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5

市场营销

摘要  负面社会推理通常给企业或品牌带来负面影

响，如“腐败”“拜金”等社会推理之于奢侈品。本文旨

在探讨以下问题 ：当品牌遭遇来自外界的负面社会推理

时，何种消费者的态度将受到更大的冲击——是该品牌的

“粉丝”还是普通消费者？为什么？品牌如何利用这一心理

机制化解危机？本文通过四个控制实验与企业真实销售数

据发现 ：负面社会推理更有可能降低高偏好消费者（“粉

丝”）和高社会规范遵从度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因为他们

对社会推理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思考更多。而品牌或企

业可以通过推出低品牌炫耀度的产品来缓冲这一危机。该

研究结论不仅对深化和拓展社会推理、炫耀性消费等理

论的结构体系和边界条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企

业如何应对负面社会推理、保留核心客户群体，消费者

如何调和自身偏好与社会推理之间的矛盾有着重要的实践

意义。

关键词  负面社会推理 ；产品偏好 ；社会规范 ；品

牌炫耀度 ；购买行为

引言

社会推理（So c ia l I n fe r e nc e）是人们在某种假设前

提下通过一些合理的规则，对某些个体或群体得出的

相应判断与结论。[1] 许多品牌或产品品类以其鲜明的特

色著称，获得了一众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有些品牌或

产品也因这种旗帜鲜明的特色而陷入某种负面的社会

推理。例如，奢侈品以高昂的价格、地位与权力的象征

性著称，也正是由于这种属性使一些消费者群体（如学

生）在购买和使用时被贴上铺张浪费、拜金、炫耀的标

签 ；[2] 保时捷以时尚运动的形象著称，让年轻消费者得

以张扬自我，却无意中让中年消费者陷入了尴尬——他

们常常被认为是因为遭受了“中年危机”才去购买保时捷跑

车；[3] 此外，日本产品也曾在中国面临严重的负面社会推

理危机，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中国一度掀起“抵制日

货”的风潮，使日本品牌的销售者、购买者及使用者被

贴上“不爱国”的标签。负面社会推理的存在对品牌或

产品厂商及其消费者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使产品过去及

现有的使用者遭受来自外界的压力，使其潜在消费者有

所顾虑、犹豫甚至放弃购买，也使企业实践者面临难以

控制的顾客流失及其他损失。

这些社会推理正确与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本文旨在探讨负面社会推理给消费者及品牌产品带来的

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具体来说，文章主要研究以下

问题 ：当品牌遭遇来自外界的负面社会推理时，何种消

费者的行为将受到更大的冲击——是该品牌的“粉丝”，

还是普通消费者？为什么？品牌又如何利用这种心理机

制积极应对，化解危机？已有研究发现，消费者对产品

原本的偏好越强，他们对该产品的评价或态度就越小可

能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4-6] 但这些研究中涉及的“外界

信息”大多与产品本身相关（如他人对产品的评价等），

负面社会推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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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与消费者“自我概念（S e l f- c o n c e p t）”相关。这些

研究大多关注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或评价是否受外界信

息的影响，但消费者的行为意愿是否必然与其态度或评

价一致并未充分探索。基于这两点不足，本文在以往研

究的基础上关注与消费者自我概念高度相关的负面社会

推理，及给消费者行为意愿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在负

面社会推理情境下，消费者可能会出现行为与态度不一

致的情况，即对品牌有高偏好的消费者更容易顾虑负面

社会推理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避免购买。此外，

本文从消费者特征和产品特征两个方面进一步探索这一

现象的边界条件，为品牌化解负面社会推理带来的危机

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 购买行为中的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

Ariely 等 [7] 提出，消费者在社会环境当中的消费行

为或决策往往面临不同的目标。一方面，消费者的购买

决策取决于个人目标，即个人独立于群体或者社会时的

目标（如满足自身偏好的目标）。[7] 个人目标与经济学经

典理论和假设一致，即人们根据自身的内在偏好做决策，

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并且这一偏好具有一致性，不随环

境或情境的改变而改变。此外，个人目标也符合计划行

为理论，[5] 认为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具有一致性，行为受

态度的影响，态度能够预测行为。从个人目标出发可能

得出的推论是，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取决于其内在的偏好

和品味，消费者越喜欢一个产品，就越可能购买它。也

就是说，一个品牌的“粉丝”比其他普通消费者更有可

能购买该品牌的产品。

另一方面，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也受到社会目标（或

群体目标）的影响。社会目标是个人处于群体或者社会

当中时，受到他人的偏好、选择或态度影响的目标（例

如自我表达的目标）。[7] 首先，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受到社

会规范的影响。[4, 8-10] 社会规范指的是社会和社会中的

个体所遵从的风俗习惯、价值标准、行为准则等。[6] 其

次，消费者通过消费决策来满足自我表达和印象管理的

目的。消费者常常将品牌或产品作为自我的延伸，通过

对品牌或产品的选择来传递自己的个性、态度、生活方

式等。[11-13] 正因为品牌或产品能够作为消费者自我表达

的媒介，人们也通过他人的消费来推测其个性、态度或

生活方式等信息。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消费决策管理他

人对自己的印象。[14,15] 比如，当人们对地位的需求较高时，

会更想通过购买奢侈品提升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地位。[16,17]

为了满足社会目标，使自己的行为决策符合社会规范、

为群体所认同、获得积极的印象，消费者在决策过程

中会考虑决策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社会推理。当一个品牌

或产品存在负面社会推理，如前文提到的奢侈品之于大

学生、保时捷跑车之于中年消费者等，这种社会推理带

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这一假设

与过去研究和理论一致，当消费者担忧负面社会推理所

带来的影响时，他们常常会避免导致这种负面影响的行

为，从而趋同于社会规范。[9,10,17,18] R a t n e r 等 [19] 研究发

现，人们不太愿意独自在公共场合进行享乐型消费（如

独自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会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没有朋

