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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类分析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市场细分 

以 陕西 省 杨 陵 区为 例 

乔楠楠．吕德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2100) 

摘 要：随着个人理财业务竞争的日趋加剧，我国商业银行利用合理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发展个人理财业务显得 

尤为重要。市场分析和细分是商业银行开展有效市场营销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准确有效的市场细分和 目标市场的选 

择，商业银行才能增强市场营销能力、强化市场优势地位、提升品牌形象，继而适应社会和市场的发展需要。基于此． 

本文利用了聚类分析对陕西省杨陵区 190名有个人理财需求的受测者进行分析，根据结果分为4类客户．本文对这 

4类客户进行理财特征描述，给商业银行设计个性化理财产品和发展个人理财业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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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是一种建立在委托一代理关 

系基础上的个性化和综合化的服务活动 ，具体指商业银 

行理财专家根据个人客户所处的生活阶段、财务状况、理 

财价值观和投资目标 ．结合客户的收入、消费、投资经验、 

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态度偏好等特征，帮助客户分析资 

产管理和运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通过合理的多元化 

的投资组合降低或规避风险。形成一套以个人资产效益 

最大化为原则的、使客户达到预期生活质量的个人理财 

规划。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财务分析、财务规划、投资顾问 

和资产管理等具体的专业化的服务来实现个人理财_ll。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很快，但种种 

因素导致其绩效不佳。((2009年中国银行业年度报告》中 

提到：20o8年国内的银行理财产品出现了零收益、负收 

益和展期等现象。笔者个人认为：这些除了与金融危机、 

国内宏观经济有很大关系外，还与个人理财产品市场营 

销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和设计过程及 目标的盲 目性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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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联系 本文基于“以市场和客户为导向”理念，分析商业 

银行成功营销 的前提——个人理财市场细分 ．然后选择 

目标市场和进行市场定位，继而设计适合于不同客户群 

的个性化理财产品。 

二、市场细分理论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市场细分技术 

(一)市场细分理论 

市场细分(market segmentation)是指根据消费者需求 

和客观特征的差异性 ，把某类产品的整体市场划分成若 

干消费者群体。使每个具有类似需求和特征的群体形成 

一 个子市场i21。市场细分的理论基础是消费者需求偏好 的 

差异性和企业资源的有限性。每个顾客对于一个产品的 

需求、欲望及购买行为是多元的，这为市场细分创造了必 

要的前提条件：同时企业资源的稀缺性迫使企业要将有 

限的资源定位于有利可图的目标市场 ，制定合理的竞争 

战略，以取得和增强竞争优势，这就是所谓的“以客户和 

需求为导向”的经营理念．这个定位的过程只能有市场细 

分来实现l31。 

现代的市场细分方法主要有单一标准法 (单一因素 

进行分析)、主导因素排列法(最主要的因素分析)、综合 

标准法(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因素进行分析)、系列因素法 

(因素是多项的，也是有一定顺序的，按照因素的主次顺 

序分析)。本文采用综合标准法对客户群重要特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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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市场细分目标。 

(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市场细分技术 

很多实现客户细分的技术在社会实践中有着广泛的 

应用 ，比如聚类分析技术 、人工神经网络技术、主成分分 

析技术、拟和分析技术 、因素分析技术等。考虑到涉及个 

人理财产品的影响因素很多，如客户的受教育程度 、收入 

状况及风险偏好等多种因素，本文利用综合因素法进行 

分析 ，实现技术采用 SPSS软件的聚类分析来构建客户 

结构，进行市场细分。 

1．聚类分析概述。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又称群 

分析、点群分析和簇群分析等 ，是依据研究对象的个体特 

征 ，按照一定的类定义准则对其进行分类的方法 ，聚类后 

同一类别的数据尽可能地聚集在一起 ，而不同的数据尽 

量分离。聚类分析方法主要有划分方法 、层次方法 、基于 

密度方法、基于网络方法和基于模型方法 ，在经济、管理、 

社会学、医学等领域市场细分过程中有着广泛的运用前 

景[41。对于商业银行个人理财领域 ，聚类分析可以把市场 

划分为不同特征的客户群 。群间差异显著 ，商业银行可根 

据不同的客户群设计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以满足多元 

化 的需求 。 

2．K—Means聚类基本原理。本文利用了聚类分析中 

的 K—Means聚类来进行划分的。K—Means聚类法 (K— 

means Clustering1，又称快速聚类法 ，其分析的基本思想 

是 ：首先按照一定方法选取一批凝 聚点(聚心 )，再让样本 

向最近的凝聚点凝聚，形成初始分类 ，然后再按最近距离 

原则修改不合理的分类 ，直到合理位置陶。 

三、数据分析处理 

(一)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的挖掘商业银行个人理财客户群的不同需 

求模式和理财需求偏好 ，本文以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有 

个人理财需求的居民为受测群体 ．采用随机的调查问卷 

方法，收集有关个人理财需求方面的数据和信息。本次 

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 190份．回收 

有效率为 95％。 

(二)数据相关分析和整合 

调查问卷涉及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月均收入、 

职业、所处的人生阶段 、理财必要性、理财价值观、理财目 

标、投资经验 、理财决策 、风险偏好 、选择的投资工具、理 

财最关注的因素和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首要期望 

等 13个指标。基于对市场细分的贡献度大小，本文选择 

年龄、受教育程度、月均收入、职业、所处的人生阶段、理 

财价值观、理财目标 、理财决策、风险偏好、选择的投资工 

具等 10个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年龄和所 

处的人生阶段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理财价值观、理财 目 

标、理财决策和投资工具选择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为了避免同类变量的重复“贡献”，所以剔除年龄 、理 

