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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描述变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营销实践 中的困惑要求研究者构建一种新的市场 

细分范式。文章根据有关学者提出的模型进一步在描述变量中提炼出关键描述变量的概念，认为 

主要由客观需要、目标价值观、信号价值观和消费资源构成的关键描述变量对人 口统计 因素等基 

本描述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以私家车为例的实证结果也基本支持了这一 

假设。文章建议营销者可尝试采用新的市场细分范式，即对消费者的关键描述 变量进行直接测量 

和细分 ，然后一方面用来解释和预测消费行为，为怎样营销服务；另一方面用来寻找相应的人 口 

统计特征，进而为哪里营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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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市场细分作为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的基石和战略营销 的前提 ，自从 Wendell Smith⋯提出这一概念 以来 

就长期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可以通过市场调查和营销数据库来直接了解和梳理行为变量，但利用描述变 

量仍然是发现潜在需求、预测消费行为的有效途径。 对描述变量的研究已有许多进展，国际营销界对描 

述变量的研究重点经历了从人 口统计变量——社会经济变量——心理变量的演变 ，并发展到融合多种描 

述变量的混合市场细分(Hybrid Segmenting)。 但对描述变量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对描述变量的 

研究重点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人 口统计变量的重要性下 降而只依靠心理变量 ，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核心 

的混合市场细分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理论研究的欠缺必然影响营销业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从大量 

案例文章中可以看出，目前营销业界在市场细分活动中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如何在复杂的描述变量中选 

择最有用 的变量，由此要求我们寻找这样一种描述变量研究与运用 的范式 ：根据描述变量对消费行为影响 

的本质 ，把各种描述变量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汇集在若干关键描述变量上 ，研究者只要通过对不同消费者关 

键描述变量的测量和细分 ，就能较好地解释和预测各种消费行为。这种努力在 Hawkins 的消费者行为总 

体模型和 VALS2模型中已有体现，但这些学者并未明确提出并系统地研究关键描述变量，未对所提出的 

关键描述变量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沿着这个努力方向，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 

二 、相关研究述评 

(一)市场细分变量类别 

Kotler 把市场细分变量分为地理、人文、心理和行为四类的影响最为广泛，但这种划分未能反映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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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间的内在联系。Dickson" 在其个人 一情景混合决策模型中实际早已把细分变量划分为解释和结果变 

量两类 。解释变量包括消费者特定属性和消费情境特定属性 ，它们共 同影响消费者的需求和 目标等行为结 

果变量。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情境变量从行为变量中分离出来，作为与消费者属性并列的解释变 

量。Rao 明确地把细分变量划分为描述变量和行为变量两大类，认为描述变量不仅会影响行为变量 ，而 

且两者对营销战略有不同作用 ，分别与哪里营销和怎样营销的战略相联系。 

Hawkins 2295虽未深入讨论市场细分变量问题，但他提出的消费者行为总体模型却透露出一个重要观 

点，即各种内外部因素都会影响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进而导致与其相一致的需要与欲望。这意 

味着不能把所有描述变量简单并列：有的变量如年龄、性别和收入本身 比较独立，难 以或不必再 由其他 因 

素所解释，属于外生变量；另一些变量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则是由多种描述变量所构成或受其影响的， 

属于内生变量。因此 ，可把描述变量再分为基本和综合描述变量两类 ，把这两类变量并列显然不符合逻辑。 

按照 Hawkins的消费者行为总体模型，研究者可根据这些综合描述变量对消费者进行分群，进而解释和预 

测行为变量。但综合描述变量还不只是 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根据 Mitchell 提出的 VALS2模型，其中消 

