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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在淘宝网搜集的相关信息，本文建立计量模型对商品销量与网购页面呈现的其他信息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

发现：商品的收藏量、评分次数和好评数对消费者的 购买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商品的定价和分享量对销售量存在显著的
负向影响；而网购页面中呈现的浏览量、评价分数、中评数、差评数和优惠情况方面的信息并不会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产生显著
影响。 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营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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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章编号 : 1007-5682(2013)04-0052-06

网络经济条件下，网购已经成为人们购物的主
要方式之一。与在传统的实体店购物不同的是，人们

本差异、促销活动导致的价格差异等。除了价格及物
流等直接对消费者支付金额产生影响的信息外，在
商品销售页面上呈现出来的信息还包括历史购买数

在网购时可以同时进入不同的购物网站以及不同的
购物商店选购商品，能够很直观地对商品的不同销
售信息进行对比以便作出购买决策。然而选择多对
消费者而言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1-2]。由于购物网站

量、浏览次数、支付方式、库存数量、服务条款、评价
信息（评分和留言）等等，这些信息都是消费者在浏
览商店及商品时可能关注和可以直观看到的，也是
进行购买决策所必须加于识别、比较和选择的。

的综合性越来越强，产品线拓展得越来越宽，不同购
物网站之间以及同一购物网站的不同商店之间的商

在消费者网购决策的诸多影响因素当中，最为
学者们关注的是关于在线评论的研究，如针对在线

品同质化日趋严重。如号称“全球最大的综合性中文
网上购物商城”的当当网 ①，最早是以销售图书音像

评论的情感分析研究[3]、在线评论的有用性[4]、评论有
用性的影响因素[5]、在线评论的维度分析[6]等，此外还

制品为人们所熟知，而现在的经营范围已经拓展到

有针对在线评论中的负面评论[7]及无效评论[8]等方面

美妆、
家居、
母婴、服装和 3C 数码等几十个大类。
同一商品既可以在不同的购物网站上找到，又
可以在同一购物网站的不同商店找到。如在淘宝网

的研究，而对于评论之外其他因素的研究则相对较
少。那我们不禁要问，在如此繁多的信息当中，每一
项内容都需要关注吗？除了在线评论还有哪些信息

输入“耐克运动鞋”搜索到相关商品高达 1030845
件，在亚马逊进行同样操作能找到 3512 条相关信
息，而在当当网则也能找到 313 件商品信息②。并且
同一商品在不同购物网站以及不同网络商店的销售

可能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产生影响呢？我们在网购
商品时，哪些信息可以忽略，哪些信息是必须重视的
呢？通过在淘宝网搜集了销售量前 50 的电热水壶销
售信息，本文建立了计量模型对商品销量与商品呈

信息是不太一致的，如由于空间差异导致的物流成

现的其他信息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商品的哪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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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会对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的购买决策产生影响，
在网店的商品信息页面上，呈现出来的信息多
以便为消费者快速有效地作出购买决策提供依据， 种多样，图文并茂，既有关于商品本身的，如商标、
也为网络卖家制定营销方案提供参考。文章结构安 型号、材质、大小、颜色等，也有关于商品销售的，如
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样本数据的来源及变量的

价格、促销、配送、销售量、库存、支付、服务等，当然

选取；第三部分提出了研究模型，并对分析结果进行
了解释；第四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讨论了相应的
营销启示。

还有消费者评价，包括评分、评论、评价次数，以及
包括网店信息、推荐商品等，可谓名目繁多，让人眼
花缭乱。在如此多的信息当中，到底哪些可能对销
售量产生影响，又有哪些是消费者在购买时需要格

二、数据说明及变量选取

1.研究对象选取
本文选取电热水壶这种商品作为研究对象，主
要是基于：
（1）它是一种实用商品，消费者主要是出
于实用目的而进行购买，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了消费
者出于其他目的如炫耀[9]、收藏等情感因素进行购买