友（预期可能的负面社会推理）。而当这项消费是在私人

场合发生（如在家看电影）时，没有了负面推理的顾虑，

人们则不介意甚至更愿意独自进行。综上，我们提出假设：

H1 ： 某个品牌或者产品存在的相关负面社会推理

会降低消费者对该品牌或者产品的购买意愿

当消费者的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冲突

时，消费者决策更易受何种目标的影响呢？过去不少文

献研究了影响人们遵从个人目标还是社会目标做出消费

决策的因素，大多为与这两种目标本身无关的第三方因

素，如消费情景特征（公共场合或私人场合、信息完整

性等）、消费者个人特征（社会认同需求、自信程度等）、

品牌或产品特征（可见性、必需品或奢侈品）等。[4] 与

以往文献不同，本文旨在研究两种目标的交互作用，即

消费者个人偏好的高低如何影响负面社会推理对购买意

愿的影响。我们认为，与对产品偏好较低的消费者相

比，负面社会推理对产品偏好高的消费者会产生更大的

冲击。也就是说，品牌或产品遭遇的负面社会推理会对

该品牌或产品的“粉丝”（而不是普通消费者）造成更

大的影响。虽然过去有研究发现，相比消费者原本没有

偏好或偏好较弱，消费者原本的偏好越强，则越可能抵

抗社会规范的影响。[4-6] 例如，Her r 等发现，[5] 相比消费

者之前对产品没有印象或记忆，当消费者已经对产品形

成印象或记忆时，他人对该产品的态度或评价就不太能

够影响到他们对该产品的评价或态度。但与以往研究不

同，本文关注的负面社会推理并非品牌或产品本身信息

（如产品质量、体验等）或者他人对于产品本身的评价，

而是外界与使用某品牌或产品的消费者自我概念（Sel f-

c onc e p t）相关的信息。研究表明，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

通常与消费者—品牌关联程度（Sel f-brand Con nect ion）

有正相关关系，对某品牌的高偏好消费者往往比低偏好

消费者感觉自己与品牌有更紧密的联系，更可能将该品

牌或产品作为自我概念的表达及延伸。[20,21] 正是由于高

偏好消费者与品牌或产品的紧密联系，他们比低偏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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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更倾向认为购买或使用该品牌或产品代表了自己是

谁，因此当品牌或产品出现负面社会推理时，他们更可

能卷入对负面社会推理的思考（El a b o r a t ion），[22] 思考购

买该品牌或产品所发出关于自我的信号可能给自己带来的

负面影响，经过更多思考更可能带来行为的改变。[22-25]

因此本文认为，虽然通常产品的高偏好消费者比低偏好

消费者有更高的意愿购买该产品，[7,26-29] 但存在负面社

会推理时，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可能不一致——高偏好

消费者比低偏好消费者更可能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

而改变其行为意愿，即使他们对品牌产品本身（如产品

质量、体验等）有较高的评价和认可度。他们将购买行

为与自我概念相联系，更多地考虑负面推理可能给自我

表达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最终放弃对该产品的购买。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

H2 ： 负面社会推理对购买意愿的影响（H1）受到

消费者产品偏好的调节。高偏好消费者比低偏好消费者

所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

2. 社会遵从度的调节作用

除了产品偏好程度，消费者的社会规范遵从度也会

对负面社会推理与购买意愿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许多

因素会影响人们是否遵循社会规范。[30-32] 个体预先建

立的规范（P r e- e s t a b l i s h e d N o r m s）就是其中之一，包

括特定个体在特定文化或社会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持久和

基本的规范。[9] 社会规范对个体而言是外部的，而预先

建立的规范是内部的。社会规范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重

要机制是内化，当社会规范的内容与人们预先建立的规

范一致时，人们更容易认同并接纳社会规范，从而将社

会规范内化为自己价值观的一部分，在做出行为决策前

更多地考虑该社会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4,33] 本文将预先

建立的规范与社会规范一致程度较高的消费者称为高社

会规范遵从度的消费者，将预先建立的规范与社会规范

一致程度较低的消费者称为低社会规范遵从度的消费

者。我们假设高社会规范遵从度的消费者比低社会规范

遵从度的消费者更容易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假如

存在“购买日本产品是不爱国的表现”的外部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遵从度高的消费者比社会遵从度低的消费者

