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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ogistic回归服装品牌忠诚度影响因素分析 

陈建伟，徐娟娟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基于服装行业特点、企业层 面和消费者层面，提出了服装 品牌忠诚度影响因素模 

型。根据研究假设形成调查问卷指标体系，利用回收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 

多元统计方法提取了 11个主因子，并用序次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处理分析 ，结果显示 ， 

影响服装 品牌忠诚度的显著因子从大到小依次为 ：风险规避态度 、服装属性 、多样性寻求 

心态、自我形象概念态度、购买便利性 、服务完整性 、促销与推广 ，并分别从服装品牌忠诚 

的两个维度 ，即行为忠诚和态度忠诚对这些 主因子 的作用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南于 

影响行为忠诚和态度忠诚的因素不完全相同，所以影响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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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Copeland最早提出了品牌 忠诚的概念 ，1978年 由 Jacoby等 整理发现。对 于品牌 忠诚 的概 

念，国外文献中至少有 200种定义，“行为忠诚论”_l2_、“态度忠诚论-I-1]、“行为与态度忠诚综合论”[。 等。从研 

究趋势看 ，综合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l4 ]认可和采纳 ，认为行为忠诚和态度 忠诚两者是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 

态度忠诚必然会促使消费者在行为上的忠诚。对于品牌忠诚 ，国内外学者多数将其作为一个单一 的变量进 

行研究 。本文基于服装行业的特点以及企业、消费者 、社会环境 3个层面的影响因素，提 出一个较全 的服 

装品牌忠诚影响因素模型。在定量分析中，最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线性回归模型，但在研究时考虑 变量 

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连续的变量 ，所 以将因变量作为一个序次的分类变量 ，并引用序次 Logistic回归模型进 

行恰当分析 。 

1 影响服装品牌忠诚因素 

通过多种途径对影响服装品牌忠诚因素进行研究，同时考虑服装行业的特点 ，将服装品牌忠诚影响凶素 

进行分析和归纳 ，其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服装 品牌忠诚影响因素 

企业层面 消费者态度 

服装属性 (面料、做工和款式) 

购买便利性 (店铺便利、货品摆放规律性、试衣设备、新装及时) 

服务完整性 (售后的洗涤与保养咨询、改衣、更换服务) 

店员技巧 (态度及服装 知识 、推销技巧) 

购物环境 (店面布局、音乐气氛、客流疏导、装修 与空气) 

促销与推广(降价 、推广活动 ) 

广告与宣传(广告特别、宣传力度、品牌知名度) 

风险规避态度 (喜欢工作稳定、放弃有风 险选择 、不愿 冒险) 

多样性 寻求态度 (产品风格 、尝试 不同风格) 

自我形象概念态度(身份与形象、喜欢 与形象相符品牌) 

对相关群体态度 (群体意见影响、尝试朋友推荐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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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出假设与建模 

通过以上影响因素分析 ，假设服装品牌忠诚 

影响因素为 11个 ，行 为忠诚 l0个 ，态度 忠诚 9 

个 ，建立服装品牌忠诚度影响模型 ，如图 1所示 。 

3 问卷量表设计、调查及样本分 

析 

3．1 问卷量表设计和调查 

影响因素的测量(自变量)设计了 29个问项 

(见表 1所示)，统一采用 Likert 5分量表方式 ，根 

据重视程度和同意程度，得分为 5～1分 ，得分高 

的程度高；忠诚度的测量(因变量)采用行为忠诚 

与态度忠诚 2个维度相结合测量 ，具体指标有钱 

包份额 、重购意向、转换倾 向、口碑宣传、溢价接受 

服装品牌忠诚 

企业层 面 

服装属性 

购买便利性 

服务完整性 

店员技巧 

购物环境 

促销与推广 

广告与宣传 

消费者态度层面 

风险规避态度 

自我形象概念态度 

多样性寻求心态 

相关群体态度 

图 1 服装品牌 忠诚 度影响因素模型 

程度等，设计了 1O个问项，采用 Likert 5分量表方式。抽样与调查方法采取分群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相 