费资源也属于综合描述变量，因为它反映了个人追求他们占支配地位的自我取向的能力，包括心理、体能、 

人 口统计特征和物质手段各个方面。由此 ，细分变量可粗分为描述变量和行为变量两大类 ，加上情境变量 

有三类 ；描述变量又可细分为基本和综合两个层次 。 

(二)描述变量的研究和使用重点 

由于大量营销决策都是关于怎样营销的问题 ，因此对行为变量的精确细分和创新性探索一般更为重 

要，但只有当产品经过投入期后，大量市场需求和行为都已显现，才可能优先运用行为变量，直接对行为变 

量进行细分研究。这就涉及到对描述变量的研究和使用。根据罗纪宁 和王海忠、赵平 。的归纳 ，学术 

界对细分变量的研究重点经历了从人 口统计变量——社会经济变量——心理变量的演变。这实际是一个 

由简单、外部描述变量到复杂、综合描述变量的演变过程 ，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地理、年龄和性别等 

人 口统计变量 的作用 比较直观。社会阶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 

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社会阶层的高低由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所共同决 

定  ̈“J，不仅本身难以测量，而且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也难以把握，这就影响了人们对社会阶层的研究进 

程。心理变量更不易把握 ，尤其是 自我概念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因此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被广泛研究 

和使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关键描述变量 

学术界把价值观等综合描述变量作为研究重点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能更直接和全面地影响消费行为， 

这实际就提出了关键描述变量的问题。但 目前学者们归纳的综合描述变量并不全面 ，例如 Hawkins忽略了 

消费资源的影响，VALS2模型中的自我取向又只是价值观的一个方面。McCarty和 Shrum 在研究消费者 

收看电视的影响因素时发现收看电视行为会同时受价值观和人口统计变量的影响，这就说明现有综合描 

述变量的解释作用有限。理想的做法是要归纳出体现着各种基本描述变量影响的关键描述变量，通过它们 

就能较好地细分和预测消费行为。而关键描述变量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它们体现了描述变量 

对消费行为影响的本质。循着这样的认识 ，根据 Hawkins的模型和 VALS2模型 已有的成果，以及学者们在 

讨论描述变量对消费行为影响时多少都会触及到的本质原因，可以认为客观需要、消费资源和综合心理变 

量都是属于综合描述变量的关键变量。 

1．客观需要。消费者的需要、利益追求和感知价值的差别是影响选择的关键。其中需要是基础，但有 

客观和主观需要两个层次。客观需要是消费者处于缺乏状态而出现的自动平衡倾向和择取倾向，对于其主 

观愿望而言是客观的。虽然客观和主观需要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而且营销活动往往能直接影响人们 

的主观需要 ，但客观需要肯定是形成主观需要 、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可认为客观需要是由多种 

因素决定的一种综合描述变量，而主观需要是属于行为变量中的一种心理反应。各种基本描述变量都可能 

对客观需要产生影响。由于人有生理上 和心理上的两种缺乏状态，因此客观需要包括生理和心理需要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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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由人 口统计变量导致的客观生理需要很容易理解 ，而客观心理需要一般是人 口统计变量和相应社会 

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在绝大多数文化中，男性和女性被期望遵照他们从小学会的性别角色行动 。通 

过对消费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和其他实际状况的分析，其客观需要是能够大致推测的，也是能被直接测量的。 

2．消费资源。根据有效需求的概念和VALS2模型，消费行为还会受到消费资源的制约。消费资源是消 

费者实现其追求的各种条件，包括金钱、心理、体能和其他条件等，因而也是一种综合描述变量。消费资源 

不足会抑制主观需要 ，产生一种“不是我们这种人消费的”消极心态 ，同时会在客观上限制购买和使用。在 

基本描述变量中只有收入是一种明显的消费资源，其他都隐含在职业、教育、年龄、性别等变量中，因而强 

调消费资源这一概念很有必要。 

3．综合心理变量。即使具有相同客观需要和消费资源，消费者也未必会产生类似消费行为。撇开情境 

变量的调节作用，我们只能在心理变量中寻找原因。有关模型表明，自我概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综合心 

理变量对消费行为能发挥独特影响。根据史有春 提出三种基本购买驱动因素(感知价值 、价值信号和 

知名度)及相应的三类心理活动(确定价值追求、进行价值判断和信息搜寻)，这些综合心理变量对消费行 

为的影响可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涉及消费者注重的基本价值，从而会影响消费需要、利益追求和感知价值。消费者注重的基本价 

