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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自有品牌对消费者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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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通过对 3 个城市 977 个调查样本所收集到有关自有品牌对消费者福利产生影响的相关数据设置变量袁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当前我国自有品牌的引入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遥 实证结果表明院我国现阶段自有品牌的引入对消
费者福利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因素为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自有品牌产品的质量尧包装尧价格尧货架摆放位置以及自有品
牌产品对产品多样性的贡献袁上述因素均对消费者福利产生正向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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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零售商自有品牌是由零售企业拥有的品牌袁并

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遥Soberman 和 Parker[5]通过一个
知名品牌制造商和一个自有品牌零售商的模型证

通过独家或有控制的渠道进行分销遥 产业组织理论

明袁当知名品牌制造商与零售商合作袁提供与其品牌

中对自有品牌的引入对消费者影响方面的研究主

产品质量相当但低于其价格的自有品牌产品时袁会

[1]

导致该种产品的平均价格上升袁 而不是制造商受到

要集中于自有品牌对消费者福利产生的影响遥 Mills

的研究认为自有品牌潜在引入或实际进入对制造

来自野自有品牌的竞争冶遥

商造成的最大的影响是降低了制造商品牌产品的

现有文献中对零售商自有品牌引入后对消费者

批发价格袁并且袁制造商品牌产品的降价幅度随着

福利产生影响的研究袁 主要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

自有品牌质量的不断提高而越来越大遥 Meza 和

Sudhir 的研究证实了零售商引入自有品牌后袁零售
[2]

商提高了知名制造商品牌的价格遥 尽管自有品牌商
品的价格较低袁但是总价格却上升了遥 Steiner 通过
[3]

究的方式进行袁其中实证研究中袁采用最多的分析方
法是构建博弈模型遥采用博弈方法进行研究袁需假设
研究对象为理性经济人袁而非自然人袁从而忽略周围
环境因素袁而在现实中袁消费者是自然人袁自然人通

研究得出袁 当自有品牌与制造商品牌相互竞争袁而

常是感性的袁 因此博弈论对研究对象的假设具有一

不是其中某一方垄断时袁 将最大化消费者福利遥

定的缺陷性遥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袁特别是在我国袁零

Gabrielsena 和 Sorgard 将博弈分析尧市场需求分析
[4]

售商自有品牌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处于起步阶

与消费者效用分析相结合袁研究了零售商在某些产

段袁自有品牌的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遥 因此袁我

品种类中引入低质量自有品牌产品的原因袁以及对

国零售商自有品牌的引入对消费者福利产生的影响

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袁研究表明袁消费

如何还需进一步探讨遥本文基于此目的袁通过调查问

者和整个社会在某些情况下会偏好存在自有品牌袁

卷搜集到的相关数据袁 对我国零售商自有品牌引入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袁自有品牌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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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变量定义尧数据来源与调查量表的信效度
检验

渊二冤数据来源

笔者于 2016 年 8 月~10 月间袁通过调查问卷的

渊一冤变量定义

形式进行大规模调研袁收集零售商自有品牌对消费

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

者福利影响的相关数据袁在北京尧青岛尧烟台共发放

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
价格之间的差额遥 经济学分析通常利用消费者剩余
的变化来衡量消费者福利水平的状况袁消费者支付

调查问卷 1100 份袁共回收有效问卷 977 份遥 有关调
查样本地区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消费者调查样本地区分布情况

的实际市场价格与消费者剩余呈反向关系遥 现代零

城市

发放问卷渊份冤

有效问卷数量渊份冤

所占比重渊%冤

售经营将众多的商品置于同一零售端口袁为消费者

北京市

400

365

37.36

300

256

26.20

提供一站式购齐的便利袁节省了消费者购买的搜寻成
本袁由此可以认为下游市场上零售商为消费者提供
的产品的种类数目会影响到消费者的福利水平遥

[6]

多样性其实比价格更重要袁因为商品的多样性拓展
了市场的宽度袁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袁提高了消
费者福利遥 对于消费者而言袁优质的产品能更好地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袁实际支付价格不变时袁产品质
量越高袁带给消费者的剩余价值也越大遥

[6]

同理袁在

消费者实际支付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袁产品的包装和
服务的改善能够增加消费者福利袁而宣传力度的加
大袁能够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袁减少消费者
搜寻成本遥 另外袁也有学者在研究西班牙零售商对

