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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及其对产品评价

的影响机制研究

○ 董泽瑞  杜建刚

摘要  在机械智能化制造高度发达的今天，手工制

造产品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本研究通过系列实验探索验证了消费者为何会偏爱手工制

造产品（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和背后的理论机制，以

及这种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手工制造（v s .

机器制造）的产品会获得消费者更加积极的评价。这种

积极效应由个体的努力启发式加工驱动，即消费者认为

手工制造的产品包含了更多的努力，进而导致了更高的独

特性价值感知。此外，感知价格会调节手工制造的积极

效应 ：在中高价格组，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存在 ；在低

价格组，消费者更加偏好机器制造的产品。消费者购买

动机是该效应存在的边界条件，当消费者的购买目的是满

足某种功能性需求时，该效应消失。本文不仅丰富了制

造方式对消费者产品评价影响的相关研究，也为不同商家

销售不同制造方式的产品提供了实践指导。

关键词  手工制造 ；机器制造 ；努力启发式 ；产品评

价 ；感知价格 ；购买动机

引言

工业 4.0 时代，机器制造成为高质量和标准化的代

名词，[1] 但手工制造产品依然活跃在销售市场中，备受

人们喜爱。在线手工制品零售平台 E t s y. c o m 报告指出，

2012-2017 年，其营业收入增长了 591%。同样，近年来

国内手工市场产值已达 5560 亿元，呈现快速增长的趋

势。由此可见，手工制造并没有因为社会科技发展而被

机器制造所取代，消费者对于手工制造产品依然有较强

的偏好性。但我们对消费者偏好手工产品及其制造方式

的内在作用机制并不清楚。在现代机器制造技术如此精

益的情况下，手工制造产品能否吸引消费者及其内在作

用机制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只有真正了解消费者对手

工产品偏好的内在机理，才能促进手工制品的销售及手

工制造方式的发展。

现有关于手工制造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对市场上不

同种类手工产品的市场份额、产值的研究，[2 ,3] 以及全球

化对手工制造业的影响 ；[4,5] 形式多以数据报告或短评文

章形式呈现，涉及正式理论机制的学术研究很少。同样，

在营销领域仅有的手工效应研究来源于 F u c h s 等的一篇

文章，该研究首次明确提出了手工效应的存在，认为产

品标识为手工制造会比标识为机器制造和不提供产品制

造信息更加具有吸引力。同时，验证了对爱的认知中介了

手工效应的积极过程并检验了关系距离的调节作用。[6] 但

该研究对手工 / 机器制造方式的概念界定较为模糊，且

未考虑其他可能存在的解释机制。虽然研究提出“爱”

的中介解释机制，但忽略了另一重要原因，即人在制造

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此外，该研究的设定情境为赠送

礼物背景下的手工效应，而本文认为手工效应可以存在

于更广泛的生活情境中。

综上，本文以不同制造方式（手工 v s . 机器）为研

究对象，探究了消费者是否会对不同制造方式的产品作

出不同的产品评价，以验证积极手工效应的存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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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效应存在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进行了探索验证。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 制造方式与产品评价

技术进步和智能化制造的发展提高了生产率，深刻

改变了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商品的制造方式。[7] 越来越多

的产品以机器制造的方式进行生产，机器制造实现了精

确化、规模化生产，人只参与产品制造过程中的几个步骤，

甚至有的生产过程中完全不需要人的参与。[8] 不断成熟的

机械智能化制造削弱了产品制造过程中的人类角色。

机器制造倾向于流水工艺，生产的产品规格制式统

一，具有高度同质化的特点。[2] 机器技术的进步对于减

少产品误差、代替手工实现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具有重要

意义。在当今机器年代，消费者却越来越青睐手工制造

产品，出现了手工制造的手表、包、玩具、珠宝、吉他、

眼镜等众多产品，而且其规模还在不断扩大。现实生活

中手工 / 机器两种制造方式普遍存在。然而，随着制造

方式的变革与发展，两种制造方式不断融合，使如何界

定手工与机器方式成为一大问题。在 F u c h s 等关于手工

制造的研究中，将手工制造定义为制造商（如生产公司）

向消费者宣称的产品制造过程，而非实际的产品制造方

式。[6] 且该研究认为标记为手工制造（v s . 机器制造）的

产品可能会被认为包含了制造者对产品或生产过程更多

的热爱，指出了手工制造和机器制造的重要差异 ：相比

机器制造强调产品本身特征属性（如产品的一致性、精

确性及标准化的特点），手工制造更多强调产品所包含

的人的情感和精神层面的获得属性。因此，对于不同制

造方式之间的本质差异需进一步探讨。据此，本文认为

手工制造就是从选定材料到最后制成成品，主要由人参

与完成 ；机器制造则是从选材加工到最后产出成品，主

要依靠机器加工实现。本研究的定义强调的是人在不同

制造过程中所扮演角色功能的差异，是手工 / 机器不同

制造方式的本质区别。该定义是相对于机器化、自动化

生产而言，并不意味着手工制造就不会使用机器和工具。

也正因为如此，手工制造产品能否获得消费者青睐，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者个体努力的投入。[9]

综上可知，手工制造的产品因其自己的特点和吸引

力，及具有的广阔市场而备受青睐。手工制造的产品由

于制造过程中人的影响，在用料、尺寸、形状等方面存

在细小的差异，不同制造者生产的产品存在较大差异，

甚至同一个制造者在不同阶段生产的同一种产品都具有

较大差别。手工产品被消费者认为更具有差异性、更加

独特，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即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

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

H1 ：消费者对于手工制造（v s . 机器制造）的产品

评价更高

2. 努力启发式的中介作用

启发式—分析系统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HS）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说服中的信息处理模型。[10] 具体