外留意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本文将一一
进行探讨。
首先将可能对消费者网购决策产生影响的因
素尽量考虑在内，然后结合本研究的样本和数据来
源，逐一进行排除，以便选取最能够体现本研究核

而产生的购买决策偏差；
（2）它的功能、款式、材质等
均比较相近，正因为商品的高度相似而使得商品本
身的因素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较小。排除了消
费者个人情感和商品本身可能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
生的影响，这就为本研究更加准确地分析网购页面

心的变量。本文选取销售量作为因变量。尽管有的
研究认为对销售量排名取自然对数后可以作为销
售量的替代值 [10]，但这适合于只有销售量排名，而
无具体销售量数据的情况。由于淘宝网提供最近
30 天的成交记录，因此本文仍以 30 天售出的数量

上呈现出来的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提供了
条件。

作为研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在自变量方面，尽量
选取在商品的购买页面能够直观呈现出来的信息。
前面已经对购买页面无法呈现但可能对消费者购
2.数据说明
我们从淘宝网获取了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淘宝 买决策产生影响的因素 （如消费者的个人情感）以
网当前拥有近 5 亿的注册用户数，每天有超过 6000 及购买页面能够呈现的商品本身的因素进行了排
万的固定访客，每天的在线商品数超过了 8 亿件， 除，这里还需要进一步排除一些不相关因素。在数
是中国深受欢迎的网购零售平台 ③。作为网络购物 据获取过程中，不难发现运费大部分都是由卖家承
平台的佼佼者，淘宝网覆盖了绝大部分网购人群， 担的，还有一些卖家将运费定为 0.1 元，另有极少
从中获取的有关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也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同时，由于淘宝
网提供的只是交易平台（C2C 和 B2C），卖家可以通
过平台与消费者直接沟通与交易，消费者也可以通
过平台寻找不同的卖家，即使是同一品牌的商品，
也有不同的卖家在销售，这就更加避免了商品（电
热水壶）本身尤其是品牌的因素对消费者购买决策
的影响。

数的卖家提供多种配送方案，如其他快递为免运费
或者 0.1 元，而 EMS 则为 15 元或 20 元，这种情况
下，作为理性的消费者都会选择其他快递。这说明
卖家已经将运费考虑进了价格中，为此可将商品的
配送信息及运费排除。在商品购买页面中也有该商
店（卖家）的信息，如信用情况、创立时间等，但由于
各店铺的这些信息都大同小异，且与该页面的单个
商品关系不大，因此将卖家方面的信息予以剔除。

在淘宝输入“电热水壶”搜索相关信息，共有将
近 60000 件商品（包含来自天猫网近 6500 件）④。点
击“销量”对所有商品进行降序排序，当销售量下降

由于电热水壶不属于紧俏稀缺商品，因此各卖家的
库存都充足，不存在预售、抢购等现象，因此将库存
排除。此外，支付方式、服务条款在不同商品销售方

到 200 以下时，网店页面上呈现的信息量较少⑤，即
消费者的购买量减少自然导致反馈信息较少，因此
我们选取了销售量不小于或接近 200 的商品销售信
息作为数据采集来源，并对一些异常值（如价格异常
⑥
、系统显示异常）进行剔除，共获得了 50 个销售电
热水壶的卖家店面信息作为变量数据来源⑦。

案中均不存在明显差异，故一并排除。
在合理排除以上信息的基础上，本文初步选取
了价格、浏览量、分享数、收藏数、评价次数（含好评
数、中评数和差评数，为三者之和）、评分次数、评价
分数、追加评论数、促销情况等作为自变量。价格变
量一般直接取定价数值，如果由于产品容量大小导
致了价格差异，则取价格区间的平均值。对于促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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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量选取

