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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品牌忠诚的消费者是企业永远的财富。分析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对企业制定正确的生产、营销策略

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维系以“90后”为代表的网络消费群体的品牌忠诚度，防止他们转移和流失，是当前企业占有市场必须

考虑的问题之一。文章利用因子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90后”手机产品网络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的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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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必备

的通讯工具。据中华人民共和因信息产业部统计显示，全国移

动手机用户总数截至2010年9月底。已达到了8．3亿户，移动

手机用户累计净增8 608．7万户。伴随着我国手机用户增长的

是生产能力的进一步的扩张，整个行业增长的同时，手机品牌

的竞争也越趋激烈。2010年10月统计显示，国产品牌手机的市

场份额为36．4％。中国手机行业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都被国外手

机品牌把持，国产手机品牌要赢得与国外品牌竞争的关键是要

抓住消费者的需求．创造忠诚的消费者。

一、以“90后”为代表的网络消费者的特点
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爱好和生活方式，进而具有不同

的消费3l!Il念和特点。随着“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主力消费人

群已经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逐步独立，其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

明显区别于上一代的消费者。最明显的区别是，依赖网络完成

消费过程。这一点在中国网络购物高速增长中可以体现。

由于1990年以后出生的消费者大多是独身子女．他们受

到长辈无微不至的关怀，物质生活相对比较优越，在成长过程

中深受计算机以及互联网因素影响，这使他们具有与以往世代

显著差别的特征。“90后”偏爱个性化消费，喜欢彰显其与众不

同的个性。品牌意识强，一方面由于经济实力有待提高，表现出

追求“低价格、大品牌”；另一方面他们虽然重视品牌，但是品牌

忠诚度不高．喜欢在各品牌中换来换去；这一代人非常有主见，

在消费选择上有自己的取舍标准和思考方式他们更重视产品

的各种附加值，这一点在近期的手机消费重点由以往的选择品

牌和造型上，转为选择手机操作平台，从诺基哑的式微(因为其

固守自己的手机系统)，到同期搭载谷歌的“Android”系统的各

品牌手机和苹果的“lphone”系统大卖。

总之，“90后”为代表的消费者表现的特点是重视晶牌．但

品牌忠诚度不强，自我意识明显，他们区别与其他消费者的特

征是知识丰富，独立自主。重视体验，热衷注重参与且在参与中

得到提高。体验比认知和关注更重要，品牌的价值也会在参与

中不断提升。

二、品牌忠诚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品牌忠诚是单个消费者的决策，当消费者在心理卜认知到

某种晶牌，并持续性的，多次表现出对某个品牌有偏好性的购

买行为．并且对该品牌持有好感，就表明消费者对某个品牌的

忠诚度。品牌忠诚既是一种行为过程，也是消费者心理态度上

的偏好，还表现为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品牌忠诚度的影响凶素

包括：

(一)顾客满意

顾客满意是理论界较早提H{来用于解释顾客忠诚满意与

品牌忠诚度关系的一种理论，后来经过发展成为解释忠诚度的

—·个重要因素。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顾客越满意，其重

复购买的可能性就越大。品牌的忠诚度就越高。无论是高度竞

争的行业还是在低度竞争的行业．顾客的高满意度都是形成品

牌忠诚的必要条件．顾客满意度的高低对顾客的晶牌忠诚程度

无疑会起到巨大的影响作用。

(二)风险和转换成本

对风险的认知是决策研究中很重要的认知变量。品牌忠诚

被看作消费者降低购买成本和风险的一种手段。与顾客满意不

同，转换成本带有一定强制因素，消费者不得不使用这种产品

或者服务。消费者会有被绑架的感觉，因此这种通过提高产品

的满意度获取用户的品牌忠诚是一种较为被动的方式，不能获

得消费者的真正认可。不能得到长久的品牌忠诚，一旦用户对

其他产品更加满意，转换成本消失或者降低，这种忠诚可能就

会消失。

l三)品牌信任

顾客对品牌的信任感会影响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这种信

任消费者认为会降低消费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忠诚感只是顾客

的意向性忠诚。信任可以促进消费者对特定品牌的忠诚，从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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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测量的观点看．品牌忠诚也包含着信任的成份。

l四)企业营销策略和消费者

从企业营销层面来说。产晶、价格、渠道、促销等因素都会

对消费者品牌忠诚有所影响。广告能成功地产生基于忠诚的品

牌资产，广告是象征产品质量的投资，这又意味着更优越的产

品品质。在关于促销对,l n”l，牌忠诚的影响方面，自我认知理论认

为，价格促销一般很难有助于提高内在的购买动机(喜欢品牌

或品牌忠诚)，相反。有可能淡化这种内在动机，对表现个人身

份、地位和牛活情趣的高价值品牌，情况更是如此。在公关对品

牌忠诚的影响方面，Frederick和Reieheld(1993)的研究表明，公

共关系不会直接影响品牌忠诚，但是良好的公关可以通过对企

业内部关系的管理，间接影响消费者忠诚。

三、以“90后”为代表的网络消费者品牌忠诚度实
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主要应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设计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共分为i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消费者基本信息的调

