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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管理

网络服装展示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机理
张枝军
(浙江省商业经济研究所，杭州 310053)

摘要：探讨服装数字化信息展示影响网络消费者购买意向的机理。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技术接受模型的延伸，以
网上购物感知、行为意向作为基本研究变量，引入服装款式信息展示和服装价值信息展示作为自变量。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此模型
在网络环境下购买服装的有效性，并提出了营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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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online apparel presentation o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customers
ZHANG Zhi-jun

(Zhejiang Institute of Commercial Economy,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factors of online apparel presentation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customers. We have extended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by taking customer
perception and internet shopping behavior into account. We have also incorporated apparel styles and apparel
prices into our model.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presented model is effective for online apparel shopping and
can provide appropriate marketing recommendation.
Key Words: Online apparel presentation; Shopping behavior;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服装类商品是目前网上购买人数最多的商品之

系统理性地评价和分析所获得的信息和资源，依赖获

一，服装作为一种感官商品，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

得的资源和信息来完成特定的行为。Davis [4]经过技

通常需要经过感知体验。而网络环境下消费者无法对

术接受模型的研究认为，在使用信息管理系统的过程

服装实体进行感知，只能依靠网络上提供的服装信息

中，个体意向与行为显著相关，个体意向是决定个体

进行判断和决策，所以服装展示对消费者购买意向有

行为的主要因素，其他因素通过意向来影响行为。

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对其作用机理展开研究。

传统的服装销售方式中，消费者感知的是实体服
装，消费者通过试穿衣服感知款式、色彩、合体性、

1

文献综述与归纳分析

舒适性、面料质地、视觉风格，从而产生购买意向，

消费者购买意向是消费者计划实施某种特定行为

进行购买决策。Mc Corkle[5]认为消费者对服装属性感

的强度，消费意向是消费行为实施的必要条件。消费

知主要有面料手感、衣服合适性、颜色、制作工艺质

行为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和行为过程，包含

量感知等。网络环境下，消费者无法直接感知服装商

信息收集、信息的筛选和评价、消费行为的产生、

品的属性。只能通过网络销售商展示的服装数字化图

[1]

对整个消费过程的评价等一系列行为 。Fishbein和

片、文字资料等相关的虚拟信息，对服装商品进行视

Ajzen [2]的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由意向影响，意向直

觉上的感知和评判。许多学者认为，不论是传统销售

接决定行为。Ajzen

[3]

认为消费者在决策的过程中会

还是网络销售，产品展示对消费者进行服装选择都非
常重要。
服装展示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服装和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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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的因素，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经过对淘宝商

为 。网络上服装数字化展示的方式，根据分类方法

城、凡客诚品、当当网等几家大型服装销售网站的调查

不同有平面展示和立体展示，服装整体展示和细部特

发现，目前大多数网络服装零售商采取平面图片展示和以

征展示，主体辅助展示和面料辅助展示，动态展示与

真人模特着装状态下的图片展示为主要的展示方式。

[7]

[8]

静态展示等 。Jihye Park等 在研究消费者心情、

根据展示的内容，把网络服装数字化展示分为款

感知、购买意向和产品展示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产品

式信息展示和价值信息展示2个部分。服装款式信息

的展示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其中动态展示比静

展示指以展示服装款式属性为主体的展示，包含着装

态展示能降低消费者对网上购物的感知风险，增强消

效果的正面、侧面、背面整体展示，包含服装面料、

费者的购买意向。

缝制工艺等的细节展示和服装规格适合人群提示，包
[9]

关于消费者感知有用，Arono Cass 从消费者接

含展示的方式与展示内容的设计。服装价值信息展示

受网络购物技术的角度，分析了整个网络购物的过

主要体现服装的价值信息，包含服装价格、品牌价

程，结果认为感知有用对网络购物意向显著正相关。

值、用户推荐、质量评价信息、口碑、促销优惠、折

Chen

[10]

