情况（如有）。

3.6 飞机起降架次预测

3.6.1 应当对影响飞机起降架次的机型比例、客座率、载运率、各机型平均座位数等主要

参数进行分析预测，根据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值和重要参数的预测值，结合航空公司的机

队规划、机型结构变化趋势等因素，对飞机起降架次进行综合预测，根据需要可增加全货

机的年起降架次、训练试飞和公务机等起降架次。

3.7 结论与建议

3.7.1 应当编制表格汇总预测结果，给出推荐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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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采集

本部分基于常用预测方法，提出预测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将数据划分为：机场相关数

据、城市或地区相关数据、其他交通方式相关数据等三部分，可根据需要对采集的数据及

范围进行适当增减；对偶然或不可控因素引起的数据变动，应进行适当处理。

4.1 机场相关数据

4.1.1 根据选取的预测方法，收集所预测机场及全国、区域和类比机场相关数据，包括机

场航空业务量主要数据、机场运行参数数据，如表 A.1 和 A.2 所示。

4.2 城市或地区相关数据

4.2.1 收集机场所在城市或地区的主要经济社会数据，具体包括地区生产总值（GDP）、常

住人口、旅游人数、旅游总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等。如选用市场分析法，还需收集机场运行航线主要通航点城市的

相关数据，包括地区生产总值（GDP）、常住人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经济社会数据以

及航段客货业务量相关数据。本部分数据应按照现状及目标年分别进行收集和分析。如表

A.3 和表 A.4 所示。

4.3 其他交通方式的相关数据

4.3.1 要充分考虑其他交通方式对民航的分流和诱导作用，收集机场所在城市或地区开通

高铁、城际、水运等各种交通方式的相关数据，具体包含各交通方式的覆盖范围、换乘时

间、运行时间等，如表 A.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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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测方法

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应当根据预测年限和历史业务量特征，近期预测宜选取不少于 3

种且对机场适用性较强的预测方法进行综合预测，互为校核，使预测结果更为科学可信。

根据所选择预测方法的需要，对模型进行验证。

5.1 主要预测方法

5.1.1 主要包括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市场分析法、经验判断法和其他方法共五类，

也可根据需要选择或者借鉴其他领域的预测方法，如表 5.1.1 所示。

表 5.1.1 机场航空业务量主要预测方法

类型 预测方法名称

时间序列法
趋势外推法

指数平滑法

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

多元回归分析法

BP神经网络

市场分析法

OD 航线细分法

市场份额法

人均航空出行次数法

类比分析法

客、货源分析法

经验判断法
德尔菲法

综合判断预测法

其他方法

弹性系数法

灰色系统模型

系统动力学

5.2 推荐预测方法

既有机场近期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推荐方法主要有：趋势外推法、回归分析法、指数

平滑法、市场份额法、BP 神经网络法、OD 航线细分法。如表 B.1 所示。远期机场航空业务

量预测推荐方法主要有：类比分析法、德尔菲法、综合判断预测法等。新建机场在深入调

查分析客、货源的基础上，可采用公路或铁路运输分流法、旅游相关分析法、类比分析法

等。如表 B.2 所示。



运输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编制指南（AC-158-CA-2021-01）

— 8—

附录 A 数据采集表
表 A.1 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所需基础数据

采集数据 推荐数据来源 数据应用 样本要求

1、年旅客吞吐量

机场统计公报、机场生产统计系统

趋势外推法、指数平滑法、市场

份额法

自报告编制上一年开始，追

溯至少 10 年历史数据（如

有）

其中，国内

国际

地区

2、年货邮吞吐量

趋势外推法、指数平滑法
其中，国内

国际

地区

3、飞机年起降架次

飞机起降架次预测

其中，国内航线（分机型）

国际航线（分机型）

地区航线（分机型）

其他飞行（分机型）

4、全货机运输量

机场统计公报、机场生产统计系统 全货机起降架次预测

其中，国内全货机

国际全货机

地区全货机

5、全货机起降架次

其中，国内航线（分机型）

国际航线（分机型）

地区航线（分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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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机场运行参数数据