品，则选取消费者购买商品实际支付的价格即促销 售取值为 0。
价格。浏览量则取自网购页面显示的多少次“浏览”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看
数。分享数是“分享该宝贝”的次数。收藏数是“收藏 出，好评数与评价次数存在完全正相关关系，这主
宝贝”的次数。评价次数指多少条“评价”数，好评

要是因为评价次数为好评数、中评数和差评数三者

数、中评数和差评数均直接取值。评分次数是给商
品“打分”的次数。评价分数是“宝贝与描述相符”的
分数，最低为 1 分，满分为 5 分。追加评论数是全部
评价详情中“追加”的次数，并且不包含在评价次数

之和，且好评数与总的评价次数非常接近，所有商
品的好评率（好评数/评价次数）平均高达 97%，其
中还有三个店的商品好评率为 100%。这也与评价
分数的偏高相互验证，全部商品的评价分数均为

当中。促销情况则存在较大差异，光名称就有“参加
促销”、
“ 团购折扣价”、
“ 全场大放价”、
“ 心动价包
邮”等，由于电热水壶属于日常生活实用产品，价格
相对较低，实质上降价的幅度很小 ⑧，促销主要是卖
家销售的噱头，目的在于引起消费者注意，刺激消

4.7 分或 4.8 分，导致其标准差只有 0.05。进一步浏
览淘宝网的其他商品评价或者其他购物网站的商
品评价，不难发现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普遍较高，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消费者的评论模式存在一
致性 [11]。

费者购买。为此，本文将是否有促销情况作为哑变
量，有降价促销取值为 1，无降价促销也即正常销
表1

变量

1

2

3

4

三、研究模型与结果分析

1.模型设定

各变量的均值、方差及相关系数矩阵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月销量
价格

-.313*

浏览量

.486**

-.155

分享数

.428**

-.149 .919**

收藏量

.558**

-.105 .466**

.304*

评价次数 .603**

-.152 .880**

.909** .293*

评分次数 .392**

.143

.307*

.310*

.178

.371**

评价分数 -.085

.143

.096

.161

-.091

.134

好评数

.601**

-.151 .880**

.909** .292*

1.000** .369**

.137

中评数

.599**

-.137 .856**

.842** .356**

.930**

.432**

-.035

差评数

-.042
.927**

.567**

-.182 .538**

.447** .346**

.537**

.369**

-.330** .532**

.709**

追加评论 .566**

-.169 .878**

.891** .281*

.982**

.389**

.114

.981**

.940** .606**

优惠情况 .029

.132

-.136

-.160

.108

-.016

-.159

-.209

M

980.48

54.91 71980.82

S.D.

1301.70 28.35 122243.24 826.48 7894.73 3030.80 6175.17 .05

-.152

.144

322.76 3212.82 1262.58 5144.26 4.75

-.053

-.161

1234.90 22.18

5.50

46.42 .60

2983.86 45.15

9.41

86.87 .50

注：N=50 ；**p＜.01 ；*p＜.05 。

鉴于本研究选取的部分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因此有必要对变量进一步地检验和筛选。由于
好评数与评价次数存在完全正相关关系，且评价次
数的容差（Tolerance）为 0.000，可知存在完全共线性
问题，因此将评价次数予以排除。基于此，本文将基
本回归模型 1 设定如下：
Sali =α0 +α1Prii +α2Broi +α3Shai +α4Coli + α5Scoi +
α6Evsi+α7Prai+α8Medi+α9Badi+α10Addi+α11Pre+εi
其中，
Sal 表示销售量，Pri 表示价格，Bro 表示浏
览量，Sha 表示分享数，Col 表示收藏量，Sco 表示评
分次数，Evs 表示评价分数，Pra 表示好评数，Med 表
54

示中评数，Bad 表示差评数，Add 表示追加评论数，
Pre 为哑变量 （1 表示有优惠，0 表示无优惠），ε 为
误差项。
由于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直接进行
回归的话可能存在偏误，为此需要进一步地对变量
共线性进行检验（如表 2 所示），结果发现浏览量、分
享数、好评数、中评数和追加评论数等几个变量的容
差均小于 0.1，且 VIF（方差膨胀因子）均大于 10，可
能存在共线性问题[12]。
2.模型修正
由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通