值首先取决于其价值观。Rokeach” 把价值观分为终极性和工具性两类，消费者注重的基本价值主要取决 

于终极性价值观，也取决于某些工具性价值能否成为较低层次的目标。价值观会通过多种机制，比如通过 

影响对产品属性的重要性或选择标准来影响消费行为  ̈ 。价值观还应包括对当前消费还是未来生活更 

重要的评价 ，这就涉及到消费风险意识问题了。刘世雄 就把“是否敢于花钱”当作消费价值观的基本维 

度，敢于花钱就难以保证未来生活，这就事关消费风险承受力。为了方便，这里把由终极性价值观、部分能 

成为较低层次目标的工具性价值观，统称为消费者的“目标价值观”。 

第二，涉及消费者信赖的价值信号，从而会影响其感知风险和消费行为。消费者降低感知风险的主要 

途径就是获取充分信息，正确使用价值信号 。消费者比较信赖的价值信号就是其信号标准 ，但信赖 

的价值信号可能不同，这与工具性价值观有关。Rokeach工具性价值观量表中有诚实的、智识的、有逻辑 

的、有爱心的、负责的等内容，就可作为判断企业是否值得信任的信号，具有不同工具性价值观的消费者会 

侧重使用不同的价值信号。不过，Rokeach提出的与信号标准有关的工具性价值观还很少，这就需要了解 

价值信号到底有哪些，波特、Murray 和 Monroe 等学者在这方面都有一些研究。为了方便，这里把在消费 

领域中人们对各种价值信号的信赖和重视程度，称之为人们的“信号价值观”，以与工具性价值观相区别。 

第三，涉及消费者对各种事物的关注程度和方式，从而会影响所有产品和品牌在消费者意识中的地 

位。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对消费者个人而言就是在其意识中的位置 ，这是购买选择的一个前提 。研究表明，具 

有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消费者所关注的事物、经常接触的媒体、偏爱阅读观看的主题和节目、甚至使 

用媒体的时间和场合，这就使得他们能经常接触到的产品信息可能有很大差别，最终就会影响产品购买和 

品牌选择。但传播信息方式的多样化，使得从长期看，消费者对各种事物关注程度与方式的差异和各种产 

品品牌在消费者意识中的地位之间可能没有对应关系，因此这一方面的影响可不考虑。 

三、研究模型、假设和设计 

(一)研究变量和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基本描述变量、关键描述变量和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是：(1)为了便于调查分析， 

基本描述变量方面只考虑年龄、性别、教育、收人、职业或职业特点等人 El统计因素，这些因素也将主要影 

响着关键描述变量，其他变量没有考虑不会影响研究结论。(2)关键描述变量包括客观需要、消费资源和 

综合心理变量。其中客观需要和消费资源都与测试产品的特点有关，包括目标价值观和信号价值观的综合 

心理变量则可以是 Vinson、Scott和 Lamont 提出的总体价值观、具体领域价值观，以及产品属性的评估 

信念三个层次价值观中的某一层次，本文将运用消费价值观量表进行测量。(3)行为变量包括心理反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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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行为两个层次，本文只考虑产品购 

买意向和 品牌选 择意 向，包括 已购者的 

重复购买意 向。产 品购买 以及 品牌选择 

是营销者最关心 的消费行为，而购买、选 

择意向容易被受访者理解并准确表达。 

为了防止情境变量的干扰，本文通过测 

试产品和行 为变量 的选择，可 以尽 可能 

淡化情境变量 的调节作用。由此初始 分 

析模型如图1所示 。但在具体处理时 ，考虑 

到性别属于定类变量，为保证分析的效 

果本文将分性别进行 PLSPM运算。 

(二)研究假设 

图1 市场细分变量研究模型 

(注 ：由于图1中基本描述 变量 、关键描 述 变量 、购买行为之 间路 线较 多 

为清晰起见把基本描述变量与购买行 为的线条用虚线表 示。) 