采集数据 推荐数据来源 数据应用 样本要求

1、机场旅客流量流向

机场生产统计系统

市场分析法

自报告编制上一年开始，追溯至

少 10 年历史数据（如有）

2、机场货邮流量流向

3、出港客座率

飞机起降架次预测

其中，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4、出港载运率

其中，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5、通用航空运输量

机场生产统计系统 通用航空起降架次预测

其中，公务包机载客飞行

通勤运输

短途运输定期载客飞行

短途运输包机载客飞行

空中游览运输量

6、通用航空起降架次

其中，公务包机载客飞行

通勤运输

短途运输定期载客飞行

短途运输包机载客飞行

空中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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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机场所在城市或地区经济社会数据

采集数据 推荐数据来源 数据应用 样本要求

1、地区生产总值

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五年

规划、中长期规划、城市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等相关规划

回归分析法

现状数据应自报告编制上一年

开始，追溯至少 10 年历史数据，

目标年数据包括近期和远期的

规划数据

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年末常住人口

4、接待国内外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

5、货物进出口总额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城镇化率

9、人均乘机次数 计算获得 人均出行次数法 规划年上一年度数据

表 A.4 机场主要通航点相关数据

采集数据 推荐数据来源 数据应用 样本要求

1、地区生产总值
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五年

规划、中长期规划、城市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等相关规划 市场分析法

现状数据应自报告编制上一年

开始，追溯至少 10 年历史数据,

目标年数据包括近期和远期的

规划数据

2、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年末常住人口

4、通航点城市与本机场之间的航段距离 飞常准等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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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机场所在城市其他交通方式运行数据

采集数据 推荐数据来源 数据应用 样本要求

1、高铁/城际/水运航班等方式通达城市范围

机场官网、铁路运营管理部门或城市客运

官方网站
其他交通方式影响分析

其他交通方式开通以来

2、机场与高铁车站/城际车站/水运码头的换乘时间

3、高铁及其他交通方式中转旅客量

3、高铁/城际线路运行时间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高铁/城际影响分析

4、高铁/城际线路开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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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推荐预测方法汇总表

表 B.1 近期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推荐方法

预测方法名称 描述 优缺点 使用数据 适用建设类型

趋势外推法
通过研究机场年旅客吞吐量数值在时间上的关

联变动规律，通过建立定量模型进行预测分析

优点：简便易行，对未来短时间内的预测

比较精确

缺点：长期预测效果较差，多适用于短期

预测；历史数据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未考

虑影响机场业务量发展趋势的多个因素

历年机场航空业务量 迁建、改扩建

回归分析法

利用数据统计原理，对历年数据进行数学处理，

并确定业务量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建立

一个相关性较好的回归方程（函数表达式），并

加以外推，用于预测今后的业务量的变化的分

析方法

优点：考虑机场业务量相关因素，预测结

果较为客观全面

缺点：要对各个相关因素做出预测，难度

较大

历年机场航空业务量、航空业务量

相关因素（如 GDP）数据
迁建、改扩建

指数平滑法
取预测对象的全部历史数据的加权平均值，作

为预测值的一种预测方法

优点：简便易行，对不同时间的数据的非

等权处理较符合实际情况

缺点：长期预测效果较差，多适用于短期

预测

历年机场航空业务量 迁建、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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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预测方法名称 描述 优缺点 使用数据 适用建设类型

