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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市场细分的实证研究 

王春芝 Heiko Gebauer2 

(大连民族学院，大连 116600) (瑞士联邦水质科学技术研究所，Duebendorf，瑞士)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制造产生了对机器设备需求的巨大市场，而服务业务 

的潜在发展空间促使设备供应商或专业服务提供商更加关注对服务业务的市场研究。本文针对中国机器 

及设备用户的服务需求情况进行了系统的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市场细分的实证调查及研究。本文的调查采用 

用户访谈、座谈及大面积问卷发放的方式进行，数据分析上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对 

中国制造企业的服务需求按其特征分为五类，}匕较突出的服务需求特点是表现出较强的价格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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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工业生产领域的设备需求 

不断增长，而为保证设备的正常及高效运转，与设备相 

关的服务需求也越来越大，如设备零部件、易损件的提 

供、设备维修及日常的预防性维护、设备相关的技术咨 

询服务等各方面。在西方工业生产领域，理论与实践界 

一 直倡导生产企业应该发展核心竞争能力，并进行柔性 

化生产，在此过程中设备使用者向专业化服务提供商或 

生产设备供应商进行服务外包是实现上述 目标的有效途 

径 (Neu和 Brown，2005；Oliva和 Kallenberg，2003)。本 

文通过文献分析发现，西方市场在此方面已经有大量比 

较成熟的研究与实践，然而针对中国制造企业服务需求 

及服务外包的调查研究几乎空白，本文针对这种现状对 

中国制造企业服务需求进行了系统调查及研究，调查集 

中于能够代表中国快速增长的纺织 、金属制造及加工和 

汽车生产领域。 

对于机器与设备制造商而言，服务可以创造差别化 

的竞争优势 ，可以保持并提高客户忠诚度，还可以直接 

增加销售额和利润 (Mattfieu，2001；wise和 Baumgal"aner， 

1999)，本文的核心在于探讨设备供应商如何了解并满足 

中国客户的服务需求，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参照 Merrllees 

(1999)的逻辑推理方法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 

(1)中国制造企业在设备使用中典型的服务需求是 

什么? 

(2)如果将服务划分为保证机器设备正常运转的以 

安装为基础的基本服务和保证生产过程甚至经营过程中 

设备高效运转的高端优化服务，那么中国客户的服务需 

求会在哪一层次? 

(3)不同需求群体的具体服务要求是什么7 

对国际设备供应商而言，以服务需求为标准的中国 

客户群划分，尤其是高端服务需求客户的详细信息十分 

重要，因为这部分客户将为其提供给供应商额外的利润 

及发展空间 (Sawnhey等，2oo4)。基于以上问题，本文 

通过对 172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对中国客户的服务需 

求进行了聚类研究，本文先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方法论上 

的总结，然后对调查结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聚类分 

析，最后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 了理论及实践上的总结， 

通过本文的研究以期在制造企业服务管理和相关学术领 

域进行探讨，并在管理实践方面提供理论借鉴。 

1 本文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 中国制造业运营管理方面的现有相关研 

究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公司战略、计算机整 

合生产技术、企业资源计划、生产资源计划、全面质量 

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对中国制造业服务需求调 

查及分析方面的文章还存在空白。另外 ，在相关研究的 

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一些诸如语言理解、取样、数据收集 

等方面的问题，有学者 (Zhao，2006 a，b)在对 中国制 

造企业战略调查研究中发现，调查中针对外文的调查内 

容，有时候尽管有些概念被正确翻译了，但由于中方被 

试者对概念的相关领域不熟忍等原因仍然会存在理解上 

的障碍，而在本文的研究中，如果被访者在理解服务需 

求具体内容上存在分歧，将会影响到本文研究结论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从而确保数据及其 

计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在数据收集环节采用 xu 

收稿日期：201o__o3—29 

基金项 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j坍 (项 目编 号：DC10040201)；大连市社科基金项 目资助 (项 目编号 

10DISK166)；大连民放学院博士科研启动綦金资助 (项 目编号：2008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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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O6)的建议 ，对课题组预先设计的英文访谈提纲先译 