根据 Hawkins的模型和VALS2模型，可认为大量描述变量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将汇集在以价值观为核 

心的综合心理变量和消费资源上，同时有关文献在讨论描述变量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时都会涉及到对客观 

需要的影响，由此可给出如下假设 ： 

H1：基本描述变量会影响客观需要、消费资源 以及综合心理变量(包括 目标价值观和信号价值观，下 

同)。 

由于客观需要和消费资源都与测试产品的特点有关 ，因此各个基本描述变量未必会对每一个关键变 

量产生影响 ，例如收入差别会影响财产安全的客观需要但不会影响饮水的客观需要。但一般而言，各个基 

本描述变量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三个关键描述变量。由此可提出如下笼统假设①： 

H1．1：年龄会影响客观需要、消费资源和综合心理变量。 

H1．2：教育会影响客观需要、消费资源和综合心理变量。 

HI．3：职业会影响客观需要、消费资源和综合心理变量。 

H1．4：收入会影响客观需要、消费资源和综合心理变量。 

根据有关模型以及其他文献，描述变量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不仅 [集在客观需要、消费资源以及综合心 

理变量上 ，而且这些关键变量会更直接地影响消费行为。因此可提出假设 ： 

H2：客观需要、消费资源和综合心理变量会影响产品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意向。 

根据有关文献及前面的讨论，客观需要的强度和内容会影响行为意愿及其特点；消费资源越丰富，相 

应需求就越有效；消费者的“目标价值观”会以多种机制影响消费行为，消费者的“信号价值观”会通过信 

号标准来影响品牌选择。由此可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 

H2．1：客观需要会影响产品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意向。 

H2．2：消费资源会影响产品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意向。 

H2．3：目标价值观会影响产品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意向。 

H2．4：信号价值观影响品牌选择意向。 

营销文献中都认为性别、年龄、教育、收入等基本描述变量能直接影响行为变量，并把这些基本描述变 

量作为市场细分的主要变量。由此可提出如下假设 ： 

H3：基本描述变量能影响产品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意向。 

产品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意向都与测试产品的特点有关 ，各个基本描述变量未必都会影响购买意向 

或是品牌选择意向。但一般而言，各个基本描述变量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产品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意向， 

①由于本文将分性别进行 PLSPM分析，性别与关键变量、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提出相应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 

否则篇幅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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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提出如下初步假设 ： 

H3．1：年龄会影响产 品购买意 向和品牌选择意向。 

H3．2：教育会影响产 品购买意 向和品牌选择意向。 

H3．3：职业会影响产 品购买意 向和品牌选择意向。 

H3．4：收入会影响产品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意向。 

客观需要、消费资源以及综合心理变量既然汇集 了各种基本描述变量的影响 ，体现着基本描述变量为 

何会影响消费行为的本质原因，这些关键描述变量应能更直接有效地影响消费行为，由此可提出如下基本 

假设 ： 

H4：关键描述 变量对基本描述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 中介作用。 

关键描述变量总体上的中介作用是通过各个具体变量的中介作用体现出来的，但就一个具体产品购 

买而言，各个具体变量的中介作用未必一定存在。不过，仍可一般地认为各个关键描述变量对于各个基本 

描述变量与行为变量都具有 中介作用。由此可提出如下假设 ： 

H4．1：客观需要对基本描述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H4．2：消费资源对基本描述 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 中介作用。 

H4．3：目标价值观对基本描述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 中介作用。 

H4．4：信号价值观对基本描述 变量与品牌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 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1．测试产品和品牌 内涵。根据有关要求我们选择 了私家车作为测试产 品。由于私家车不同品牌间的 

