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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博兼具传播和社交两种属性，企业既可以通过微博平台发布内容来传播企业和品牌

信息，也可以通过与粉丝互动来为之服务。为此，企业可以建立以官方微博为核心的一系列的

微博账号构建企业微博矩阵，这些不同的微博账号以企业官方微博为核心，通过相互关注和配

合构成企业微博矩阵。为了保证企业微博矩阵更好地运营，本文构建了企业微博矩阵虚拟化运

营机制，该机制包括粉丝和竞争者微博使用行为研究、微博内容生产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微

博内容审查机制，微博矩阵内不同微博账号通过发布不同的内容以及与粉丝互动，从而更好地

为关系营销中的关系各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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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 CNNIC) 发布的《第 3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6 月，我国微博用户已高达 2. 75 亿，网民中微博使用率达到 43. 6%［1］。微博公司 2014 年第

二季度财报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月活跃用户 ( MAU) 为 1. 57 亿，同比增长 30% ;

2014 年 6 月的日活跃用户 ( DAU) 为 6 970 万，同比增长 32%。如此之大的用户数量、活跃用户数

量及增长速度，加上微博传播本身所具有的成本低、反应快、沟通直接等特点，使得微博营销日益受

到企业的青睐。新浪公司的统计显示，到 2013 年底，新浪微博共有企业类微博账号 40 多万个，覆盖

4. 84 亿微博用户［2］。上述数据表明，经过四年多的发展，一方面，凭借超高人气，微博已经成为一

个重要的社交和传播平台; 另一方面，微博日益受到企业的重视，成为企业传播品牌形象和维护公共

关系的重要工具。
虽然 Web2. 0 时代社交媒体最大的特点是 “用户创造内容” ( UGC，User Generate Content) ，但就

企业微博营销的角度而言，微博内容显然不能随意发布，企业应如何构建自己的微博矩阵? 微博矩阵

中不同的微博账号应分别发布什么内容并通过与粉丝互动创造出新的内容来为粉丝服务? 企业微博矩

阵应如何运营? 本文拟从关系营销和内容营销的角度，通过构建企业的微博矩阵、制定群内不同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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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的内容营销策略以及该微博矩阵的虚拟化运行机制，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微博平台，通过微博内

容的发布以及不同账号与其粉丝之间的互动，从而为他们提供服务和传播品牌。
一、研究综述

企业营销渠道有销售渠道、服务渠道和传播渠道三种类型［3］。而微博恰恰同时具备这三种特性:

企业可以通过微博平台传播自己的品牌; 通过微博文本链接到电商平台直接实现销售; 通过微博提供

粉丝感兴趣的内容并与粉丝的直接互动为其提供服务。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可以 “连接

一切”， “人与服务通过互联网产生连接”，使得企业直接面对顾客的机会大大增加，成本大大

降低［4］。
内容营销 ( Content Marketing) 在市场营销领域尚属新概念，给予其关注的主要是业界，学界尚

缺少深入的研究与关注。内容营销的概念首次是由 Pulizzi 和 Barrett［5］提出，他们认为内容营销是指企

业通过聆听消费者需求，采纳顾客的有用建议来与消费者建立拥有共同利益的互相依存关系和信任。
作为回报，消费者会向企业提出意见或建议。从该定义可知，最初的内容营销概念跟现在的内容营销

概念完全不同。此后，Hardey［6］、Pulizzi［7］、Lorenz［8］与 Lieb［9］等又先后提出各自对内容营销的定义。
我国学者周懿瑾和陈嘉卉［10］在对上述定义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 内容营销是

指以多种形式的媒体内容，通过多种渠道传递有价值、有娱乐性的产品或品牌信息，以引发顾客参

与，并在互动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品牌的一种营销战略。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内容营销的关键是选

择合适的内容，通过内容的发布来传递品牌形象并为受众服务。
关系营销 ( Ｒelationship Marketing) 的概念最初则是由 Berry［11］从科特勒提出的大市场营销概念

( Mega－Marketing) 衍生而来的，目前普遍接受的一个定义是 Morgan 和 Hunt［12］给出的: 关系营销指

所有旨在建立、发展和维持关系交换 ( Ｒelational Exchange) 的营销活动。强调企业除了要建立并维

护好与顾客的关系外，还要建立并发展与供应商、内部员工、潜在求职者、竞争者、分销商、政府机

构以及社会公众的良好关系。关系营销概念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营销的边界，同时也给企业如何具体