而言，系统处理是一种“综合性、分析性的取向”，个

体会采用系统分析的思维对选择阈内的所有备选项进行

细致分析和比较，以判断其对任务的重要性和相关性。

而采用启发式处理的个体能够使用简单的推理规则、图

式或认知试探来形成他们的判断和决定。[11] 启发式更有

可能是无意识、自动的，而系统处理则是有意识和深思

熟虑的。[12] 采用启发式处理的个人在评估信息时花费较

少的精力，他们依靠现成的线索来简化决策。而系统分

析思维需要综合考虑选择阈内的所有选项。[13,14] 相较于

产品本身而言，产品不同制造方式信息属于产品的外在

信息特征，消费者在面对外在信息时更可能采用启发式

信息加工模式。启发式有形式多样的可用线索来作为启

发判断的决策线索，在制造方式领域，手工制造和机器

制造的本质区别在于产品包含的制造者努力的多少，即

卷入的人类劳动的多少，因此本文以努力启发式作为理

论解读机制。

在日常的决策与评估中，个体对努力赋予更多的权

重及更加积极的推断。[15] 现有关于努力在评估决策中的

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个体对自己投入努力后结

果的评估会有所强化。关于自我认知范式的研究表明，

一个人投入的努力越多，无论是时间、体力消耗、疼痛

还是金钱，他们对这种努力的结果评价就更加积极。[16]

尤其是当消费者在产品设计及制造阶段投入自己的努力

时，会认为产品更具吸引力。[17] 二是个体对他人投入的

努力会表现出更高的评价。K r uger 等的研究表明，决策

者认为产品和对象在生产过程中花费更大的努力时会具

有更高的质量。[18] 此外，消费者会奖励那些在生产或展

示产品时付出更多努力的公司（通过更高的支付意愿和

更高的偏好）。[19] 因此，不论努力来源于自己还是他人，

都会让个体对目标评价物产生积极的推断。不同于价值

共创或 DIY 方式所产生的努力感知，本文聚焦于消费者

对制造者所付出努力的感知及其对产品评价的影响。当

消费者评价手工制造的产品时，会评估他人在制造该产

品时所付出的努力，进一步依据努力启发式对产品进行

评价。

不同的启发式会有不同的结果表征，K r u g e r 等的

研究认为，投入努力的多少会影响个体对产品质量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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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将努力启发式的结果定义为感知质量。[18] 而在本文

研究中，手工制造无法保证产品的精确与稳定，无法在

质量上取得优势。因此，本文认为手工制造努力启发式

的结果是独特性价值感知，因为每个手工产品都是独一

无二的，即使这些产品出自同一个匠人之手，也会各不

相同。例如，一件普通尺寸的木雕造像正常完工需要许

多工序，由于每道工序都是手工制造，相较于机器制造

的标准化，其差异化特征更加明显，最终导致产品的独

特性凸显。由此可知，制造方式作为可以凸显的重要外

部线索，消费者对不同制造方式的产品进行评价时，会

依据产品包含人类努力的多少进行启发式判断，认为手

工制造的产品包含了更多的人类努力，会有更高的独特

性价值感知，进而提高对于产品的评价。据此我们提出

如下假设 ：

H2 ：努力启发式在产品制造方式对消费者产品评价

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手工制造（vs. 机器制造）需要生产者付

出更高的努力，使消费者使用努力启发式进一步判断手

工制造产品具有更高的独特性价值感知，从而提高对手

工产品的评价。

3. 感知价格的调节作用

价格作为产品价值判断和购买决策的重要影响因

素，是个体是否购买最为重要的显性线索。[20,21] 由于个

体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差异，外显的价格在变为内在的

感知价格之后能更准确地预测个体的行为与决策。[22]

本研究认为，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是由于当个体面

对手工制造和机器制造的产品时，产品的制造方式会成

为一个显性的决策线索，由于手工制造的产品在生产创

作过程中包含了更多的人类劳动，个体倾向于采用努力

启发式思维对产品进行评价。基于努力启发式的判断，

个体认为手工制造的产品具有更高的独特性价值感知，

进而产生更强的产品偏好。而在个体产品采用与决策当

中，感知价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线索也会影响到个体对

于产品包含努力的评价和判断。[23] 在高感知价格组，消费

者倾向于购买具有更多努力、较高价值的产品。[24] 由于手

工制造的产品包含了更多的人类努力，基于努力启发式，

个体认为手工产品具有更高的独特性价值，产品的价值

也更高。因此，在高感知价格组，个体会更加青睐手工

制造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对于手工制造的积极

效应具有促进作用。

而在低感知价格组，个体会认为产品的感知价值

相对较低。这与消费者基于努力启发式对手工产品产生

的认知相冲突、相违背，[6] 因而更偏好机器制造的产品。

机器制造的产品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了产品

成本，保证了在价格较低的情况下产品功能的稳定。[2]

在低价格组，个体可能更加偏好机器制造的产品 ；而在

中感知价格组，个体基于努力启发式判断进行决策，重

复了之前实验的结论。根据以上梳理提出研究假设 ：

H3 ：感知价格在制造方式对产品评价的影响过程

中具有调节作用

H3a ：在高感知价格组，消费者对手工制造的产品

评价更高

H3b ：在低感知价格组，消费者对机器制造的产品

评价更高

H3c：在控制组中，消费者偏好手工制造的产品（基

于努力启发式）

4. 购买动机的边界机制作用

购买动机驱动着产品偏好的形成及购买行为的发

生，这种动机主要以个人愉悦（享乐性动机）和满足某

种功能需求（功能性动机）为基础进行后续决策，[25,26] 

甚至对于同一种产品，购买动机的差异会对产品态度的

形成产生重要影响。[27] 消费者购买产品既可能出于享乐

性动机也可能出于功能性动机，但两种不同的动机之间

具有系统性的差异。[28] 首先，享乐性购买（享乐性动机

驱动）是为了满足个体精神上的愉悦及情感体验的满足，

而功能性购买（功能性动机驱动）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或者完成某个任务。另外，先前的研究表明享乐动机和