市场份额法
通过研究全国、区域等民用运输机场航空业务

量增长趋势，预测未来规模

优点：站在区域发展的战略全局考虑，预

测结果更具全局性、长远性

缺点：仅适应于在全国或区域内市场份额

较为稳定，且未来战略规划的定位也较为

明确的机场

全国、区域内以及预测机场的航空业

务量
迁建、改扩建

BP神经网络法

通过分析提取与航空业务量紧密相关的各因

素，构建网络结构模型，通过网络结构设计及

其训练，根据训练好的网络预测航空业务量

优点：可同时考虑 GDP、人口、旅游总人

数等因素对航空运输市场的影响，预测精

度高；对难以确定航空业务量增长规律情

况具有良好适应性

缺点：建模及学习训练过程复杂

机场航空业务量、机场所在城市或地

区 GDP、三产业增加值、常住人口、

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进出

口贸易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

迁建、改扩建

OD航线细分法

考虑机场运行的航线目的地城市的社会经济发

展情况，分析城市到主要通航点的航空业务量

规模，结合航线发展策略，预测城市及机场规

划目标年航空吞吐量的总量

优点：基于航线发展实际，充分结合航线

发展策略

缺点：需分析影响航线细分的因素较多；

通航点的预测数据量较大

机场各通航城市旅客、货邮流量流向

统计（流量流向统计表）、机场所在

城市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迁建、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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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远期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方法

方法名称 描述 优缺点 使用数据 适用建设类型

类比分析法

找出与机场周围环境和运输条件相似的且具

有较长历史资料的机场作为类比模型，与预

测机场进行全面和深入比较，做出预测结论

优点：适用于新建机场或历史资料较短

或不齐全的机场

缺点：机场间相似性较差，可比性不强

预测机场及类比机场的航空业务量、

预测机场及类比机场所在城市 GDP、

三产业增加值、常住人口、人均可支

配收入、旅游总人数等

新建、迁建、改扩建

德尔菲法
运用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组织相关专家进行

调查研究，通过座谈讨论得出预测结论

优点：预测过程迅速，成本较低；预测

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可以表达并

加以协调；缺乏基本数据，可以运用此

方法加以弥补

缺点：专家个人因素影响大，结论或存

在片面性，专家意见未必能完全反映客

观现实

专家根据机场发展历史及其工作经验

数据进行综合判断
新建、迁建、改扩建

综合判断预测法
通过对航空业务量的增长率进行判断，得出

预测值

优点：方法简便，可操作性强，考虑要

素较为全面

缺点：航空业务量与各要素间相关性的

判断较为主观，预测结果的科学性有所

欠缺

机场航空业务量 迁建、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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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某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研究》样例

本部分列出某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研究的样例。实际研究报告撰写时不限于以下内容，

必要时可增加图表进行详细论证说明。

一、机场发展基础

（一）机场发展现状

可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机场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业务量规模、航线结构、主要通

航点流量流向、基地航空公司份额、客货运输市场结构、机场综合交通等。以下是某机场

的撰写样例：

1、机场区位条件

**机场位于**省**市，距城区**公里，飞行区指标为**级民用运输国际机场，是中国

十二大干线机场之一、国际定期航班机场、对外开放的一类航空口岸。

2、基础设施现状

**机场有两条跑道，**座航站楼，航站楼总建筑面积达** 万平方米，可满足年飞机起

降** 万架次、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的保障量。机场站坪面积** 万平米，机位数量与机

位组合布局达到** 个，其中** 个为近机位。

3、机场业务量规模

截至 2018 年底，**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同比增长** % ，货邮吞吐量**万

吨，起降架次** 万架次，机场 1996－2018 年旅客吞吐量如图 C.1 所示。

图 C.1 1996－2018 年**机场旅客吞吐量发展情况

4、航线和驻场航空公司情况

2018 年，**机场有**家基地航空公司、** 家运营航空公司，共开通航线**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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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及地区客货运航线** 条。通航全球 GDP 前二十位国家中除本国外的** 个国家，以及“一

带一路”沿线** 个国家** 个城市。机场四小时航空经济圈现已通航** 个国家地区**个城

市，其中，日本、韩国、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 6 个国家以及香港、台湾 2个地