查，第二部分是消费者在购买手机时所考虑的因素。从“90后”

消费者对自我形象的重视、相关群体意见、口碑的效用、意见领

袖的作用等四个消费者态度方面和时尚产品、个性广告、消费

体验和独特包装设计等四个企业营销方面展开问卷调查；第i

部分根据消费者对喜爱品牌的钱包份额，对消费者晶牌喜爱程

度进行调查。

2．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是用来简化变量、分析变量间组

群关系，从而探究出变量背后共间潜在构念的统计技术。

(二)数据样本分析

样本主要来源：一是在校学生。主要包括中学生和大学生；

二是网民。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占47．6％，女性占52．4％；

从年龄的比例看，15岁及以下的占11．4％．16岁。18岁的占

26．6％，19岁一22岁的占33．3％．23岁一28岁的占28．7％：从受

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的占10．1％，高中或者中专的占

17．1％，本科或者大专的占61．1％，研究生及以上的占11．7％。

(三)数据分析

1．被解释变量的确定。本文以“钱包份额”指标测量消费者

的品牌忠诚度。以消费者对所喜爱的品牌分配的钱包份额作为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即消费者在购买同一个产品时，在最喜

欢的品牌上愿意花费多大比例的钱。

2．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是用来简化变量、分析变量间组群

关系、探究出变量背后共同潜在构念的统计技术。在进行因素

分析之前，先检验因素分析的适合度。判断指标为：KMO值和

Bartlett’s球形检验的x2值。实际分析中，KMO统计量在0．7以

上时，效果比较好；而当KMO统计量在0．5以下时，不适合应

用因子分析法。本次调查样本的数据结果表明KMO值为

0．618，Bartlett’s球形检验x2值为2 543．532，伴随概率也均小

于显著性水平0．05，即数据适合行因子分析(见表1)。

表1 以“90后”为代表的消费者品牌忠诚度影响因素KMO和Bartlett检验

Fa．iser-q‰yer-91k工n如且suie of：锄pllng／klequacy O 618

Bartlett’s Test of Spherlclty ^porox Chi--Saunre 2462 342

对问卷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以正交方差极大法进行

因子转轴。选取特征根大于l的因素，参照初步分析的结果，按

照项目共同度的大小，选取因子共同度高、因子负荷高的项目。

删除凶子共同度低、因子负荷低和具有比较均等交叉负荷的条

目。最后剩下23个项目，对这23个项目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

成分分析中的方差最大正交旋转。获得8个因子，总方差解释

率为63．529％。各个项目的共同度和负荷见表2。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将样本中的Bl到B3归为因子1

(重视相关群体意见)，B4到B7归为因子2(重视自我形象程

度)，B8到B10归为因子3(良好的口碑)，Bll到B14归为因子

4(意见领袖的作用)，B15到B17归为因子5(时尚的产品)，B18

到B20归为因子6(个性广告)，B21至UB23归为因子7(消费

体验)，B24至JJB25归为网子8(独特的包装设计)。

表2“90后”消费者品牌忠诚度影响因素构成项目的共同度(n=182l

项目 Bl 92 出 B4 B5 B6 B7 B8

芤同度 n 617 0 550 n611 0 628 n 576 n 717 0 660 0．598

工夤目 B9 gt0 B12 B13 1514 B15 [51．6 B17

其同度 n578 0 643 n 670 0 719 n 872 n 665 n 554 0 567

I煎目 B18 Bt9 B20 B2l B23 B24 B25

共同度 n559 n 584 n 674 0 683 n685 a 743 n 629

3．计量分析。回归方程为：嘲+艺屈X；。其中：L：被调查者
i=I

忠诚项目得分；届：变量系数；11：自变量个数；岛：截距项；X；：自变

量。在量化处理时，应用SPSS因子分析时自动生成的因子得分

对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2回归结果来看，影响购买的消费者态度因素和企业

营销因素总体对“90后”消费者品牌忠诚度有显著影响。总体

上说，所设计的8个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方程

除去F8均满足T检验模型。模型的拟合系数较高．大部分因变

量的变化可以由提出的影响因素来解释，在分析过程中，基本

没有遗失重大解释变量，下面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做具体分析。

1．意见领袖的作用与品牌忠诚度的关系。自变量系数为正。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90后”消费者越重视意见领袖的意