更容易接受这个社会规范，并且在购买相关产品时思考

（Elaborate）该社会规范可能给自己带来的负面社会推理

（即“不爱国”），从而拒绝购买日本产品。因此，我们提

出假设 ：

H3a ：负面社会推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H1）

受到社会规范遵从度的调节。社会规范遵从度高的消费

者比社会规范遵从度低的消费者所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

影响更为显著

我们进一步提出，相比低消费者，社会遵从度的调

节作用在高偏好消费者中更可能发生。根据前文及假设

2 中所述，高偏好消费者在购买存在负面推理的产品时，

比低偏好消费者更可能将产品的购买行为与他们的自我

概念相联系，通过消费行为表达他们的价值观。[20,21] 那么，

由于高社会遵从度的消费者更可能将社会推理内化成自

己价值观的一部分，[4,33] 他们更可能避免购买该品牌或

产品从而表达自己对该社会推理的认同 ；相反，由于低

社会遵从度的消费者对负面社会推理的认同度较低，他

们更可能会满足自己内在的高偏好，通过购买该品牌产

品表达自己对负面社会推理的态度。因此，在高偏好消

费者当中，高社会遵从度和低社会遵从度的消费者倾向

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而对于低偏好消费者，由于他们通

过购买该品牌或产品来表现自己价值观的需求较低，受

到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相对较小，社会遵从度的高低所

发挥的作用也会相应地减弱。因此我们认为，消费者偏

好会进一步调节社会遵从度的调节作用，即对于高偏好

消费者，社会规范遵从度越高，消费者受到负面社会推

理的影响越显著 ；而对于低偏好消费者，社会规范遵从

度的调节效应则相对较弱。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

H3b ：相比于低产品偏好的消费者，社会规范遵从

度的调节作用（H3a）对于高产品偏好消费者更为显著

3. 产品炫耀度的调节作用

基于前文论述，高偏好消费者更可能受到负面社会

推理的影响。那么他们如何解决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之

间的矛盾，既能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又尽可能避免负面

的社会推理？商家又应该如何应对，保留自己的核心客

户群体（高偏好消费群体）？本文提出高偏好消费者面

对负面社会推理会减少对相关高炫耀度产品的消费，而

不会减少甚至可能会增加对相关低炫耀度产品的消费。

品牌或商家也可以通过推出低炫耀度的产品弥补损失，

留住核心客户群体。

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 ion）是指人们

通过大量的休闲活动，以及在商品或服务上的奢侈花费

来展示自己的财富、权力的一种行为。[34-36] 价格是反映

产品炫耀性程度的一个维度，通常越昂贵或越高档的消

费越能够展示消费者自身的财富，[37,38] 奢侈品通常作为

炫耀性消费的一种，被用来彰显消费者自身的地位、声

望、财富等。[17,39,40] 除了价格以外，产品品牌标识的显

著性也可以作为反映产品炫耀性程度的一个指标 ：同样

价格或品牌的产品，产品的品牌标识越显著，其炫耀度

就越高。[17] 如图 1 中的两款 G u c c i 手提包，右图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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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标识比左图的更显著，人们感知右图手提包的炫耀