区，每天都有直达航班。**机场是中部地区通达国内城市最多且覆盖东南亚航点最广、航

班密度最高的机场。

在国内航线方面，**机场与长三角、京津冀等方向联系密度较高，占比分别达到** %、

** %。与北京、昆明、上海、成都、海口、三亚等城市的民航运输交流最为密切。在国际

航线方面，国际航班联系以东南亚、东亚为主导，占比分别达到**、** % ，欧美航班占比

达到** %，其他地区航班占比达到** %。

5、机场综合交通情况

结合机场综合交通发展实际，对空地、空铁、码头等交通方式进行分析。

截至 2018 年底，**机场的轨道交通有地铁**号线、地铁**号线。**机场拥有高效的地

面交通网络。**机场拥有便捷且功能齐全的交通服务，已初步建成了综合海陆空的综合交

通服务体系，为**机场带动周边地区，辐射国内外城市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上版机场总规回顾

可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回顾、机场航空货邮吞吐量回顾、飞机

起降架次回顾，以及国际及地区市场份额回顾。分析原因时，可围绕上版机场总规预测值

与机场实际发生值产生较大偏差的指标进行分析。以下是某机场的撰写样例：

《**机场总体规划修编 2010 版》（以下简称 2010 版总规）对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是基

于 2010 年基础数据采取定量和定性多种方法分析得出。结合**机场航空业务量数据对上版

机场总体规划进行回顾，2010 版总规航空业务量预测值与**机场 2018 年实际业务完成量

对比情况表 C.1 所示。

表 C.1 2010 版机场总规航空业务量预测值与 2018 年实际值对比

项目 类型
预测规模 实际规模

2020 年 2030 年 2040 年 2018 年

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国内

国际

合计

年货邮吞吐量

（万吨）

国内

国际

合计

年客机起降架次（次）

国内

国际

合计

年货机起降架次（次）

国内

国际

合计



附录 C 《某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研究》样例

— 17—

1、航空旅客吞吐量回顾

2010 版机场总规的规划目标年（2020 年）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远期（2040

年）满足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2018 年**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年均增长率为

** % ，按照目前的业务量增长速率发展，到 2020 年**机场航空业务量小于 2010 版总体规

划中 2020 年的预测值。2010－2018 年机场上版总规旅客吞吐量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如

图 C.2 所示。

图 C.2 2010－2018 年机场上版总规旅客吞吐量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

研究认为**机场旅客吞吐量形成上述发展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旅客吞吐量的增速低于 GDP 和旅游人数。

（2）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民航发展趋于平稳。

（3）机场航站楼面积和停机位数量相对较少，设施资源面临饱和。

2、航空货邮吞吐量回顾

2010 版机场总规中规划目标年（2020 年）实现年货邮吞吐量** 万吨，远期（2040 年）

实现货邮吞吐量** 万吨。2018 年**机场实际完成货邮吞吐量**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 ，

按照目前的业务量增长速率发展，到 2020 年**机场航空业务量低于 2010 版总体规划中

2020 年的预测值。2010－2018 年机场上版总规货邮吞吐量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如图 C.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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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2010－2018 年机场上版总规货邮吞吐量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

研究认为**机场货邮吞吐量形成上述发展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机场货邮吞吐量增速低于 GDP。

（2）航空货运发展速度放缓。

3、国际及地区市场份额回顾

2010 版机场总规中规划目标年（2020 年）实现年国际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占旅客

吞吐量的** % 。2018 年**机场实际完成国际及地区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占旅客吞吐量

** % 。提前达到 2010 版总体规划 2020 年预测规模及占比。研究认为**机场国际及地区年

旅客吞吐量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机场国际定位和功能的提升。

（2）国际航线的开辟力度增加。

（3）航权、通关等国际市场的外部环境充分改善。

2010 版总规中规划目标年（2020 年）实现年国际货邮吞吐量** 万吨，占货邮吞吐量

的** %。2018 年**机场实际完成年国际货邮吞吐量**万吨，占货邮吞吐量的** % ，提前达

到 2010 版总体规划 2020 年预测规模及占比。研究认为**机场国际及地区年货邮吞吐量快

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定期洲际全货机航线的开通，增大了货物运输规模。

（2）临空口岸和贸易通道建设，吸引了优势产业集聚。

（3）货运设施建设提升了运输保障能力。

二、民航发展环境和趋势

1、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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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国外经济政治发展环境、全球及亚太地区民航发展环境和趋