见，晶牌忠诚度越高。假设通过验证。非官方的“专业人士”对品

牌良好的评价，促使以“90后”为代表的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信

任．继而产生忠诚。典型现状是，网络消费者在实施最终购买

前，都会去专业网站或者论坛寻找非官方的所谓“评测报告”。

2．重视相关群体意见与品牌忠诚度关系。自变慑系数为负．

且通过湿著性检验。说明“90后”为代表的网络消费者越重视

相关群体的意见。品牌忠诚度则越低．假设得到证实。这表明网

络消费者在购戈手机时，重视群体的意见和认同，可能会忽视

自身真正的需求和喜好，难以形成品牌忠诚。对于企业而言重

视新兴传播方式，例如“社区论坛”传播、“博客、微博营销”、“植

入广告”等方式，更加容易打动这部分消费群体。

3．个性化的广告与品牌忠诚度的关系。自变量的系数为正，

通过显著性检验。富有个性的广告对“90后”消费者品牌忠诚

度有正的影响。假设通过验证。

4．良好的口碑与品牌忠诚度关系。自变量“良好的兀碑”与

品牌忠诚度的关系为正，且有显著影响．说明品牌良好的口碑

可以提高为“90后”为代表的网络消费者品牌忠诚度，假设得

到证实。

5．重视自我形象与品牌忠诚度关系。自变量“90后”为代表

的网络消费者对自我形象的态度为正。对品牌忠诚度有显著影

响。说明以“90后”为代表的网络消费者越重视自我形象，品牌

忠诚度越高。假设得到证实。作为相对年轻的网络消费者，他们

高度重视自我和自我形象．他们购买手机是为了通过手机能够

展现更好的自我形象。且通过相对较高的系数，可以看出在重

视自我形象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年龄段的人有显著区别。

6．消费体验与品牌忠诚度的关系。消费体验与品牌忠诚度

的关系为正，通过显著性检验，消费体验是可(下转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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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相关法律法规。详细界定企业

的社会责任

过去中国的立法对企业社会责任基本都是宣传说明性规

定，缺乏对相应企业规模承担具体社会责任明确的规定。如中

国虽然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来专门规范和指导企业

履行披露本企业环境信息的义务．但是对企业是否应建立完善

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否应对资源消耗以及环境影响进行披露却

没有明确规定和说明。所以完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相关法

律法规是必须的。

但是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过程当中，要尽量避免“一刀切”

现象。并依据以下原则来界定相关企业社会责任：一是保障性

原则，企业履行相应社会责任或者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要首先满足企业日常的生产和基本利益为前提。二是适度性原

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量力而行。自身达到的实力和规模决

定了其履行程度和形式，不可以牺牲企业或者是股东的利益来

换取公众好感，这样nr以有效抑制“公款捐赠”等虚假行为。三

是发展性原则，一方面是指寺法过程以及法律法规内容要有发

展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并不是可以

一蹴而就的，要充分考虑到企业战略性发展。

(四)完善各种社会责任辅助制度。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

供保障

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以及规律性地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需要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正确引

导，加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奖

励，并且发动社会舆论与公众监督，争取在短期内为企业自觉

履行社会责任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营造一个良好灵活的社会

氛围和运行机制，提高其履行自觉性，使企业和社会达到和谐

发展的目的。

(五)学习借鉴日本CSR制度经验，灵活运用环境会计和

环境审计．完善企业监督机制

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日本的环境会计以及审计制度已经

发展到很高水平。中国在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时应充分

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一方面要鼓励企业积极利用环境会计核

算方法，披露本企业在环境方面的各种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

对企业的环境审计，确保食业环境报告披露信息准确性和真实

性。通过这两个方面，引导和监督企业真正做到规律性、真实性

来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从制度上防止企业的短期行

为。

(六)唤醒社会公众环境意识。加强公众关注和舆论监督

唤腥社会公众环境意识和加强舆论监督是建设企业环境

报告书制度不可缺少外部环境。通过公众向企业进行施压，使

得企业根据自身状况在改善环境以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过程

中作出努力；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和环

境危机感。随着环保理念的普及和推广，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书制度的建设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七)加大奖惩力度，加强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的监督和管理

政府部门应制定激励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承

担相应社会责任的相关优惠政策，如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土地

政策等，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

政府职能部门正向引导激励作用；对于那螳未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的企业。要严格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加大对企业特别

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惩罚力度，纠正和处

罚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而达到加强对企业特别是民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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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73页)以增强以“90后”为代表的网络消费者的品牌

忠诚度，假设通过验证。让“90后”消费者置身产品之中，体验

品牌带来的愉悦和与众不同的感觉，进而对品牌产生满意，这

会使他们产生对晶牌的忠诚。

7．产品的时尚性与品牌忠诚度的关系。产品的时尚性与品

牌忠诚度的关系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时尚的产品西I}

以提高“9()后”为代表的网络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假设通过验

证。时尚的产品是品牌活力的体现，可以满足“90后”消费者的

心理需求，增进其对拈牌的忠诚度。

8．独特的包装与品牌忠诚度的关系。从统计结果看。在手

机的购买中．独特的包装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

没有得到支持。

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对于以“90后”为代表的网络消费

者，他们之所以对品牌忠诚并不是由于产品独特包装的缘故。而

是该品牌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例如参与和体验。企业应重视

网络消费者区别传统消费者的特殊媒体偏好和媒体习惯，尤其

要重视网络传播的新趋势和传播新载体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开

展品牌设计。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90后”还是比较理性的消

费者，他们更加看重产品和品牌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重视品

牌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吻合，重视相关群体和意见领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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