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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统计分析在市场细分中的应用 
冯 军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大连 116025) 

【摘 要】企业的生命在于它的产品或服务能够为市场所接受。在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适应不同需要的消费 

者，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上站稳脚跟成为各大企业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本文就根据这些问题提供 了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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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市场细分概念是美国市场学家温德尔·史密斯于2O世纪 5O年代 

中期提出来的。所谓市场细分就是按照一定的基础和变数，把整个市 

场细化成不同的消费者群。每个细分的消费者群内部都具有较高程度 

的同质性，而与其他的消费者群则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几乎大部分商 

品对每一个消费者来说需求都存在着差异。但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 

等多方面条件相近的地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存在趋同性。分析这些 

差别．制定营销计划有针对性地满足细分部分的消费者，可使产业发 

挥局部优势，提高竞争能力，扩大市场销售。 

市场细分的方法有很多，例如 ：平衡细分法、交叉细分法、立体细 

分法和聚类分析法。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聚类分析法在市场细分中 

的应用 ： 

聚类分析又称群分析，它是研究f样品或指标)分类问题的一种多 

元统计方法。基本思想是：先将每个样品各自作为一类，把距离最近的 

两类合并，然后重新计算新类与其他类之间的距离 ，再把距离最近的 

两类合并，每一步减少一类，直到所有的样品都合并为一类为止。那么 

具体运用到市场细分中，通过对抽取的特征利用已有的数据聚类分析 

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0假设有 n个关键指标，就有 n个水平值，因此 

每位客户都可以看成是n维空间中的一个点，以坐标(a1，a2，⋯，an)表 

示。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代表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问关键指标水平的相 

似程度。计算每个消费者之问的相似情况，根据相似情况的大小将特 

征属性比较相近的消费者划分为一个群体．而将特征属性相差比较大 

的消费者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从而得到不同的目标消费群。这些目标 

消费群内具有共同特征属性，而不同群问特征差异较大 ．通过消费群 

的划分后再结合消费群的共性特征进行数据分析，得到相应消费群体 

共性特征的数字化统计描述．进而可确定细分市场，并制定相应的市 

场营销策略。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进行市场细分的变量确定时经常碰到观测变 

量很多且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的情形 ．给问题的分析和描 

述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果不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必将导致聚类过程 

的繁琐和复杂。因此 ，我们在市场细分中首先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 

分析的方法 。因子分析是主成分分析的推广和发展 ，它是将 具有错 综 

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 

之问的相互关系，同时根据不同因子还可以对变量进行分类，属于多 

元分析中处理降维的一种统计方法。因子分析的这个特性，可以为市 

场细分中产生综合变数提供可能。 

因子分析的一般模型是：设有 k个观测变量．分别为X，X2，⋯ 

x。，其中xi为具有零均值、单位方差的标准化变量 则因子模型的一 

般表达形式为 ： 

Xi=allfl+a．2t2+⋯ +aimfm+ui(．_l，2，⋯，k)； 

在该模型中： 

(1)f，f2⋯，f叫做公因子，它们是各个观测变量所共有的因子．解 

释了变量之间的相关 

(2)u．称为特殊因子，它是每个观测变量所特有的因子．相当于多 

元回归的残差项，表示该变量不能被公因子所解释的部分。 

(3)a．称为因子负载，它是第 i个变量在第 i个公因子上的负载， 

相当于多元回归分析中的标准回归系数“=1，2⋯k；-_1，，一 一一m) 

该模型假设 k个特殊因子之间是彼此独立的．特殊因子和公因子 

之间也是彼此独立 的。 

用矩阵表示时，因子分析模型可写为：x=AF+E，其中F：(fl，fz⋯，” 

是这k个观测指标的公共因子，且m<k：A为因子载荷矩阵 

首先，对观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并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变 