结合 的方法。所确定的调查对象为有一定 经济基础，经常进行服装类消费，对服装 品牌有一定忠诚度 的群 

体 ，回收有效问卷 275份 。 

3．2 样本分析 表2 数据信度分析 

3．2．1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自变量除广 告、店员技巧 和相关群 

体意见方面水平较 中立，其他 平均值都 

在 1．52～1．83之间，标准差 均在 0．13 

～ O．50之间。因变量方面，行为忠诚平 

均值偏高，但标准差低于态度忠诚。 

3．2．2 问卷 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检验：主要是考察一组测评项 

目是否测量 同一个概念，各项 目之 间是 

否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一致程度越 

高，相应的测评项 目越有意义，其测评结 

果也就越可信。本研究用 Cronbach al— 

pha系数来验证问卷的信度 ，结果见表 2 

所示 。 

从表 2可以看 出，除消费者态 度分 

量表信度偏低外，其余各分量表 Cron— 

bach alpha系数均高于 0．7，整个问卷的 

Cronbach alpha系 数为 0．871，各分 量 

表在 0．687～0．914之间。 注
：企业层面和消费者态度是自变量，品牌忠诚是因变量。 

效度分析 ：在因子分析研究中，各因 

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 64．581 。且各因子包含的项 目意义关联性较强 ，表 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而消费 

者态度分量表中后 2个变量的信度系数接近0．7，在可接受范围。 

3．2．3 因子分析 

1) 分析数据的相关矩阵，判断是否适合因子分析。本文采取了KMO测度和 Bartlett两种方法进行 

服装行为忠诚 二 服装态度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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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在实际分析中，KMO统计值在 0．7以上效果较好 ，0．5以下不宜做因子分析。检验结果可知，KMO 

值为 0．686~0．5，Bartlett检验统计量的 Sig远小于 0．05，由此否定相关矩阵为单位阵的零假设 ，即认为各 

变量问显著相关。因此 ，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 提取因子。选取方差贡献率大于一定百分 比的主成分数 目为因子数 ，并采用特征值大于 1的方法 

进行验证。 

3) 因子命名 。通过方差极大法进行正交旋转 ，将每个因子中因子载荷大于 0．5的题项归为一类 ，并利 

用这些问题的含义解释相关的因子。 

3．2．4 聚类分析 

因变量的处理采用 k均值分类法(k—means cluster)，将忠诚度分为 3个级别 ：“1”代表低度忠诚 ，“2”代 

表中度忠诚，“3”代表高度忠诚。自变量分 2类：“1”代表低水平，“2”代表高水平。 

3．2．5 序次 Logistic回归l7 分析 

1) 初步分析。在进行有序回归分析之前 ，先通过 120 

作图来观察原始数据 的分布特点，品牌忠诚度 的直方分 100 

布图见图 2所示 。图 2可以直观的描述忠诚度的取值分 

布 ，可见样本中高度忠诚和低度忠诚的比率较大 ，可以选 

择连接 Logistic回归 函数 。 

2) 模型适用性检验 。模 型适用性检验主要是对 40 

模型的平行性进行检验 。零假设 规定位置参数 (斜率系 ，n 

数)在各响应类别中都是相 同的，经检验可知，卡方值为 

9．575，白由度为 l1，对应 的显著性水平为 0．569，统计性 

不显著，说明假设对所有 Logistic都成立，所 以适合于序 

次 Logistic回归模型。 

低 中 高 

案例类别号 

图 2 品牌 忠诚度 的直方分布 图 

3) 拟合度检验。拟合度检验主要是对模型的拟合 

信息、拟合度及伪 R方进行检验 ，检验可知，卡方值为 114．969，显著性 P值为 0．000，远小于 0．05，统计性显 

著 ，表明模型有统计学意义 。2个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著性均大于 10 ，卡方和偏 差值都较小 ，3个伪决定 

系数值都远大于 1 ，这几个指标均说明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4) 各因子对服装品牌忠诚 、行为忠诚及态度忠诚的不 同影响。运用序次 Logistic回归分析得 出各 因 

子对服装消费者品牌忠诚 的影响，见表 3所示。表 3中，“+”表示该 因子与品牌 忠诚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 
“

一

”表示因子与品牌忠诚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除风险规避态度和多样性寻求心态对 品牌 

忠诚度有显著负影响外 ，服装属性、购买便利性、服务完整性 、自我形象概念和促销与推广对品牌忠诚度有显 

著正面影响。店员技巧、购物环境、广告与宣传和相关群体态度则对品牌忠诚度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共有 

