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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PP、明胶的比较，单一使用的情况下都能达到较好的澄

清效果，但由于PVPP价格较昂贵[10]，硅藻土脱色较严重，

明胶容易添加过量，所以考虑使用硅藻土、明胶复合澄清

剂，可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由表6可以看出，当硅藻土的

添加量为1.2%，明胶添加量为0.2%时，透光率最高，也就

是酒液澄清度最佳。

3 质量指标

3.1 感官指标

色泽：淡红色，光亮；澄清度：清澈透明，无沉淀及悬浮

物；香气：特殊的红心果香气和纯正的醇香，无异味；滋味：

口感愉悦，后味绵长。
3.2 理化指标

总糖（以葡萄糖计）45g/L；固形物27.5g/L；酒精度7.8%vol；
总酸（以柠檬酸计）4.5g/L；挥发酸（以醋酸计）0.23g/L；pH
值为3.8。
3.3 微生物指标

细菌总数≤35.00个/mL；大肠菌群：未检出。
4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装液量70%，SO2添加量70mg/kg，酵母

用量为0.7%，发酵温度为24℃时，乙醇的浓度可以达到

7.8%vol，是红心果发酵红心果酒的最佳生产工艺条件。在

上述4种影响因素中发酵温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红心果

汁的装液量，二氧化硫添加量的影响最小。红心果汁的处

理中添加70ppm的果胶酶可以得到最大的出汁率。红心果

酒的澄清中添加硅藻土1.2%，明胶0.2%时，透光率最高，

也即澄清度最佳。
野生红心果果酒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发酵食品，也

对攀枝花野生植物资源的充分利用，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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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0 1 2 3 4 5 6
硅藻土-明胶

加入量/% 0.0~0.0 0.4~0. 1 0.8~0.1 1.2~0.1 0.4~0.2 0.8~0.2 1.2~0.2

透光率T/% 83.55 87.22 88.32 95.68 89.92 94.74 96.99

表6 硅藻土-明胶复合溶液对红心果果酒澄清度的影响

Table 6. Effects of diatomite-gelatin solution on clarity of Psidium
guajava wine

价值定价法是指尽量让产品的价格反映产品的实际

价值，以合理的定价提供合适的质量和良好的服务组合[1]。
这种方法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被麦卡锡称为是市场导向

的战略计划中最好的定价方法。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酒类消费观念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已经摒弃了爱高度、嗜烈性、求刺激的陋习，开

始树立取低度、摄营养以调适、护养身心的新价值取向，

已由嗜好性饮酒向交际性饮酒和品尝性饮酒过渡。葡萄

葡萄酒价值认知及定价敏感区研究
杨和财，徐 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葡萄酒学院，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葡萄酒属于情感类商品，其价格与人们的价值认知密切相关。文中采用认知价值定价法。通过调查消费者了解目前葡萄酒被

认知的差异性，结合“适中价格”做相关性分析和价格敏感区间测试法（PSM）测出葡萄酒的最优价格和可接受价格。根据调查分析，

PSM测试结果为：一瓶750mL葡萄酒的最优价格为49元，可接受价格区间为39~64元。通过相关性分析得知，交际性、时尚性的评价与

“适中价格”有较强、可信的相关性，交际性价值认知度大于时尚性。葡萄酒的交际性、时尚性、年份和口感是消费者认知比较重视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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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属于情感类商品和非必需品，但评价葡萄酒功能远远超

出了葡萄酒本身的理化功能和感官效应，带给消费者更多

的情趣、艺术、文化与品位等价值效应。因此，如何采用葡

萄酒合适的价值与价格策略，使价格尽量接近消费者的心

理要求及能够接受的尺度。否则，定价背离消费者心理上

的价值标准，就不利于市场消费需求率的提高。这样既考

虑生产者自身利益，又考虑消费者利益，形成一种“双赢”
的格局。
1 葡萄酒价值认知与定价的敏感性

1.1 葡萄酒价格敏感性基于其质量权衡

消费者常常认为商品价格应该与商品的质量成正比[2]。
当高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高质量时，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