功能动机也会由于购买行为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而有所不

同。[27] 更为重要的是，个体对于享乐购买和功能购买的

决策评估过程是不同的。

之前的研究证实个体动机会改变其对于信息的处理

与加工方式，会影响个体对于启发式和系统加工方式的

选择。[10] 关于享乐动机和功能动机的相关研究表明，在

享乐动机驱动的购买过程中，消费者更加依赖自己的直

觉及情绪感觉选择产品，即消费者更加青睐采用启发式

加工思维选择产品。[25,29] 而手工制造的产品包含了匠人

的创造力和努力，产品更加独特，也能更好地满足消费

者对于享乐购买的情感需求。而当消费者进行功能性购

买时，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动机是为了满足某项特定的功

能或目的，会采用系统分析的思维对选择阈内的所有选

项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比较。[29,30] 在功能性购买过程中，

个体的启发式思维失效，转而采用系统分析的思维对信

息进行加工处理。机器制造由于其制式精确、规模化及

稳定性高能够持续生产出稳定高品质的产品来满足个体

的功能性需求。[31] 因此，当进行功能性购买时，消费者

会更加偏好机器制造的产品。此时，手工制造的积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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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消失。根据以上文献梳理，提出研究假设 ：

H4a ：消费者进行享乐性购买时更加偏好手工制造

的产品（vs. 机器制造）

H4b ：消费者进行功能性购买时更加偏好机器制造

的产品（vs. 手工制造）

二、研究设计

1. 实验一 ：制造方式（手工 v s . 机器）对产品评价

影响的主效应检验

（1）实验目的

实验一的主要目的是为验证假设 1，即手工积极效

应的存在 ；具体而言，将一个产品以手工（v s . 机器）的

方式呈现是否会获得消费者更高的产品评价。

（2）实验设计

为了验证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将手工制造组作为

实验组，并参照 Fuchs 等研究采用了两种控制组 ：一种

是机器制造方式，另一种没有提到生产方式。[6] 实验设

计采用 3（制造方式 : 手工 v s . 机器 v s . 无制造方式）×4

（产品种类 : 皮带、手提包、水杯、围巾）的混合模型设计，

其中制造方式为组间设计，产品种类为组内设计。

（3）实验过程

实验一共邀请到被试 166 人，参与本研究的所有

被试为来自天津市 3 所高校的 M BA 学生。每位参与者

在计入一次课程作业的基础上，给予 5 元话费作为参

与奖励。其中，男性被试 80 人，女性被试 86 人，被试

平均年龄 31 岁。将被试随机分为 3 组（制造方式 : 手工

v s . 机器 v s . 无制造方式），在这三种情况下，参与者都

看到了产品的彩色图片（4 种刺激物图片如图 1 所示），

以及产品的标签、材质（如皮革）等产品信息。

看完以上产品后，参与者需要完成 6 个对产品进行

评价的七点式量表题项。（“不喜欢 / 喜欢”“坏 / 好”“不

吸引 / 吸引”“不太可能买 / 可能买”“我不会 / 我很高

兴收到 [ 产品 ] 作为礼物”“我不会 / 我会比其他 [ 产品 ]

更关心这个 [ 产品 ]”；α=0.89）（该量表参照 F u c h s 等

研究）。[6] 三组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有没有提供关于焦点

产品如何制造的信息，即提示被试所观察到的产品为手

工制造、机器制造或者没有提供制造线索。在评估完四

种产品后，我们要求参与者完成对研究假设（PAR H）量

表的感知意识填写，[32] 该量表有以下四个项目：（1）我

知道研究人员在该研究中调查什么 ；（2）我不确定研究

人员试图在这个研究中证明什么 ；（3）我不知道本研究

的假设是什么 ；（4）我不清楚研究人员究竟想在这项研

究中证明什么（7 点式李克特量表，1 表示强烈反对，7

表示强烈同意 ；α=0.91）。最后，被试完成了一项开放

式的怀疑调查，在调查中被试被询问并回答这项研究目

的是什么，填写人口统计学变量。

（4）实验结果与讨论

假设检验 ：为了观察制造方式对产品评价的整体

影响趋势，我们将四种产品数据进行整合分析。[33] 首先

测试两种控制条件下的产品评价是否具有差异，即机

器制造和没有提示制造线索（下文将其标记为无制造

方式）。实验结果显示，机器制造与无制造方式线索组

间无显著性差异 ；产品评价得分几乎相同（M 机器 =3.21 

v s . M 无制造 =3.19 ；p >0.5）。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它表

