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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在青年女装消费者定位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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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本研究在确定青年女装这一细分市场的前提下，对北京服装学院及周边院校的400名在校女 

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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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定位是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完成的，对同一层次的消费者进行合理的分类 ，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目标消 

费者的消费行为，提高准确把握群组内在需求的能力。因此本研究选定青年女装为对象 ，进行品牌消费者定位 

研究。目的主要是研究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对品牌定位的影响，探讨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购物偏好的消费者对品 

牌因素的偏好以及重视程度 ，进而为品牌的目标消费者定位确定更明确的方向。 

经过前期的调查工作，选出了目前市场上六个比较成功的品牌，其中包括三个国际品牌 ：ONLY、ESPRIT、 

艾格和三个国内品牌：以纯、美特斯邦威、真维斯，这六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在各大商场和商业区设立 

的专柜或专卖店较多，且大学生经常购买，为大众所熟悉。 

1 研究方法 

1．1研究步骤 

调查主要对北京服装学院以及周边北京中医药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共 4所院校的女生 

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通过甄别问题的过滤 ，保证被访都是购买过以纯 、ESPRIT、美特斯邦威 、ONLY、艾格 

和真维斯其中任何一个品牌产品的消费者。本次调查研究发出问卷共计 400份，收回有效问卷 365份。 

1．2测量工具 

调查中，采用 5点等级量表对 目标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购买习惯各个变量进行测量。量表由 29个对 目标消 

费者的生活方式、购买习惯等方面的描述语句组成，由被访根据 自身情况选择对各个描述的赞同程度，5表示“非 

常同意”，4表示“比较同意”，3表示“说不清”，2表示“不太同意”，1表示“完全不同意”，从而对 目标消费者的 

生活方式以及购买习惯进行研究。 

同时，采用 l0点等级量表对品牌价值各个因素进行测量，量表由 20个对服装品牌价值因素描述的形容词 

语句组成 ，由被访评价对各个因素的重视程度，采用 l一10分进行测评，分值越大表明消费者对此因素越重视； 

同时要求被试对各个品牌在相应因素上的表现进行评分，1分表示“表现非常差”一一10分表示“表现非常好”， 

分数越高表示被测品牌在这一因素上的表现越好 ，从而对各个品牌服装价值定位进行研究。 

1．3研究对象概述 

本次调查研究中，被调查者均为在校女大学生及研究生 ，月生活费基本上在 301—1500元之间，目标年龄 

锁定在 18—30岁之间，其中年龄在 21—26岁的被调查者 占69．6％。学历则以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为主，其中本 

科学历的被调查者占总样本的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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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结果 

2．1目标消费者类型划分 

通过 KMO和球形 Bartlett检验可知各变量的独立假设不成立 ，各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KMO统计 

量为 0．798，大于 0．7，说明各变量间信息的重叠程度较高，可以做 相对完善的因子分析模型。 

表 1因子分析模型有效性检验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 

Bartlett’s Test of Sphe J Approx．Chi-Squa~ 1 32．528 

df 325 

Sig． ．000 

表2消费者生活方式因子贡献率 

特征值 总方差贡献率 (％) 累积贡献率 (％) 

因9 1 4．O57 l7．525 17．525 

因9 2 3．337 15．987 33．5l2 

困9 3 2．8l9 l1．918 45．430 

因子 4 2．608 10．494 55．924 

因子 5 1．800 8．384 64．308 

因子 6 1．694 7．363 71．67l 

因9 7 1．3l3 5．049 76．720 

因此，对调查结果采用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通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Varimax)后，从 29个生 

活方式项 目中得到特征值大于 1的 7个主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6．720％。 

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 7个主因子即可看作是消费者生活方式的七个维度。 

按照七个因子所包含的生活方式项 目，消费者生活方式的七个维度可以解释为： 

因子 1：自我挑战 因子 2：社交活动 因子 3：追求品牌 因子 4：购物享受 

因子 5：理性消费 因子 6：追求时尚 因子 7：个性消费 

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样本在各因子上的得分，采用快速聚类法 (K．means Cluster)【2】对被调查 

者的生活方式进行分类 ，可划分出特征明显不同的四种类型的消费者。表 3为各类型消费者在 7个主要因子上 

的得分 ： 

表 3四种类型消费者在7个因子上的得分 

通过快速聚类的方法把 目标消费者聚成四类，这 四种类型的消费者基本可以概括大部分消费者类型。从表 3 

可以看出，3型消费者的人数最多，其次是 1型消费者，而 2型消费者的人数最少。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根据四种类型的消费者在七个因子的得分情况 ，可以把四种类型消费者分别命名为： 

l型：个性 自我型 2型：时尚消费型 3型：西化社交型 4型：享受购物型 

2．2不同类型消费者价值因素偏好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青年女性消费者分为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购物习惯的四种类型，但是不能显示这四种 

类型的消费者在购买服装时所重视因素的具体差异性，而这些差异对于企业来说能够提供最好的机会 ，使企业 

能够在市场上针对不同的消费者定位找到适合的洞。 

为了进一步分析四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品牌各个因素的重视程度 ，根据被访对品牌价值因素重要性评价 

的结果进行对应分析 (CorrespondenceAnalysis)l3】，并绘制出的感知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四种不同类型的消费 