实施关系营销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微博营销是企业利用微博平台进行企业文化宣传、客户服务提供、市场信息收集、产品促销推广

及潜在客户互动，最终达到获得销售收入、提升品牌影响、进行危机公关和监测网络舆情等作用的过

程［13］。由于微博营销具有信息成本低、传播精准度高、实时性强和忠诚度高等特点，因此，日益受

到企业的青睐［14］。对于微博营销，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是企业官方微博如何吸引更多的粉丝

以及如何与粉丝保持互动，如 Murdough［15］总结了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社会媒体营销效果评价框架，包

括定性指标 ( 用户评论的观点) 和定量指标 ( 粉丝量、转发量、评论量和促销活动的参与量等

指标) 。
从上述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和企业运作实务中存在以下不足: 其一，现有研究一般是

从微博营销的角度，把企业微博的粉丝默认为企业的顾客。但实际上企业微博的粉丝不一定都是顾

客，而可能是关系营销中关系各方的任何一种身份，包括顾客、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政府机

构、媒体和一般公众等。因此，简单地把企业微博的所有粉丝当成顾客有失偏颇，这样既会导致企业

微博过于商业化而降低其价值，也难以满足粉丝中其他关系方的需要。其二，微博账号与其粉丝之间

的联系是弱联系，这种弱联系的性质决定了微博平台更侧重于为粉丝传播企业的信息，而难以带来信

任从而促成粉丝的直接购买，张晞［14］就曾指出微博营销具有重服务轻促销、重情感轻灌输的特点。
事实上，在微博平台上真正能促成购买行为的微博营销账号主要是电商类企业的微博账号，它们在微

博平台发布企业的促销信息，然后以短链接的方式把粉丝导流到电商网站［2］。其三，目前，部分企

业的微博营销仅仅通过企业的官方微博账号来开展。也有人认为企业的微博营销通过企业的官方微博

账号就够了，过多的微博账号反而会导致不同微博账号之间的推诿和受众面对众多微博账号时的茫

然［16］。但笔者认为，企业微博并不仅仅是企业官方微博账号，除了官方微博外，还有企业领袖 ( 如

董事长、CEO 等) 个人微博、企业部门微博和部门负责人微博等。无论是个人微博、部门微博还是

企业官方微博，只要经过认证，微博内容的发布都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企业行为。应该把这些经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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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微博账号组建成企业的微博矩阵，通过不同微博账号发布不同的内容，承担不同的职能，共同满

足关系各方的需要。对于多微博账号组成的微博矩阵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应通过规范微博矩阵的运营

机制来解决，而不是放弃这种运营方式。事实上，在企业运作实务中，刘朝阳和沈阳［17］就曾经构建

某报社的部门微博矩阵，目的是利用该报社的官方主微博的人气，通过不同部门子微博与主微博的互

动来推广各个部门的产品。小米公司等很多公司也是由官方微博、企业领袖微博、部门微博、部门负

责人微博和员工微博等组成的微博矩阵与其粉丝沟通并为其服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从关系营销的角度，构建企业微博矩阵的虚拟化运营机制。不同性质的微

博账号构成企业微博矩阵，不同账号发布不同的微博内容，每个账号与关系营销中关系各方的交流与

互动以及微博矩阵内不同账号之间的分工和配合，最大化地传递品牌价值，让微博成为连接内容营销

和关系营销的服务平台，如图 1 所示

图 1 本文逻辑结构图

二、企业微博矩阵的构建

如前所述，微博平台中的粉丝跟现实社会中的个人一样，并不都是企业的现实顾客或潜在顾客，

而可能是关系营销各方中的任何一种身份。为了更好地与各种身份的粉丝沟通，仅仅靠一个官方微博

或企业领袖的个人认证微博是不够的。为此，进行微博营销的企业应该组建一个由不同账号构成的微

博矩阵，微博矩阵中的不同账号相互关注，根据微博账号定位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发布既相互联系又不

同侧重的微博内容，一方面，最大程度地提高微博平台上粉丝的覆盖率; 另一方面，更加有针对性地

发布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关系营销中的关系各方服务。
具体而言，应包括如下五类微博账号:

( 1) 企业官方微博。企业官方微博在微博平台上代表着企业整体形象，也是目前企业进行微博

推广的主要账号和手段，在企业微博矩阵中处于核心地位。目前来看，开展微博营销的企业都开设了

企业官方微博。
( 2) 企业领袖个人微博。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在内的企业高管人员，是企业人格

化的代表。凭借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微博平台上扮演着意见领袖和企业代表的双重角色，其个人认

证微博往往拥有大批的粉丝，自然成为企业微博矩阵的重要成员。
( 3) 企业部门及部门经理微博。根据公司的组织结构不同，包括人力资源部门、销售部门、公

关与广告部门、客户服务部门、证券与投资部门微博等。每个部门都有着自己的关系方: 如现有员工

和潜在员工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关系方; 顾客是销售部门和客户服务部门的关系方; 媒体、顾客和公众

是公关与广告部门的关系方; 股民、银行和基金公司是证券与投资部门的关系方等。每个部门的部门

经理作为该部门的负责人和人格化代表，其个人认证微博是企业微博矩阵的组成部分。
( 4) 各级区域销售服务部门及部门经理微博。各级区域销售部门代表着本企业在该区域的形象，

同时每个区域也会推出各种推广和促销活动，企业区域销售主管部门将通过本区域的官方微博进行推

广。该区域销售和服务负责人的个人认证微博也是企业微博矩阵的组成部分。
( 5) 普通员工个人微博。企业任意一个员工的微博，特别是经过认证的员工微博，在粉丝眼里，

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企业形象和行为。由于员工的数量更多，私人性更强，可信性也更强，因此，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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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微博矩阵的重要成员。
总而言之，只要经过微博平台认证跟企业有关的微博账号，其发帖、评论、转发、回复、点赞和

提及其他账号 ( 即@ ) 等使用行为都在从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代表着企业行为，因此，都是企业

微博矩阵的成员。这些跟企业有关、企业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掌控其发布内容的微博账号就形成了企业

微博矩阵，如图 2 所示。

图 2 企业微博矩阵结构图

三、微博矩阵的内容生产机制

1. 微博内容的判断标准

自媒体最大的特点是 “用户创造内容”，但在微博营销中，并不意味着用户可以随意地创造内

容，相反，微博矩阵中的每个微博账号的发布内容应慎重选择。微博内容首先应符合微博用户的特

点。新浪微博数据中心的统计表明，目前，90 后 占 微 博 用 户 总 量 的 53%，80 后 占 用 户 总 量 的

37%［3］。二者相加就占了微博用户的 90%。显然，微博用户的主体是年轻人。因此，微博内容的风

格要符合年轻人的特点，即微博内容的风格既不能过于严肃。同时，微博内容也要与企业文化和品牌

特性相符合，不能一味迎合粉丝的需要，伤害品牌形象。除此之外，微博内容还要符合以下要求:

( 1) 价值性。即发布的微博内容对企业要有价值: 要么传播企业和品牌形象，要么提升销量，

要么直接为粉丝服务。因此，微博账号不能仅仅关注微博内容对粉丝的吸引力，总是发布一些心灵鸡

汤、搞笑段子和励志故事等与企业品牌形象、产品销售和客户服务不相关的内容，忽视了微博内容对

企业的价值。
( 2) 实用性。微博博主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弱关系，如果博主仅仅发布一些单纯的商业信

息，仅仅关注微博内容对企业的价值，而忽视受众对商业信息的天然抵制心理，最终会使自己的微博

走向穷途末路。为了激发受众对微博账号的兴趣，发布的内容对受众来讲要实用: 可以是降价、打

折、促销活动，可以是产品使用知识，可以是企业管理经验，也可以是社会热点事件，等等，但无论

是什么内容，都要给受众传递价值。
( 3) 趣味性。微博内容要有创意和趣味，让粉丝能从微博内容中感受到快乐，从而增加被转发

和评论的机会。微博文本风格要符合粉丝的风格。如前所述，80 后和 90 后占了微博用户的 90%，以

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是青年亚文化成长的基地和展示平台［18］，在不伤害企业品牌形象的前提下，可

以适当使微博内容的表现风格年轻化一些，让粉丝关注、感兴趣、愿意评论和转发，自愿成为品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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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二传手”。
( 4) 新颖性。一方面，就总体而言，微博矩阵内的每个账号都不能成为 “僵尸”账号，要不断

