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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梯形模糊 AHP的E忠诚度测评指标权重求法 
Determining the W eights of E-loyalty Evaluation Index Based on Trapezoidal Fuzzy AHP 

谢聪利 Xie Congli 
(西安外事学院商学院，西安 710077) 

(The College of Business，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Xi"an 710077，China) 

摘要：电子商务企业培养 E忠诚要比传统企业困难得多，而建立和维持 E忠诚度则是电子商务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本文运用梯 

形模糊层次分析法，对电子商务环境下的E忠诚度指标进行模糊运算，计算出了影响E忠诚度各指标的权值，最后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 
Abstract：E—cotnmerce enterprises cultivate customer loyalty is much more difllcuh than traditional enterprises，but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customer loyalty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e-commerce enterprises g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This paper USeS trapezoid FAHP，computes the 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customer loyalty indicators，and works out the impact on customer loyalty calculated the weight of the indicators，finally analyzes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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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当前网络狂潮中，电子商务环境下的顾客忠诚(简称 E忠诚 ) 

显得尤其重要，原因在于企业对客户的竞争 日益激烈，而靠传统的 

广告争夺市场份额的策略并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维护 E忠诚 

却能满足企业的这～需求。在 E忠诚度评价的过程中，确定 E忠诚 

度评价指标权重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以前权重的确定一般是由专家 

按一定的标准打分，但是由于 E忠诚描述的模糊性以及打分人员的 

主观性，使得 E忠诚的一致性较差。而模糊层次分析法则充分考虑 

了分析 问题的模糊因素，使方法的容错性提高，也减少了因为主观 

判断而引起的各种判断差异，且指标评分采用模糊概念，更客观、更 

确切的反映所研究的问题，最后定出的指标权重也更符合实际。本 

文便是以梯形模糊层次分析法来求 E忠诚度指标的权重。 

1梯形模糊数 AHP的介绍 

层次分析法在上世纪 7O年代首创于美国 这是一种定性和定 

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模糊层次分析法克服了层 

次分析法中人的主观判断、选择、偏好对结构的影响，使决策更趋于 

合理。由于采用梯形模糊数评分更更符合实际生活，应用更广泛，所 

以本文采用梯形模糊数计算权重。 

2 梯形模糊层次分析法在 E忠诚度权重求解中的应用 

2．1 E忠诚度指标设计 目前国内已有的评价指标大都将 E忠 

诚的驱动因素(内在态度 )作为评价对象。然而 E忠诚的驱动因素只 

能说明忠诚的内在形成机理 ，而忠诚度评价应该是对一个行为表现 

的评价，应该从驱动因素挖掘出真正忠诚的表现行为，以行为性评 

价指标为依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将 E忠诚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分为内在忠诚和外在忠诚两个维度(如图 l所示)。 

目 

图1电子商务环境下的E忠诚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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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2构造梯形模糊判断矩阵 根据专家和顾客问卷调查得出如 

下的判断矩阵： 

矩阵1 内在动因比较判断矩阵 

B-c CIl Cu C” C“ Cu C* 

Cl1 5／5 515 4／6 4／6 3厂7 3厂7 

el 5／5 515 3／7 A隔 3厂7 3，7 

e 6／4 713 s}s 7 5|5 4／6 

Cl4 6／4 6／4 7，3 5／5 3，7 3，7 

C 713 7／3 5|s 1f3 5，5 4／6 

Cl6 7，3 713 矾  7，3 6／4 5，5 

矩阵2外在诱因比较判断矩阵 

B_c CH C C∞ Cu C C笛 

C2l 5／5 8，2 6／4 7／3 7，3 4／6 

C 2，8 5／5 3，7 4／6 2，8 8 

Ca 4／6 7／3 5／5 7／3 6／4 6 

3／7 614 3，7 5，5 3，7 3f1 

C 3，7 8／2 4／6 1B s|5 3，7 

C暂 6／4 8，2 6／4 1f3 7，3 5／5 

矩阵3 E忠诚度比较判断矩阵 

A-B Bl B2 

B— s}s 4f6 

B2 6／4 5，5 

2．3一致性检验及模糊权重计算 通过计算得出各个层次因素 

的相应梯形模糊权重如表 1～表3所示。 

表 1 E忠诚因素第一层指标权重 

因素名称 梯形模糊权重 

内在忠诚 (0．2590。0．3236，0．4918，0．6044) 