换，利用载荷矩阵进行变量聚类。设公共因子为 F1，F2，⋯，F则在F 

上载荷较大的变量可以聚为一类．在 F上载荷较大的变量可以聚为 
一 类 ．⋯在 F上载荷较大的变量可以聚为一类 。这样初始 的 k个变量 

将由m个公共因子取代，变量的结构得以简化，维数得以降低，需要 

处理的数据量将大大减少。 

然后．可以计算出各个样本在每个因子上的得分。事实上，因子得 

分就是各个样本在各个因子上的取值 ，这样就得到了一组新数据，即 

样本为原处理样本，变量为各个公共因子，样本在变量上的取值为因 

子得分 通常来说，每一个公共因子都反映了样本一方面的性质，这样 

用户或决策者就可以选择某一个公共因子作为聚类依据，利用因子得 

分对样本进行聚类 ，并以因子作为市场细分维度，得出若干细分市场。 

以此实现对新市场的市场细分，作为商家选择目标市场的依据。 

2 研究应 用 

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多元统计分析在市场细分中的应用，我们选择电视机行 

业顾客满意度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所谓顾客满意，是指顾客对一件产 

品满足其需要的绩效与期望进行比较所形成的感觉状态。顾客满意既 

是顾客本人再购买的基础，也是影响其他顾客购买的要素。对企业来 

说，前者关系到能否保持老顾客，后者关系到能否吸引新顾客。因此。 

使顾客满意，是企业赢得顾客．占领和扩大市场，提高效益的关键。 

研 究数据来 自 2009年 11月完成的电视机满意度调查 。调查选取 

创维、三星、海信、TCL、夏普 、索尼、长虹、海尔、东芝 、飞利浦、松下、日 

立十二个品牌。在长春市城区中，随机抽取朝阳、南关、净月和宽城区 

四个城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以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调查中各 

指标的测量采用5级量表(1代表非常不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经过 

初步筛选和预调查测评．本文最终群定了 12个测量指标。 

每个城区的调查问卷投放量按照选定城区的人口数量进行比例 

配置。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合格的访谈对象为近3年购 

买电视机的家庭中侣岁以上的人群。共投放问卷 500份，回收问卷 

473份．其中有效问卷458份，有效率达 91．6％ 。 

针对可 能影响电视机满 意度的各项指标 ．我们 采用 spss软件 进 

行探索性的因子分析。首先用 KMO测度值检验选取的指标数据是否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该测度从比较观测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和偏 

相关系数的相对大小出发，其值的变化范围从 0到 l。当所有变量之 

间的偏相关系数的 ztz方和远远小于简单相关系数的平方和时KMO 

值接近 1。KMO值较小时，表明观测变量不适合做用脑子分析通常按 

以下标准解释该指标值的大小：若 KMO>0．9，非常适合：0．8<KMO< 

0．9，适合：0．7<KMO<0．8，一般；0．6<KMO<O．7，不太适合；KMO<0．5，不 

适合。本例 KMO值为 0．887，数据具备因子分析的条件。由于利用原 

始数据计算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有的很大，即有些因素之间存在着高 

度正相关现象，因此 ，我们采取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各因子载荷 

矩阵进行旋转，从而使其结构简单化和降低维度。经过旋转之后提取 

3个公因子分别代表消费者对电视机的品牌形象、产品功能和外观造 

型三方面的评价。从方差最大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每个 

因子只有少数几个指标的因子载荷较大。因此我们把它们分别命名为 

品牌因子、功能因子和外观因子 

应用因子分析中得到的三个公因子作为变量对样本进行聚类分 

析。由于分类对象是样本，在大样本的情况下，采用快速聚类分析方 

法，即IL均值聚类法。这种聚类方法的思想是把每个样品聚集到其 

最近行心f均值)类中去。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随机点将样本数据划分为K个类，根据(下转第 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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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软服务基本认同，但确有一些值得改进之处可提升南京地铁总体 

水平，地铁站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软服务意识。 
拥有 60％以上的乘客认为地铁周边交通，报刊借阅，应付突发状 