明机器制造的基准水平，即与基准条件（没有提示制造

方式）相比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对于正式假设检验，我们

同时将两个控制组的数据平均值与实验组（手工制造）进

行比对发现，被试对手工制造组产品评价得分显著高于两

组控制组的平均得分（M 手工=4.11 vs. M 控制 =3.20 ；t =5.39，

p <0.05）。实验结果为手工效应的存在提供了初步证

据，即以手工方式呈现产品比机器制造方式呈现产品

或根本不提及生产方式更能吸引消费者（注意，如果

我们分别比较手工与两种控制条件下的产品评价得分，

手工的积极效应也很显著 ：手工制造 v s . 机器制造 ：t

（166）=5.27，p<0.05；手工制造 vs. 无制造线索：t（166）

=5.44，p <0.05）。为进一步展现结果，我们分别汇报了四

种产品不同制造方式下的产品评价差异。具体结果见图 2。

由图 2 可知，就皮带产品而言，手工制造组被试（M 手工 

=4.21，SD =1.09）对产品评价明显高于机器制造组被试

（M 机 器 =3.34，SD =0.94 ；t（106）=4.435，p <0.001） 及

无 制 造 线 索 组被 试（M 无 制 造 =3.29，S D =1.14 ；t（111）

=4.380，p <0.001）；而机器制造组被试与无制造线索

组被试对于产品评价并无显著差异（ t（109）=0.251，

p =0.802）。手提包产品 ：手工制造组被试（M 手工=4.09，

S D =1.03）对产品评价明显高于机器制造组被试（M 机器  

=3.46，S D =0.97 ；t（106）=3.270，p =0.001）及无制造

线 索 组被 试（M 无 制 造 =3.51，S D =1.12 ；t（111）=2861，

p =0.005）；而机器制造组被试与无制造线索组被试对于

产品评价并无显著差异（t（109）=-0.250，p =0.803）。

对于水杯而言，手工制造组被试（M 手工=3.87，SD=0.87）

对产品评 价明显高于机器制造 组被试（M 机 器 =3.23，

188-199Nankai Business Review  Vol. 23, 2020, No. 3, pp



192

市场营销
SD =1.02 ；t（106）=3.513，p <0.001）及无制造线索组被

试（M 无制造 =2.95，SD=0.91；t（111）=5.488，p<0.001）；

机器制造组被试与无制造线索组被试对于产品评价并无

显著差异（t（109）=1.528，p =0.129）。对于围巾而言，

手工制造组被试（M 手工=4.27，SD =1.31）对产品评价明

显高于机器制造组被试（M 机器 =2.81，SD =1.23 ；t（106）

=5.966，p <0.001）及无制造线索组被试（M 无制造 =3.01，

SD =1.18 ；t（111）=5.377，p <0.001）；机器制造组被试

与无制造线索组被试对于产品评价并无显著差异（t（109）

=-0.874，p =0.384）。最后，我们的结果似乎不受实验需

求的驱动。控制假设意识（通过 PA R H 量表测量，或者

排除少数几个猜测研究目标的参与者）不会改变结果，

手工制造的效应也不会与假设意识的任何一种测量相互

作用（人口统计学变量并未表现出组间差异）。

实验一验证了手工制造（相比机器制造或没有制造

线索提示）对消费者感知产品评价（H1）的积极影响。

我们发现在没有生产线索的情况下，其产品评价结果与

机器制造产品评价结果无显著差异。鉴于机器制造和无

提示条件下的评价相似，手工与机器制造的对比避免了

具体的生产方式与未提及的生产方式本身的混淆，我们

在后续的研究中以机器制造作为控制组。实验二我们进一

步探究手工积极效应存在的内在机理，引入努力启发式进

一步解释手工制造产品对消费者有较高吸引力的原因。

2. 实验二 ：努力启发式的中介效应验证

（1）实验目的

在实验二中，我们对假设 2 进行验证，即对努力的

感知是否导致个体采用努力启发式加工方式，从而认为

手工产品的独特性价值感知更高，表现出更高的产品评

价。具体中介检验路径为：制造方式（手工 = 1 vs . 机器

= 0）→努力感知→独特性价值感知→产品评价。同时，

根据实验一研究结论 ：机器制造的基准水平与基准条

件（没有提示制造方式）相比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在实验二关于制造方式的操纵只分为手工与机器两组，

且将机器制造作为控制组。

（2）实验设计

实验刺激物为实验一中的手提包，实验采用单因素

组间实验，对于制造方式的描述直接在关于产品的描述

中给出关于产品制造方式的信息，在本实验中只呈现手

工与机器两种制造方式信息。

（3）实验过程

实验被试是 123 名天津某大学的本科生（有 3 名被

试没有完成实验任务，实验报酬 5 元），其中男性 54 人，

女性 66 人，平均年龄 23 岁。被试被随机分配到手工  

vs. 机器两组中的一组。

与实验一一致，被试首先观察关于手提包的图片

海报，其中两组的差异为产品制造信息差异，即实验组

提示所观察产品为手工制造 ；控制组为机器制造。在

这之后测量了被试关于这款手提包的产品评价（题项与

实验一一致）。然后测量被试感知到的手提包包含的努

力，完成努力感知量表（α=0.83），包括“制造该产品

需要较多的人工投入”，“需要努力去制造该产品”，“该

产品制造过程是困难、费时的”。其次测量了被试对于

产品的独特性价值感知（α=0.83），包括“该产品是独

特的”“该产品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测量独特性价值

感知的原因在于独特性价值感知是努力启发式的一个重

要结果表征。同时，为了排除其他可能性解释，我们还

邀请被试完成包括“感知质量（α=0.90）：该产品可能质

量不好 ；该产品可能是低质量的（为避免整体问卷呈正

面一致性，该量表采用语义反向量表进行提问）”，[6]“真

实性（α=0.79）：产品是正宗原装的 ；产品是原创的 ；

产品是可靠的，可信的 ；产品是真实的”，“感知专业性

（α=0.85）：产品是专业的 ；制造该产品的过程具有一

定的专业性”等变量测量题项。再次要求参与者完成对

研究假设（PA R H）量表的感知意识填写。最后，被试完

成一项开放式的怀疑调查，他们被询问并回答这项研究

目的是什么及完成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填写。

（4）实验结果与讨论

产品评价：消费者对不同制造方式（手工 v s . 机

器）的产品评价存在显著性差异。即被试对手工制

造的产品相比机器制造的产品评价更高（M 手工=4.13，

S D =1.01 v s . M 机 器 =3.45，S D =0.87 ；F（1,118）=15.74，

p<0.001），再次验证了本研究积极手工效应的存在。

努力感知 ：结果表明，被试对两种制造方式产品

在努力感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手工制造组被试与机

器制造组被试相比，产品所包含的努力程度更高（M 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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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CI=0.1513）、真实性（LLCI=-0.2975，ULCI=0.0287）

及感知专业性（L L C I =-0.3241，U L C I =0.2646）的中

介作用都不显著（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未有显著差

异）。为了排除干扰最大的竞争性解释机制  “感知稀缺”，

我们在实验二的部分增加后测部分（P o s t- t e s t） ，[37] 对

手工制造积极效应过程中的“感知稀缺”进行测量。感

知稀缺的量表参考李东进等、刘建新等研究中使用的量

表，包含“您认为该海报传播的信息表明该手提包销售

数量是有限的”“您认为该海报传播的信息表明该手提

包很快就会卖完”，采用 7 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38,39]

