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与科学方法

电子商务模式下顾客价值度量
模型的构建及应用
孟庆良，
韩玉启，
吴正刚
（
南京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４）
摘

要：分析了电子商务模式下顾客价值的新特点，基于顾客价值理论，通过实证调查，系统收集了电子商务模式

下的顾客价值驱动因素，建立了顾客价值的过程目标—结果目标网络模型，
构建了顾客价值度量函数模型，并讨论了所
建模型在企业价值主张量化中的应用，
证明该模型有效、
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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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超越了理性消费的模式，更加强调个性化

的深入研究则主要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的顾客体验。传统模式下，企业仅仅将注意

［１－ ３，
１１］

顾客价值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

力集中于顾客与公司接触点上，而电子商务

Ｇａｌｅ 的定义：顾客价值是根据产品的相对价

受到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提出要

模式要求企业必须关注一个更广泛的概

格调整后市场感知的质量；
Ｚｅｉｔｈａｍｌ 的定义：

把顾客价值管理作为公司管理层的首要任

—顾客情境，即包括顾客对产品或服务
念——

价值是消费者根据对所得和所失的感知而

务［１－ ２］，还有些学者把顾客价值看作企业竞争

的选择、购买和使用的整个过程。卓越的顾

对产品效用的总体衡量；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的定义：

优势的来源［３］。顾客价值是顾客从所购买的

客体验成为顾客忠诚的决定因素［９］。③顾客

顾客价值是顾客对产品的属性、属性表现以

０ 前言

。具有代表性和一定影响的定义有 ［６］：

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全部感知利益与顾客

由于能从网络上方便地获取产品或服务的

及通过在使用过程中帮助（或阻碍）实现顾

为获得该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全部感知成

相关信息，与企业进行条款和价格方面的谈

客的目标和目的后果进行的感知偏好和评

本之间的权衡。顾客价值成为营销界和管理

判能力大大增强，有些顾客甚至评估他们自

估。Ｇａｌｅ 的概念是最有影响的，尤其是在企

界最时髦的名词。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其进行

己对企业的终身价值，并利用这些知识要求

业界。Ｚｅｉｔｈａｍｌ 对顾客价值定义与 Ｇａｌｅ 比较

关注，主要研究了顾客价值的概念及其驱动

享有更好的交易条件。④竞争信息的方便快

接近，都强调 “得”与 “失”的权衡关系。

因素［４－ ５］，以及顾客价值与企业竞争优势问题

速获取，使顾客的转移成本越来越低。这些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的定义要更宽泛、更丰富、更复杂。

正显著影响顾客的购买决策，企业面临前所

因为它涵盖了多种情景 （购买前与购买后）

未有的挑战。如何探察和度量电子商务模式

以及多种认知的任务（
偏好与评估）
。在强调

下的顾客价值显得十分必要。

顾客体验的电子商务模式下，这个概念最能

。

［６－ ７］

但是，其中的大多数研究主要停留在关
注传统商务模式下顾客价值的概念和成因，
极少关注电子商务对顾客决策行为的巨大
影响：①电子商务模式促使顾客走出传统的

１

顾客价值的内涵及传统度量方法

反映顾客价值的本质。所以，论文以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的定义为基础，将顾客价值定义如

单一消费者的角色，成为消费者、共同经营

顾客价值的概念早在 Ｐｏｒｔｅｒ 的《战略优

下：顾客价值是顾客从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

者、价值共同创造者等多重角色。顾客正从

势》
中就有所提及［１０］：
一个企业的价值链必须

中获得的全部感知利益与顾客为获得和享

根本上改变市场运行的机制，从创造价值和

与顾客的价值链相匹配，企业的竞争优势来

用该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全部感知成本之

竞争价值两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８］。②顾

自于它能够为顾客创造价值。对于顾客价值

间的权衡。顾客价值有如下特点［４－ ７］：①顾客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 ０９－ ０６
作者简介：孟庆良（１９８０－ ），男，河南扶沟人，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工程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顾客关系管理、顾客价值；韩玉启（１９４５－ ），男，江苏
徐州人，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管理理论与方法；吴正刚（１９７０－ ），男，满族，黑龙江阿城人，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为组织理论。