表2

Pri

Bro

Sha

Col

共线性统计量

Sco

Evs

Pra

Med

Bad

Add

Pre

容差

.837

.096

.096

.561

.717

.675

.024

.059

.276

.023

.774

VIF

1.195

10.439

10.453

1.783

1.394

1.481

41.302

17.020

3.617

42.587

1.292

过逐步回归来克服共线性问题，并对变量的显著性
做出判断，以得到最优的研究模型。逐步回归后模型
汇总如表 3 所示。
表3

模型

调整的 R

模型汇总

标准估计的误差

Sig. F 更改

.348

1050.765

.000

.502

918.862

.000

3

.793

c

.605

818.444

.001

4

.819d

.642

778.736

.020

5

.838e

.669

748.971

.037

6

.856f

.696

717.725

.032

7

g

.748

654.062

.003

R

1

.601

a

2

.723b

.885

2

与追加评论数的容差均小于 0.1，VIF 分别为 37.172
和 38.394，可知依然存在共线性问题。对数据进行观
察也发现，追加评论多是由于在收到商品后没有及
时进行评论，而在之后的某个不确定的时间进行的
评论，还有部分是对初次评论的补充内容，因而存在
很大的随意性，由此将追加评论数从变量中排除。这
样就得到了本研究的最终模型为：
Sali=α0+α1Prii+α2Shai+α3Coli+ α4Scoi+α5Prai+α6Badi +εi
其中，Sal 表示销售量，Pri 表示价格，Sha 表示分
享数，Col 表示收藏量，Sco 表示评分次数，Pra 表示好
评数，Bad 表示差评数，ε 为误差项。
3.回归结果分析
将数据引入模型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注：a. 预测变量：（常 量 ）好 评 数 ，b-g 逐 步 加 入 收 藏 量 、分
享数、价格、评分次数、追加评论数、差评数。

从表 3 可知，
逐步回归将浏览量、
评价分数、
中评
数和优惠情况等不显著的变量排除出模型，
并依次将
好评数、
收藏量、
分享数、
价格、
评分次数、
追加评论数
和差评数逐步引入，
得到回归结果，
如表 4 所示。
表4

因变量→
解释变量↓ M1
Pra
Col
Sha

逐步回归模型的标准化系数汇总

M2

M3

Sal
M4
M5

M6

M7

.601** .479** 1.187** 1.169** 1.068** 1.960** 2.459**
.419** .452**

.439**

.419**

.409**

.337**

-.789** -.799** -.769** -.767** -.690**
-.209*

Pri
Add
Bad

模型

Pri

最优模型回归结果

Sha

Col

Sco

Pra

Bad

标准系数 -.232** -.739** .394** .170覮 .992**

.129

t值

1.242

-2.696

-3.709

4.445

1.823

4.703

覮

注：N=50 ；**p＜.01 ；*p＜.05 ； p < .10 。

从表 5 可知，商品价格与商品的销售量之间存
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α1=﹣0.232，p＜0.05），表明
商品的销售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呈现下降的趋势，这
也与我们在实际购物中的行为保持一致，尤其是对
于电热水壶这样的实用产品来说，消费者在网购时