会较低；反之，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就相对较高。
葡萄酒是一类需求价格弹性很大的商品。需求价格

弹性是指价格变动而引起需求相应变动率，反映了需求变

动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由于葡萄酒的需求价格弹性较

大，所以当葡萄酒的价格变动时，会较大地影响了一般消

费者对其的需求。因此，企业的不合理定价会影响消费者

对葡萄酒的购买欲望。消费者在购买葡萄酒之前无法确定

其客观质量如何，但购买者认为葡萄酒具有预防心血管

病、防癌抗癌、美容、利尿、助消化等保健功能，是一种含营

养丰富的饮品[3]。将葡萄酒质量和健康功能效应传递给购

买者选择价格，即以价格作为反映其质量的标准，将价格

作为质量的判断标准，葡萄酒价格敏感性越低。
1.2 葡萄酒价格定位的心理权衡

传统的成本加利润的定价方式已远不能适应现代的

商品市场。当新天葡萄酒以一支普通干红的生产成本约

在10元之间估算，并实施28元2瓶价格“普及风暴”活动誓

要将葡萄酒文化普及到寻常百姓家，但市场如秦池般重创。
也就是说，购买者在购买商品时用自己的心理价值去衡量

消费剩余，去判别这次消费“值”与“不值”。葡萄酒消费既

是一种物质的功能需要，也是一种精神的审美需要。尤其

葡萄酒色、香、味的品尝过程结合了视觉、味觉与嗅觉的感

官，给人带来的愉悦感受。这种判别只是一种主观感觉，感

觉上“值”的价格消费者就能接受，感觉上“不值”的价格消

费者就不能接受。人们的认知水平不同，心理素质不同，在

认识“值”上会有很大的差别，需要智慧地选择和引导价格

定位[4]。葡萄酒作为人们的非生活必需品，消费者购买葡

萄酒产品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精神层面的期望利益。同样，

葡萄酒也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即当葡萄酒价格降

低时，它的销售额会增加的更多；同时，当人们的收入增

加，而价格没有太大的变化时，消费量也会大幅增加。通过

价格弹性让葡萄酒的市场定价确能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价

格，唤起消费者内心深处的消费欲望，制定更为合理的葡

萄酒价格系统，那将更利于葡萄酒长远的发展。

1.3 葡萄酒价格定位的价值权衡

个体对商品的理解和价值感知水平有时是唯物主义

主导的，有时却唯心主义主导的。前者突出了商品本身的

物理价值和实用价值，后者则突出了商品的象征性意[5]。
葡萄酒是一个具有有形（如颜色）和无形的（如味道）两维

产品特性（SAKARYA AO，2006；EDWARDS F，1991）[6-7]。
ROMANAZZI S等[8]则不仅认同葡萄酒是一个具有有形的

和无形的典型性强的产品，而且更认为葡萄酒是一种高

度无形的产品。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等指出，“寻求意义，并

在任何具体的形式中赋予某种价值意义，这是人类内心最

深层的呼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更

新，人们消费时经济属性已日渐淡薄，而社会心理属性日

趋明显，消费者购买商品越来越多是出于对商品价值性的

考虑。葡萄酒代表了尊贵、情趣、品质、文化、艺术，象征着

身份、地位、品位与时尚，这与中国人追求时尚与形象、展
现个性与发展自我的新一代消费者的愿望与需求相契合。
同时，人们已经开始树立取低度、摄营养以调适，护养身心

的新价值取向。即消费者不仅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

些商品所象征的某种社会文化意义，包括消费时的心

情、美感、氛围、气派和情调。由于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与心

理，葡萄酒价格必然基于葡萄酒价值权衡以认知定价为

主导，迎合个体的自我价值观，这必将推动葡萄酒市场的

发展。葡萄酒消费行为是一种对产品的高价值感知行为，

而购买决策过程，实际就是消费者对价值产品的理解过

程、价值感知过程和对象征型消费的心理试体验过程[9]。
2 调查分析

2.1 调查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的是面对面式的问卷调查。调查

地点主要集中在葡萄酒消费人群集中的地方，选在商超、
葡萄酒专卖店和繁华街道。调查分为3个部分，将问卷设

计成3个部分。第1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喝葡

萄酒的经历、频率、出身年份、月收入、学历等方面。第2部

分是葡萄酒价值认知部分，是调查的核心之一，其中包括

消费者对葡萄酒交际性、健康性和时尚性功能的认识，以

及对葡萄酒的品牌、包装、年份（陈酿时间）、产地、酒度高

低、颜色、口感、甜度、酿造品种和工艺的评价。第3部分是

价格测试部分，寻找适中价格。
通过消费者对葡萄酒认知与价格的敏感度来获得最

优定价策略。通过价格敏感区间测试法（PSM）给出的适

