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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国外顾客满意度研究理论和模型，结合会展行业特征，构建我田画际展会专业观众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运用结构方程

模型(SEM)，利用SPSS和AMOS软件，定量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组展商营销服务水平对专业现众满意度影响最大，其次是

展会现场管理水平和展会硬件设施务件；展会品牌、组展商品牌及接待服务水平影响较小。不过它们均通过影响专业观众的惠知价值间接

作用于满意度。最后。提出三点启示和建议。
。

【关键词】专业观众；顾客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国际展会

【中图分类号】F0631；G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r7(2008)03--0027-04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ProfessionaI Visitors’Satisfaction of

l nternationaI Exhibition in China

HE Tian—-xiang

(Tourism Management&hool，Hunan Unit*rsity of Commerce，Changsha，410205)

[Abstract]According to overseas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eory and model，considering MICE features，the Ex—

hibition—visitors’Satisfaction Model is built up．Then，SEM is taken to analyze the satisfaction factors by means of

SPSS and AMOS software．It is found that exhibition market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followed by situation

management and exhibition facility；exhibition trademark and organizer’S trade also determine somewhat satisfaction

index．But they all exert indirect influence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Finally，

thre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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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服务营销管理理论学者对顾客

满意度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解释了顾客满

意感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顾客满意度评价模型，

根据这些模型迸行顾客满意度测量。Tversky在1969年提出

了附加差异模型，Oliver于1980年建立了度量主观不一致的

一般模型川。Churchill等人提出的EP(Evahated—Perform一

锄ce)评估行为模型【21和Fomell等人提出的NQ(Normal—

Quality)标准模型t，J。1988年Parasuraman，Zeithaml及Ber-

ry建立了评价服务质量的SERVQUAL模型H1。目前较广泛

接受的有瑞典顾客满意度晴雨表(SCSB)、美国顾客满意度

指数模型(ACSI)和欧洲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EC—

si)p“1。国外顾客满意度测评方法主要采用结构方程

(Structural Equations Method，SEM)和指标测量法(Driver

Measurements Method)o“。目前。在国内也有学者逐步采用

SEM在服务业开展顾客满意度研究。

近年来，我国会展业发展迅速，专业观众满意度影响其

忠诚度，进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城市会展业发展，因此有必

要对专业观众的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然而，目前

我国会展业的客户满意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发现运

用上述国外模型分析专业观众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文献。因

此，基于国外顾客满意度的研究理论和模型，结合会展行业

特征，构建专业观众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

型(SEM)，利用SPSS和AMOS软件，着重分析影响专业观

众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为提高满意度促进我国会展业的健康

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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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观众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一)研究思路

专业观众满意度评价可以借用国外国家级顾客满意度测

评原理。为了分析专业观众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因果关系

为基础，将满意度指数置于一个因果关系链中考虑。该因果

关系链始于影响专业观众满意度指数的前期因素，即专业观

众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终止于专业观众忠诚度，专业观众满

意度指数位于价值链中一tL,。通过这种设计，可以运用结构方

程模型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分析路径系数大小找出影

响专业观众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

(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质量驱动因素：ACSI认为质量驱动因素是影响顾客

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它们是影响顾客对近期消费经历评价的

主要质量因素，对感知价值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组展商提

供的服务主要包括接待、营销、现场管理和硬件设施条件

等‘。1。

2．感知价值：感知价值也称为与价格相关的产品质量的

感知水平。ACSI认为感知价值是影响顾客满意度的重要因

素。感知价值受到质量驱动因素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传递

到顾客满意度，因此感知价值与顾客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

3．品牌形象：品牌形象对顾客感知价值的影响日益受到

重视。它是顾客根据以往消费经验的积累，特别受顾客近期

消费经验或者已度量的顾客满意度的影响，对顾客今后的购

买决策产生影响【9】。顾客对品牌形象的认知体现了对企业产

品及服务定位的了解，在选择购买时已经把品牌形象作为对

即将获得产品或服务期望的参考。因此，品牌形象对顾客感

知价值有正向影响。

二、专业观众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一)模型假设

依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8种假设。

1．会展服务质量与感知价值成正相关。Hla组展商接待

服务质量越好，专业观众的感知价值越高；

Hlb组展商营销服务质量越好，专业观众的感知价值越高；

Hlc组展商现场管理质量越好，专业观众的感知价值越高；

Hld展会硬件服务设施质量越好，专业观众的感知价值

越高。

2．品牌形象与感知价值成正相关。H2a展会品牌越著

名，专业观众感知价值越高；H2b组展商的品牌越著名，专

业观众感知价值越高。

3．感知价值与满意度成正相关。}13专业观众的感知价

值越高，其满意度越高。

4．满意度与忠诚度成正相关。H4专业观众的满意度越

高，其忠诚度也越高。

(二)模型框架设计

依据上述假设，借鉴ASCI、ECSI模型，构建专业观众

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框架，见图1。

图1 专业观众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现场访谈法。2007年11月。在长沙

XX国际博览会上，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其中调查专业

观众320人，回收专业观众问卷285份，其中填写不全的问

卷37份，有效问卷248份，占其问卷的87％。

(二)变量测量

满意度参照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的内容修

改而成。服务质量，则利用Parasumman等n01提出的测量服

务质量五项要素，参照ECSI模型量表，确定具体的质量驱

动因素及可调查的量化指标。量表以李克特5点量尺计分衡

量。

’(三)计算方法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使用

Spssl5．1和Amos 7．0软件进行数量分析。详细计算步骤和

过程参见文献itl]。

(四)样本的信度和效度

1．信度：首先做主成分分析，抽出特征值大于l，因子

负荷大于O．5的因子。然后计算Cronbaeh’8 alpha衡量各量

表因素问信度指标，发现各量表d大于O．7，属于可接受范

围，见表l。

2．效度：由于所使用问卷是参照已发表文献，很多学者

都曾使用该量表测量相关变量，因此认为该量表有可靠的信

度和效度。其次，由于该量表因素分析抽出的因素数量与研

究者原设计大体一致，因此，推断这些量表具有适当的结构

效度。’