财 目标 、理财决策 、投资工具选择四个指标 ，并对剩余指 

标进行 K—Means聚类分析。 

(三)个人理财市场细分 

在 K—Means聚类分析过程中．不断调整 K值 ，通过 

不断检验 ，最终确定 K值为 4，分析结果如表 1、2所示。 

表 1 Final Cluster Centers 

Cluster 

1 2 3 4 

人生 阶段 1．00 1．96 33O 5．oo 

受教育程度 4．0o 2．67 3．69 3．0o 

理财价值观 1．5O 1．33 3．50 1．oo 

职业 1．00 2．67 3．00 5．0o 

月收入水平 1．25 2．33 4．5O 5．o0 

投资风险偏好 2．o0 3-33 2．50 1．0o 

表 2 Number of Cases in each Cluster 

Cluster l 76．O00 

2 57．000 

3 38．000 

4 19．0oo 

Valid 19O．O0o 

Missing O．Ooo 

由表 1和表 2可知，聚类分析将客户分为 4大类。 

1．潜力型客户。大多数是处于单身阶段的在校大学生 

或研究生，收入在 1000元以下 ，理财价值观多处于先享 

受型，他们倾向于把大部分的选择性支出投入到当前消 

费上，以提升当前的生活水平。在理财工具方面，多倾向 

于收益固定、风险较小的货币性理财工具或者债券型理 

财工作 ，属于保守类投资者。目前这类客户因其所处的阶 

段和环境使得他们的理财需求有限，但是他们丰富的知 

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对于理财有着独特的见解和很好的 

规划。随着工作收入的增加，其所投资的理财工具将会多 

元化，更容易接受新型的、收益风险比较高的理财工具。 

2．关注型客户。大多数处于单身或者家庭形成期(建 



立家庭生养子女)阶段，多数是月收入达到 3000～5000左 

右的公司职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受教育程度为本科或者 

大专。此类客户的理财价值观多属于先享受型①或者购 

房型②．理财风险态度属于偏好类型，能把选择性支出积 

极地投入到股票、外汇、黄金和衍生品等高风险高收益投 

资领域 ，取得高收益。同时，此类客户还买房贷寿险、短期 

储蓄险等保险来取得相应保障。 

3．战略型客户。处于家庭成熟期(子女长大就学到子 

女独立)的高层管理人员等高收人人群 ，收入多为 5000 

元以上，是这四类客户中收入最高的，受教育程度为研究 

生和本科。此类客户的理财价值观是以子女为中心 ，以 

定／活期存款、中长期投资基金、蓝筹股、债券、教育基金 

和黄金等作为投资工具，他们更注重多元化投资和投资 

工具收益的平衡，属于中庸稳健型的群体。他们投资理 

念比较开放．能够承受较大的风险，在综合评价各种投资 

组合收益的基础上能都理性选择适合 自己的理财产品。 

4．稳定型客户。多处于家庭衰老期(子女成家到家庭 

消失)阶段，收入很高，教育背景为本科为主，多工作于公 

务员、老师等稳定行业。此类客户的理财价值观为后享 

受型，把大多数选择性支出用于退休规划，多投资于债券 

(以国债为主)、稳定收益的基金、保险、储蓄、结构性理财 

产品等保守型理财产品．以求得稳定收益和资产的保值 

增值。这类客户投资理念比较保守，承受风险能力较弱， 

属于比较保守型的群体。 

四、结论 

根据“帕累托法则”。也称为“二八法则”：20％的高端 

客户给银行创造了8O％的利润，这些客户理财需求旺 

盛 ，是银行 中间业务利润的主要来源[61。同时 由于银行提 

供个人理财服务的门槛较高，所以本文市场细分结果中 

的战略客户称为优质客户(VIP客户 )，关注客户称为次 

优客户，潜力和稳定客户称为一般客户。银行应根据各 

类客户的不同理财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一 是要重点关注优质客户，利用跟踪式的理财服务 

和增值服务来锁定这一 目标群体 ，设计收益和风险最佳 

平衡的理财产品，使风险处于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及 

时了解银行理财服务是否与客户所期望的相符合，慎重 

考虑客户的反馈意见；根据需求的个性化 ，为他们提供合 

适的理财规划。维系好和这类客户的关系，实现客户和商 

业银行的双赢。 

二是对于次优客户，商业银行应及时用各种渠道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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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客户发送有效的理财信息，和他们分享理财经验；根 

据其理财目标和承受能力．提供合理的生活理财计划和 

高收益的投资计划：在某个程度上适当给与他们费用方 

面的优惠，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三是一般客户的理财需求因收入状况或者所处的周 

期等原因受到抑制，其中潜力型客户群是商业银行很重 

要的市场机遇，他们有可能成为商业银行未来的优质或 

者次优客户．所以目前对这类客户的一般业务提供优质 

服务，同时大力宣传理财产品和理财理念。不断提高和巩 

固银行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使商业银行取得更大的市 

场占有率。稳定型客户非常注重资产的保值增值，所以他 

们对商业银行的个人理财服务质量和产品收益要求非常 

高。商业银行应结合此类客户现在的理财情况 ，给他们提 

供固定收益、至少保本的理财产品和高质量的合理的退 

休规划等理财服务，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优质服务，给银 

行树立好的形象，从而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 

本文的分析样本范围有限，地域性比较强，所以市场 

细分的客户群体特征不能代表全国范围客户，商业银行 

应根据本区域的人口结构特征、自己的经营特点、业务现 

状和实力程度等各种因素来制定不同的营销战略和营销 

计划 ，设计具体有效的符合本行的个人理财产品以满足 

不 同客户群的理财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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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先享受型：此类型客户大部分选择性支出多用于现有阶 

段的消费以提高生活质量。 

②购房型：此类型客户义务性支出以房贷为主或者将选择 

性支出都储蓄起来准备 购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