把新鲜内容呈现给粉丝，即要保持一定的频率来发布新鲜内容; 另一方面，就每一条微博的内容而

言，既不能总是转发或抄袭一些别人的内容，也不能把自己以前的微博再重发一遍，要保持一定的新

颖性。
总之，每个微博账号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表情符号、信息图、音视频、长微博和链接等形式，

通过挖掘、收集具有价值性和实用性的素材，结合每个微博账号的功能定位，有创意地呈献给微博受

众，通过不同的内容呈现以及评论、回复、提及等方式为关系营销中的各方服务，快速回应粉丝的问

题和困惑，传播企业和品牌形象，推动产品销售。
2. 不同微博账号的内容侧重点

上述七种微博账号可以分为两类: 即组织类微博账号和个人类微博账号。总体来看，一方面，微

博矩阵内的所有账号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代表着企业，发布内容要与企业相关; 另一方面，组织机

构微博内容的权威性要高于个人用户，认证用户微博账号的权威性要高于非认证用户［19］。与组织类

微博账号的内容相比，个人类微博账号的内容可以更为私人化、情趣化一些，可以适当表现个人的风

格。不同类型的账号在内容的发布上，既表现出相同的一面，也各有侧重。
( 1) 企业官方微博。如前所述，企业官方微博在企业的微博矩阵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企业的微

博信息服务中心。其内容包括企业的新闻发布、产品和服务推广、客户服务、客户关系维系和危机应

对等。内容方面可以与微博矩阵内的其他账号有一定的重复或转发其他账号的微博。
( 2) 企业领袖个人微博。在微博平台上，企业领袖的微博账号不但是其企业的人格化代表，而

且凭借其个人和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微博意见领袖，往往拥有大量的粉丝。如小米公司的雷

军，个人微博账号的粉丝数量就超过 1 100 万。企业领袖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人，其个人微博比企

业官方微博更有话题效应。相比关注一个企业的官方微博，网友更关注企业的领袖每天做什么，说什

么，甚至他的私生活。企业领袖个人微博可以发一些人生感悟、企业经营与管理理念、经验，企业的

发展战略、企业成长中的一些逸闻趣事等内容。
( 3) 企业部门微博和各级区域销售服务部门微博。一般来讲，企业各职能部门的官方微博在不

泄露公司机密的前提下，应该结合各个部门的职能分工来决定发布内容，如营销部门可以发布企业的

各种视频 ( 如广告、微电影、媒体对企业领袖的专访和企业专题片等) 和图片、新产品发布、打折

促销活动等; 公关部门则可以发布诸如企业软文的链接，新闻发布会视频和图片、媒体对企业领袖的

专访，在企业出现公关危机时发布危机公关信息等; 人力资源部门的官方微博可以与员工和求职者互

动，发布公司的人力资源政策、招聘信息、明星员工成长经历等方面的内容; 客户服务部的官方微博

可以发布公司的客户服务政策 ( 如三包规定、各项服务及零配件的价格) ，产品使用技巧，常见问题

问答 ( FAQ) ，提供产品说明书的电子版下载; 企业的区域市场微博可以发布本品牌在本区域内的市

场状况、本区域内促销活动、产品特点及使用情况等。每个企业部门认证官方微博和区域市场微博都

可以讲述一些本部门的逸闻趣事等，增加本部门微博与其粉丝的亲近感。
( 4) 部门经理微博和各区域部门经理微博。各职能部门经理的个人认证微博和区域市场经理个

人认证微博要与官方微博和自己职能部门的官方微博相配合，可以发布一些比如部门工作背后的故

事、部门经理的工作状态、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区域市场促销活动等。
( 5) 普通员工个人微博。一般而言，一方面，员工不能通过个人微博，尤其是一些实名认证的

微博账号，擅自对外发布与企业对外口径不一致的信息，或发表不恰当的评论，其在微博上的言论，

尤其是跟企业有关的言论，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公司，要谨言慎行; 另一方面，员工个人微博，尤其是

意见领袖类的员工微博账号利用好，本身就是对企业形象的推广。
在企业的微博营销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保证每个微博账号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微博粉丝特

点和企业品牌形象的微博内容，并逐渐形成独特的、与品牌形象一致的微博内容风格［20］。尤其是在

企业日常运营中，如何保证每个账号每天都能生产出高质量的微博内容并与粉丝积极互动，这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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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微博矩阵虚拟化运营机制。
四、企业微博矩阵虚拟化运营机制的构建