青岛市
烟台市
合计

400
1100

356
977

36.44
100

渊三冤调查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通过调研活动中收集到的 3 个城市 977 个消

费者调查样本的统计数据袁应用 SPSS13.0 可靠性分
析工具和主成分分析分别对调查问卷量表的信度

和效度进行检验袁结果为院调查量表的 Cronbach 琢
的原始值为 0.640袁标准化的值为 0.676袁两个值均
超过信度指标值判别准则中规定的 0.5 的最小可接

受值袁表明问卷调查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曰问卷的

KMO 样本测度值为 0.638袁 超过规定的 0.5 的最小

值袁 同时 Bartlett 半球体检验的 P 值均为 0.000袁因

摆放位置对自有品牌的销售影响很大袁原因在于当

子提取的方差贡献率为 0.713袁 说明问卷的方差的

产品摆放在货架较为显著的位置时袁能够节省消费

三尧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计量模型的构建

自有品牌的货架空间管理时发现袁自有品牌的货架

者的搜寻成本袁提高消费者福利遥

解释比例均超过 70%袁量表通过效度检验遥

在经典的计量经济模型中袁被解释变量通常被

消费者满意度是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后对该

定义为连续变量遥 但是袁本研究中数据搜集主要采

种商品综合评价的反应袁消费者满意度能够较为全

用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赋值袁所搜集到的数据为离散

面地反映出消费者从其购买的商品处获得的福利

数据袁且数据间存在次序关系袁如被解释变量的类

效应遥

别分为院1=野非常不满意冶袁2=野不怎么满意冶袁3=野满

基于以上分析袁 结合本文实证研究的目的袁回

归模型全部变量的属性及定义如表 1 所示院

意冶袁4=野很满意冶袁5=野非常满意冶袁 以此类数据作为
被解释变量所建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被称为离散

表 1 自有品牌引入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的回归模型变量定义表
变量符号

变量属性

变量涵义

MYD

被解释变量

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消费者对自有品牌商品的满意度

XCLD

解释变量

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自有品牌商品的宣传力度

DYX

解释变量

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自有品牌商品对产品多样性的贡献

ZL

控制变量

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自有品牌商品的质量

JG

控制变量

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自有品牌商品的价格

BZ

控制变量

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自有品牌商品的包装

FW

控制变量

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自有品牌商品的服务

WZ

控制变量

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自有品牌商品的货架摆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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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型遥 由于本研究中的变量均为离散数据袁所
以需要将其转化为效用进行估计遥 效用模型中随机

+

5

是实际观察到的第

个样本所选择的选项袁

离散的袁 但由于将离散值
袁

是一系列影响因素

n

和随机项 着n 组成袁

n

的函数袁琢 为待估系数遥 随机

项 着n 服从极值分布遥

和

的对应关系如下渊

臆

=2袁如果 v1臆
=3袁如果 2臆

转换

的对应关系袁阈值在估计系数时

被一同估计遥

Logistic 回归分析时通过极大似然估计使因变

量观察次数的概率极大化袁进而得到自变量参数的
[2]

最佳估计值袁 与最小平方法相比袁极大似然估计法
可以用于线性模型袁也可以用于更复杂的非线性模
型袁由于 Logistic 回归是非线性模型袁因此极大似然
是其最常用的估计法遥

[3]

由于调查中所有收集到的 MYD 值的最小值为

1袁最大值为 5袁因此袁MYD 扩展为五个选项的情况遥
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院
*

= +

1

+

袁 冤]+移[Pr渊 =

=1

=2

=3

袁 冤]+移[Pr渊 =5|
=5

袁 冤]+ 移 [Pr渊 =4|
=4

袁 冤]

四尧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运用 Stata11.0袁利用迭代法对上述似然函数求
尧 1 尧 11尧 12尧 13尧