为中文 ，然后再分别由两名熟悉在 中国情境下进行社会 

科学调查研究实践的研究人员 回译成英文。与此 同时， 

针对访谈提纲的内容选择 5名中国企业负责生产和技术 

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初步测试，测试后再由研究人员与 

每名被试对提纲内容进行逐项核对，以考查其是否对访 

谈内容理解无误 ，如果存在任何模糊不清的词句 ，均当 

场进行讨论予以更新明确。 

在对中国市场服务需求进行调查的过程 中，考虑到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客户公司的服务需求会有所不 

同，不同行业及所有制成分的企业经营特点不同，导致 

服务需求也会有所不同，所 以为了保证取样的代表性 ， 

在样本公司的选择上综合考虑行业 、规模、法律性质及 

区域等各方面因素从 6家欧洲设备制造企业的中国客户 

群中进行取样 ，表 1对取样范围进行了总结。 

表 1 样本公司分布表 (n=172) 

样本公司分布 百分比 样本公司分布 百分比 

地理区域 行业领域 

环渤海经济区 24 纺织行业 23 

珠江三角区 38 金属加工行业 29 

长江三角区 38 汽车行业 21 

公司的法律性质 食品加工行业 7 

国有企业 34 化工行业 9 

集体所有制企业 31 其他行业 11 

私营企业 33 

其他 2 

针对样本公司情况，对服务需求数据收集的时间区 

间为 2006年和 2007年，数据收集采用半开放式 问卷形 

式 ，调查中第一轮进行小范围的访谈、座谈，第一轮调 

查结束后对问卷进行修正，然后进行第二轮大范围问卷 

发放 、回收及分析。第一轮访谈及座谈中，一位服务及 

物流管理领域的专家携一名助手到客户公司与主管生产 

及技术的高管及相关管理人员针对问卷中的开放式问题 

进行深入调查 ，并在访谈后及时对访谈中的关键观点、 

印象及衍生话题进行整理分析。访谈时间一般持续 4个 

小时左右 ，与西方类似调查相比，此项凋查时问持续时 

问更长一些 ，其原因在于进行实质性访谈前需与被访谈 

者进行足够的沟通 ，并针对访谈提纲进行详细介绍 ，以 

帮助被访谈者准确了解调查内容。 

问卷中的封闭式问项采用 Likert十级评分制进行计 

量，收集到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 

探索性 因子分 析用 来 降低 影 响 因子 数量 (Hair等 ， 

1987)，聚类分析的目的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数据按照空 

间距离划归为相同类别。问项的开发基本保证在现有文 

献概念基础上，从而保证问项在信度和效度上都可以达 

标 (Gebauer，2008)。问项开发过程中首先根据制造企业 

传统的服务内容确定访谈提纲的框架，然后将这些服务 

内容转换角度，形成客户的服务需求，总体上看，这些 

服务需求可以分为四大类 ：确保设备正常运转的基本服 

务需求；保证中国客户生产过程有效性和高效性的高端 

服务需求；与减少客户投资相关的设备融资需求；与设 

备相关的专业化知识需求。 

客户服务需求内容明确后需进一步设计问项，如设 

备的维修均时 (MTBR，mean time between repair)、设备发 

生故障均时 (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故障恢复 

均时 (MTrR，mean time to reeover)，服务反应时间或提供 

时间等。另外，鉴于中国市场上价格竞争相对较强，问项 

还包括价格方面的内容，设备服务定价可以有两种方式 ， 

一 是单次根据服务所耗的人工、材料、配件等项 目定价 ， 

另外还可以按某一时间段内的服务概算进行捆绑定价，这 

一 时段内的所有服务消耗都涵盖在整个服务包中。 

2 针对中国客户服务需求内容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计量效度上，量表中有关服务需求的多选项 目均 

进行 探 索 性 因子 分 析，经过 计 算 球 形 检 验结 果 为 

2614．621，相关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1，KMO样本检测结 

果为 0．813，结果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后的 

统计计算结果 (表2)显示 ，最终因子方案中的 6个解释 

变量概括了原始变量所包含信息的79．2％，22个项目的 

共同度范围从0．69到0．89，所以因子分析结果的置信度 

水平较高，所有因子的Cronbach a值范围从 O．72到0．95， 

均在可接受水平之内。 

表 2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样本 n=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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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等基本服务低价位的重要程度 