中葡萄酒价格。在有较强可信的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

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影响因素和适中价格之间的线性关

系式，从而直观的反映各因素对消费者消费葡萄酒的影

响程度。
2.2 问卷统计与处理

一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73份，回收率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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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因素 Pearson correlation系数（r值） p值

交际性 0.425 0.000

健康性 0.104 0.087

时尚性 0.349 0.000

品牌 0.180 0.003

包装 0.051 0.399

年份 0.202 0.001

产地 0.081 0.185

酒精度 0.120 0.047

颜色 0.049 0.421

口感 0.272 0.000

品种 0.066 0.276

甜度 0.036 0.556

工艺 0.019 0.755

附表 适中价格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Attached table. Relevant analysis of moderate pri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由于中青年、高收入者和高学历者是葡萄酒消费的主力军，

因此对这3组人群进行对价值认知分析是较有现实意义的。
我国将年龄在14~59岁之间定义为中青年人群，有235个样

本，约占样本的86%。为了简化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把中

青年和总样本对葡萄酒各因素的评价近似的看做相同，

计为总样本。结合问卷，将高收入人群定义成月收入高于

3000元的人群，样本数是56。高学历的人群定义为大学以

上学历，样本数为109。将回收的问卷进行编号1~273，并将

每一份的调查结果转化成原始数据输入Excel中，每份问

卷一行，共273行，利用Excel中的计数函数Countif进行计

数[17]，得到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和各因素评价等级的汇

总，以待数据处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价格敏感区间测试

价格敏感区间测试法（PSM）[10]则需要样本评价的累

积计数，即计量评价小于或者大于某个价格点（每个价格

点相隔5元，从5~130元）的样本数的总和M，再用样本总和

M比样本总数273，得到该价格点的百分率。价格测试的

“适中价格”与影响葡萄酒消费的感性因素评价用SPSS for
Windows 14做相关性分析，在Pearson correlation值≥0.3，

p≤0.05时，说明相关性较强，并且可信，可作“适中价格”
与其的线性回归分析[20]。

设定调查问题：您认为一瓶优质的750mL干红葡萄酒

的价格为多少时，就分别感觉“太便宜”（怀疑有质量问题）、
“比较便宜”、“比较贵”、“太贵了（不会轻易买）”4个提问，从

而可以测出一瓶750mL葡萄酒的大众心目中的最优价格和

可接受价格区域，即实现了认知价值定价法的价格测试。
将所得的数据进行分组归类，将数据制成以价格敏感

区间测试法（PSM）的折线附图，其中以分组点为横坐标，

以百分比为纵坐标。
通过“太便宜了”、“比较便宜”（附图中标上“便宜”的

曲线）、“比较贵”（附图中标上“贵”的曲线）、和“太贵了”4
条曲线的相交情况，能得到该样本所测试的最优价格和可

接受价格区间。

由附图观察可知，该样本认知的葡萄酒价值观念中，

一瓶750mL葡萄酒，价格为49元时是最能接受价格。而

在39~64元之间为可接受价格区域。
3.2 适中价格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

将各样本的“适中价格”和与其相对应样本的影响因

素的评价等级用SPSS for Windows 14进行相关性分析，得

到的相关性和可信度见附表。
其中，Pearson correlation是相关系数，它指出了2个

变量之间相关的亲密程度和方向，用r表示，它的绝对值为

0-1之间。这个数值的绝对值越大越说明2个变量的关系越

亲密。当| r |≥0.7 称为高度相关；当| r |≤0.3 称为低度相关；

当0.3<| r |<0.7 称为中度相关[22]。
p 值为相关显著性系数，它的意义是指相关系数是否

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可信度。如p=0.001，说明在（1-0.001）
*100=99%的几率上，Pearson correlation值成立。一般而