最大值袁得到

1

14

的估计值袁并通过

多次嵌套模型的似然比检验袁 发现变量 XCLD 和

表 4 自有品牌引入对消费者福利影响的排序
多元 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

2

其中袁v1尧 2 为阈值袁用以确定离散变量

为连续变量后与

袁 冤=移[Pr渊 =1|

新对模型进行拟合袁所得结果如表 4 所示遥

1

臆

4

*

3

FW 对模型的贡献是不显著的袁去掉上述变量后袁重

为三个选项的情况冤院
=1袁如果

臆

*

袁 冤]+移[Pr渊 =3|

2|

作为被解释变量会

由确定项

2

臆

*

的 尧 尧 1尧 2尧 3尧 4 进行估计袁似然函数如下院

带来严重的异方差和不一致问题袁所以将其转化为
连续变量

1

臆

*

采用最大似然函数法对排序多元 Logit 模型中

LRL渊

n

臆

*

其中袁 尧 尧 1尧 2尧 3尧 4 均为待估系数遥

以通过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得到的得分作为有排序

=琢

=1袁如果

=5袁如果 4约

对野自有品牌的引入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冶的研究

= n+

+

7

=4袁如果 v3约

用项符合极值分布袁之差符合 Logistic 分布冤遥 本文

排序多元 Logit 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院

+

=3袁如果 v2约

机效用项符合正态分布冤和 Logit 模型渊假设随机效

此应采用排序多元选择模型遥

6

=2袁如果 v1约

效用项的概率分布形式有两种院Probit 模型渊假设随

特征的离散变量渊见表 3冤袁变量值为 1尧2尧3尧4尧5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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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3

4

+

变量名称

系数

DYX

0.4471

JG

0.4277

ZL

1.1108

BZ

0.4579

WZ

0.2330

z-统计量

显著性

3.53

0.000

3.07

0.002

5.48
2.71

1.93*

0.000
0.007
0.053

阈值

v11

2.251

v12

6.061

似然函数值渊LL冤

-331.969

P值

0.0000

v13

伪R

2

10.875
0.1224

v14

似然比渊LR冤

13.297
92.60

注院鄢表示在90%的置信度下显著遥

对 3 个城市 977 个消费者的样本数据通过排

序多元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袁回归结果表明院

表 3 自有品牌引入对消费者福利影响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84

MYD

XCLD

DYX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828

1.465

2.759

2.956

2.298

2.904

2.904

3.071

977

5.00

0.546

977

4.00

0.800

977

5.00

0.918

ZL

977

5.00

0.608

JG

977

5.00

0.832

BZ

977

5.00

0.744

FW

977

5.00

0.744

WZ

977

5.00

0.932

有效的 N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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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自有品牌对消费者满意度影响的各决定因素得分

第一袁自有品牌引入对消费者满意度产生显著
性影响的因素为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自有品牌

自有品牌

制造商品牌

自有品牌的情况

商品的质量尧包装尧价格尧货架摆放位置以及自有品

数值

牌商品对产品多样性的贡献袁由于价格的赋值是从
高价格到低价格逐渐升高的袁因此袁上述因素对消
费者满意度均产生正向影响袁这也与现有文献研究

质量
包装
多样性

结果和我们的经验性认识相符遥 从回归系数可以看

价格

到袁当前对消费者满意度产生影响最大的决定因素

摆放位置

是自有品牌商品的质量袁这也是消费者选择自有品

消费者满意度

牌商品时首要考虑的问题遥

与制造商品牌相比袁

2.96

3.00

-0.04

2.76

3.00

-0.24

2.90
2.31
3.07
2.83

3.00
3.00
3.00
3.00

-0.10

百分比渊%冤
1.33
3.33
8.00

-0.69

23.00

-0.17

5.67

0.07

2.33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袁自有品牌影响消费者福

第二袁与制造商品牌产品相比袁自有品牌的包

利的四个决定因素的得分均低于制造商品牌的对

装和价格情况对消费者满意度产生显著性影响遥 包

应得分袁消费者对自有品牌的满意度低于对制造商

装作为保护并维持产品质量的措施袁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产品的内在品质遥 Fugate 通过实验得出自
[7]