7个变量对消费者服装品牌忠诚度有显著影响。 

从表 3可 以看出主成分因子对行为忠诚和态度忠诚 的不 同影响，对行为忠诚有显著影响的因子有 8个 ： 

购物环境(+)、服务完整性 (+)、购买便利性 (+)、风险规避态度(一)、促销与推广(+)、服装属性(+)、多样 

性寻求心态(一)、相关群体态度 (+)；对态度忠诚的显著影响凶子有 5个 ：服务完整性(+)、风险规避态度 

(一)、服装属性(+)、自我形象概念态度(+)、多样性寻求心态(一)。 

11个主成分因子对服装品牌忠诚 、服装行为忠诚及服装态度忠诚 的影响是不同的。风险规避态度 、服 

装属性 、多样性寻求心态和服务完整性对三者的影响也是显著的；自我形象概念对品牌忠诚的显著影响主要 

体现在对态度上的正面显著影响；购买便利性对品牌忠诚的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行为上的正面显著影响； 

相关群体态度和购物环境只对消费者行为忠诚正面显著影响；而广告宣传的影响较为复杂，它对品牌忠诚的 

正面显著影响是行为上的正面显著影响与态度上的负面影响的综合结果；店员技巧与广告宣传对三者没有 

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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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 因子对服装消 费者 品牌 忠诚 的影 响 

注：“*”为P<O．1弱支持，“**”为 P％0．05强支持。 

4 结论 

1) 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统计方法的综合运用，提取了 11个主成分因子，并根据含义分别将其命 

名为购物环境 、服务完整性、购买便利性 、促销与推广 、服装属性 、广告与宣传、店员技巧、风险规避态度 、自我 

形象概念态度 、多样性寻求心态、相关群体态度。 

2) 通过序次 Logistic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统计方法的综合运用 ，得出 11个影响因子对服装 品牌忠 

诚 、行为忠诚和态度忠诚 2个维度的不同影响。 

3) 在促销与推广对忠诚的影响方面，得出与国外研究结论不完全相同的结论。促销及推广对品牌忠 

诚和行为忠诚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态度忠诚 的负面影响很小 ，且不显著。说明这种形式的营销手段在 

国内服装业较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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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f Clothing Brand 

Loyalty Based on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CHEN Jian—wei，XU J uan-j uan 
(c。11ege。f Textile and C1。thing，Qingda。University，Qingda。26607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lothing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evel of consu and bu 锄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odel of factors affecting clothing brand loyalty· Accord ng to the researchny 

Dotheses form questionnaire index system ，using the recovery of data， 1 1 main comPonents are extracted 

by the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methods·Then us ng Or dinä  t1 

regression mOdel to deal with the 1 1 main components，we get significant factors that affect clothing brand 

loyaltv，which from the biggeSt to the smallest are as follows：the attitude of i k。avers1On，d。th1ng at— 
tr ute，the mentality of diversity seeking，attitude tOWards the concept of self-image，conVe眦 n buying 

service integrity，promotion-oriented．Finatry，these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n ly dby tw imensio n 。 

clothing brand loyalty— behavior loyalty 8乙attitude loyalty．The results show tha the士actOr luen— 

cing behavior loyalty and attitude loyalty are not complete1y the same and the influence extent s of great 

difference． 
． 

Kev words：brand loyalty；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behavior and attitude；。o tume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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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upling M odel of Horizontal W ell in 

Bottom-W ater Drive Reservoir 

XIE Xun，HUANG Bing—j ia 
(China university。f Petr。leum(East China)Science，Qingdao 266555，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Otential superpOsition prIncipleand the mirror reaction princi p1 Icle 
studied the infl。w form of the hor zonta1 well in b0ttom—water driVe reservoir．This mod。 。on e he 

f“ction，accelerati。n，and mixing impact due to fluid inflow into the well and 。。n·And th n m binin
，

g 

with coupling conditions by fluid flow equation in reservoir and wellbore pressu d 。p qu 。n w g。 。 

reservOir-wellborecou pling mode1．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the f1ow ra 出stnbun(=na g： 
horizontal we11 is simi1ar to the letter“U”，the pressure gradually become m 1l f 。m h 4L 4 

M Pa)to the heel(41．351 MPa)，and the pressure in the foot does not chang。 。xtinguish as th

，

at

．

in the 

hee1．This article has pr。ved that the mode1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ptim 。n of the h。㈣ nt i 

we lls ． 
， Pn_ )ressure drop；variab1em ass—rate f1Ow；c。up1 ng m。de1

K d ey wor s：open—hole completion；horizontal well；pre Vam ble—mass—rate 。w c。u u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