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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关系国计民生的房地产商品的营销问题变得至关重要。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 

的推广，消费者对房地产绿色营销问题也日益重视。本文结合消费者行为理论对房地产绿色营销因子进行分析，通 

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并结合统计软件 SPSS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得到相关的营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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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成熟，竞争 

也日益加剧。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房地产营销问题变得至 

关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深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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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地产企业开展绿色营销战略是大势所趋。绿色营销理 

论较多，但如何将其科学合理地运用到房地产业，并结合消 

费者理论形成具有特色的房地产绿色营销理论，有待于进 
一 步研究。 

二、消费者行为理论 

(一)消费者行为 

关于消费者行为(consumer behavior)，许多学者曾由 

不同的角度加以界定。Demby对消费者行为的定义为：人 

信息只能在浏览器中提供数据的显示方式。要想在这种方 

式下获得数据描述，真正做到准确、高效地挖掘是不可能 

的，必须寻求新的解决途径。作为 Intemet上数据表示和数 

据交换的新标准，XML突破了HTML固定标记集合的约 

束，可自行定义各种标记描述数据元素和属性．能够反映 
一 定的数据含义，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体系，从而获得更 

大的灵活性和更强的功能。由于XML能够使不同来源的 

结构化数据很容易地结合．使搜索多样不兼容的数据库成 

为可能，从而为解决 Web数据挖掘难题带来了希望和机 

会。 

4．4半结构化的数据处理问题 

Web上的数据与传统数据库中的数据不同．传统数据 

库中的数据结构性很强．即其中的数据是完全结构化的数 

据，都有一定的数据模型(比如关系模型)，可以根据模型 

来具体描述特定的数据。而Web上的数据非常复杂，没有 

特定的模型描述，每一站点的数据都各自独立设计 虽然 

Web上的数据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但因自述层次的存在， 

因而还是一种非完全结构化的数据，也被称为半结构化数 

据。显然。面向Web的数据挖掘比面向单个数据仓库的数 

据挖掘要复杂得多。 

针对Web上的数据半结构化的特点．寻找一个半结 

构化的数据模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此外。还需要一 

种半结构化模型抽取技术，即自动从现有数据中抽取半结 

构化模型的技术。所以．面向Web的数据挖掘必须以半结 

构化数据模型和半结构化数据模型抽取技术为前提。 

面向Web的数据挖掘是一项复杂的技术，近年来。 

XML及其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半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提 

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法。随着 XML作为在Web上交换数据 

的一种标准方式的出现．面向Web的数据挖掘将会变得 

非常轻松和有效。 

5 结束语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利用 CRM系统进行客 

户管理，已成为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选择。越来越 

多的企业认为．能否建立一个高效的CRM系统，已成为增 

强客户忠诚度、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Web数据 

挖掘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为CRM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平台和技术支撑 ．该项技术的运用将会增强企业的开发、 

创新和营销能力．推动企业的整体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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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评估、取得及使用具有经济性商品或服务时的决策程序 