性程度也比左图的更高。

如果某种品牌存在负面社会推理，其产品的炫耀性

程度越高，周围人对该品牌的感知就越强，消费者预期

使用该产品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

人们为了避免受到消费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推理，更可能

降低存在负面社会推理且炫耀性程度高的产品消费，而

炫耀性程度低的产品受到的影响则较小。这一假设与以

往研究相一致，[4,19,41,42]Fisher 等发现 [42] 产品或品牌的社

会可见性（So c ia l Vi s ib i l i t y，即消费者认为该产品是否

会被目标群体注意到）会影响消费者在选择新产品或品

牌时是否受到群体社会规范的影响，相比社会可见性低

的产品，消费者在选择社会可见性高（产品的炫耀性程

度高）的新产品时更可能在选择产品和品牌时考虑群体

的偏好 ；Bea rden 等 [41] 发现人们在购买奢侈品（相较于

必需品炫耀性程度更高）时，在产品和品牌的选择上更

可能受到群体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公共场合消费的奢

侈品（相较于私人场合消费的奢侈品，即炫耀性程度更

高）中最强 ；相似地，R a t n e r 等 [19] 研究发现，人们在

公开场合（炫耀程度较高）更愿意牺牲个人偏好而避免

负面社会推理，而在私下场合（炫耀程度较低）则更少

考虑到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基于这些证据，我们提出

假设 ：

H4a ：负面社会推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H1）

受到产品炫耀度的调节。炫耀度高的产品比炫耀度低的

产品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

我们进一步提出，相比低偏好消费者产品炫耀程度

的调节作用在高偏好消费者中更可能发生。当某品牌或

产品存在负面社会推理时，该品牌的高偏好消费者一方

面希望购买或使用这种品牌或产品，另一方面也希望尽

可能地避免负面社会推理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

他们对该品牌产品炫耀度的高低会比较敏感——对于高

炫耀度的产品，由于人们对品牌的感知度较高，而高偏

好消费者更多地倾向思考和顾虑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

因此负面社会推理会大大降低他们对于这类产品的购买

意愿 ；[41,42] 相反，对于低炫耀程度的产品，遭受负面社

会推理的顾虑降低，消费者自身的偏好则会主导其购买

行为。[4,19] 因此，相较于高炫耀度的产品，高偏好消费

者对该品牌低炫耀度产品的购买更不容易受到负面社会

推理的负面影响，甚至负面社会推理可能增加高偏好消

费者对该品牌低炫耀度产品的购买，因为低炫耀度产品

有效解决了他们的困境。而对于低偏好消费者，由于他

们对负面社会推理的思考程度本身较低，对高炫耀度产

品的购买意愿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低

炫耀度产品的购买意愿也不会因为负面社会推理顾虑的

降低而增高，因此产品炫耀度的高低对他们的影响相对

较弱。综上，我们认为消费者偏好会进一步调节产品

炫耀度的调节作用，即对于高偏好消费者，产品炫耀度

越高，消费者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越显著 ；而对于

低偏好消费者，产品炫耀度的调节效应则相对较弱。换

句话说，当品牌或产品存在负面社会推理时，高偏好消

费者会比低偏好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品牌炫耀度低的产

品，来调和自身偏好与社会推理之间的矛盾。因此，我

们提出假设 ：

H4b ：相比于低产品偏好的消费者，产品炫耀度的

调节作用（H4a）在高产品偏好的消费者中更为显著

根据上述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如图 2 所

示的研究概念框架模型。

二、实验过程与研究结果

1. 实验 1 ：奢侈品购买——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及

产品偏好的调节作用

（1）被试

实验一中的 96 名被试均来自某大学，所有的被试

均为女性大学生，因为与奢侈品购买相关的虚荣、拜金

等负面社会推理大多数都与女性大学生有关。

（2）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产品偏好 ：低 v s . 高）×2（负面社

155-166南开管理评论  第23卷, 2020年第2期第              页 



159

市场营销
会推理 ：存在 v s . 不存在）组间设计。首先，所有被试

都回答了对于三种奢侈品类别（手提包、鞋子和衣服）

的偏好程度（“1”= 非常不喜欢，“7”= 非常喜欢）。我

们采用三种类别偏好的平均值作为被试对奢侈品的总体

偏好（α=0.89）。然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负面社会推

理存在与不存在的两组中，存在负面社会推理组被试阅

读了一段关于奢侈品的负面社会推理的文字 ：“社会上普

遍认为，大学生应该好好学习，衣着不应该过分奢侈。

而且过多使用奢侈品的女生也会让不少人产生负面的猜

测，比如花钱过于浪费，过分炫耀，或者可能被包养，

等等。”而不存在负面推理组的被试没有阅读这部分文

字内容。最后，被试回答了对三种奢侈品的购买可能性

（“1”= 非常不可能，“7”= 非常可能），我们采用三种

类别购买可能性的平均值来作为被试对于奢侈品的总体

购买可能性（Cronbach`s α=0.90）。

（3）研究结果

首先，我们根据被试对奢侈品偏好程度的均值

（M =4.52）将被试分成高偏好组（奢侈品偏好大于均值

4.52 的被试 N =50）和低偏好组（奢侈品偏好小于均值

4.52 的被试 N =46）。然后，以偏好程度和负面社会推理

为自变量，购买可能性为因变量做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消费者对奢侈品的偏好程度对购买可能性有显著的影响

（F(1, 92) =41.44，p <0.001，η2=0.31） ，高偏好消费者

（M=4.71）比低偏好消费者（M=2.92）更可能购买奢侈品。

此外，负面社会推理对奢侈品购买可能性也存在显著的

影响（F (1, 92) =6.08，p <0.05，η2=0.06），负面社会推

理的存在显著降低了被试购买奢侈品的可能性（M =3.48 

vs. 4.08）。这一结果支持了 H1。

我们还发现，产品偏好与负面社会推理的交互作用

显著（F (1,92) =4.27，p <0.05, η2=0.04），如图 3 所示。

具体来说，负面社会推理的存在（相比于不存在）显著

降低了高偏好消费者的购买可能性（M =4.10 v s . 5.38; 

F (1, 92) =9.86，p <0.01，η2=0.10）；而对于低偏好的消

费者，负面社会推理的存在对消费者购买可能性的影响

不显著（M =2.86 v s . 2.97; F(1, 92) =0.08, p >0.1）。这一

结果支持了 H2，即负面社会推理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受

到消费者产品偏好的调节，高偏好消费者受到负面社会

推理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低偏好消费者。

（4）研究结论

本实验支持了 H1 和 H2，即某个品牌或者产品存在

的相关负面社会推理，会降低消费者对该品牌或者产品

的购买意愿，并且这一影响受到产品偏好的调节。负面

社会推理对购买意愿的负面影响主要存在于高偏好消费

者当中。除了产品偏好外，个体对负面社会推理的遵从

程度也存在个体差异。

2. 实验 2 ：奢侈品购买——产品偏好和社会规范遵

从度的调节作用  

（1）被试

实验二中的 302 名被试来自四所北京高校。和实验

一相同，所有的被试均为女性大学生。

（2）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 产品偏好 ：低 v s . 高 )×2( 社会规范

遵从度 ：低 v s . 高 ) 组间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对三种类

别的奢侈品的购买可能性。

本实验过程与实验一类似，唯一不同是本实验所有

被试都会看到负面社会推理，而且我们要求所有的被试

都写出她们阅读关于奢侈品负面社会推理文字后的想法

和评价，以此反映她们是否同意该负面社会推理的内容

（即社会规范遵从度）。问卷收集之后，由 2 名研究生分

别给被试所写的内容进行打分（“–1”= 不同意该负面社

会推理的内容，“0”= 中立，“1”= 同意该负面社会推

理的内容）。2 名研究生所打分数的平均值作为被试的社

会规范遵从度的测量值。在 302 名被试中，104 名被试

持同意态度，占比 34.44% ；50 名被试持中立态度，占

比 16.56% ；140 名被试持反对态度，占比 46.36% ；另

外有 8 名被试没有填写内容，造成缺失值，占比 2.64%。

我们将持反对态度的群体归为社会规范遵从度低的消费

者。由于中立群体和持同意态度的群体行为类似，所以

我们将两组归为社会规范遵从度高的消费者。因变量的

测量和实验一相同，采用三类奢侈品（手提包、鞋子和

衣服）偏好测量的平均值作为被试对于奢侈品的总体偏

好（Cronbach`s α=0.92）。

（3）研究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在存在负面社会推理的情况下，消

费者的社会规范遵从度与其购买可能性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即同样面对负面社会推理，社会遵从度越低