１４８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科技哲学与科学方法

价值是顾客的主观感知，它有别于产品或服

购买决策的价值因素，同时结合顾客情景分

务的客观指标。②顾客价值具有多层次性，

析，询问其关注的顾客价值要素。调查结果

不同的顾客会有不同的感知。③顾客价值具

通过顾客价值因素组织，把所有顾客价值因

有动态性，因为人们的感知会随着时间的推

素转换成过程目标和结果目标形式，分别见

移而变化。④顾客价值是顾客导向的。

表 １ 和表 ２。

通过顾客价值度量与探察可以构建多
维度竞争的基础，也有利于监测顾客价值的
动态变化［８］。前人对其也做了少量研究。Ｇａｌｅ
提出了一个基于质量与价格两个维度的顾
客价值测量方法。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提出了一个顾客
价值决定 （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ＶＤ）系统，基于信息处理的认知逻辑，提出
顾客价值的度量应在具有递进关系的 ３ 个
层级上进行，即属性层、结果层和目标层。
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 与 Ｚｅｉｔｈａｍｌ 等 人

［１２，
１３］

构建了

ＳＥＲＶＱＵＡＬ（服务质量测量量表）模型，在质
量测量的相关研究中最具代表性，应用也最
为广泛。
总之，前人对顾客价值的度量作出了有
意义的探索，但对电子商务模式下顾客价值
度量的研究还不够，本文正是借鉴前人的研
究方法，构建电子商务模式下的顾客价值度
量模型。