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国内民航发展环境和发展趋势。

2、区域经济政治发展环境及形势

可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城市群经济产业发展环境和形势、机场群发展环境和形势；

省内宏观经济产业环境、省内民航运输发展环境及趋势。

3、市民航发展环境及形势

可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城市战略定位、重要民航发展相关产业、国家级规划对民航

的定位、民航发展特征、阶段及趋势分析。

三、机场发展定位

可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机场发展定位的宏观背景；机场发展定位。

四、机场旅客吞吐量预测

可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预测思路、每种预测方法的预测过程、

高铁及其他交通方式对**机场的影响、机场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空年旅客吞吐量的预测、

机场年中转旅客业务量预测、远期 2050 年旅客吞吐量预测、旅客吞吐量预测综合结果分析

和推荐。以下是某机场预测思路的撰写样例：

从航空运输市场发展客观规律出发，结合**市航空运输市场的发展实际和发展机遇，

从不同角度对**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进行预测，预测方法主要有四类：

1、考虑机场历年旅客吞吐量的发展趋势的方法。主要包含趋势外推和指数平滑预测方

法，依据 1996－2018 年**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数据，进行**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预测。

这种方法假设机场航空业务量目标年的预测值是过去和现在连续发展的结果，预测对

象依时间变化呈现一定的发展趋势，且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函数曲线反映航空业务量的变化

趋势。

2、考虑与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相关影响因素的 BP 神经网络法。运用 BP 神经网络预测

方法，结合机场历年旅客吞吐量、**市 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

入、旅游总人数等相关因素，进行**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预测。

这种方法考虑了民航发展相关的主要因素，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能够相对较

为准确的反映机场航空业务量的变化情况。

3、考虑民航运输市场占比的市场份额法。该方法以全国和**城市群的航空市场为基础，

考虑航空旅客吞吐量的发展趋势和**机场的航空市场份额，并考虑未来**城市群的航空业

务量规模对城市的影响，对**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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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是站在区域民航发展的全局考虑，以历史市场份额为基础，因此比较适应于

在全国或区域内市场份额较为稳定，且未来战略规划的定位也较为明确的机场。

4、考虑航线细分特征的 OD 市场细分法。该方法通过运用改进的重力模型，考虑机场

航线目的地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机场到主要通航点的航空业务量规模，结合

航线发展策略，预测**机场目标年航空旅客吞吐量。

这种方法是充分结合机场航线开通现状、航线的旅客吞吐量以及对航空公司航线的发

展潜力进行分析和判断，对未来机场航线发展策略以及通航城市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要

有较为准确的分析。

最后，通过上述四类方法的预测，综合分析得到**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目标年的预测

值。

五、机场货邮吞吐量预测

可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机场航空货邮业务量预测思路、每种预测方法预测过程、机

场全货机业务量预测、机场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空年货邮吞吐量的预测、近期机场货邮吞

吐量综合预测结果、远期 2050 年货邮吞吐量预测。同时，货邮吞吐量的预测思路可以参考

上述旅客吞吐量的预测思路，展开分析和研究。

六、飞机起降架次预测

可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客机起降架次预测，全货机起降架次预测，国内、国际和地

区客机起降架次预测，通用航空、公务机起降架次预测。

七、结论及建议

表 C.2 **机场航空业务量预测汇总表样例

序号 项目 类型 2030 年 2035 年 2040 年 2045 年 2050 年

1 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国内

2 国际及地区

3 合计

4 年货邮吞吐量

（万吨）

国内

5 国际及地区

6 合计

7 年客机起降架次

（万架次）

国内

8 国际及地区

9 合计

10 年货机起降架次（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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