155-166Nankai Business Review  Vol. 23, 2020, No. 2, pp



160

市场营销
的消费者越不可能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  （b = – 0.49，

t = –10.16，p <0.001）。H3a 得到了支持。此外，产品偏

好与消费者的购买可能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消

费者对产品的偏好越高，购买可能性也越高（b =0.28，

t=5.72，p<0.001）。

此外，社会规范遵从度与产品偏好的交互作用显著

（b= – 0.23，t= – 4.77，p<0.001），如图 4 所示。对于高产

品偏好的消费者，消费者社会规范遵从度与购买可能性

呈负相关关系 ；而对于低产品偏好的消费者，社会规范

遵从度高低与购买可能性的关系不显著。换言之，当存

在负面社会推理时，消费者社会规范遵从度对高产品偏

好消费者的购买可能性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H3b 得

到支持。

（4）研究结论

本实验中我们调查了被试对于负面社会推理的真正

看法，以此测量其社会规范遵从度，解决了实验一中我

们不能证明所有被试都确实受到了负面社会推理影响的

问题。本实验支持了 H3a 和 H3b，即社会规范遵从度高

的消费者比社会规范遵从度低的消费者所受到的影响更

为显著，并且社会规范遵从度的影响在高偏好消费者群

体中更为显著。

3. 实验 3 ：日本产品购买

（1）被试

实验三中 625 名被试来自“营销研究室”在线平台。

所有被试平均年龄为 27.68 岁，其中 64.5% 为女性。被

试被随机分配到存在和不存在负面社会推理的两组中，

最终得到有效问卷为控制组 253 份，实验组 372 份。

（2）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产品偏好 ：低 v s 高）×2（负面社

会推理 ：存在 v s 不存在）组间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对

三种类别的日本产品的购买可能性。

首先，与实验一类似，我们询问被试对三类日本产

品（电子产品、护肤品和汽车）的偏好程度（Cronbach`s 

α=0.88），最终采用三个类别偏好的平均值作为被试对

日本产品的总体偏好。然后，被随机分配到存在负面社

会推理组的被试阅读了一段关于日本产品负面社会推理

的文字 ：“提起日本，大家总会想到一些敏感事件 ：南

京大屠杀，日本恶意篡改教科书，钓鱼岛事件……于

是最近经常发生‘抵制日货’的新闻，民众呼吁用抵制

日货来打消日本嚣张气焰，姚明、刘翔呼吁取消日本旅

游等等。我们购买日本产品，或去日本旅游，会被认为

不爱国。” 阅读完这段文字后，我们通过两道题测量该

组被试对该负面社会推理的社会规范遵从度 ：是否同意

“购买日本产品，或去日本旅游，会被认为不爱国”这种

负面社会推理（“1”= 非常不同意，“7”= 非常同意）；

对于“如果您使用日本产品，您是否会担心被周围的人

认为不爱国”的担心程度（“1”= 完全不担心，“7”=

非常担心）。我们取两道题的平均值作为被试社会规范

遵从度的值（Cronbach`s α=0.82 ；M=3.98），并根据得

分均值将被试分为低社会规范遵从度组（N =153）和高

社会规范遵从度组（N =219）。不存在负面社会推理组的

被试没有阅读这部分文字内容，也没有进行社会遵从度

测量。最后，因变量的测量是通过询问被试如果他／她

的一位朋友近期去日本，可以给他／她代购一件日本产

品，他／她的意愿程度（“1”= 非常不愿意，“7”= 非常

愿意）。

（3）研究结果

将负面社会推理、中心化后的产品偏好，以及二者

的交叉项作为自变量，将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表明，负面社会推理与消费者的购买可能性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b =-0.41，t =-3.12，p <0.01）。数据结

果支持 H1。同时，产品偏好与消费者的购买可能性存

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越高，购买意

愿也越强（b=0.67，t=14.27，p<0.001）。

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产品偏好与负面社会推理的

交互作用显著（t=-0.20，p=<0.05），如图 5 所示。对于

低偏好的消费者，是否存在负面社会推理消费者的购买

可能性差异不显著 ；而对于高偏好的消费者，存在负面

社会推理组被试的购买可能性显著低于不存在负面社会

推理的消费者，支持 H2 提出的产品偏好的调节作用。

我们进一步检验社会规范遵从度对购买行为的影

响。存在负面社会推理组的被试在阅读完负面推理之

后回答了关于社会规范遵从度的测量。我们将社会规范

遵从度、中心化后的产品偏好及二者的交叉项作为自变

量，将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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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遵从度与消费者的购买可能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b =-0.41，t =-3.12，p <0.01）。社会规范遵从度越高

的消费者越可能受到负面社会推理影响，降低购买产品

的可能性，这一结果支持 H3a。

社会规范遵从度与产品偏好的交互作用显著（b =-

0.09，t=-2.17，p<0.05），如图 6 所示。对于高产品偏好

的消费者，消费者社会规范遵从度与其购买可能性显著

负相关 ；而对于低产品偏好的消费者，社会规范遵从度

与购买可能性之间的负向关系减弱。由此可见，当存在

负面社会推理时，社会规范遵从度对购买可能性的影响

在高产品偏好的消费者中更为显著。因此，H3b 得到支持。

（4）研究结论

实验三在日本产品这一实验背景下验证 H1、H2、

H3a 和 H3b，即某个品牌或者产品存在的相关负面社会

推理会降低消费者对该品牌或者产品的购买意愿，并且

该影响会受到社会规范遵从度和产品偏好的调节。

前三组实验都表明品牌或者产品存在的负面社会推

理会降低消费者对该品牌或者产品的购买意愿。基于前

文所述相关理论，我们提出企业可以从产品的品牌炫耀

度方面出发，保护这些消费者（尤其是高偏好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不因受到品牌或产品相关的负面社会推理的