实验二后测（P o s t- t e s t）。实验二的后测采用的实

验刺激物和过程与实验二一致，实验随机招募了 75 名

被试（32 名男性，平均年龄 28.9，5 名被试未完成全部

实验数据予以剔除）。被试被随机分配到手工  v s . 机器

两组中的一组，给被试呈现的是手提包海报，海报描

述了正在销售的两款手提包，之后测量了被试对手提包

的产品评价，以及被试对手提包稀缺性的感知。实验

结果表明 ：手工制造组手提包的产品评价（M 手工=4.48，

S D =1.17）高于机器制造组手提包的产品评价（M 机器

=3.62，S D =1.39），且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著（F（1,68）

=7.90，p =0.006<0.05）。手工制造组手提包的稀缺性感

知（M 手工=4.84, S D =1.01）高于机器制造组手提包的稀

缺性感知（M 机器 =4.37, S D =1.05），两者之间的差异边

缘显著（F（1,68）=3.67, p =0.60）。采用 P r o c e s s Mo d el 

4 对感知稀缺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34-36] 发现在制造

方式对产品评价影响过程中，感知稀缺的中介效应不

显著（L L C I =-0.6117, U L C I =0.0051）。此外，为了排除

情感附着（E m o t i o n A t t a c h m e n t）这一机制，综合参考

T h o m s o n 等、S c h r o l l 等的研究对情感附着进行了测量

（具体描述对产品的感觉 ：充满热情的 / 充满爱的 / 情感

联结的，1= 完全不同意，7= 完全同意，7 级李克特量

表），[40,41] 并对其进行中介检验。实证检验表明，情感附

着在制造方式对产品评价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LLCI=-0.4479, ULCI=0.3901）。

实验二验证了手工积极效应的中介作用机制，即努

力启发式，将努力用作独特性价值启发式。实验二虽然

参考经典文献的测量方法对努力启发式的中介作用进行

探索验证，验证了本文关于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的内在

理论机制，但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是普遍适用的吗？是

否存在其他可能的理论边界调节机制？后续实验对手工

制造的积极效应及可能的边界机制进行了探讨。

3. 实验三 ：感知价格的调节作用

（1）实验目的

=4.54，SD=1.19 vs. M 机器 =3.46，SD=1.09 ；F（1,118）=26.94，

p<0.001）。

独特性价值感知 ：不同制造方式对产品独特性

价值感知同样有显著影响。被试对手工制造的产品比

机器制造的产品独特 性价值 感知更高（M 手工 =4.25，

S D =1.10 v s . M 机器 =2.94，S D =1.23 ；F（1,118）=37.82，

p <0.001），而且努力感知对独特性价值感知有积极显著

影响（b =0.3679, S E =0.1441, p <0.001），表明对产品的

高努力感知导致更强的独特性价值感知。

中介分析：为了确定从制造方式到努力感知再到独

特性价值感知从而影响产品评价的中介路径，即制造方

式→努力感知→独特性价值感知→产品评价，我们进行了

一系列多中介分析（Process Model 6），[34-36]Bootst rapping

结果证实了一个积极且显著的间接效应，验证了我们提

出的全中介路径（b=0.0778, SE=0.0421, 95% CI=[0.0363, 

0.2945]），另外两个仅涉及努力感知或独特性价值感知中

介路径得到的置信区间包含 0（见图 3）。

vs.

b=0.3679, SE=0.1441,

Direct E�ect: b=0.2591, SE=0.1844, p<0.0041( )

Indirect E�ect: b=0.0778, SE=0.0421, 95% CI (0.0363, 0.2945)

p<0.001( )

b=0.2438, SE=0.0925,
p=0.0064( )b=0.1316, SE=0.2241,

p=0.4892(n.s)
b=0.1091, SE=0.0784,

p=0.1542(n.s)

： → → →

我们还通过重新排序这两种中介，对因果链进行

检验，检验路径如下：制造方式→独特性价值感知→

努力感知→产品评价。此替代中介模型的置信区间包含

0（b=0.0295, SE=0.0246, 95% CI=[-0.0012, 0.1032]）。

因此我们得出，因果链只发生在我们理论预测的方向。

也就是说，手工制造与机器制造改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

努力感知程度，影响了产品的独特性价值感知，最终造

成产品评价差异。

综上所述，实验二的研究结果发现，制造方式通

过影响消费者努力启发式水平进而改变消费者对产品的

评价。具体而言，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会随产品制造方

式的不同而改变。其原因在于制造方式不同使消费者对产

品所包含的努力程度感知存在差异，影响其对产品独特性

价值感知不同，最终影响消费者产品评价。

竞争性机制检验。我们控制消费者以往是否使用

过该产品的经历对产品评价的影响。对其他可能的中介

解释变量也进行测量，包括感知质量（L L C I =-0.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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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两个实验中，我们验证了手工积极效应的存