２
２．１

顾客价值度量模型的构建
模型构建步骤
ｎ

顾客价值度量的前提是顾客价值挖掘。

…ｘｎ）＝!ｋｉｖｉ（ｘｉ）
ｖ（ｘ１，
ｘ２，

挖掘顾客价值的最佳方法就是询问顾客［１４］。

（
１）

ｉ＝１

主要采取以下步骤来构建模型：①挖掘顾客

这里，
ｖｉ（ｘｉ）是实现基本目标Ｏｉ的利益获

价值。主要是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从顾客

表明目标Ｏｉ的相对权
取函数。ｋｉ是权重系数，

视角了解顾客购买产品或服务时所关心的

重。这些系数的确定主要是通过 ３ 种途径：

价值因素。②价值鉴别与组织。包括顾客价

①针对某类产品或服务，直接对顾客进行调

值整理，合并相同的顾客价值，运用统一的

查，
以确定相关系数。②依据顾客历史数据，

模式来描述顾客价值，并按过程目标和结果

运用数据挖掘方法，如多元自回归分析方法

目标两种形式组织顾客价值因素。结果目标

为清晰过程目标和结果目标的关系，建

是直接影响顾客购买产品或服务决策的目

立如附图所示的顾客价值网络模型。该模型

标，如果该目标不能实现会导致顾客不进行

描述了顾客价值结果目标的实现途径，即顾

购买。过程目标是结果目标实现所经历的途

客价值获取的整个过程。

径，它的实现有可能实现一个或多个结果目
标。顾客是否购买产品或服务由结果目标来

基于此，可以构建一般的顾客价值度量
函数模型。

来确定。③根据企业内部那些直接与顾客接
触的一线员工的经验来确定。

３

企业顾客价值主张的量化
顾客价值主张描述了企业传递给顾客

的产品、服务、价格、关系和形象等的独特的

决定，但过程目标可以揭示顾客价值实现的

令 Ｏ１，
Ｏ２，…Ｏｎ 为某类产品或服务的 ｎ

机理。③通过建立过程—结果关系，清晰化

个结果目标集。对每个目标 Ｏｉ，
令 Ｘｉ 为描述

以及针对目标顾客，企业怎样做得比竞争对

结果目标。④构建顾客价值度量模型。

Ｏｉ 的产品或服务的测量单位，
ｘｉ 为具体地描

手更独特、
更出色。由顾客价值度量函数（
１）

顾客价值度量模型

述。例如，如果 Ｏ１ 为最小化获取产品的成

可知，企业在进行价值主张时往往考虑很多

为挖掘顾客价值，采取问卷调查随机调

本，
Ｘ１ 为元，
ｘ１ 为 ２０ 元；
Ｏ２ 为最小化传递时

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顾客价值的维度；顾

查了 １５０ 名顾客，其中来自电脑分销商、飞

间，
Ｘ２ 为天，
ｘ２ 为 ３ 天。可以认为向量 Ｘ＝（
ｘ１，

客对各个因素的看重程度不同，因此各个价

机票务公司、网上书店、股票代理商和保险

ｘ２，…ｘｎ）描述了一类产品或服务及被获取的

值因素对顾客的价值判断的影响也不同。顾

公司各 ３０ 名。目标是询问顾客有关影响其

整个过程。顾客价值度量模型为：

客价值度量函数（
１）不仅告诉企业需要哪些

２．２

混合体［１５］。价值主张决定了企业的顾客定位，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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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顾客或企业足够重视的价值因素，
这是价值创新的来源。顾客价值的一
个本质就是动态性，顾客价值的竞争
优势因素、竞争标准因素和潜在因素
是动态的，
存在着相互转化的现象。竞
争优势因素和潜在因素构成了企业具
有战略重要性的顾客价值要素集合。
实际上，竞争焦点的变化，是一个
竞争维度不断拓展的过程，正是顾客
价值的多样化驱动了竞争战略的多样

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０１，４，（２）：
５１－ ５５．
［５］杨龙，王永贵．顾客价值及其驱动因素剖析［
Ｊ］．
管理世界，２００２，（６）：１４６－ １４７．
［６］王高．顾客价值与企业竞争优势——
—以手机行
业为例［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４，（
１０）：
９７－ １０６．
［７］董大海，
金玉芳．作为竞争优势重要前因的顾客
价值：一个实证研究［Ｊ］．管理科学学报，２００４，
７，（５）：８４－ ９０．
［８］
Ｃ Ｋ Ｐｒａｈａｌａｄ，
Ｖｅｎｋａｔｒａｍ 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ｙ． Ｃｏ－ｏｐｔ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Ｊ］．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００，Ｊａｎ－Ｆｅｂ：７９－ ８７．

化，因此，企业必须时刻跟踪和监测顾

［９］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Ｂ． Ｓｅｙｂｏｌｄ．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ｌｉｖｅｓ［
Ｊ］
．

客价值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企业的

６６－ ７８．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１，Ｍａｙ：

竞争战略。

４

结语

［１０］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Ｐ．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１１］Ｚｅｉｔｈａｍｌ Ｖ 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ｃｅ，

通过分析电子商务环境下顾客价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ａ ｍｅａｎｓ－ｅ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ｙｎ－

竞争维度来进行价值主张，还告诉企业什么

值的特征，建立了顾客价值的过程目标—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１９８８，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维度最能影响顾客行为，什么维度起辅助作

果目标网络模型，构建了电子商务模式下的

５２（Ｊｕｌｙ）：２－ ２１．

用，
企业在各个维度上应做到什么程度。（
１）

顾客价值度量函数模型，提供了一个度量顾

［１２］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

式也可以写成：

客价值的新视角。通过把模型运用于企业的

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ｖａｌｕｅ［Ｊ］
． Ｊｏｕ－

…ｘｎ）＝ｋ１ｖ１（ｘ１）＋ｋ２ｖ２（ｘ２）＋…
ｖ（ｘ１，
ｘ２，
竞争优势因素
＋ｋｉｖｉ（ｘｉ）＋ｋｉ＋１ｖｉ＋１（ｘｉ＋１）＋…＋ｋ１ｖｎ（ｘｎ）
竞争标准因素

潜在因素

根据顾客价值要素对顾客的激励程度
和对竞争优势的贡献程度，可以把顾客价值
要素分为 ３ 类：竞争优势因素，就是对顾客
购买决策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它对顾客
具有很高的激励作用，为企业提供了获取竞
争优势的机会；竞争标准因素，就是企业在

顾客价值主张，对企业挖掘具有战略重要性
的顾客价值因素，为企业构建长期的竞争优
势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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