与行动。Schiffmam&Kanuk则定义消费者行为是：消费者 

为了满足需求，所表现出的对产品、服务、构想需求、购买、 

使用、评价与处置等行为。Engel、Miniard&Blackwell对消 

费者行为的定义为：消费者在取得、消费与处置产品与服 

务时，所涉及的各项活动，并且包括在这些活动之前与之 

后所发生的决策过程[1]。Hawkins更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行 

为是针对特定的产品而发生的，若是购买不同的产品，消 

费者的消费行为会有所不同，甚至是对相同的产品．其消 

费行为也会因购买情境的改变而有所不同。因此，探讨消 

费者行为就是对消费者在购买特定产品或服务时，为了满 

足自身需求而进行的消费活动以及决策过程加以了解 ．此 

即消费者行为学的意义与目的[2]。 

(二)EKB消费者行为模式 

EKB模式是由Engel,Kona4 Blackwell三人于 1968 

年提出，历经 7次修订而成的理论。此模式对消费者行为的 

决策程序以及影响决策程序的因素来源均有详细的探讨。 

在 目前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模式之中，EKB模式是发展完 

整、立论清晰的一个，同时也是最常被引用的，尤其是在购 

房行为方面的研究。EKB模式是以消费者决策过程为基础 

骨干，包括4大部分：信息输入、信息处理、决策过程和影响 

决策过程的变量，其中又以决策过程中的5个阶段为 EKB 

模式的核心[1]。 

1．信息输入 

是指通过营销活动所得的信息被消费者知道．而进入 

信息处理阶段的部分。这些信息在进入消费者的记忆之 

后，将影响决策过程的需求认知。若这些信息仍不足，消费 

者会通过外部情报寻求，进一步搜集相关的信息。 

2信息处理 表1 

消费者接触到信息后，经由消费 

者注意、理解、接受的过程 ，最后决定 

消费者是否保留这些信息．形成长期 

记忆，进而使用这些信息。 

3．决策过程 

EKB模式认为消费者购买决策 

过程是一种问题解决 (problem-solv． 

ing)的过程，同时也是 EKB模式的核 

心，依序可分为 5部分：需求认知、信 

息搜集、方案评估、购买决策与购买结 

果 

豳 四 四 图  

图 1 EKB消费行为模式 

三、问卷设计和数据整理 

(一)自变量和因变量 

1．自变量 

(1)房地产的绿色营销因子 

即 EKB模式中“信息输入”下的“外界刺激 ：营销策 

略”所输入的信息。可通过案例分析法，归纳出实际上切实 

可行的房地产绿色营销因子。陈列于调查问卷之中。在本 

文的调查问卷中．通过对 20个房地产营销广告案例的分 

析，总结出23个绿色营销因子(分为基地项目、住宅空间 

和设备项目以及对房地产商的评价项目)，具体见表 1。 

房地产绿色营销因子 

基地 绿覆 低密度 超宽 人 工湖 保留原 考虑原 电线 

泊 、生态 有树木 有地形 电缆 项 目 盖率 开发 栋距 

池塘 与绿地 水系 地 下化 

住房空间 预埋宽 有 阳台 隔热 太 阳 省水 隔音 
和设 备 带 网络 私人 住宅风 自然采 自然通 有遮 阳 能热 

花园 格简朴 光充足 风 良好 建材 卫浴 建材 项 目 电线 设计 水器 

对房地产 建 立小 维护 赞助或 指定 接待 中 接待中 
商 的评价 区公园 环境 提供小 地点 心全 面 心设计 

项 目 区巴士 放传单 禁烟 简朴 

4．影响决策过程的变量 

Kotler认为。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即是一个了解消费者 

黑箱的过程。消费者从外在的刺激来源——营销活动与环 

境两项因素接受刺激，经由黑箱的而处理产生购买决策。 

因此，欲了解消费者的黑箱作业 。就必须了解消费者的决 

策过程与消费者的背景特征两部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如 

图 1所示 

84|CHINA 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 

(2)消费者特征因子 

即EKB模式中的“营销决策过程的变量”。依据市场 

调查所需的人口统计变量，加上消费者购屋倾向的变量D]， 

在调查问卷中设计相应的问项。以取得相关的调查数据。 

具体见表 2。 

2．因变量 

消费者对房地产绿色营销因子的重视程度。具体分为 

以下3项：①由调查问卷被访者按个人认定的重要程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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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消费者特征因子与调查问卷内容 

性 别 男／女 

年 龄 20～29／30—39／40～49／50岁以上 

教育 高 中(含以下 )／高职 、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 生 
程度 (含 以上 ) 