差别非常复杂，必须有所限定和抽象化，根据有关文献和消费者所共同关心的品牌问题，本研究把品牌内 

涵限定为品牌档次、品牌来源国(国货和洋货)和品牌名气3个方面。 

2．研究样本。我们选择已工作、但在年龄、性别、教育、收入、职业特点等方面有一定差别各类群体作 

为样本 ，在职业特点上主要考虑会影响购买私家车客观需要的是否坐班，以及上班路途的远近。共发放230 

份调查问卷，收 回209份 ，填写完整194份，有效问卷率达到84％。其中受访男性有效问卷109份占56．2％ ，女 

性85份占43．8％。 

3．研究方法。分析过程大致为：(1)为增加软件运行输出的可靠性，首先对反映关键变量和行为变量 

的各个测项(显变量)运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进行综合评价，得到相应的隐变量值；(2)根据中介变 

量识别的一般做法与中介变量存在的四个基本条件，分别在基本描述变量、关键变量和行为变量之间进行 

两两相关回归分析 ，然后分别计算和比较以关键变量 、基本描述变量为 自变量 ，以行为变量为 因变量的相 

关关系；(3)计算主要通过PLSPM进行，偏最小二乘(PLS)虽与普通最小二乘(OLS)的出发点一致，但普 

通最小二乘需要的条件相对较为严格，而偏最小二乘法主要适用于解决样本容量小、变量个数多以及多个 

因变量对多个 自变量的同时回归分析等问题 ，同时路径分析(PM)能同时处理多层次的因果关系。 

四、实证 结果及其分析 

(一)关键描述变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客观需要和消费资源的测量比较简单 ，但具体测项都应随着产品特点而有变化。客观需要应包括强度 

和内涵两个维度，但为了简化分析，本文不作严格区分。消费资源只设丰富程度一个维度。为了强调客观 

性，有关测项主要是客观描述，其次才是间接的主观感受。客观需要设置的测项有：花费在交通工具上的时 

间，没有私家车是否感到不方便，有了私家车会不会增加外出的次数，周边人拥有私家车的情况，周围的人 

私家车的价位 ，有了私家车是否会经常去外地 ，是否会经常用于接送小孩 ；消费资源设立的测项有 ：用私家 

车是否是一件麻烦和危险的事，用现在的收入和储蓄能否买辆中意的车，一年花2万元养车是否会影响其 

他方面的生活开支，能否学会开车并熟练驾驶。调查中运用李氏七级量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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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标价值观方面，由于RVS和LOV等总体价值观量表对消费行为的诊断力不如消费价值观，因此 

需要开发一个能供本研究使用的 目标价值观量表。基本思路是 ：Kahle 开发的 LOV量表比较简单 、与人 

们的生活 目标关系密切 ，因而将作为这里的目标价值观量表的基础 ；增加一些价值观维度，主要是涉及环 

保、消费民族中心主义、保值增值以及理智消费等方面的价值观，从而至少能分析测试产品的购买和品牌 

选择问题；参考刘世雄 采用的方式，把总体价值观量表与消费问题相结合使之成为消费价值观量表。由 

此本文设计的目标价值观维度共有13个测项。在信号价值观方面，我们综合了波特 _J柏、MulTay[2 【5 、Mon． 

FOe 等学者提出的价值信号，再结合本研究的需要，列出了13种比较典型的价值信号。本研究对消费者 

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别采用“MIN—MAX”测量方法。 

关键变量量表的开发以相关文献为基础 ，和长期从事市场营销学研究的同事进行了深入讨论 ，并根据 

试调查的结果进行修正，因此量表具有比较高的内容效度。因为PLSPM分析需要用到因子分析等工具，为 

了分析条件是否能得到满足，本研究采用常用的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检查调查问卷的结构效度。关键变量量 

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见表1。 

表1 关键描述变量量表 的信度与结构效度 

结构效度 关键 变量构成 信度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客观 需要 O．7129 96．136 0．000 

目标价值观 0．8062 913．988 0．000 

信号价值观 0．8919 892．536 0．000 

消费资源 0．8903 50．096 0．000 

(二)不同性别消费者在关键变量和行为变量上的差异 

根据对分性别的关键变量和行为变量进行的因子分析综合值的检验(见表2)，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 