的研究发现，技术接受模型在解释商家对消费

扣等内容。本研究以款式信息展示和价值信息展示为

者个人的网络购物中依然有效，同时发现感知可靠、

外部变量，研究网络服装商品信息展示与消费者购买

包容性、感知售后服务、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是影响

意向的关系。

网络购物意向的主要因素。

购买意向是消费者通过浏览服装信息后产生的

关于感知价值，网络环境中服装商品除了展示款式

购买服装商品的主观概率或可能性，主要表现在消

信息外，还为消费者提供了价格信息、折扣信息、用户

费者是否愿意购买。Davis在探讨认知对情感因素与

评价信息、服装质量信息等消费者可感知的价值信息。

技术使用的关系时构建了“Technology Acceptance

[11]

Degeratu

研究发现，消费者网络购物行为主要受到产

Model”，即技术接受模型(TAM)，该模型用来了解外

品价格折扣和产品价格低于传统商场商品价格因素的影

部变量对消费者内部信念、态度和意图的影响。TAM

响。Poel与Leunis[12]对超级市场、邮购、网络购物等零

模型认为，“感知有用”对消费者态度和意向具有

售市场的风险降低营销措施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降价

正向的影响 [13] 。本研究的“感知有用”是指消费者

策略能降低消费者认知风险，提升网络购物意愿。从以

从服装展示信息中用视觉感受到的服装款式、风格、

上文献中可知，关于服装展示对网络消费者购买意向影

面料、规格、服装搭配、配饰等信息对自身穿着的适

响机理方面的研究目前还较少。

合性、舒适性、耐用性、可搭配性、可保养性等的判
断，以及对服装的质量、工艺与面料的满意度。

2

研究假设和研究模型

感知价值是消费者感受到的利得和利失，是消费

在提出假设和研究模型之前，本研究以上文献综

者从服装展示信息中感知到的服装价格的合理性、品

述为基础，对网络环境下服装展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牌与口碑价值、折扣与优惠，是对服装和产品效用的

和分析。笔者认为，网络营销中的服装展示是服装电

总体价值评价，是消费者购买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子零售商运用数字化图片、图像、文字信息、动画等

余强生等[14]对台北地区网络购物消费者进行研究，发

信息技术为网络消费者提供服装商品信息的行为。网

现吸引消费者网上购物的主要原因是便宜和便利。学

络服装数字化展示应以满足消费者对服装的整体感知

者黄建中[15]在研究网站促销的不同策略时发现，网站

为立足点，展示内容包含服装款式、设计风格、品

价格优惠对消费者网络购物吸引力最大。网站价格折

牌、工艺、颜色、规格尺码、服装细节、面料、里

扣吸引力愈高，消费者购买网站商品的意愿程度也越

料、搭配方式、洗涤说明、价格、折扣、消费评价、

强烈。何育秀[16]通过研究认为，网络商店提供商品的

建议合适体型等，要尽可能为消费者提供清晰全面的

价格越合理，性价比越高，消费者购物的欲望越高。

服装信息，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展示的方式可以选

通过上述相关内容分析，笔者认为服装展示是网

择整体展示与局部细节展示、人台展示与真人模特展

络消费者感知服装“是否有用”和“是否值得购买”

示、静态展示与动态展示组合；展示载体可以是数字

的必然途径，消费者通过网络提供的信息、个人经验

化图片、图像、动画和视频等，更高层次的能比较全

对服装商品进行整体感知和体验，进而产生购买意

面地反映服装属性的是交互式虚拟展示，由于技术和

向，进行购买决策。由于众多学者证实TAM模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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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解释网上购物行为，而且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和

型进行验证。调查历时1.5个月，共发放问卷388份，

修正。本研究在TAM模型和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回收有效问卷326份，回收率84.02 %。调查对象以随

结合服装商品的特点和消费者服装购买意向，对TAM

机选择杭州地区的20～35岁人群为主，尽量选择具有

模型进行修改与简化，提出了研究假设和研究模型，

网络服装购物经验的人群，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具体如下：

在所有被访者中，男性为107人，占32.8 %，女

H1：消费者感知有用与购买意向正相关。

性为219人，占67.2 %；20～35岁的被访者最多，占

H2：消费者感知价值与购买意向正相关。

82.6 %；被访者月收入在1 000元及以上的占68.7 %；

H3：服装款式信息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正相关。

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72.5 %；从职业上看，被调查者

H4：服装款式信息对消费者感知价值正相关。

基本上为公司职员、学生和事业单位人员。

H5：服装价值信息对消费者感知有用正相关。

3.3

H6：服装价值信息对消费者感知价值正相关。

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运用SPSS14.O和AMOS7.O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通过Cronbach Alpha系数来测量量表的信度。
Nunnally认为，Cronbach Alpha系数介于0.35～0.7
为可接受，Cronbach Alpha系数高于0.7属于高信
度。美国统计学家JosePh也认为信度大于0.7，表明