在购买服装时，各 自重视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可以归纳为： 

个性 自我型：这种类型的消费者购买服装时相对比较重视的因素有“易于搭配”、“物有所值”、“价格合理”、 

“版型好”以及“质量做工好”。定位在经典个性方向的品牌会更受这类消费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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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穿着舒适 2一易于洗涤保养 

3一质量做工好 4一材质考究 

5一款式时尚 6一版型好 

7一款式品种多 8一设计合理 

9一色彩丰富 10一易于搭配 

11一价格合理 12一品牌知名度高 

13一广告宣传做的好 14一销售点多 

15一国外牌子 16一店面吸引人 

17一形象代言人吸引人 18一服务周到 

19一产品档次高 20一物有所值 

图 1 四种类型消费者品牌因素重视评价 

时尚消费型：她们追求时尚生活，但购物时又相对比较理性。这种类型的消费者购买服装更重视“款式时尚”、 

“款式品种多”和“色彩丰富”等因素，她们更愿意选择流行服装，相对比较重视色彩丰富这个品牌因素，对正在 

流行的服装很感兴趣，购买产品时会比较在意产品易于保养和设计合理。 

西化社交型：她们喜欢社交活动，向往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 ，希望可以用服装来提高自己的形象。 

享受购物型：把购物作为一项消遣是这一类型消费者的最大特点，但她们在选购商品时又相对 比较理性 ， 

喜欢货比三家。 

2．3四种类型的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在 

购买服装是所重视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导致 

这四种类型的消费对所研究的六个品牌的评价也会 

存在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六 

个青年女装品牌在各个因素上的评价，从而了解六 

个品牌在消费者定位上的特点以及差异性 ，根据被 

访对六个品牌的价值因素的评价结果进行对应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3] 

如图 2，从四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六个品牌 

的价值因素评价的感知图可以看出，ONLY这一女 

装品牌更受“时尚消费型”的消费者青睐；“个性 自我 

型”的消费者则是对 ESPRIT和美特斯邦威的评价 

高于其他品牌；而明显可以看出，以纯是“西化社交 

型”消费者比较喜欢的女装品牌，而相对来看艾格也 

ESP 

西化社交型 

个性自我型 以纯 

监格 

美特斯邦 

ONLY 

享受购物型 时尚消费型 

真维斯 

图2四种类型消费者的品牌偏好定位图 

消费者类型 

0 品牌名称 

是这一类型的消费者评价比较高的品牌 ；“享受购物型”的消费者则是相对比较偏向真维斯这一品牌。 

可见品牌定位就是要根据不同消费者类型的偏好进行产品开发、品牌宣传，从而吸引既定 目标消费者的目 

光，这也正是品牌定位的精髓所在。 

3 结论 

本研究利用聚类分析对女装品牌 目标消费者定位进行了讨论和总结 ，将青年女性消费者分为具有不同购物 

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四种类型，并结合女装品牌的特点，提出了研究问题并加以论证 ，这项工作对女装品牌定位 

的实证研究是一个补充，而且相比以往的品牌定位研究中多数对品牌风格进行研究 ，本研究针对 目标消费者定 

位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从而对实际的女装品牌定位也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实验数据分析，结果得 ： 

(1)在 目标消费者定位方面，通过聚类分析得出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购物习惯的四种类型的消费者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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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性自我型、时尚消费型、西化社交型和享受购物型。 

(2) 品牌定位就是要针对 目标消费者确定自己在消费者心 目中的位置，寻找精准的产品诉求点。研究表明 

四种类型的消费者对生活的态度各不相同，因此在购买服装时所重视的因素就存在一定的差异。 

个性 自我型的消费者有“易于搭配”、“物有所值”、“价格合理”、“版型好”以及“质量做工好”。定位在经典个 

性方向的品牌会更受这类消费者的认可。 

时尚消费型的消费者更重视“款式时尚”、“款式品种多”和“色彩丰富”等因素，定位在时尚消费型的品牌在 

品牌产品定位时则要重点考虑在产品款式以及色彩等方面的因素，宣传侧重点在款式和色彩能吸引目标消费者。 

西化社交型的消费者更重视“广告宣传做得好”、“销售点多”、“服务周到”以及“品牌知名度高”，针对这类消 

费者可以从品牌形象的角度进行品牌的诉求，从心理的角度获得 目标消费者的认同。 

享受购物型的消费者比较重视的因素有“穿着舒适”、“质量做工好”以及“版型好”。针对这种类型的消费者， 

品牌定位则要从舒适性和产品品质的角度找出定位点。 

(3)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所研究的品牌具有不同的偏好，时尚消费型的消费者更喜欢 ONLY， 

个性 自我型的消费者则是对 ESPRIT和美特斯邦威的评价高于其他品牌 ，以纯和艾格是西化社交型消费者比较 

喜欢的女装品牌 ，享受购物型的消费者则是相对比较偏向真维斯这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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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K—means Cluster on Consumer Positioning 

of Young W omen’S Wear 

LANG Chun—min．ZHAO Ping 

’ (Department of Clothing，Beijing Institute of Clot~ng&Technology，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In the research，we sampled 400 girl—students in Beijing University of clothing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universities around． 

According to K—means Cluster,we analyses the consume conception and colony characteristic on consume colony of young women’S 

wear．And find  out women’S consume trait on clothing brand，and their brand cognizance． 

Key words：Young women’S wear；Consumer positioning；Grading—scale table； K—means Cluster；Positioning M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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