在，并探讨其背后的理论机制，从努力启发式视角探讨

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实验三通过前述文献推演部分的

分析研究认为，感知价格可能是潜在的影响个体选择与

购买的一个重要线索，当价格成为一个显性特征时，手

工制造的积极效应是否依然存在是本实验的主要探究

问题。

（2）实验设计

本实验的实验刺激物为水杯（实验一类似马克杯），

采用 2（制造方式 ：手工  vs. 机器）×3（感知价格 ：高、

中、低）的组间设计。

（3）实验过程

在正式进行实验之前进行预调研，测试学生样本

感知的价格区间，参与预调研的被试 45 人，测出学生

样本心理预期的高、中、低不同水平水杯的价格。[42] 据

此，我们将正式实验中高、中、低三组水杯的价格设置

为 99 元、39 元、19 元。

实验的被试为来自国内某大学的学生 180 人，被试

被随机分配到 6 个组中，实验结束获得一定的报酬。被

试被告知他们会对一款水杯进行产品评价，首先给被

试呈现一张关于水杯的海报，海报介绍水杯的一些细节

（主要是产品的制造方式及价格说明），价格被操纵为高、

中、低三组。之后对被试关于水杯的产品评价进行测量。

测量产品中包含的个体努力、独特性价值感知，同时进

行了操纵检验的问项（如您感知这款水杯的价格如何？

1=“非常便宜”，7=“非常昂贵”），以及参考前述实验中

的问项对感知质量（α=0.79）、产品真实性（α=0.88）

进行了测量。之后，我们要求参与者完成对研究假设

（PA R H）量表的感知意识填写，并完成一项开放式的怀

疑调查，最后让被试填写人口统计学变量。

（4）实验结果与讨论

操纵检验。结果表明，感知价格高的组被试感知

到的产品感知价格显著高于中间价格组（M 高 =6.15，

S D =1.32 v s . M 中 =4.22，S D =0.99，F（1,120）=31.88，

p <0.001）；而中间价格组被试感知到的产品感知价格显

著高于低价格组（M 中 =4.22，S D =0.99 v s . M 低 =2.53，

S D =1.16，F(1,120) =21.34，p <0.001），表明本实验关于

感知价格的操纵是成功的。

感知产品包含努力。我们对不同制造方式下不同感

知价格个体对产品包含个体努力的程度进行了测量。在

手工制造的情况下，当感知价格为高时个体感知努力均

值为 6.12，标准差为 0.98 ；当感知价格为中时个体感

知努力为 4.78，标准差为 0.71 ；当感知价格为低时个体

感知努力为 4.01，标准差为 0.69。手工制造情况下，高

价格组被试的感知努力显著高于中间价格组（F（1,118）

=10.11，p <0.01）；中间价格组被试的感知努力显著高于

低价格组（F（1,118）=5.92，p <0.05）。在机器制造组，

不同价格情况下个体感知到的产品包含个体的努力程度

没有显著差异（Fs<1），具体实验结果见图 4。

产品评价。对于主要因变量，本研究对产品评价的结

果进行了方差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制造方式的主效应

显著（F（1,174）=4.01，p<0.05），价格的主效应不显著（F

（2,174）=3.55，p>0.05），制造方式和价格的交互作用显著

（F（2,174）=6.15, p<0.05）。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发现，在

高感知价格组，被试对于手工制造的产品评价（M=5.16，

SD=0.74）高于机器制造的产品（M=3.78，SD=0.63），且两

者之间的差异显著（F（1,176）=12.85，p<0.001）（假设 3a

成立）；在中感知价格组，被试对于手工制造产品的产品

评价（M=4.61，SD=0.41）高于机器制造组的产品（M=4.20，

SD =0.35）， 且两者之 间的差 异显著（F（1,176）=4.22，

p<0.05）( 假设 3c 成立 ) ；在低感知价格组，被试对于手工

制造产品的产品评价（M=3.92，SD =0.57）低于机器制造

的产品评价（M=4.85，SD=0.61），且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著（F

（1,176）=8.11，p<0.05）（假设 3b 成立），具体实验结果见

图 5。同时我们用 Bootst rap 对中介机制进行了测量，努力

启发式在高感知价格组的中介作用显著（LL CI=0.0872，

U L C I =0.1163, 效应值为 0.0925），努力启发式在中感知

价格组的中介作用显著（L L C I =0.0515，U L C I =0.1210, 

效应值为 0.0608），但努力启发式在低感知价格组的中

介作用不显著（LLCI=-0.0542，ULCI=0.2086）。而感知

质量（LLCI=-0.1176, U LCI=0.1544）、真实性（LLCI=-

0.0011, U L C I =0.0927）、感知专业性（L L C I =-0.1053, 

ULCI=0.2013）在这个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

实验三对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潜在的调节变量进

行了探索。在手工制造的情况下，价格越高个体感知到

产品中包含的努力越多，会对产品有更加积极的评价 ；

而在机器制造的情况下，不同感知价格组之间感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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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显著差异，对产品的评价当中，价格越低个体对于

