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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形象对产品属性失败的稀释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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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品属性失败事件频繁发生，它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如何稀释产品属性失败的负面效
应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研究基于公司层面的角度，考察不同类型的公司形象如何稀释产品属性不同维度失
败导致的负面效应。结果表明，能力型（vs. 诚信型）公司形象更有利于稀释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对购买意愿
产生的负面效应；诚信型（vs. 能力型）公司形象更有利于稀释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对购买意愿产生的负面效
应。研究结果对企业开展产品属性失败补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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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ution effect of corporate image on product benefits failure
JIANG Hongyan, WANG Guangq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Product benefits failure events occur frequently, which has negative effect 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So how to dilut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roduct benefits failure is a hot topic in
academi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level, we investigated the dilution role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rporate image o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roduct benefits fail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bility (vs. credibility) corporate image is more favorable to dilu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oduct utilitarian benefits failure 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and credibility (vs. ability) corporate
image is more favorable to dilu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oduct hedonic benefits failure 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of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enterprises’
recovery of product benefits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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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1 年“海底捞骨头汤勾兑”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消费者表示了对海底捞品牌的不满。但与之

前的“味千骨汤门”、“永和豆浆冲制”事件遭遇消费者的一致抨击不同，针对海底捞“骨汤门”事件，
却有逾五成的网友表现出了一种“包容”的心理，甚至还有消费者在网络上为其摇旗呐喊加油。有的网
友发表言论：“不管怎样，海底捞的创新能力真的很强，他们的火锅品种多、味道全。这种事情发生后，
我相信他们会很快处理好的。我还是会去光顾的。”还有的网友说道：“我们可以接受炒作，但是不接受
凭空的胡诌，至少作为消费者，海底捞给我们的印象是极好的，每次去那里都让我感觉很温馨。他们承
诺的服务一直是我所欣赏的。就冲其说到做到我也要支持一下！”在上述案例中，当海底捞出现产品属性
失败时，究竟是能力型公司形象还是诚信型公司形象挽回了消费者的认可度和购买力? 这是值得学者深
入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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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产品属性层面的各类负面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品牌的感知与购买。产品功
能性属性失败方面，如 2012 年苏泊尔的质量风波；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方面，如 2010 年春秋航空公司
的服务霸王条款。面对产品属性不同维度的失败事件，何种类型的公司形象更有利于稀释其所带来的负
面效应呢？若能对其稀释机制深入了解，企业在面对产品属性失败危机时，将会更有针对性地通过传播
不同类型的公司形象来开展产品属性失败补救。因此，洞察稀释产品属性负面效应的营销策略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1

理论基础与假设推导
前人关于产品属性失败稀释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应对策略 [1]、消费者自身因素[2]等方面，缺