品牌的满意度 0.17 分袁其中袁自有品牌商品价格的

得分最低袁可以得出袁在现有自有品牌的质量尧包装

有品牌感知质量偏低的原因在于消费者对自有品

等情况均低于制造商品牌的情况下袁消费者认为自

牌质量的评估会受到价格尧 包装等外在提示的影

有品牌的定价偏高遥

响遥 当自有品牌被包装成制造商自主品牌袁并呈现

五尧基于提高消费者福利的对策建议

为制造商品牌产品的价格时袁消费者对自有品牌的

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袁当前消费者对自有品牌

质量评估就高曰反之则会降低遥 相对于制造商品牌产

产品的满意度略低于其对制造商品牌的满意度袁主

品的价格袁自有品牌的价格越低袁越能够提高消费

要原因在于消费者认为自有品牌的产品因素较制

者满意度袁这一实证结果与现有文献研究结果相符遥

造商品牌存在一定的差距袁因此要想提高消费者福

第三袁自有品牌对产品多样性的贡献和货架摆

利袁首先要从自有品牌自身进行改善袁这包括对自

放位置对消费者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袁这说明消费

有品牌的经营理念尧产品方面的管理和品牌方面的

者对在购物时袁已经将自有品牌商品纳入备选商品

管理遥

行列遥 当自有品牌商品摆放在货架上较为显眼的位置
时袁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袁提高其满意度遥

1. 树立野以顾客为导向冶的品牌理念

目前我国零售商袁尤其是内资零售商引入自有

第四袁与制造商品牌商品相比的自有品牌商品

品牌的目的非常单一袁就是追求高额利润袁对自有

的服务对消费者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遥 一般认为袁

品牌的引入仅凭经验和主观臆断来确定自有品牌

自有品牌能够提供较制造商品牌更为周到快速的

开发的品类或品种袁并没有对消费者需求进行深度

售前售后服务袁但从实证研究结果看袁自有品牌并

且细致的调研袁使得部分自有品牌产品无法增加顾

没有凸显出自己的优势遥

客让渡价值袁造成供需脱节袁最后只能依靠低价取

第五袁与制造商品牌相比的自有品牌的宣传力

胜遥 相比较而言袁西方发达国家的零售商对自有品

度对消费者满意度的不显著遥 零售商引入自有品牌

牌的引入是建立在大量的销售数据分析以及充分

获得竞争优势的原因之一是自有品牌能够从同类

掌握各类产品性能及其优缺点的基础上进行的遥 因

制造商品牌处获得野搭便车冶效应袁这种野搭便车冶效

此袁我国零售商要转变经营观念袁不能单纯以获利

应中就包括自有品牌能够节省大量的广告宣传费

为目标引入自有品牌袁应树立起野以顾客为导向冶的

用袁回归结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好的验证遥

理念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宗旨袁以提高消费者对

以下分别对自有品牌对消费者满意度产生显
著性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袁结合调查问卷中的赋值
情况袁得出自有品牌引入对消费者满意度产生决定
性影响的变量的值袁统计结果渊平均值冤如表 5 所示院

自有品牌的感知为目的袁把野让消费者满意冶的理念
贯穿于自有品牌开发的各个环节遥
2. 完善自有品牌产品

从零售商角度看袁 一是要加强质量方面的监管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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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对委托加工制造商的资质进行全面考察曰
自有品牌的全程质量管理制度曰推行自有品牌全员
质量监控的理念和做法曰在质量管理中引入更具专
业能力和保持客观态度的第三方检测结构等遥

[8]

二

是要设计突出具有自有品牌特色的包装袁产品的包
装可谓是产品的野外衣冶袁自有品牌若想长久发展袁
需要野穿自己的衣服冶袁形成自己的标识遥 零售商应
结合本企业的企业标识设计自有品牌的产品标识袁
根据自有品牌产品的定位袁设计凸显本企业特色的
包装袁而非一味追求与制造商产品包装趋同袁搭制
造商便车遥 从相关管理部门角度看袁主要是加强对
自有品牌市场准入的监控遥

3. 加大自有品牌营销力度

通过对北京尧青岛尧烟台三个城市的 977 位消

费者就自有品牌认知度情况的调查结果发现袁被调

查者中只有 269 位消费者选择野了解冶尧野很了解冶或
野非常了解冶零售商自有品牌产品袁仅占被调查者总
数的 27.5%袁大部分消费者选择野不了解冶或野听说

过冶袁 消费者对自有品牌的了解程度较发达国家还
存在较大差距遥 而从消费者对自有品牌的实际购买
情况来看袁有部分消费者首次购买自有品牌的原因
是自有品牌产品包装与某制造商品牌产品包装高
度相似袁误将其当做制造商品牌产品遥 因此袁我国零
售企业应在兼顾成本的基础上袁加大营销力度遥 就
现有促销方式而言袁较为适合自有品牌的有院店内
广告尧人员促销尧折扣尧免费试用渊品尝冤等袁在加大
促销力度的同时袁要注意强调自有品牌与零售商的
关系袁尤其是在消费者口碑中较好的零售商袁可以
利用自身企业品牌促进自有品牌知名度的提升遥
4. 合理定位袁形成品牌差异化