.233*

.193*

-.925*

-1.646**

对价格是比较敏感的，价格的上升会抑制消费者的
购买行为。商品的分享量与销售量之间同样存在的
负相关关系（α2=﹣0.739，p＜0.05），表明消费者在网

.333**

购过程中分享商品不仅对提高销量无关，还会对商

-.250** -.277** -.254**
.197*

Sco

表5

注：**p＜.01 ；*p＜.05 。

品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当前购物网
由表 4 可知，好评数、收藏量、评分次数和差评 站的社区功能相对于其他专业社区网站而言是极其
数对商品的销售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分享数、 不完善的⑩，因而这种分享商品的功能对商品销售并
价格和追加评论数则显著地负向影响销售量。其中， 无益处，且由于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时能够直观看到
差评实际上是对商品的负面评价，负面评价会对商 其他消费者的商品评价，更使得商品分享不仅不能
品销售造成不利影响[13]，显然逐步回归结果与实际意 发挥正面作用，还会干扰消费者的购物决策，进而产
义存在一定的偏差。进一步发现，在逐步回归得出的 生负面作用。
最优模型（M7）中，好评数与追加评论数出现了标准
商品的收藏量与销售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
化系数大于 1 的情况，尽管有的学者[14]认为这并不会 系（α3=0.394，
p＜0.05），即消费者的收藏行为能够显
影响对回归结果的分析⑨，但鉴于本文的变量之间相 著引发购买行为，说明消费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购
关系数偏高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对模型进行优化。
通过进一步对 M7 进行共线性诊断，
发现好评数

买商品而对其进行收藏 11。评分次数与销售量之间存
在相对较弱的正向显著关系 （α4=0.170，p＜0.1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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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说明商品的评分次数能够对消费者的购买决
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评分次数只是对于消费
者评分的一项统计，如前所述，消费者的评价模式存

得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分享商品不仅无助于提高销
量，还会对商品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商品的收藏量、评分次数和好评数对消费

在一致性，因此显著性较低。好评数与商品销售量之

者的购买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商品的收藏量与

间存在很强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α5=0.992，p＜0.05），
说明商品的受好评程度与消费者购买之间存在密切
关系，好评能够直接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影响。这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商家总喜欢说“亲，好评哦”。需

销售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说明消费者的收藏
行为能够显著引发购买行为。评分次数与销售量之间

要注意的是，差评数对销售量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α6=0.129，
p＞0.10），由于评价次数为好评数、中评数
和差评数，且好评占评价比重居高，因此好评数在一
定程度上替代了总评价次数、中评数和差评数的影
响作用，从而使得这几个变量均在统计上显著。加上
卖家对消费者所给的差评往往会采取应对措施，如
通过售后服务或者沟通协调让消费者调整评论或者
追加评论 12，这就使得网店的差评往往是非常少的，
如本研究的数据显示差评平均值只有 5 个，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使得统计不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则呈现出较弱的正向显著关系。而商品的受好评程度
与消费者购买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好评能够直接对消
费者购买决策产生影响。并且由于好评数在一定程度
上替代了总评价次数、中评数和差评数的影响作用，
从而使得差评数和中评数均在统计上显著。
2.营销启示
在当前网络经济方兴未艾的背景下，网络购物
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常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网
络商品信息，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如何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更加准确地捕捉消费
者购买心理、引导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将是电商网
站、购物平台和网络商店在网络经济浪潮中取胜的

1.研究结论
本文以电热水壶为例，
通过在淘宝网搜集销量前
建立了计量模型对商品销量与商品呈
50 的销售信息，
现的其他信息进行了实证分析，
探讨了商品的哪些信
息会对消费者在网购决策中产生影响，
研究结论丰富

关键。
由于商品的收藏量、评分次数和好评数对销售
量均存在正向影响，因此卖家在网络页面中呈现商
品信息时应该重点关注这几个因素，进一步增加消
费者在这方面的参与度。同时也应对定价和分享量
这两个负面影响销售量的因素予以重视，尽量在同

了消费者网络购买行为的相关理论。但由于研究样本
及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依然存在不足。

类商品中突出价格优势，并且改善网络商店的社区
功能，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且本研究的实证结果