图1 购买意向的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 model of purchase intent

数据可靠性较高，Cronbach Alpha系数大于0.5，表
明数据是可靠的 [17]。从表1中可以看出，每个变量的

3
3.1

Cronbach Alpha系数均大于0.6，说明该组数据信度

样本调查与分析

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即量表提出的各测量问题项

问卷设计与小样本检验
问卷的变量根据上述假设和引用的相关文献为依

目能够描述自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据进行设置，以服装款式信息和服装价值信息为自变
量，以感知有用和感知价值为中间变量，以购买意向
为因变量，构建理论研究模型。问卷采用5点量表设
计，在量表中大部分采用正向叙述，5表示“非常同
意”，4表示“比较同意”，3表示“一般”，2表示
“不太同意”，1表示“很不同意”。被调研者根据

Tab.1

表1 描述性统计与信度分析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reliability testing

变量
问卷题项
服装款式信息
1～5
服装价值信息
6～9
感知有用
10～12
感知价值
13～15
购买意向
16～9

均值
3.416
3.108
3.317
3.079
3.523

标准差
0.674
0.762
0.813
0.625
0.708

Cronbach Alpha
0.681
0.629
0.852
0.837
0.811

经验和感知来进行回答。题项方面分为2部分，第一

本研究在正式问卷发放之前进行了小范围的预调

部分为调查对象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学历、服装购

研，根据被测试者对问卷的设计、结构及措词提出的

买经历等。第二部分由描述调查对象对服装款式信息

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因此，问卷的表面效度符合

和服装价值信息对感知有用、感知价值和购买意向关

要求；量表设计方面由于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参考文

系的相关题项组成。

献，所以有比较好的内容效度。同时，本研究通过主

初始问卷编制完成后，课题组随机选取了一部分
电子商务和经济贸易类专业的在校学生作为样本进行

成分分析法来进行因子分析，并用方差最大法进行因
子旋转，以检验效度，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

了预调查，这些对象普遍有较丰富的网上购物经验，

Tab.2

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经过预调查对象的反馈，对
变量

KMO值

服装款式信息
服装价值信息
感知有用
感知价值
购买意向

0.751
0.781
0.813
0.604
0.633

问卷进行了修正和编排，形成正式问卷，共计19个题
项，其中服装款式信息包括展示的方式、展示信息的
完整性、展示信息的质量、色彩信息、规格信息5个
题项，服装价值信息包括服装价格、折扣与优惠、用
户质量评价与口碑、品牌价值4个题项。
3.2

表2 KMO值与因子分析结果
Value of KMO and factor analysis
解释总体
方差变异/%
82.874
86.507
84.102
63.516
61.012

因子荷载(按问题顺序)
0.871
0.783
0.875
0.872
0.824

0.787
0.868
0.821
0.657
0.696

0.817 0.855 0.795
0.837 0.917
0.874
0.728
0.698 0.715

从表2中可以看出，KMO值均大于0.6，且Bartlett

调查样本特征

球体检验的统计值均显著，说明适合作因子分析。各

为了能够更好地针对网上服装消费者，本研究通

因子负载都大于0.6,反映因子与该类变量的关系密

过线上和线下发放问卷2种调查方式来获取数据对模

切，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比例大于60 %，对问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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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消费者感知价值和感知有用对购买意向显著正相
关。由此可见，在网络环境下服装展示是网络消费者

4

假设检验与模型修正

感知服装属性、服装价值和服装质量的重要途径，消

经过信度与效度的确认后，再将针对结构方程式

费者根据网络提供的服装款式信息和服装价值信息，

模型进行路径分析，以检验笔者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结合个人经验对服装商品进行整体感知和体验，进而