外在忠诚 (0．3956，0．4876，0．7409，0．9232) 

最大特征根和一致性检验 h=2．0606 CI=O．0fi06 

表 2外在忠诚权重 

因素名称 梯形模糊杈重 

顾客对该企业产品或服务重复购买的次数C：。 (0．1082，0．1634，0．3665。0．5699) 

顾客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时的挑选时间c (0．O217，0．0374，0．0894，0．1757) 

顾客对该企业产品价格的敏感程度 C (0．O816，0．1227，0．2654，0．3951) 

顾客对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承受能力C f0．0375，nO59O，n1302，n1900) 

顾客向他人推荐该商务网站的强度C (0．0637，0．0988，0．2239，0．3431) 

顾客对企业的竞争对手的态度 C (0．1246，0．1873，0_4201，0．6563) 

k=6．4971 CI=0．0994 
最大特征根一致性检验 RI

=1．26 CR=0．0789<0．1 

2．4层 次单排序 经过比较 大小得 出外在忠诚单层次排序 ： 

P( )=minV( 
。

>= ， ， ， ， )=l P( )- 

0．3492 P(Wc2‘)=0．5338，P(W )=P(W )=P(Wc )=1，归一后得： 

(0．2048，0．0715，O．2048，0．1093，0．2048，0．2048 o 

内在忠诚单层次排序： 

P(Wc 
，
)=minV(Wc >=Wc WcI，I Wc ，Wc Wc．。)=0．5168 

P(W )=P(Wc )=P(Wc
． 

)=P(Wc )=l，P(W巴．)=0．5034，归一后 

得 ：(O．1029，0．1o03，0．1992，0．1992，0．1992，0．1992)，E忠诚单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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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少数民族发展陷阱 
— — 以武鸣县林禄村桉树和西红柿种植为例 

M inority Development Trap under M arket Economy： 

Taking the Eucalyptus and TomaW Planting in Wuming Linlu Village as all Example 

马敏 Ma Min 
(广西民族大学，南宁 530006)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 

摘要：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物质生活得到充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影响 

民族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的情况。本文以广西武呜县林禄村桉树和西红柿种植为例，探讨市场经济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陷阱。 
Abstract：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market economy，the people pursue the ma~mum economic efficiency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 choice， 

and their material life becomes abundant．At the sanle time there have been some factors impact 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Taking eucalyptus and tomato planting in Guangxi Wuming LiTI1u Village for exampl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p in pursuing the maximum 

benefits undermarket economy． 

关键词：市场经济；理性选择；发展陷阱 
Key words：market economy；rational choice；development traps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提出 

在市场经济体系渗透和强化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其发展由民族 

型模式转变为市场型、现代型，人们变的时髦、向城市生活方式看 

齐，追求物质的丰富和充裕，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在理性指导下进 

行行为取向和选择。然而，其结果却逐渐背道而驰。少数民族发展陷 

入另一种困境。武鸣县林禄村桉树和西红柿的大面积种植就是很好 

的例 证。 

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一林禄村桉树 

和西红柿的种植情况分析，进一步探讨市场经济下 ，人们理性选择 

行为给生活带来 的后果。 

2 林禄村概况 

林禄村位于武鸣县太平镇东南部，村地势地貌为丘陵地区，整 

个村落被群山环绕呈环形分布。最外环是山地。中间一环是村民居 

住区，地势平坦开阔。以自然屯为单位。最中心的一环是水田耕种 

区。村中主要道路为水泥路，交通便利。村共有 l6个自然屯，17个 

村民小组，836户，2818人，壮族人口占97％。村有耕地面积 3850 

亩 ，其 中水 田1330亩 ，旱地 252o亩 。林地 面积 13092亩 ，以种植 松 

作者简介：马敏(1987一)，女，陕西渭南人，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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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速生桉等经济林木为主。公益林 10390亩，作为保护区域，禁止 