机器制造的产品评价反而越高，说明机器制造对于规模

化生产及成本的降低具有重要影响，对个体感知也有

重要的潜在影响，与 L i e b l 等对于机器制造用规模化制

造的方式大幅度降低了产品成本、[2] 减少了人在产品制

造过程中参与的结论相一致。实验三对手工效应存在的

价格调节变量进行了探究验证，然而需要考虑的是手工

积极效应是否对所有产品都适合，或者说当消费者购买

同一产品用作不同用途时，其手工制造积极效应是否存

在。考虑到产品分类会有交叉和边界问题，且相对制造

方式而言，其产品适合方式可能取决于该产品对于消费

者的用途，如当消费者购买一个水杯作为旅游纪念品时，

该水杯采用手工制造方式可能更能凸显产品价值；相反，

如果仅用于喝水时，其机器制造就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使

用功能的需求。因此本文认为，手工积极效应存在的另

一边界条件是消费者购买该产品的用途，即购买动机。

据此，实验四进一步验证消费者购买动机不同是否会对

手工积极效应产生影响。

4. 实验四 ：购买动机的边界机制

（1）实验目的

在前述实验中，我们验证了手工制造积极效应的存

在，并探讨其背后的理论机制，从努力启发式视角对手

工制造的积极效应进行了探讨，但在现实生活中手工制

造和机器制造的产品在市场上都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当

消费者的购买目的是追求产品质量的稳定及精确时，手

工制造的积极效应是否依然存在？实验四通过前述文献

推演部分的分析研究认为，购买动机可能是潜在影响个

体决策与选择的重要因素，当消费者具备不同的购买动

机时，手工制造的积极效应是否依然稳健？本研究预期，

当消费者的购买动机是享乐性动机时，消费者更加偏好

手工制造的产品；当消费者的购买动机是功能性动机时，

启发式失效，消费者更加偏好机器制造的产品。  

（2）实验设计

本实验的实验刺激物为围巾。实验采用 2 （制造方

式 ：手工  vs. 机器）×2 （购买动机 ：享乐动机  vs. 功能

动机）的组间设计。对于购买动机的操纵，我们参考

Sarah 等 [29] 对同一种产品通过不同的描述将其分别操控

为享乐性购买动机和功能性购买动机。产品关于享乐性

购买动机被描述为“假设你参加聚会需要一条围巾搭配

衣服”，而关于功能性购买动机被描述为“假设你准备

购买一条围巾用来防风防尘”。而关于制造方式的操控

则在描述过程中直接给出产品的制造方式。

（3）实验过程

实验的被试为来自国内某大学的 140 名被试，被试

被随机分配到 4 个组中，实验结束获得一定的报酬。被

试被告知他们会对一款围巾进行产品评价。首先，给被

试呈现一张关于围巾的海报，海报介绍围巾的一些细节

（主要是对产品的制造方式以及购买用途进行描述）。然

后测量了被试对围巾的产品评价，同时测量产品中包含

的个体努力、独特性价值感知，并对被试进行操纵检验

（如您对文中关于产品用途的描述进行打分，1=“完全享

乐”，7=“完全功能”），参考前述实验中的问项对感知

质量（α=0.79）、产品真实性（α=0.88）进行测量。我们

要求参与者完成对研究假设（PA R H）量表的感知意识填

写并完成一项开放式的怀疑调查，最后让被试填写人口统

计学变量。

（4）实验结果与讨论

操纵检验。被试在功能属性组的产品描述打分显著

高于享乐属性组的产品描述打分（M 功能 =6.12，S D =1.10 

vs . M 享乐 =3.41，SD =0.97，F（1,138）=51.41，p <0.001）

表明本实验关于购买动机的操控成功。

产品评价。对于产品的评价影响而言，两因素被试

间方差分析发现制造方式的主效应不显著（F（1,136）

=3.15，p >0.05），购买动机的主效应不显著（F（1,136）

=1.33，p>0.05），制造方式和产品属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

（1,136）=10.12，p<0.05）。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发现，当产

品为享乐性购买动机时，与机器制造相比，消费者更偏好

手工制造的产品（M 享乐 - 手工=5.03，SD =0.61 vs . M 享乐 - 机器 

=4.13，SD =0.73 ；F（1,137）=10.28，p <0.001）。当产品

为功能性购买动机时，与手工制造相比，消费者更偏好

机器制造的产品（M 功能 - 手工=4.13，SD=0.89 vs. M 功能 - 机器 

=4.59，SD =0.94; F(1,137) =3.55，p =0.061，边缘显著），

结果如图 6 所示。

本实验探索验证了购买动机在制造方式对产品评

价影响过程中的边界机制作用，购买动机会影响个体产

品选择过程中的认知处理加工过程，也会影响个体对产

品独特性价值的追求。对于享乐性购买而言，消费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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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采用启发式进行信息加工，也更加注重产品的独特

性，因此在享乐购买情况下消费者更加偏好手工制造的

产品 ；而对于功能性购买而言，消费者更倾向采用系统

加工的方式进行信息加工，此时启发式失效，功能性购

买也更加注重产品功能的稳定一致，因此在功能性购买

情况下消费者更加偏好机器制造的产品。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1. 结果讨论

本研究通过四个实验验证支持了手工制造的积极效

应及其边界条件。实验一的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手

工制造的产品比机器制造的产品评价更高，说明在当今

机器年代，手工制造的产品依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实

验二的研究结果表明，手工制造产品之所以更能吸引消

费者，其主要原因在于消费者认为手工制造产品包含了

制作工人更多的个人努力，从而诱发消费者启用努力启

发式加工方式认为产品更具独特性价值，该研究结果与

已有的信息评估和自我认知理论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即

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投入的精力越多，他就会认为这件

事情越好。虽然之前研究关注的是自我投入的努力，但

本文研究表明努力同样可以用来判断其他人的劳动成果

状况。实验三证实了感知价格在制造方式对产品评价的

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在手工制造的情况下，感知

价格越高，个体感知到产品中包含的努力越多，基于努

力启发式会对手工产品有更加积极的评价 ；而在机器制

造的情况下，不同感知价格组之间感知努力没有显著差

异，在对产品的评价当中，感知价格低的个体对机器制

造的产品评价反而更高，说明机器制造对规模化生产、

降低制造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对个体感知也有重要的

潜在影响。实验四证实了购物动机在手工积极效应中的

边界条件。对于享乐性购买而言，消费者对手工制造产

品评价更高 ；而对于功能性购买而言，启发式失效，手

工积极效应消失，消费者更偏好机器制造的产品。

2.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针对手工制造这一主题，虽然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

一定的研究，但是大都集中于手工市场整体行业发展及

经济全球化对手工制造业的影响，对于现有手工 / 机器

制造产品吸引力及评价的研究只有 F u c h s 等。[6] 本研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完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四

个方面 ：

第一，在已有基础上重新对两种制造方式（手工

v s . 机器）概念进行定义，并根据人在制造过程中扮演

的角色不同进行了界定区分。以往 F u c h s 等研究虽然对

两种制造方式进行定义，[6] 但该定义并非针对制造方式

本质差异，而是从商家展示产品制造方式角度进行定义。

本文与 F u c h s 等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制造方式的定

义聚焦于产品生产过程，强调人在该过程扮演的不同角

色及投入努力差异，再一次验证手工效应的存在，扩展

了手工效应的相关理论研究。

第二，通过引入努力启发式，从更加本质的层面进

一步解释手工效应存在的原因。同时，研究中也证实手

工制造产品相比机器制造产品在感知努力与独特性价值

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表明努力启发式是将努力

用作独特性价值的启发式，而非质量启发式。该研究结

论与 K r u g e r 等 [18] 将努力用作质量启发式的研究结论不

同，进一步拓展了努力启发式的结果表征形式。

第三，提出手工效应存在的调节边界机制，即感知

价格与购买动机 ；手工制造产品之所以获得消费者更高

的评价，其原因在于消费者采用启发式思考，认为制造

者付出的努力是独特性价值的来源。当产品定价较高时，

对于手工产品而言，消费者会认为制造者付出较高努力，

从而对产品评价更高 ；但是这种产品价格与努力感知的

信息加工并不适用于机器制造，其原因在于机器制造规

模化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且消费者对不同价格的机器

制造产品努力感知程度并无差异，那么定价策略对于机

器制造产品并无明显作用。此外，对于不同购买动机的

消费者而言，手工积极效应并不总是有效。对于持享乐

性动机的消费者而言，手工制造产品会获得更高的产品

评价 ；而对于功能性动机消费者而言，启发式失效，手

工的积极效应不存在，进一步明确手工效应存在的边界

条件。

第四，本文所提到的手工制造产品与 D I Y 方式有

所差别，D I Y 方式虽然也强调个体参与，但其产品制造

过程由消费者自身完成，突出了消费者自己对该产品所

注入的努力，与产品的归属情感有关。本研究并不是评

价消费者自己所制作的产品，而是对他人制作的产品进

行评价，导致消费者更偏向依据产品信息特征进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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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判断。同时本研究所设定的购买场景更加普遍，并非