通过使用AMOS对数据进行分析，整体模型的各项拟合

产生购买意向，进行购买决策。

度指标结果见表3。根据Bentler的研究结果，当CFI
≥0.90时，只要GFI≥0.85就可认为模型具有满意的
拟合程度[18]；学者Steiger[19]认为RMSEA低于0.1表示
拟合较好，低于0.05表示拟合非常好。从表3中可以
看出，χ 2卡方值为628.056，df自由度值为217，可以
Fig.2

2

推算出χ /df卡方自由度比值为2.894，达到了小于3

图2 购买意向的修正模型
Correction model of purchase intent

的要求；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

基于以上的研究，建议服装网络零售商要充分重

(AGFI)、增加的拟合指数(IFI)、非拟合指数(NFI)、

视服装商品信息的展示和展示的质量，在款式展示方

比较拟合指数(CFI)、均方根误差近似值(RMSEA)的拟

面尽可能做到全方位的展示，不但要包含服装款式的

合度指数均达到比较良好的拟合效果(表中的*表示在

正面、侧面、背面的整体款式信息，还应有服装细节

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统计

部位、规格尺寸、颜色分类、服装搭配、服装面料、

结果表明，本研究提出的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各项

缝制工艺、洗涤保养说明、服装规格适合人群提示等

指标均能较好地满足拟合指数所设定的标准。

全方位的款式信息展示，使消费者感知网上购买的服
装有用。同时，要重视展示信息的质量，可运用信息

表3 路径分析结果与模型拟合度指标
Tab.3 Path analysis results and the goodness of fit
路径

路径
系数

标准差

标准化
路径系数

P值

技术采用真人模特展示、动画展示、交互展示、虚拟

显著性

展示等多种展示方式，提高可感知性，尽可能让消费

服装款式信息
0.279 0.021
0.313
**
显著
——感知有用
服装款式信息
0.213 0.022
0.225
**
显著
——感知价值
服装价值信息
0.026 0.020
0.034 0.576 不显著
——感知有用
服装价值信息
0.201 0.023
0.304
**
显著
——感知价值
感知有用
0.438 0.022
0.457
**
显著
——购买意向
感知价值
0.529 0.024
0.546
**
显著
——购买意向
CFI＝0.916 NFI＝0.937 GFI＝0.904 IFI＝0.917 AGFI＝0.897
RMSEA＝0.071 χ2＝628.056 df＝217

者感知真实的服装信息；在服装价值信息展示方面，
不但要提供合理的服装价格信息，还要重视用户推
荐、质量评价信息、口碑、促销优惠、折扣等信息的
提供，使消费者感知网上购买服装有价值，从而增强
消费者网上购买服装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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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向

发改委发布新版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丝绸部分)

2)采用紧密纺、低扭矩纺、赛络纺、嵌入式纺
纱等高速、新型纺纱技术生产多品种纤维混纺纱线
及采用自动络筒、细络联、集体落纱等自动化设备

4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修订并发布了

生产高品质纱线；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新版目录

3)采用高速机电一体化无梭织机、细针距大圆

全面反映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方向内容，更加注

机等先进工艺和装备生产高支、高密、提花等高档

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自主创新以及对推动服务

机织、针织纺织品；

业大发展的支持，更加注重对产能过剩行业的限制

4)采用酶处理、高效短流程前处理、冷轧堆前

和引导，及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为加快转变经

处理及染色、短流程湿蒸轧染、气流染色、小浴比

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完善

染色、涂料印染、数码喷墨印花、泡沫整理等染整

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清洁生产技术和防水防油防污、阻燃、抗静电及多

新版《目录》维持2005年版本分类不变，仍分为

功能复合等功能性整理技术生产高档纺织面料；

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不属于上述三类，但符合

5)采用编织、非织造布复合、多层在线复合、

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为允许类，允许类不

长效多功能整理等高新技术，生产满足国民经济各

列入目录。其中纺织产业丝绸部分内容如下：

领域需求的产业用纺织品；

1

6)新型高技术纺织机械、关键专用基础件和计

鼓励类
1)符合生态、资源综合利用与环保要求的特种

量、检测、试验仪器的开发与制造；
7)纺织行业生物脱胶、无聚乙烯醇(PVA)浆料上

动物纤维、麻纤维、竹原纤维、桑柞茧丝、彩色棉
花、彩色桑茧丝类天然纤维的加工技术与产品；

浆、少水无水节能印染加工、“三废”高效治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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