零售商在引入自有品牌时袁首先要解决自有品

牌的定位问题袁在占据消费者心目中的某个有利位
置的同时袁有效建立品牌与竞争者的差异性遥 零售
商在以质量和价格为重点袁 结合本企业优势的同
时袁 还要注意保持自有品牌产品定位的一致性袁并
应着重考虑结合自有品牌自身的特点尧形象尧理念
以及与竞争对手相比的差异化优势等遥 目前我国自
有品牌的定位一味地追求低价袁更有零售商肤浅地
认为袁自有品牌的定价越低越好袁但事实并非如此袁
零售商通常出于吸引消费者的目的袁将自有品牌产

品的价格定得低于制造商品牌产品价格的 15%~
37%袁 结果这种过低的定价却降低了消费者对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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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感知袁并使消费者对自有品牌产生怀疑而放
弃购买遥 [9]关于自有品牌的低价位这一点袁村松兴广[10]
经过研究分析得出袁当自有品牌跟制造商品牌的价
格差距 10%时袁38.8%的消费者会积极购买自有品
牌袁当价格差达到 20%时袁有 29.5%的消费者购买袁
而当超过 30%时袁 只有 14.6%的消费者购买袁 这说
明袁自有品牌产品的定价过低袁反而会给消费者留
下负面影响遥 因此零售商在为自有品牌定价时袁要
充分考虑消费者感知因素的影响遥
5. 构建制造商的选择和监督机制
自有品牌的生产方式主要有两种院委托制造商
生产和零售商自设生产部门生产袁就现有情况看袁自
设生产基地对零售商的规模和经营实力的要求均
很高袁而委托制造商生产的门槛相对较低袁因此从
目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看袁我国绝大多数零售商
将会通过委托制造商生产的方式生产自有品牌产
品遥 由于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利益驱动机制存在差
异袁零售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代加工自有品牌的制
造商可能实施的机会主义行为遥 据有关资料显示袁
自有品牌产品出现的质量问题袁绝大多数是因为制
造商私自降低零售商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袁以次充
好所导致的遥
针对制造商可能存在的故意或合法的机会主
义行为袁 零售商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进行防范院第
一袁构建制造商的选择和监督管理机制遥 在构建制
造商的选择机制上袁不应将报价最低作为主要的选
择标准袁而应是构建包含多方面因素在内的综合评
价体系袁诸如价格尧质量尧技术标准尧交货时间等曰第
二袁采用量化程度较高的评价方法将构建的综合评
价体系进行量化遥 在监督管理方面袁通过增加信息
透明度袁 增加零售商察觉制造商机会主义的能力袁
促使制造商与零售商的代理合作步入良性轨道遥 零
售商应重点制定产品标准尧交易流程等方面的交易
规范曰 同时还必须特别关注交易规范执行的有效
性袁并提高制造商进行欺骗的违约成本袁通过明确
的奖罚措施增加双方合作的收益曰另外袁在构建监
督机制的过程中袁除了制定契约化的交易规范及其
严格的执行措施外袁为了应对交易规范中一些无法
事先遇见的情况的发生袁双方的沟通协调机制还应
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曰第三袁有实力的零售商可以采
用兼并或控股等方式同制造商合作开发自有品牌袁
或与具有过剩生产能力的制造商形成战略联盟袁由
制造商负责自有品牌产品的生产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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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Private Brand Introduction on the Consumer Welfare
LI Hui袁WANG Li-fen

渊School of Business袁 Lu 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0袁China冤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impac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ivate brand on the consumer welfare by set鄄
ting logit model regression and the variables related data collected from 977 survey samples of the three cities for the private
brand to have an impact on the consumer welfar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whic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ivate brand produc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nsumer welfare at the present stage as follows: Compare with the manufac鄄
turing products, the products, packaging, price, shelf placement of the private brand,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rivate brand
of product diversity, the factor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nsumer welfare.
Key words: private brand; consumer welfare; custom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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