况的工具租借服务是必要的，大于 60％的乘客比例认为艺术表演或播 

放音乐，地铁站在特定时间段发放小礼品服务时多余的，地铁周边交 

通、报刊借阅、应付突发状况的工具的租借作为软服务中的组成部分 

较受到乘客重视，而艺术表演或播放音乐、地铁站在特定时间段发放 

小礼品在乘客中重视程度不高，说明乘客更重视实用性的软服务 而 

对娱乐、休闲方面的软服务要求不是很高。所以地铁站应该根据乘客 

的要求调整软服务方向．使得地铁服务更加适合，更加人性化。 

在问到南京地铁哪些方面的软服务还有待提高时，绝大部分乘客 

认为南京地铁的报刊借阅有待发展 ，占到问卷比例的56．4％，虽然南 

京地铁已经在应付突发状况的工具的租借上花了很大心思，可是还是 

有 32．0％的乘客认为其服务有待提高，那说明地铁公司还需要关注乘 

客更细微的要求，于此同时，地铁站地下商铺的服务也不被乘客们看 

好 ，依然有 22％的乘客认为其有待提高 ，地铁公司也可以酌情予以管 

理和引导 ．对地铁站及其沿线的广告有意见的乘客只有 11％，说明南 

京地铁墙壁文化建设还是卓有成效的，只有 7．3％的乘客抱怨地铁工 

作人员 的服务质量 ．说 明绝 大部分的乘 客还 是很满意 的，可是地铁工 

作人员还是要努力，要用心的和乘客交流，那样才会让人感觉到温暖。 

所以地铁站应该着重在这些方面进行提高和改善，做好该方面的工作 

对提升顾客满意度帮助较大。 

调研中．乘客们各抒己见，对南京地铁还能提供哪些方面的软服 

务给予了建议 ．如下图所示．被调查者希望能提供流动图书馆的愿望 

最为迫切，为 42．8％。其他如各种体验性的小游戏、地铁内部装饰、站 

内及沿线的娱乐性海报、艺术表演等所占比例接近，都为 10％左右。大 

部分乘客想借乘地铁时问为头脑充电，因此，建立流动图书馆作为软 

服务的主要提升措施满足了大多数乘客的要求．应作为南京地铁的主 

要提升对象。 

从这次的调查中可以分析出，有 83．7％的被访者希望各地铁站打 

造 出自己的特色 ，表现出对南京地铁 的美好愿 景及美好前景的展望 。 

所以针对各地铁站的特点提高地铁软服务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 

给乘客营造一种温馨的氛围，增加乘客满意度，提高地铁乘坐率。 

3 调研 建议 

经调查分析．发现学生群体在乘客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地铁 

软服务应该多关注学生的需求。而对于坐车频率而言上班一族的频率 

最高．和地铁的接触时间也比较大。对于地铁软服务，绝大部分乘客都 
一 片茫然 ，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识还有待加强。另外地铁运营商在这方 

面的宣传力度也有待提高。而对于地铁站的软服务，大多数乘客都表 

示不太满意．他们觉得地铁站应该建立流动书籍制度，并且增加突发 

事件用的物品，而不定期发放小礼品则因为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可以省 

掉。 

地铁提供的软服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服务 ，如各种租借 

服务、礼品赠送活动等：另一种是精神服务，如国外地铁站较为多见的 

艺术表演、站点的娱乐性设施等，真正有效的地铁软服务一定从乘客 

出发的。从调查数据可以分析的出，在物质服务方面，乘客最注重的是 

那些可以提供出行便利的服务，如在周边设置公交站点 、下雨天提供 

雨伞租借等，而在精神服务方面，由于日常生活工作节奏较快，乘客常 

常处于较为疲劳的状态之中．故而偏向于选择那些能调节心情放松精 

神的服务，如笑话卡、报刊借阅等。地铁站作为一个公众聚集的场所， 

并非一定提供与地铁相关的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也完全可以 

开辟外语角、提供艺术表演等，以服务大众。 

此外，地铁公司应建立与乘客交互的信息化途径，在每个车站设 

置乘客服务信息查询终端，实现为乘提供运营信息查询、地铁常识查 

询、出行查询、自助投诉、问卷调查和发布地铁公告等功能，虽然目前 

南京地铁站也有类似的终端．可是功能只限于地铁路线查询。 

4 结论 

本文针对南京地铁运营过程中人性化，人文化等软服务方面的建 

设及暴露的问题 ，综合社会广泛调研．对南京地铁的软服务现状进行 

了分析，为南京地铁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见。让来往的人 

们，乃至世界各国旅客都能感受到南京地铁它如奶茶般软滑细腻 ，如 

香茗一般耐人品味。地铁开来，迎着初春的阳光，载着梦想 带着和谐， 

飞驰而来，南京地铁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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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7页)分析者自己指定的聚类中心初步确定每个类别的原 

始 中心点。 

(2)逐一计算每个记录到各个类别中心点的距离(通常用欧式距 

离)，并计算新形成的类别的中心点(用平均数表示，这也就是K—Means 

中 Means的含义)。 

(3)按照新的中心位置，重新计算每一记录距离新的类别中心点 

的距离，并重新进行归类。 

(4)重复(2)、(3)步骤，直到各类无元素进出。 

同时，样本数据也被聚成了三类．每个样本点都被归入了相应的 

类中，由于样本数据较多，各样本归属及中心距离表不便在此列出。 

3 研 究结论与不足 

以顾客产品知识为标准进行市场细分，对于企业重新划分市场、 

重新选择市场以及重新市场定位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一方面有利于 

企业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更有效率地对目标市场 

制定针对性更强的营销策略。本次研究的不足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研究对象过于单 一 ，只以电视机产 品作 为本 次研究 的对象 ：另 
一 方面是本次研究的样本量较小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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