维护合同低价位的重要程度 

确保正常产品功能性 

配件及易损件可得性的重要程度 

可靠的故障根查的重要程度 

设备可靠维修的重要程度 

设备运行状况的可靠跟踪检查重要程度 

物流服务需求的重要性 

配件运送时间保证的重要程度 

MTI3F和 M'I'BR的重要程度 

反应及应答时间的重要程度 

jⅥ1 的重要程度 

服务保障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及效果的重要性 

设备正常运转时间保证的重要程度 

生产过程产出能力保证的重要程度 

生产过程优化保证的重要程度 

知识密集型服务需求重要性 

提供生产性问题专业咨询服务的重要程度 

构建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建议及支持服务的重要程度 

提供设备设计及建造相关知识的重要程度 

融资服务需求的重要性 

降低占用资本服务的重要程度 

转换固定成本为变动成本服务的重要程度 

O．82 

O．8l 

O．76 

0．88 

0．83 

0．87 

0．78 

0．69 

O．83 

0．86 

0．90 

0，87 

O．90 

0．84 

0．79 

0．74 

0．84 

0．79 

0．90 4．396 0．551 

0．9O 3．939 0．734 

0．86 3．108 1．673 

O．72 3．287 0．917 

0．95 2．865 1．299 

3 针对不同服务需求客户群的聚类分析 

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最后 6个因素作为识别 

变量进行聚类分析，经过方差分析 (&NOVA)显示 6个 

指标的类间差异显著，其中确保正常产品功能的基本服 

务需求指标与价格敏感性指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 

类间差异不如其他 4个指标的差异显著，说明大部分的 

中国公司在此两项指标上的要求均较高。 

按照服务需求特征经过聚类后，中国客户被划分为 

五大类 (见表4)： 

类一：在基本服务需求上具有高敏感性的客户群； 

类二：在基本物流服务上具有高敏感性的客户群； 

类三：要求以合理价格提供设备故障预防性服务的 

客户群 ； 

一 78 一  

类四：要求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客户群； 

类五：寻求以控制成本为 目的的服务外包型客户群。 

表3 聚类分析的方差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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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 172家客户中，只有 3家公司在聚类过程中 