消费群体他们在大部分关键变量上的表现存在差别，且在品牌选择方面男女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由 

此在后文中我们将按男女两个组别分别进行分析。 

表2 男性和女性在关键变量和行为变量上的差异 

男性综合均值 女性 综合均值 T统计量 P～VALUE 

客观 需要 1．572 1．562 O．O7l 0．943 

目标价值观 1．453 O．911 2．152 0．032 

信号价值观 1．042 0．245 3．486 0．000⋯ 

消费资源 一2．824 2．025 —26．370 0．000⋯ 

购 买意向 3．7l3 3．860 —0．507 O．6l3 

品牌选择 3．600 3．170 2．280 0．024 

注：$ $表示0．01水平下显署， 表示0．05水平下显著 ，}表示0．10水平下显署 ，下同。 

通过 R型因子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消费者之间存在许多有趣的具体差别∞：在客观需要方面，男 

性较多地考虑私家车带来的方便，而女性则更多受周边人是否有私家车的影响；在 目标价值观方面，男性 

比较重视 自我满足、获得他人尊重和显示成就，女性更重视要得到周围人群的认 同、以及顾及他人的感受 ； 

在信号价值观方面，男性消费者比较关注品牌知名度、企业实力和承诺，女性消费者则更相信广告、价格、 

产地、产品说明等价值信号，这种差异也就使得在选择私家车品牌时，男性消费者倾向于购买知名度高的 

品牌 ，女性则倾 向于选择价格较高的洋品牌。 

①考虑到文章的篇幅，在此没有列出 R型因子分析的具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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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变量、关键变量和行为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分析 

由于基本描述变量与关键变量、基本描述变量与行为变量 、关键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相 

关关系，是检查中介效应是否存在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首先在这些变量间进行了“简单”性质的因果分 

析 ，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基本变量 、关键变量与购 买行 为关 系 

客观需要 目标价值观 信号价值观 消费资源 购买意向 品牌选择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年龄 一O．117 o．14o o．145” o．171⋯ 一o．029 一o．238‘ 一0．157  ̈一o．159⋯ 一o．275⋯ 0．199 一o．484⋯ O．15l 

教 育 o．241“ 0．177 o．619 o．206“ 一o．364” 一o．281’ O．399 一o．344” 一o．45l⋯ 一o．424 o．613” o．585 

收入 O．291  ̈ O．133  ̈o．113’ o．204” O．176  ̈一o．108 o．747” 一o．481⋯ 一1．109⋯ 一o．332 o．482 o．304” 

职 业 一o．1I8“ 一O．119  ̈0．133 o．1O2 o．113 一O．173 o．141 一o．11o o．882 一O．0l6 o．525 o．I76 

客观 需要 N N N N N N N N —o．520⋯ 一1．171⋯ o．112 o．306” 

目标价值 N N N N N N N N o．226’ 0．102 o．178 一o．12O 

信号价值 N N N N N N N N o．027 一o．094 o．134 o．123“ 

消费资源 N N N N N N N N —o．598⋯ o．497⋯ o．295⋯ 一0．316⋯ 

注：N表 示暂不考虑 ，下同。 

由表3可知，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年龄、教育和收入对所有关键变量和行为变量都有统计意义上 

的显著影响；职业特点对所有关键变量和品牌选择都存在显著影响，但女性职业特点对购买意向没有相关 

关系。职业特点与购买意向的这种关系，意味着消费者买车并不主要为 了上班 ，纯粹生活上和心理上的需 

要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总体上看，假设 H1和 H3基本能得到支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客观需要、 

目标价值观和消费资源与行为变量都保持着相关关系，信号价值观除与购买意向不相关外也与品牌选择 

存在联系，因此假设 H2也成立。同时也表 明中介效应分析所需要的基本变量与购买行为、关键变量与购买 

行为存在直接因果效应的条件能得到满足。 

(四)关键描述变量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检验关键描述变量对基本描述变量的中介作用关系，下面同时对基本描述变量与关键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 ，得到的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 男性消费者基本变量与关键变量回归 