在完成企业微博矩阵的构建后，为了确保微博矩阵内源源不断的内容呈现，并通过与粉丝的互动

为关系各方提供服务，还要构建企业微博矩阵的内部运营机制。由于企业微博矩阵内账号的运营人员

身处不同岗位，甚至在不同地域内，而且大部分运营人员都是兼职，因此，只能通过组建虚拟团队的

方式来运营微博矩阵［21］。为了保证虚拟团队的有效运营，企业应从以下五方面构建企业微博矩阵的

虚拟化运营机制。
1. 微博矩阵虚拟运营团队

个人认证微博、部门认证微博和官方微博都要有专人负责，所有负责企业官方微博和部门官方微

博运营的人员组成了公司微博矩阵虚拟运营团队。尤其是部门认证微博的负责人，他们同时隶属于所

在的部门和微博运营团队，不一定是专职工作人员。这些微博运营人员除了要熟悉本部门的业务外，

还要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确保微博内容源源不断地呈现; 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尤其是要熟

悉新媒体的发展态势; 洞悉微博粉丝的使用行为和使用习惯; 熟练使用微博的各项功能及工具等。
2. 粉丝行为研究和竞争者微博使用行为研究

由于微博平台的开放性，它不但是一个通过内容呈现和粉丝互动为关系各方进行服务的平台，也

是一个研究粉丝行为和竞争者微博使用行为的平台。企业通过微博平台，利用数据挖掘研究自己的粉

丝行为和竞争者的粉丝行为，从而为企业提供有效决策。同时还可以研究竞争者的微博矩阵使用行

为，作为对比，找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
3. 微博内容生产机制

微博运营人员要认真观察生活，用心组织内容生产，拓展微博内容来源。如前文所述，如何源源

不断地生产出既吸引粉丝又有利于树立品牌形象的优质微博内容，是微博运营人员遇到的最大挑战。
微博内容可以来源于与粉丝的互动中，通过与粉丝的互动发现粉丝感兴趣的主题。“你若盛开，蝴蝶

自来”，优质的微博内容和积极地与粉丝互动自然会增加粉丝的数量和改进粉丝的质量。
4. 快速反应机制

在粉丝的眼里，每一个经过认证的跟企业有关的账号都是企业的代表，任何与企业有关的账号都

是可以诉求的对象，他们对此并不知道不同账号之间的分工。为此，为了快速反应粉丝诉求，企业应

开发微博客服平台，根据粉丝响应 ( 包括@、私信、评论、点赞) 内容所设计的问题类型、粉丝所

在区域等及时把任务分配给相关账号的负责人员，确保每个粉丝响应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满意的回

复。该平台还可以设置不同的关键词，主动搜索跟本企业有关的微博信息，并对此做出快速反应。
5. 微博内容审查机制

由于微博矩阵内微博账号的官方性，微博矩阵内的账号不能发布 ( 含转发、评论) 跟本账号地

位不相关，或带有微博维护人员个人情绪和好恶的微博内容。而且要保证平台内每个账号合适的微博

发布频率 ( 杜绝僵尸账号和刷屏行为) 和使用行为。为此，企业应该建立微博内容审查机制，确保

呈献给粉丝的微博内容的质量和数量。微博内容审查机制的关键是提升微博运营人员的媒介素养，让

微博运营人员知道什么样的内容能发，什么样的内容能转发，如何转发，如何与粉丝互动等。
综合上述内容，可归纳出企业微博矩阵的虚拟化运营机制如 3 图所示。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文仅仅研究了单个企业微博矩阵的构建与运营，对于企业集团微博矩阵的构建与运营未

曾提及，主要是因为二者构建与运营的思路相同，只是企业集团的运营流程更为复杂。
其次，本文仅仅从关系营销的角度构建了企业的微博矩阵及其运营机制，缺少对企业微博矩阵的

更进一步研究。为了更深入研究企业微博矩阵的运行机制，可以从数据挖掘的角度，以某公司微博矩

阵实际运营数据为例，通过不同账户的使用行为及其与其粉丝之间的互动行为，对其行为数据进行聚

类、关联等分析，从而找到企业微博矩阵的运营规律和运营价值，这也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最后，本文对微博运营中的关键问题———如何源源不断地生产高质量微博内容论述尚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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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企业微博矩阵虚拟化运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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