行政事业单位主管 、企业主管 、经理人 ／专业人士／技术 
人员或助理人员／事 务工作人员／服务业 人员 、自营业者 职 业 

／农林渔牧／工人／军警 ／家政服务人员 ／学校老师 、研 究 

生／其 他 

已婚 ：3万元 以下／3万 5万元／5万～8万元／8万元以上 年所得 

单身 ：2万元 以下／2万～4万元／4万一7万元／7万元 以上 

婚姻 单身 ／已婚 ／其 他 ：无小孩 ／小孩 6岁 以下／小孩 18岁 

与子女 以下／4,孩 18岁以上 ．但 尚未独立 ／4,孩均 已独立 

购房 6楼以下公寓／6—14楼电梯 大厦／14楼 以上 电梯大厦 

倾向 独栋别墅 

这些因子勾选权重。在本研究中“消费者对购房的绿色营 

销因子的重视程度”也就是“权重”．由非常重要到非常不 

重要共分为5级．以李克特量表 

五点尺度衡量，即非常重要为5 

分，重要为4分，普通为 3分，不 

重要为 2分．非常不重要为 1 

分 。 “重视程度”是指EKB模 

式中消费者准则项目间的分数 

加权权重。通过对 203个有效样 

本资料的收集．采用SPSS统计 

软件进行整理．可以得到消费者 

的重视程度。②消费者对应用绿 

色营销的房地产商形象的看法。 

在该部分中．“看法”是图 1中 

也称为主分量分析，是一种通过降维来简化数据结构的方 

法，即如何把多个变量(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变量(综 

合指标)．而这几个综合变量可以反映原来多个变量的大 

部分信息I5J。本研究从23项绿色营销因子中，归结出6项 

因素构面，借此构面得到主要的、可能的营销上的诉求。 

2．具体操作 

(1)共同性检定与绿色营销因子选取 

在因素分析中，共同性(communality)为一项重要指 

标．可以从其大小判断问卷中量表项目与共同因素间的关 

系程度。只要共同性达到0_5以上，在量表的建构效度上即 

达到高效度。因此．本研究首先针对 23项绿色营销因子进 

行共同性检定，检定结果见表 3。通过问卷可看出，本问卷 

在“消费者对各绿色营销因子的重视程度”上解释能力颇 

高，所以本研究选取了共同性在 0_55以上的项目．剔除了 

两个项目，它们分别是：建立小区公园和赞助或提供小区 

巴士。这样，所剩下的21个绿色营销因子进入后续的分 

析。 

表 3 绿色营销因子共同性检定 

因子 绿覆 低密度 超宽 人工 保 留 保 留 电线 预埋宽 私人 住宅风 自然采 自然 

原有 原有 电缆 带网络 通风 项目 盖率 开发 栋距 湖泊 花园 格简朴 光充足 

绿地 水系 地下化 电线 良好 

共同度 0．718 0．731 0．665 0．673 0．707 0．742 0．674 0．693 0．576 0．717 0．711 0．831 

因子 有阳台。 隔热 太 阳 省水 隔音 建立 维护 赞助或 指定 接待 中 接待中 
有遮 阳 能热 小区 提供 地点 心全面 心设计 项 目 建材 卫浴 建材 环境 

设计 水器 公园 巴士 放传单 禁烟 简朴 

共同度 0．681 0．689 0．703 0．661 0．755 0．532 0．737 0．528 0．692 0．571 0．703 

EKB模式中的“个人因素”。③消费者对比较自然健康的住 

宅的偏好态度，如图1中EKB模式中的“个人因素”。“偏 

好态度”在EKB模式中代表消费者对产品的喜爱与否，可 

以反映于愿付价格上。上述 3项因变量会直接影响到消费 

者的购买意愿，但是由于对购买意愿的衡量必须考虑消费 

时全部的情况，否则预测购买的能力就相当薄弱 ，因此不 

在本研究讨论范围之内 

(二)统计整理 

1．分析方法 

(1)叙述性统计 

本研究使用SPSS中的叙述性统计过程．对自变量和 

因变量分别进行统计，得出消费者所选的每个因素的频 

数，进行加工整理可得到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变量结构分 

析结果、消费者对房地产绿色营销因子的重视程度分析结 

果，以及消费者对应用绿色营销的房地产商的评价分析结 

果。 

(2)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法 

因素分析是用来缩减变量维度的技术。而主成分分析 

(2)因素分析检定与因素构面数决定 

进行因素分析前．应先经由KMO(Kaiser-Meyer-Olkin) 

取样适切性检定，KMO值最大不超过 1，当KMO值越大 

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根 

据 Kaiser的观点，如果 KMO值小于 0-5．则不宜进行因素 

分析_6]。本研究KMO检定结果值为0．831．再经由Bartlett 

球形检定，结果为：卡方值 1 925．761，P值0．000，达显著水 

平。表示本研究的绿色营销因子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因素 

构面数的确定以“特征值大于 1”作为考虑基础，共提取出 

6个因素构面，累积解释变异量达 66．925％(参见表4)。 

(3)因素分析结果与绿色营销因素构面命名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 

ysis)，并以最大变异法(Varimax)进行转轴．以得到转轴后 

的因素成分矩阵，转轴后在因素成分矩阵的显示表中(见 

表 5)，所有的因素符合量均高于0-5。 

通过表5，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 因素构面 1：节能环保生活。因素构面 1包含的绿 