影响而下降（H4a 和 H4b）。

4. 实验 4 ：针对某汽车企业二手数据的研究

在我国十八大开展反腐倡廉建设以来，关于腐败的

社会推理影响了不少消费者尤其是高端市场消费者的行

为。本实验以一家汽车公司为例，深入研究在反腐相关

的负面社会推理背景下消费者对该汽车产品的购买行为

的改变。该汽车品牌属于高档车类型，我们认为该品牌

的目标消费者可能受到反腐相关的负面社会推理影响。

（1）数据概况

本实验数据来源于某汽车公司的真实年度销量。为

了保护该公司的隐私，文中隐去了该公司品牌，并将图

表中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该数据分两部分，一类是

S e d a n 类型汽车年度销售数据，另一类是 S U V 类型汽

车年度销售数据。

（2）Sedan 数据编码

S e d a n 类型汽车的数据分别包含该品牌 2007-2016

年低档、中档、高档 S e d a n 汽车每年的销量。本研究

根据汽车类型和时间信息分别编码得到品牌炫耀度和

负面社会推理两个变量 ：由于产品价格是其炫耀程度的

一个重要维度，[37,38] 我们认为该汽车品牌的高档系列车

型比中低档系列车型具有更高的产品炫耀度，用 S e d a n

汽车的低、中、高三档，分别代表品牌炫耀度低、中、

高。随着反腐运动的开展，一些可能与腐败相关的行

为（如官员的高端消费、开豪车等）极可能引起社会关

注，引发关于腐败的负面社会推理。[43-45] 我们认为，随

着 2013 年反腐行动的大力开展，社会上较之前出现了

更多可能的关于腐败的社会推理。2013 年高端餐饮、

奢侈品等高端消费行业业绩的下滑为这一推断提供了间

接依据。[44,45] 因此，我们将 2013 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

2013 年之前记为不存在反腐相关负面社会推理时期（记

为“0”，由于社会对十八大反腐成绩和相关报道做出反

应需要一定的时间，2013 年包含在内），2013 之后记为

存在反腐相关负面社会推理时期（记为“1”）。因此，我

们得到一个 3（品牌炫耀度 ：低 vs . 中 vs . 高）×2（负面

社会推理 ：不存在 v s . 存在）的设计。因变量为该类型

产品的年度销售量。

（3）Sedan 数据结果

我们将负面社会推理和品牌炫耀度作为自变量，标

准化后的销量作为因变量做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品牌

炫耀度的主效 应显著（M 低 =-0.23，M 中 =1.00，M 高 = 

– 0.50，F (2, 36) =20.73，p <0.001，η2=0.54）。 负面 社

会推理的主效应也显著（M 不存在 = – 0.23，M 存在 =0.42，

F (1, 36) =11.97，p <0.001，η2=0.25）。存在负面社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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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时间段该类型汽车销售量显著高于不存在负面社会

推理的时间段，似乎与 H1 不符。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可

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此处“负面社会推理”变量是一

个时间变量，随时间变化汽车销量总体上升 ；二是本文

所探讨的负面社会推理所带来的消费者购买策略的变

化，这一点将在进一步的交互作用分析中阐述。

交 互作用结果表明，产品的品牌炫耀度与负面

社会 推 理 的 交 互作用 显 著（F (2, 36) =5.96，p =0.01，

η2=0.25），如图 7 所示：高档 Sedan 汽车（高品牌炫耀度）

在受到有关反腐的负面社会推理后，销售量较之前下降

了 12.63% ；相反，低档 Sed a n 汽车（低品牌炫耀度）在

受到有关反腐的负面社会推理后，销售量较之前反而提

高了 222.63% ；中档 S e d a n 汽车（中品牌炫耀度）在受

到有关反腐的负面社会推理后，销售量较之前也提高了

165.69%。这一结果为假设 H4a 提供了支持，即品牌炫

耀度高的产品更容易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负面影响。从

另一个角度看，由于高档汽车性能更好、价格更高，可

以认为该产品客户群大多是对该汽车品牌有较高偏好的

消费群体。因此，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负

面社会推理的影响下，高偏好的消费者比低偏好的消费

者更容易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支持假设 H2。此外，

在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下，高偏好消费者由高品牌炫耀

度的产品转而购买低品牌炫耀程度的中低档产品类型，

调和自身偏好或消费习惯与社会推理之间的矛盾。这一

结果支持了假设 H4b。

具体各年份销售变化趋势见图 8。在十八大反腐相

关的负面社会推理出现（2013 年）之后，高档类型汽车

销量明显下滑，与此同时低档和中档的销量提升，但是

中档类型销量的增幅有所放缓。这一现象与我们的假设

相符，即在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下，高品牌偏好消费者

通过选择品牌炫耀度较低的产品，满足自身对品牌偏好

的同时，降低受到负面推理的可能性。

（4）SUV 数据编码

S U V 类型汽车的数据包含该品牌中档、高档 S U V

的销售数据。其中，高档 S U V 包含 2008-2016 年的销

售量，而中档 S U V 包含 2014-2016 年的销售量。由于

中档 S U V 只有存在反腐相关负面社会推理时期的数据，

缺乏不存在负面社会推理的对照组，所以在此只结合各

年份销售变化趋势对 S U V 类型汽车销售情况进行简要

分析。

（5）SUV 数据结果

如图 9 所示，2013 年之前，高档 S U V 汽车销量大

致呈上升趋势。然而 2013 年之后，高档类型汽车销量

大幅下滑，2013-2016 年销量平均每年下降 14.45%。然

而该公司在 2014 年推出的 S U V 中档类型汽车销售火

爆，2014-2016 年销量平均每年上升 58.78%。和 Se d a n

系列类似，在 2013 年之后存在反腐相关的负面社会推

理的影响下，高偏好消费者放弃了对品牌炫耀程度高的

SUV 高档类型汽车的购买，而将更倾向于转变成购买品

牌炫耀程度低的 SUV 中档类型汽车。

（6）研究结论

该汽车品牌的二手数据为我们提出的负面社会推理

影响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定证据。Sed a n 类型和 SU V 类

型汽车数据一致表明，在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下，高偏

好的消费者比低偏好的消费者更容易受到负面社会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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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而且在这种影响下，他们会改变自身的购买行