变量 购买意向 品牌选择 购 买意向 品牌 选择 购买意 向 品牌选择 购买意向 品牌选择 

年龄 一0．197⋯ 一O．418⋯ 一0．239⋯ 一O．314⋯ 一0．624 一0．303⋯ 一0．177⋯ 一0．476⋯ 

教育 一0．064 0．3l2 一O．146 0．251 一O．321 0．286 0．093 0．292 

收 入 一0．868⋯ 0．400 一0．988⋯ 0．480“ 一1．005⋯ 0．476“ 一0．678 0．326 

职 业 0．068 0．009 0．357 0．113 0．250 O．O03 0．047 0．005 

客观需要 一0．537 0．125 N N N N N N 

目标价值 N N 0．256” 0．271 N N N N 

信 号价值 N N N N 0．04l 0．147 N N 

消费资源 N N N N N N 一0．631⋯ 0．385 

根据中介变量的识别原理，综合表3和表4可以得出：对男性消费者而言，客观需要、目标价值和消费资 

源可作为年龄、收入与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的部分中介；客观需要、目标价值和消费资源可作为教育、职业 

特点与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的完全中介；信号价值观在年龄、教育、收人、职业与购买意向之间不存在中介 

关系；信号价值观在年龄、收入品牌选择间存在部分中介关系，但在教育和职业特点与品牌选择间存在完 

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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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女性消费者基本 变量与关键变量回归 

变量 购买意 向 品牌选择 购买意向 品牌选择 购买意向 品牌选择 购 买意向 品牌选择 

年龄 0．066 —0．052 0．176 0．105 0．296 0．141 O．127 O．117 

教育 ～O．1l1 0．464 一0．438 0．492” 一0．477 0．491 一0．206 0．469 

收 入 ～0．245 0．258 一0．3l7 0．295 一O．391 0．290” 一0．122 O．163 

职 业 一0．066 0．088 0．015 0．O9l 一0．055 0．195 一O．091 0．073 

客观需要 1．412⋯ 0．544 N N N N N N 

目标价值 N N 0．122 一0．125 N N N N 

信 号价值 N N N N 0．032 0．138 N N 

消费资源 N N N N N N 0．667” 一o．419 

综合表3和表5，对女性消费者而言，客观需要、消费资源可作为年龄与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的完全中 

介；目标价值观在年龄与购买意向和品牌选择间存在部分中介；信号价值观可作为年龄与品牌选择的完全 

中介；客观需要、目标价值观、信号价值观、消费资源都可以作为教育、收人、职业与品牌选择的部分中介； 

客观需要 、消费资源在教育、收入与购买意向间存在完全中介；信号价值观不能作为年龄、教育、收入 、职业 

与购买意向的中介变量 ；客观需要在职业与购买意向间不存在中介效应 ，其原因仍然是纯粹生活上和心理 

上的需要在购车意向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不是主要为了上班；目标价值观可作为教育、职业与购买 

意向的完全中介，而只能作为收入与购买意向的部分中介；消费资源可作为收入、职业与品牌选择的完全 

中介 ，但只能作为教育与品牌选择的部分中介。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以私家车为测试产品的实证结果表明，关键描述变量对基本描述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中 

介作用的前三个条件都基本得到支持。大部分实证结果也表明，关键描述变量对基本描述变量与行为变量 

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虽然有些关键变量对某些基本描述变量只有部分 中介作用，但考虑 

到某一描述变量一般会同时通过其他多个关键变量对行为变量产生影响，因此总体来说关键变量的中介 

作用还是很大。当然 ，女性的客观需要对职业特点和购买意向之间的中介关系没有通过检验，这 与测试产 

品的选择有关 ；信号价值观中介作用的实证结果也不理想 ，原因可能是本文开发的信号价值观量表适用于 

总的消费领域，当用于诊断具体产品时就会出现偏差。但一般来说，关键变量对任何基本描述变量与行为 

变量之间都具有潜在的中介作用。 

(二)理论贡献 

首先 ，本研究梳理了描述变量的层次，进而提出了能反映描述变量影响消费行为本质原因的关键描述 

变量的概念。虽然学者们早就提出解释变量或描述变量的概念，但并未对各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 