被排除在 5类之外 ，从统计意义上讲，这个数据在可接 

受水平之内。每一类的服务需求特征描述如下： 

(1)在基本服务需求上具有 高敏感性客户群 (13．=48)。 

这一类的48家客户在价格敏感性和对保证设备正常功能 

的基本服务需求方面有较高要求，表现在对一系列具体 

的基本服务的价格控制上期望较高，而其他方面的服务 

需求评分较低。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是这类客 

户群在供应商服务业绩水平及价格方面的平衡很精心， 

其服务需求特点是在物流方面不存在太大压力的情况下， 

以尽可能低的服务成本获得最基本的设备运转服务。 

(2)在基本物流服务上具有高敏感性的客户群 (n： 

57)。此类客户群代表了大部分客户的服务需求特征，其 

样本数为 57。此类客户群在价格敏感性及保证产品正常 

功能服务需求方面的要求依然很高，在价格方面仅次子 

第一类客户，保证产品正常运转服务方面的需求在 5类 

客户中最高，在所有 5类客户中物流服务需求最高。结 

合调查中的实际表现，此类客户的服务需求在服务水平 

上和价格平衡上有别于第一类客户 ，对服务质量要求更 

高 ，价格上稍有趋缓。对此类客户，应该在零部件配送 

及故障维修和反应时间等方面尤其注意，而且他们愿意 

为高质量的服务支付合理的价格，但对一些高端服务要 

求与第～类客户一样并不高。 

(3)要求以合理价格提供预防设备故障服务的客户 

群 (n=31)。第三类客户群含客户数为 31，与类一及类 

二客户相比，类三客户不仅要求基本服务，还对高端服 

务有所要求。从中心值表可以看出，此类客户在第四项 

指标上的分值比类一和类二值有大幅提高，说明其服务 

需求开始由保证设备基本功 能方面向通过故障预防等措 

施来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和效果等高端服务转移。此类 

客户的价格敏感性依然很高，说明他们能够认识到诸如 

维修维护服务 、培训 以及过程优化等高端服务的价值， 

但在价格平衡上依然很谨慎。类三客户群在最后两项指 

标上的分值没有明显提高，说明对知识共享及融资服务 

上没有太大的期望。 

(4)要求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客户群 (n=20)。类四 

客户的样本数为 20，此类客户在知识共享方面的要求有 

明显提高，在所有 5类客户中的期望值最高，说明此类 

客户对服务提供商或设备供应商在专门化知识上的要求 

更为强烈，但在融资服务需求上的期望较低。 

(5)寻求以控制成本为 目的的服务外包型客户群 (n 

=13)。类五客户群的客户数最少，此类客户在设备融资 

需求上的分值比较明显 ，另外他们在价格敏感度上 的高 

分值说明这类客户在降低成本上的要求高，所 以倾 向于 

将全套业务进行外包 ，包括各种服务业务 ，这样可 以转 

移其他几项指标变动产生的风险，因此由于外包倾向的 

存在使其他指标的分值相对较低。 

4 结 论 ． 

本文研究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1)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 

方法在行业市场划分研究方面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在 中 

国情境下的应用价值；(2)从服务管理角度阐明中国制 

造业在服务需求以及服务业务开发上的独特性 ，与西方 

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客户的服务需求侧重于价格上的敏 

感性及保证设备正常运转方面的基本服务需求。市场细 

分了的五类客户群中只有一类客户对知识相关的服务需 

求有所侧重，另～类客户群对服务提供速度相关的物流 

服务有较为强烈的要求，其他三类客户的服务需求均对 

价格十分敏感，这个结论对现有研究工业服务市场细分 

的文献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尤其是在价格敏感性研究方 

面的文献 ，例如 Sharma和 Lambert(1994)的研究对客户 

服务需求确认为两类 ，而其中一类较另一类的价格敏感 

性要强，但价格敏感与相对不敏感的客户 比例为 128： 

118，而在本文实证研究结果 中有 92家客户十分敏感， 

57家相对敏感，只有 2O家客户相对不敏感 ，说明相对其 

他市场而言，中国服务市场客户的价格敏感性要强。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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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显然对在中国市场上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 

传统西方方式是个冲击 ，中国文化更强调关系等更为人 

性化的背景，所以在服务开发上应该顺应情势进行以关 

系为背景的服务开发。 

从实践意义上来讲，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对设备制造 

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服务资源配置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为适应价格敏感性，应该将中国境内服务资源向基本服 

务和高端服务引导，在服务人员招聘过程中应该不仅考 

虑技术能力，还要对沟通交往能力进行考查，以确保在 

服务提供过程中进行服务营销，需要注意的是具有较强 

技术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员工薪资成本也要高于平均薪资 

水平 ，但同时其能力保证也可以在保持稳定的客户关系 

上发挥作用。为适应中国市场上低价位服务需求，服务 

供应商应避免西方市场上常用的以捆绑定价方式形成的 

客户化服务包 ，以满足不同中国低端客户的服务需求， 

若以服务包形式存在，在捆绑定价的服务包中服务种类 

不要过多 ，因为捆绑定价形成的固定价格不符合中国客 

户的定价思维模式，针对具体客户灵活性协商定价更加 

适合中国市场。 

为适应中国客户服务价格敏感性和对零部件等的物 

流配送要求，服务商应注意资源的本土化及优化配件供 

应链网络，例如为使配件在24小时内达到中国客户所在 

的各大中城市，设备的原厂配件可以在清关程序及发货 

程序上进行优化，这样不仅可以降低配送时间，而且可 

以降低作业成本。配件配送影响到对设备故障反应及处 

理的及时性，为解决这个问题，设备提供商可以在客户 

所在区域设置合理密度的服务技术支持网络，并在 网间 

共享专业化的知识信息，这种知识及信息的共享也是设 

备国际供应商及中国客户共创知识与信息的过程，从而 

形成一种双方系统协作创造服务的过程，由于中国客户 

在设备融资需求上占小部分，另外考虑到中国银行及法 

制系统相对不稳定性，设备供应商可以不必特殊关注这 

部分服务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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