色营销因子，多与居家节能环保生活有关。②因素构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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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绿色曹销因子的因素构面特征值与解释变异量 

因素构面 特征值 解释变异量(％) 累积解释变异量(％) 

l 6．856 32．648 32．648 

2 1．963 9．348 41．997 

3 1．818 8．657 50．654 

4 1．2o0 5．7l2 56．366 

5 1．135 5．405 61．77l 

6 1．082 5．154 66．925 

表 5 转轴后的因素成分矩阵 

因素成分 

l 2 3 4 5 6 

太阳能热水器 0．740 

省水卫浴 0．732 

隔热建材 0．7l3 

有阳台，有遮阳设计 0．699 

人工湖泊 0．691 

隔音建材 0．6l9 

接待 中心全面禁烟 0．605 

私人花园 0．573 

自然通风 良好 0．833 

自然采光充足 0．809 

绿覆盖率 0．775 

低密度开发 0．752 

超宽栋距 0．629 

维护环境 0．729 

住宅风格简朴 0．681 

指定地点放传单 0．653 

接待中心设计简朴 0．524 

保留原有水系 0．796 

保留原有绿地 0．750 

电线 电缆地下化 0．867 

预埋宽带网络电线 0．527 

舒适的物理环境。因素构面 2包含的绿色营销因子，最多 

考虑的是能给人体带来舒适感觉的自然因素。③ 因素构面 

3：开放空间高绿覆率。所包含的 3个因子，是消费者密切 

关注的购房因素，拥有一处高绿覆率、低密度开发和超宽 

栋距的房产，是每个消费者的心愿。④因素构面4：永续经 

营管理。从包含的4个因素进行分析，这都是和永续经营 

理念相关。维护环境，风格简朴，在指定地点放传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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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节约资源，可以永续发展。⑤因素构面5：保持生态 

平衡。保留原有的水系和原有的绿地．能够减少在建房的 

过程中对大自然造成的直接破坏。⑥因素构面6：网络电缆 

E化美化。在当今社会中，生活节奏日益加快．随着网络的 

普及，网络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便利，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道路拥挤带来的麻烦，减少了交通废弃物 

排放。 

(4)因素构面的得分隋况 

通过 SPsS软件中的数据转换功能．对所得到的6个 

因素构面的权重求平均值，再对 203个样本进行汇总后． 

可得到 6个因素构面的得分排名情况(见表 6)：第一是舒 

适的物理环境，第二是网络电缆 E化美化，第三是开放空 

间高绿覆率，第四是节能环保生活，第五是永续经营管理， 

最后是保持生态平衡 

表 6 因素构面的得分情况 

节能环保 舒适的 开放空间 永续经营 保持生态 网络电缆 

生活 物理环境 高绿覆率 管理 平衡 E化美化 

3．79 4．69 4．3l 3．77 3．74 4．53 

四、结 论 

通过结合消费者行为理论所设计的调查问卷的发放。 

运用先进的统计软件 SPsS对资料进行汇总分析。可以给 

房地产商提供以下几点营销建议：在当今的房地产营销 

中。消费者最为重视的是舒适的物理环境．即自然通风良 

好和自然采光充足。针对这种情况，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对 

住房的户型和朝向做重点研究。此外，网络电缆E化和美 

化，也是不可或缺的房地产营销因素。这就是意味着房地 

产开发商要针对现在的年轻客户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营 

销方案。开放空间高绿覆率．也是所有客户共同关心的。拥 

有一套基地绿覆率高、栋距宽阔和低密度开发的住宅，是 

每个业主的心愿。除对以上 3个因素构面给予高度重视 

外。房地产商如能再为客户提供节能环保建筑材料和对小 

区提供环境维护的便利条件，那么在激烈的房地产市场营 

销竞争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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