梳理 ，未归纳描述变量对消费行为影响的本质原因；虽然有关模型中已透露出价值观和消费资源等与其他 

描述变量相比的独特性，但并不明确。本研究明确提出描述变量可细分为基本和综合两个层次，前者是外 

生的，后者是内生的。同时，价值观和消费资源还实际反映了描述变量对消费行为影响的本质原因，是体现 

着各种基本描述变量影响的关键描述变量。 

其次，本研究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关键变量的内容，并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了关键变量可起较强的中介作 

用。客观需要是由多种基本描述变量决定的一种关键变量，主要受其影响的主观需要属于行为变量的一种 

心理反应。价值观等综合心理变量主要以一种稳定的选择标准起作用，在消费者导向的市场细分中十分有 

用。但在产品导向的市场细分中，客观需要和消费资源应该更为重要。本研究还根据波特提出的使用和信 

号标准，首次把价值观分为目标价值观和信号价值观两类。实证结果表明两类价值观对消费行为都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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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作用。 

最后，本研究提供了市场细分的一种新范式：一方面，研究者只要通过对这些关键变量的测量和细分， 

就能较好地解释和预测各种消费行为，进而为怎样营销服务 ；另一方面，研究者可根据关键变量的细分市 

场找出相应的人口统计特征，进而为哪里营销服务。 

(三)营销启示 

第一，反映描述变量影响消费行为本质原因的关键变量，应被直接测量和细分。营销者在分析人口统 

计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时，实际都要有意无意地借助关键变量才能说明其为何以及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但借助关键变量推理式地分析各人口统计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比较困难或是会发生错误，还不如对关 

键变量进行直接测量和细分 ，事实上学者们早就开始直接测量和细分消费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了。实证 

结果表明，消费者在各关键变量上的表现不仅能直接测量 ，而且是能被细分的①。 

第二 ，市场细分新范式应用于实践的起点是开发关键变量量表。消费者导向的市场细分所要求的关键 

变量量表应该是超越具体产品的，此时某些成熟的总体价值观量表如 LOV和 RVS量表就可以用于测量 

消费者的目标价值观，但最好开发出消费价值观量表以提高其预测力，同时还要开发信号价值观量表。但 

由于消费者的消费资源、尤其是客观需要只有与具体消费活动相联系才有意义，这就要求开发测量具体客 

观需要和消费资源的量表。随着行业营销理论研究的进展，与各行业或产品特点有关的关键变量量表开发 

想必能得到快速发展 。 

(四)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调查和统计误差，以及情境变量的干扰会降低关键变量的中介作用，但也可能与本研究提出关键 

变量不很完善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关键变量；其次，产品可能是基本变量、关键变量和行为变量之间 

关系的一个调节变量，但需要实证检验；最后，如何模仿 VALS2模型把各关键变量统一起来聚类为内涵更 

丰富的细分市场，从而能更有效、简明地预测各种消费行为，也值得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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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 ediating Effects of Key Variables between Basic Variables and Buying Behaviors 

SHI You-chun，GENG Xiu—lin，ZHANG Yong—jian 

tBusiness School，Na哪ing University，Na由ing 210093，China 

Abstract：How to build a new analytical paradigm of market segmentation relates to the choice of descriptive variables and 

marketing puzzles that exist in marketing practice as well as in marketing researches．Based on the model put forward by relevant 

scholars，the paper further elicits some key variables which are composed of main objective needs，target valnes，signal values and 

consumer resources from the descriptive variables，and makes a hypothesis that the key variables display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the basic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behavioral variables．The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by the empirical outcomes of private car cas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marketers may try the new paradigm of market segmentation to explain and predict the purchasing behavior． 

Key words：market segmentation；basic descriptive variables；key variables；behavioral variables；mediat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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