特定的赠送礼物情境，本文证实手工的积极效应存在于

更广泛的生活情境中。

本研究对于商品销售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一，

在销售与推广手工制造品的过程中，商家不要局限于产

品本身，其产品制造过程及制造方式的宣传也是一大亮

点，要尽可能地突出商品的手工属性，在商品的重要部

位突出产品的相关制造信息，如在产品外包装处标记手

工字样 ；在广告宣传时，介绍完基本产品功能信息后附

加产品制造信息。对于手工制造产品，强调制作工人的

努力对于产品推销至关重要。如何引导消费者将手工产

品所感受到的努力转为产品独特性价值感知是商家亟待

解决的问题。相比消费者自己参与制造的产品而言（如

价值共创或 D I Y 制造），他人制造产品所包含的努力不

一定会使消费者感受到质量的提升，[43,44] 相反因为看不

到制造过程而对产品质量产生怀疑，所以对手工产品过

于强调质量反而引发消费者对产品评价下降，且机器制

造的质量并不亚于手工制造。因此本文所得结论为努力

被用作独特性价值启发式而非质量，据此商家在呈现手

工制造方式的产品时还要凸显产品的独特性价值。第二，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知，并不是所有制造方式的产品都

适合高定价策略。对于手工制造而言，价格越高个体感

知到产品中包含努力越多，会对产品有更加积极的评价； 

商家对手工产品定价较低会给消费者产生粗制滥造的刻

板印象。企业或商家在宣传手工产品时，可将其制作过

程进行可视化展示，同时在产品广告中强调手工产品价

格昂贵的本质原因在于制造过程与制造人员所耗费的个

人努力。低定价策略更适合大规模制造的机器产品，既

能保证制造成本的降低，又能兼顾产品稳定和质量，从

而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及购买意愿。同时，考虑消

费者购买动机，在消费者进店时由导购询问消费者购买产

品类型及用途，根据消费者不同的购买动机属性推荐不同

制造方式的相应产品，无形中增加不同购买动机的消费者

对对应制造方式呈现产品的评价，从而促进消费者购买。

3. 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本研究从认知视角对手工积极效应的内在

作用机制进行解释，扩展了以往对手工积极效应的情感

解释机制，但不管是认知还是情感视角都聚焦于消费者

心理视角，后续研究可以从非心理视角出发探究其他可

能的内在解释机制。其次，随着个体身份确认行为研

究的兴起，[45,46] 未来可探究制造方式对于个体身份确认

（I d e n t i t y-b a s e d）行为的影响。现实生活中，身份地位

较高的人可能喜欢纯手工打造的手表、钱包来凸显自身

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那么不同制造方式的产品是否会彰

显产品拥有者的身份与地位有待进一步探究。最后，可

以探究制造方式对文化传承与认同是否有影响，如紫砂

壶的制造过程以及传统的人工炒茶，其手工方式比机器

方式更能感受到产品之外所包含的文化精髓，未来研究

可围绕制造方式与文化认同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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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ffects of Handmade and Its Influence Mecha-
nism on Product Evaluation
 Dong Zerui, Du Jiangang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ra in which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is highly developed, handmade products are increas-

ingly favored, instead of disappearing. Many handmade products 

such as watches, bags, toys and board shoes, have appeared, and 

their scale is still expanding. Previous studies on handmade m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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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uring mainly focus on analysis of handmade manufacturing in 

a certain region or industry with qualitative method by using macro 

strategies, lacking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handmade 

products on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his research builds a research mode based on heuristic-analytical 

model which is a classical theory in the field of individual decision. 

Heuristics-analytical model can be driven by a variety of heuristic 

cues and can have different result representation.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influence of production mode on consumers’ product 

evaluation, effort i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handmade 

and machine-made, and the result representation of effort heuristic 

is unique value percep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and verifies why consumers prefer handmade 

product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handmade product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behind it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is effec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handmade (vs. machine-made) prod-

ucts were evaluated more positively by consumers.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driven by individual effort heuristic processing, where con-

sumers believe that handmade products contain more effort and thus 

lead to a higher perception of unique value. In addition, perceived 

price moderat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handmade products on evalu-

ation, that is to say, in the middle and high price group, the positive 

effect of handmade exists, while in the low price group, consumers 

prefer machine-made products. Consumers` purchase motivation i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for this effect, when consumers' purchase 

motivation is to meet a certain functional demand (utilitarian pur-

chase motivation), this effect disappears. 

The research not only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fluence of 

production mode on the purchase behavior of consumers,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to sell prod-

ucts with different production mode.

Key Words  Handmade/Machine-made; Effort Heuristic; Product 

Evaluation; Perceived Price; Purchase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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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Human Resources Investment Affect the R&D Ef-
ficiency of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aff 
Education Investment
 Pang Tingyun, Luo Fukai, Wang J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thrust to mainta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

terprise growth in China. Enterprises are the micro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micro subjec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t is shown that,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the most sig-

nificant micro subject of R&D investment in China since 2010. But 

the increase of R&D investment does not mean the improvement of 

R&D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he “learning by doing” model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R&D efficiency.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more inclined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e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n the R&D efficiency, and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 investment of employees and their own R&D 

efficiency. Moreover, under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although the strong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can provide opportu-

nities for enterprises`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t also 

enlarges the product market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of enterprises, and 

intensifies the specific risk of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risk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ample of Chinese public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8 to 2015,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ff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 R&D efficiency. It also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inancial leverage and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mbined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ff education investment is conducive 

to enterprise R&D efficiency. Besides, both financial leverage and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ff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the R&D 

efficiency. Furthermore, financial leverage and environment un-

certainty have a joint moderating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lower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the higher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can 

enhance the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of financial leverage. Under 

the current economic background, this study provides useful advic-

e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R&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de-

leveraging” decisions.

Key Words  Enterprise R&D Efficiency; Staff Education Invest-

ment;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Financial Le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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