四、研究结果

(一)整体模型检验

对模型检验可分别从基本拟合度和整体模型拟合度两方

面展开‘1"。

1．拟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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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问卷信度及模型基本拟合度标准分析

从表1知，基本拟合度均大于0．5，显著性水平均达到 接近0．9外，其他各项指标均超过可接受水平，说明整体模

0．01，说明该模型符合基本拟合标准。从表2知，除NFI值 型拟合度较好。

表2整体模型拟合指数

注：·为P=O．001． ．

2．路径系数分析。由图2可知，由于11l小于0．3，P=

0．ol，说明接待￡1对感知价值q1的影响较小，假设Hla为

弱支持；．y51也略小于0．3i P=O．05，说明接待擎对感知价

值111的影响较小，假设H：a、H：b为弱支持；其他假设1均

大于0。3，P=O．001，为强力支持。

圈2专业观众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计算结果

(二)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判读

根据图2路径系数及其计算出潜变量之间的总影响系

数，把主要影响因素分为四个层次。

1．组展商的营销服务水平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营销

。娶对满意度币的总影响系数达到0．602，最高。从因子负

荷看，参展商质量和国外参展商比重的因子负荷均超过0．9，

说明组展商能否吸引一流的参展商和国外展商对于国际会展

的专业观众极为重要。因为高质量参展商和大量国外参展商

能提供专业观众更多了解市场行情和结识新客户特别是国外

客户的机会。问卷调查显示59．1％的专业观众参展目的是结

识新客户和了解市场行情，58．2％的专业观众对本次展会展

品的数量、品质和新颖程度不满意。

2．现场管理擎和硬件设施≯是主要影响因素。它们对

满意度币的总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373和0．343，较高。从

因子负荷看，展台设计吸引力和展馆设施满意度的因子负荷

接近或超过0．9，住宿设施满意度和展馆现场安全度的因子

负荷也接近0．8，说明展馆设施和展台设计严重影响专业观

众满意度，展馆安全保障和住宿条件也有较大影响。展台设

计水平越高，吸引力越强，越能吸引观众，留给专业观众的

印象也越深。展馆内部设施条件影响参展商展台的设计和专

业观众搜寻与交易的便利度、舒适度；现场安全度高，能给

展会创造一个良好的交易环境，有助于提升展会的成交额。

住宿设施条件也会影响专业观众的生活状态和工作情绪。问．

卷调查表明，31％的专业观众认为本次展会的展台设计有待

加强，20．3％的专业观众对住宿、饮食和展馆交通不满意。

3．品牌形象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专业观众满意度。它

对满意度乖的总影响系数为0．217，相对较低。从因子负荷

看，展会品牌知名度因子负荷0．855，高于组展商的0．76，

说明树立良好的品牌有利于改善专业观众满意度，也表明展

会品牌相对更重要。一个著名展会品牌和知名的大组展商能

起到良好的广告宣传作用，有利于吸引大批高质量的参展商

和专业观众，但也可能提高了专业观众参展的预期目标，因

此对提高专业观众的满意度来说是一把双刃剑。问卷调查表

明，48．6％的专业观众对本展会品牌知名度和组展商知名度

不满意。

4．组展商的接待服务水平对专业观众满意度影响弱。接

待翠对满意度币的总影响系数为0．098，最低。不过，接

待人员第一印象和接待及时性的因子负荷超过0．9，说明接

待人员的素质和态度也能影响专业观众满意度。问卷调查表

明，5．4％的专业观众对组展商提供的现场服务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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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一·

(一)主要结论

1．展会的服务质量作用于专业观众的感知价值，间接影

响专业观众满意度。组展商的营销服务水平、现场管理水

平、展会硬件设施条件、品牌形象和接待服务水平都属感知

质量驱动因素，它们通过影响专业观众的感知价值进而影响

满意度和忠诚度，基本符合国外满意度的一般模型。

2．反应营销服务水平的参展商质量和国外参展商数量是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3．反应现场管理水平的展台设计、展会的安全保障比较

重要。
‘

4．反应硬件设施的展馆内部设施条件、住宿设施条件也

比较重要。

5．展会品牌形象和组展商品牌形象对专业观众的影响是

双面的，但正面作用更大。

。6：组展商的接待水平对专业观众满意度影响较小。

(二)启示及建议

上述绪论为组展商和会展举办城市政府提供以下三点启

示和建议。

1．展会能否成功举办首先依靠组展商的营销水平。能否

掌握和成功邀请大批一流的参展商和国外参展商至关重要。

2．场馆内部设施、展馆配套服务设施、展台设计及展会

安全保障等对展会成功举办影响较大。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

性或全国性的会展中心城市，既要建设一流的、配套服务设

施完善的大型专业展馆，拥有快捷的对内对外交通设施，又

要提升展会现场管理水平。

3．塑造知名会展品牌，寻找著名组展商办展，也能提高

专业观众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因此，有必要加快会展业改

革，引进国外知名会展企业合作办展，带动城市会展业的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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