为，即从购买品牌炫耀程度高的产品转而购买品牌炫耀

程度低的产品（与 H4a、H4b 一致）。由于二手数据相对

不可控，我们在二手数据中对于相关变量（如品牌炫耀

度和是否存在社会推理）的界定比较粗糙。此外，虽然

二手数据具有相对较高的外部效度，但它只能提供相关

关系的证据，并不能提供关于因果关系的证据。因此，

我们将在实验 5 中通过控制实验的方式，对品牌炫耀度

和负面社会推理进行直接操纵，为假设提供更为严谨的

因果关系证据。

5. 实验 5 ：负面社会推理、产品偏好、品牌炫耀度

的交互影响

（1）被试

279 名被试来自“营销实验室”平台。所有的被试

均为女性大学生。

（2）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负面社会推理 ：不存在 v s . 存在）

×2（品牌炫耀程度：低 vs. 高）×2（产品偏好：低 vs. 高）

设计，其中负面社会推理是组间设计，品牌炫耀度是组

内设计，产品偏好是测量的个体差异。产品偏好测量及

负面社会推理的操纵和实验一相同。最后测量了被试对

两个不同品牌炫耀程度奢侈品的购买可能性。我们控制

了两件奢侈品的品牌、价格和款式一致，其中炫耀程度

高的奢侈品能够明显看出衣服上 Burber r y 的图案，而炫

耀程度低的奢侈品几乎看不出该衣服的品牌。

（3）研究结果

首先，我们根据被试对奢侈品衣服的偏好程度均值

（M =5.29）将被试分成高偏好组（对奢侈品衣服偏好程

度大于均值 5.29 的被试 N =149）和低偏好组（对奢侈品

衣服偏好程度小于均值 5.29 的被试 N =130）。然后，我

们以产品偏好、负面社会推理、品牌炫耀程度作为自变

量，购买可能性作为因变量，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产品偏好的主效应显著，低偏好消费者的产品

购买可能性（M =3.42）显著低于高偏好（M =4.82）的

消费者（F (1, 275) =62.60，p <0.001，η2=0.19）。此外，

负面社会推理的主效应显著，存在负面社会推理的实

验组的产品购买可能性（M =3.90）显著低于不存在负面

社会推理的控制组（M =4.35，F (1, 275) =9.37，p <0.01，

η2=0.03），支持 H1。

其次，产品偏好× 负面社会推理的交互作用边际

显著（F(1, 275) =3.16，p <0.1，η2=0.01）。 对于产品 偏

好较高的消费者，负面社会推理显著降低了购买可能性

（M =4.5 v s . 5.43）；而对于产品偏好较低的消费者，负面

社会推理的影响则较小（M=3.32 vs. 3.57），支持 H2。

再次，负面社会推理×品牌炫耀程度的交互作用

边际显著（F (1, 275) =2.82，p <0.1，η2=0.01）。高品牌

炫耀度的产品（M =3.80 v s . 4.37）比低品牌炫耀度的产

品（M =4.01 v s . 4.32）更大地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负面

影响。这一结果基本支持 H4a。

最后，产品偏好× 负面社会推理×品牌炫耀程

度 三 因 素 的 交 互 作 用 显 著（F(1, 275) =8.63，p <0.01，

η2=0.03）。在高产品偏好组被试中，负面社会推理×

品牌炫耀程度对购买可能性的二重交互作用显著（F(1, 

128)=2.79，p<0.05，η2=0.07）。两两对比分析显示，负面 

社会 推 理 显著 降 低了高 产品 偏 好消费 者 购买品牌

炫 耀 度 高 的 产 品 的 可 能 性（M =4.27 v s . 5.61 ；F (1, 

275) =17.42，p <0.001，η2=0.06），但对于品牌炫耀度

低的产品则没有显著影响（M =4.73 v s . 5.25 ；F (1, 275) 

=2.79，p =0.1）。而对于低产品偏好的消费者，负面社

会推理×品牌炫耀程度对购买可能性的二重交互不

显著（p >0.1）。  低产品偏好的消费者无论购买品牌炫

耀度低的产品（M =3.3 v s . 3.66）或是品牌炫耀度高的

产品（M =3.34 v s . 3.48）都不受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

（p`s>0.1）。这一结果支持 H4b。（见图 10）

（4）研究结论

本实验结果支持了假设 H1、H2、H4a、H4b。与汽

车销售二手数据一致，相较于品牌炫耀度高的产品，品

牌炫耀度低的产品购买较少受到负面推理的影响。在面

对可能的负面社会推理时，高产品偏好的消费者会倾向

选择品牌炫耀度低的产品满足自我表达的目的。这也为

品牌化解危机、保留核心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策略。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究了负面社会推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

响、调节因素及解决措施。本文通过四个实验与企业真

实销售数据发现，品牌或产品存在的相关负面社会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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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消费者对其购买意愿，并且高偏好消费者比低偏

好消费者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社会规范遵从度

高的人比社会规范遵从度低的人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显

著。此外，面对负面社会推理的潜在影响，高偏好消费

者将更倾向于由品牌炫耀度高的产品转而购买品牌炫耀

程度低的产品。

本研究对社会规范相关研究有三方面的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研究了消费者决策中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存

在不一致时，两种目标如何相互作用影响消费者的行为

决策，丰富了关于影响消费者趋同社会规范因素的研

究，为消费者解决两种目标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新的解决

思路。第二，关于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

过去研究发现，人们的个人偏好越强则越可能抵御来自

外界社会规范的影响。[4-6] 本文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与

消费者自我相关的社会规范对其行为的影响。本文发现

当存在与消费者自我相关的负面社会推理时，消费者个

人偏好越强越可能受到负面社会推理的影响，并改变自

己的行为意愿，丰富了人们对消费决策中两种目标之间

相互关系的认识。第三，本文从消费者个人特质和产品

特质两个方面研究了这一效应的调节因素，进一步加深

了对这一效应的机制和边界条件的认识。

本文丰富了态度与行为的相关理论。态度与行为的

一致性得到诸多研究的验证，[7]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 ：一是提供了一种态度和行为可能不一致的情