砍伐山上植被，禁止烧山开荒，以保护生态环境平衡。水源林 600 

亩。农业 以种植 西红柿、水稻 、玉米、木薯、龙眼为主 ，建有 2Ooo亩的 

太平镇无公害西红柿基地。并且成立了西红柿专业合作社、建立西 

红柿交易市场，西红柿的生产开始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经营。村民主 

要收入来源是西红柿和桉树的种植。本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山 

地林、果园和水库的发包。集体年收入平均为 3．8万元。林禄村距离 

太平镇较近，市场化进程快，人们之间的经济商品贸易往来频繁，近 

年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村民生活逐渐富裕。 

3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行为 

3．1市场经济体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 

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在市 

场经济下，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人们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自由选择，人 

们的独立性、自主性增强，用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市场经济 

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但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每个人作为市 

场经济主体进行利益权衡 ，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却误入另一陷 

阱：人们的欲望极度膨胀，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追求经济效益，以 

损害它者为代价进行利益追逐。市场化浪潮下，商品和消费主义制 

造了人们无穷尽的物质追求欲望和享受幻觉。人们的生活处处充满 

表 3 内在忠诚权重 

因素名称 梯形模糊权重 

顾客对该网站购物安全和便捷性的满意程度 C。， (0．0493，0．0703，0．1326，0．1796) 

顾客对该网站个性化、定制化的满意程度 C (0．0451，0．0649，0．1236，0．1860) 

顾客重复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可能性 C。， (0．1032，0．1429，0．2694，0．3758) 

顾客对该网站商品品牌的偏爱程度C (0．07O0，0．1025，0．2092，0．3001) 

顾客继续与企业保持关系的意愿C 5 (0．1104，0．1532，0．2919，0．4111) 

顾客对电子商务网站的信任程度C (0．1272，0．1816，0．3709，0．5452) 

k=6．22o4 CI=0．0441 最大特征根和
一 致性检验 Ill

=1．26 CR=0．0350<0．1 

排序：P(WB)=minV(WB>=WB)=l P(WR)=minV(WB>=wB)=l。 

归一后得 ：(0．5，0．5)。 

2．5层次总排序 顾客对该网站购物安全和便捷性的满意程度 

C。。为 (0．0515)、顾客对该 网站个性 化、定 制化 的满 意程度 C 为 

(0．0501)、顾客重 复购 买该企 业产 品或服务 的可能性 C， 为 

(0．0996)、顾客对该网站商品品牌的偏爱程度 C、 为(0．09961、顾客 

继续与企业保持关系的意愿 C 为(0．0996)、顾客对 电子商务网站 

的信任程度 C 为(0．0996)；外在诱因包括顾客对该企业产品或服 

务重复购买的次数 C ，为(0．1024)、顾客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时 

的挑选时间C 为(0．0358)、顾客对该企业产品价格的敏感程度 C 

为(0．1024)、顾客对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承受能力 C 为(0．0547)、顾 

客向他人推荐该商务网站的强度 C 为(0．1024)、顾客对企业的竞 

争对手的态度C 为(0．1024)。 

3 结论 

根据梯形模糊层 次分析法得 出的综合排序结果可 以看 出，顾客 

对该企业产品或服务重复购买的次数、顾客对该企业产品价格的敏 

感程度、顾客向他人推荐该商务网站的强度、顾客对企业的竞争对 

手的态度这几个因素显得尤其重要 ：其次就是顾客重复购买该企业 

产品或服务的可能性、顾客对该网站产品品牌的偏爱程度、顾客继 

续与企业保持关系的意愿和顾客对电子商务网站的信任程度。通过 

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网站信任与安全、产品品牌、客户服务、顾客满意 

度和替代者吸引力是影Ⅱ向E忠诚的重要因素。电子商务公司可以通 

过这些影响因素来提高顾客的忠诚度。 
参考文献： 

I1】王琦，钟毓宁．模糊层次分析方的QFD顾客需求权重求法【J]．湖北工学 

院学报，2004，04． 

『2]王立成．海洋平台结构优化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fD1．大连理工大学， 

20o2． 

I3]王力，刘家琦．梯形模糊数 AHP及其在卫星方案中的应用 ．哈尔滨工 

业大学学报，2002，6． 

【4]Rt]雨华．江苏省沿江开发综合评价研究【D]．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理学， 

2006，05． 

【5】吴冲，李汉铃．模糊 AHP决策方法【J]．管理工程学报，2001，15(1)：6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