言，p≤0.05的情况下，Pearson correlation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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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2，当影响因素和“适中价格”的|r|≥0.3，并且可

信度p值≤0.05时，则表示该相关性较强，并且可信。因此

葡萄酒的交际性和时尚性是与“适中价格”的相关性较强，

而且可信的因素，可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11]。线性回归分

析是利用SPSS for Windows 14 软件进行的。得到“适中价

格”与交际性和时尚性评价的线性回归方程：

P=23+2.5×A+2.1×B（P=0.000）
式中：P 为消费者认知的一瓶 750mL 葡萄酒适中的价格，

元；A 为交际性的评价等级；B 为时尚性的评价等级。

当交际性的评价提高一个等级时，价格增加2.5元。同

理，当时尚性的评价提高一个等级时，价格提高2.1元。
该线性方程说明：人群对葡萄酒的交际性和时尚性的

认知与其对价格的认知呈正相关性。即当人们认为葡萄酒

有很高的交际性和很大的时尚性时，他们也会认为葡萄酒

有较高的使用价值，也就会提高对葡萄酒的认知价格。此

外，可以得知，人们对葡萄酒交际性功能的认知价值度大

于对葡萄酒的时尚性的认知。
4 结论

4.1 价格测试评价

对于一瓶750mL的葡萄酒而言，价格敏感区间测试法

（PSM）是适合用于葡萄酒价格测试上的。测试结果为：最

优价格为49元，可接受价格区间为39~64元，这比较适合大

众的葡萄酒消费趋向。在未来葡萄酒的普及时，葡萄酒定

价的发展方向，也为葡萄酒行业成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4.2 线性回归评价

在对样本中葡萄酒影响因素和“适中价格”之间的线

性回归分析之前，做了相关性分析。这样做是必要，而且合

理的。消费者在评价影响因素时有多方面的偶然因素的

存在，同时，部分消费者对某些因素的评价和对葡萄酒本

身价值的评价没有相关性，所以，必须找出与葡萄酒使用

价值直接相关联的因素。在相关性显著和可信度较高的

情况下，才做线性回归分析，而线性方程说明的也只是平

均评价水平。
4.3 影响因素的评价

由于中青年人群、高收入人群和高学历人群是消费

葡萄酒的主要人群，因此对该3组人群的感性认识进行分

析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中青年人群占总样本的86%，

即近似用总人群的评价代替中青年人群的评价进行对比

分析。通过样本中对各个影响因素的评价可知，大部分人

群都普遍重视葡萄酒的交际性、时尚性、口感和年份。并

且对葡萄酒社交功能的重视程度大于对葡萄酒自身品质

的享受。
高收入人群对葡萄酒的各方面价值的重视程度均大

于总人群，这也证明了该人群对葡萄酒文化的理解更为深

入。该人群除了重视总人群重视的葡萄酒的4个方面的因

素（交际性、时尚性、年份和口感）外，还比较重视葡萄酒的

健康性功能和葡萄酒的品牌、包装、原产地等。
高学历人群对各因素的评价相对比较分散，认识缺乏

统一性。因此出现各因素评价的平均值趋于中等。即具有

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力较高或较低的因素少。该人群评

价的因素中，比较重视葡萄酒的年份、时尚性功能、健康

性功能和口感。该人群相对不注重葡萄酒的时尚性而比

较重视葡萄酒的健康性功能，这是其与总人群的重要区

别之一。
由各因素的总体评价可以看出，我国的葡萄酒消费者

更看重葡萄酒的社交功能[12]，而相对忽视葡萄酒自身品

质，更不注重影响葡萄酒品质的酿造工艺和葡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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