首先，我们通过逐步回归法发现，网购页面中呈 表明，差评数并不会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显著影
现的浏览量、评价分数、中评数和优惠情况方面的信 响，因此卖家完全没必要对消费者给差评反应过度，
息并不会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其中， 尤其是没有采取过激行为的必要。
浏览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商品受消费者关注的程
[ 注释 ]
度，也即通常意义上的“人气”。显然，无论是线下还
是线上，人气并不一定能带来买气[15]。几乎没有差异 ① 来自当当网官网-公司概况-当当简介：http://static.dangdang.com/
topic/2227/176801.shtml。
的评价分数同样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产生不了影
② 浏览三个购物网站的时间均为 2012 年 10 月 25 日。
响。而优惠情况对商品销量的影响不显著，在一定程
度上是基于电热水壶作为低价实用产品的特殊性，
当优惠成为常态的时候，它的促销作用也就大打折
扣了。另外，由于追加评论数存在较大随意性，因此
也可将其视作在统计上不显著。
其次，商品的定价和分享量对销售量存在显著
的负向影响。网络商品的销售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呈
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对于电热水壶这样的实用产
品来说，价格的上升会抑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商
品的分享量与销售量之间同样存在负向关系，这主
要是因为当前购物网站的社区功能极其不完善，使
56

③ 来源淘宝官网-关于淘宝-淘宝简介：http://www.taobao.com/about/
intro.php?spm=0.0.21637.8.7RTIkK。

④ 原淘宝商城，现改名为天猫网，是 B2C 购物平台，主要是以品牌旗
舰店为入驻卖家，为了最大程度上消除品牌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
影响，我们排除了来自天猫网的搜索信息。
⑤ 这里的信息量不是指信息类型的减少，而是指数据量的减少，也
即商品各方面信息类型呈现出来的数据很少。
⑥ 如其中有一款为智能数码控温电热水壶，定价为 498 元，与普通
的电热水壶存在较大差异，予以剔除。
⑦ 这些店面销售的商品可能是同一品牌，也可能是不同品牌。
⑧ 并且由于网络定价的虚拟性，卖家可以定高价，然后打促销的幌
子，以正常价格出售商品。

⑨ SUN 在采用逐步回归法时，同样出现了显著性变量的系数大于 1

[6]

的情况，但并未因此影响对回归结论的分析。

——
—基于在线图书评论的实证研究 [C]. 2012 年中国营销科学

⑩ 因为分享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商品向好友推荐，但购物网站的社区
服务较差，集中体现在好友关系较少，甚至没有，因此导致其功能

学术年会(JMS)，2012.
[7]

不仅不能正常发挥，还可能导致负面效果。

Budgets[J]. Journal of Marketing , 2003, 67(4): 103-117.
[8]

在显著差异。

“网友给商家差评收到寿衣，有人还曾收到大便”等等，来源于

tems, 2011, 50(4): 755-76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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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加以区分，可以得到更加精确的数据。同样地，这
也会大大增加工作量，同时难以选取合适的指标对
各个时间节点加以区分，因此本文也就采用这样的
方法，主要是考虑到从长期、中期和近期三个时间段
出发。由于目前国内没有对水稻消费预测的相关文
章，可以参考的文献比较匮乏，因此本文仅仅对亚洲
地区水稻消费做一个粗浅的分析。
粮食消费是一切消费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国家
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而设计更加科学和严密的
粮食消费预测分析模型，有助于我们动态、宏观地
把握未来一段时间内粮食消费的前景。这方面的工
作应当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笔者认为，以后应当从
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水稻消费的预测模型：一是
引入收入因素；二是引入其他粮食消费，横向比较
水稻在总食品消费中的变动趋势；三是精确划分时
间区间，细化水稻消费的时间性特征；四是引入物

消费的影响。
[ 注释 ]
①

2009 年玉米、水稻和小麦的产量分别是 8.17 亿吨、
6.83 亿吨和
6.80 亿吨，消费量分别是 1.14 亿吨、5.32 亿吨和 4.39 亿吨。资料
来源于 http://faostat.fao.org/default.aspx?lang=en。

②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人口司，United Nations of Population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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