景，即存在负面社会推理时；另一方面，找到了在这种

负面推理的情境中，更可能出现态度行为不一致的人群，

即高偏好的消费者或品牌产品的“粉丝”群体，与过去

一般认为的自身态度越强烈越可能表现出与态度一致的

行为相反。[7] 因为在负面社会推理的情景中，态度越强

烈则自我与品牌或产品的连接越紧密，越可能更多地考

虑品牌或产品的负面社会推理，从而受其影响。这些发

现加深了对于何时人们的态度与行为会存在不一致、其

背后原因机制，以及何种消费者、品牌或产品特质更容

易产生这种不一致的认识。

本文对炫耀性消费的研究也有重要贡献。过去许多

文献指出，炫耀性消费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地位、权力感

等方面的需求，[17,37,38,40] 商家也相应地通过高炫耀程度

的产品满足这种心理需求。但是本文显示，产品的高炫

耀度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存在负面社会推理时，炫耀

性程度越高的产品越可能遭受负面推理，也越可能被消

费者避免。尤其是高偏好消费者，他们更可能避免购买

高炫耀度的产品，转而购买低炫耀度的产品。由于这种

购买策略及行为的变化，负面社会推理的存在甚至有可

能增加炫耀度低产品的销量。这些发现指出了炫耀性消

费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潜在负面后果，以及消费者避免

这些负面后果的同时满足自己偏好的策略。

本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研究结果提醒

企业管理者对于本企业品牌、产品和服务相关的负面社

会推理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哪一类消费者更容易受到

这种负面的影响，是品牌的“粉丝”还是普通消费者？

这一问题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也非常关键 ,  过去并没有

得到很好的回答。本文发现，对品牌或产品存在高偏好

的客户往往更容易受到负面推理的影响，从而减少或放

弃购买。由于这些客户往往是企业的目标客户或者核心

客户群体，他们的流失会对企业的销售业绩造成很大冲

击。这一发现提醒管理者，当企业品牌面临负面社会推

理时，应当着重关注和保留这部分核心消费者。为解决

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提供了思路，由于低炫耀度的产

品可能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成为高炫耀度产品很好的

替代品。因此，企业可以从产品类型入手，推出炫耀程

度较低的产品类型。如奢侈品牌可以选择弱化高端产品

的品牌标志，在色彩等设计上更为低调，或者如本研究

实验四中的汽车公司，除高档商品外推出品牌炫耀程度

较低的中档产品类型，从而保留高偏好的消费者群体，

对冲高炫耀度产品销量下降带来的损失。

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除了本文探究的

几个调节因素，未来还需要对更多边界条件做进一步研

究。如品牌知名度，对于知名度较低的品牌或产品，文

中发现的效应可能会减弱。因为研究发现，知名度较高  

（v s . 低）的品牌往往具有更高的炫耀度。[46,47] 那么，根

据本文的理论，负面社会推理对（高偏好）消费者购买

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可能发生在高炫耀度的产品当中，相

应地，也更可能发生在品牌知名度较高的产品当中。再

如，产品类型如奢侈品和普通产品或必需品是否会调节

本文发现的效应。根据本文的理论，只要该产品或品牌

存在负面社会推理，无论对于奢侈品或是普通产品，文

中发现的效应都可能存在。比如，本文中实验一、二和

五采用了奢侈品的场景，而实验三中采用了日本产品，

包含普通产品，发现了同样的效应。但是，在现实生活

中，奢侈品通常比普通产品具有更高的炫耀度，[17,37,38,40]

因此本文发现的效应有可能在奢侈品中更强，但是这一

调节作用主要是由炫耀度这一因素驱动的，而非由产品

类别（奢侈品  v s . 普通产品）驱动。此外，功能型与享

乐型产品类型可能调节本文的效应，以往文献发现享乐

型产品往往比功能型产品更可能遭受负面的社会推理，

如自我放纵、缺乏自控能力、不理性等。[48,49] 因此，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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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社会推理的影响可能在享乐型产品中比功能性产品中

更容易发生，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第二，

除了将购买行为转换到品牌炫耀程度低的产品，未来还

可以探究其他保留高偏好消费者的措施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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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Inference on Consumer 
Purchasing Behavior
 Ma Jingjing, Mo Zichuan, Shi Xiaowei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many great products in the market, although consum-

ers have favorable evaluations of their objective quality, they decide 

not to purchase them due to the negative social inference associ-

ated with these products. Much research has shown this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inference on purchase intention. Building upon this 

line of research, we proposed that this negative impact would be 

stronger with consumers who have a higher (vs. lower) preference 

towards these products. This is because the stronger consumers’ 

preference is towards these products, the stronger their connection 

is with the product or brand, and therefore, the more likely they will 

elaborate upon the negative social inference. Moreover, we pro-

posed that this negative impact would be stronger with consumers 

who are norm believers (vs. non-believers). Lastly, we proposed that 

negative social inference not only decreases purchase intention for 

a particular product, it can also produce a change of product choice. 

That is, consumers will be more likely to purchase products that 

are less conspicuous (e.g., with a small logo)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inference. Four controlled experiments and one 

secondary dataset (sales data from 2007 to 2016 from a luxury car 

company) offered support for these hypotheses.

This research adds to past literature on social inference by system-

atically testing how the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inference on pur-

chase intention is moderated b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onsumers’ 

preference and believes. Moreover,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past 

research on social inference a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show-

ing that negative social inference can even increase consumers’ 

choice of less conspicuous products. These findings offer important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companies encountering negative social 

inference, such that these companies should focus on consumers 

who have a higher preference towards their products and tailor their 

products in a way that these products become less conspicuous in 

the eyes of high preference consumers.

Key Words  Negative Social Inference; Attitude; Social Norms; 

Conspicuousness; Purchas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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