少基于公司层面因素考察产品属性失败稀释效应的研究。少量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公司层面的角度
考察如何稀释产品属性失败的负面效应[3~4]。然而，公司形象是消费者对特定公司的认知、情感、评价及
联想方式的总称，它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5]。前人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单一类型的公司形象（如企业社
会责任），同时兼顾不同类型的公司形象的研究较少，尤其鲜有研究考察不同类型的公司形象如何稀释产
品属性不同维度失败的负面效应。鉴于此，本研究考察不同类型公司形象对产品属性不同维度失败的负
面稀释效应，期望可以做出一些理论上的贡献。
产品属性失败是指产品在消费者购买之后无法保持其应有的质量，兑现其原来的承诺[6]。产品属性
失败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如消费者报复[7]、消费者负面情绪[8~9]。而产品属性包括功能性属性和享
乐性属性，其中功能性属性是指满足有帮助的、实用性方面需求的属性；而享乐性属性是指提供情感体
验以及感官刺激方面情绪体验的属性[10]。CHITTURI 等[11]提出产品功能性属性超越是指产品在某若干功
能性属性上表现突出，而在享乐性属性上表现一般；产品享乐性属性超越是指产品在某若干享乐性属性
上表现突出，而在功能性属性上表现一般。研究着眼于产品属性失败方面开展研究，在他们的研究基础
之上，这里认为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是指产品在若干功能性属性上表现较差，而在享乐性属性上表现一
般；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是指产品在若干享乐性属性上表现较差，而在功能性属性上表现一般。
CHITTURI 等[11]发现产品功能性属性超越会导致防范性目标的满足，进而对品牌产生信任和安全感，
而产品享乐性属性超越会导致情感性目标的满足，进而产生愉快和兴奋感。进一步，江红艳等[12]认为产
品功能性属性和产品享乐性属性会分别偏重于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感知能力和感知温情，而且能力型公
司形象和诚信型公司形象会分别偏重于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感知能力和感知温情。基于对上述产品属性/
公司形象对品牌感知能力/感知温情的作用机理分析，研究认为在不同维度水平的产品属性失败下，不同
类型的公司形象会发挥显著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公司形象和产品属性失败二者会交互影响消费者的
购买意愿。
具体而言，当发生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时，消费者对品牌的感知能力较差，此时可以认为能力型公
司形象可以提升消费者对品牌感知能力方面的评价。这是由于公司能力形象可以针对产品功能性属性失
败给购买意愿带来的负面效应做出正面回应，从而有效稀释负面效应。然而，诚信型公司形象提高的是
消费者对品牌感知温情方面的评价，无法对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给购买意愿带来的负面效应（感知能力
差）造成影响。因此，这里认为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时，相对于诚信型公司形象，能力型公司形象更有
利于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当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时，消费者对品牌的感知温情较差，此时诚信型公司形象可以提升消费者对
品牌感知温情方面的评价。这是由于诚信型公司形象会对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给购买意愿带来的负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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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做出正面回应，从而可以显著稀释负面效应。然而，能力型公司形象提高的是消费者对品牌感知能力
方面的评价，无法对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给购买意愿带来的负面效应（感知温情差）产生影响。因此，
研究认为，当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发生时，相对于能力型公司形象，诚信型公司形象更有利于提高消费
者的购买意愿。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1：公司形象和产品属性失败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交互影响。
H1a：当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时，与诚信型公司形象相比，能力型公司形象下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较高。
H1b：当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时，与能力型公司形象相比，诚信型公司形象下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较高。

2

研究方法

2.1

实验设计
采用 2[公司形象（能力型 vs. 诚信型）]×2 [产品属性失败（功能性 vs. 享乐性）]两因素被试间实验

设计。自变量为产品属性失败，包括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和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两个水平，以及公司形
象，包括能力型公司形象和诚信型公司形象两个水平。因变量为购买意愿。共有 78 名大学生被试参与了
本实验，其中男性 36 名，占 46.15%，女性 42 名，占 53.85%.
2.2

变量操纵与测量
自变量方面。产品属性失败的操纵办法在 CHITTURI 等[11]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通过描述某种产品

在若干功能性或享乐性属性上的低劣表现，以及采用表格形式呈现具体得分从而直观对比产品在功能性
属性和享乐性属性的差异来实现操纵。产品属性失败的操纵检验项目包括 5 个反映功能性的 7 级语义差
异量表，如“无用的-有用的”
，以及 5 个反映享乐性的 7 级语义差异量表，如“无趣的-有趣的”
。将 5 个功
能性/享乐性语义差异项目上被试的平均分作为功能性态度得分/享乐性态度得分，从而进一步检验被试
在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和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两个版本上得分是否存在差异。公司形象的操纵办法参考
KELLER 等[13] 以及 GÜRHAN-CANLI 等[5]的研究方法，并选用源自西方国家的公司名称，配合专业机构
以及权威杂志的评论描述能力型/诚信型公司形象。内容具体表达方式见 2.3 节。
因变量购买意愿借鉴 KLEIN 等[14]的研究，采用两个七点测项，“如果你正打算购买某种产品，购买
某品牌的可能性多大？”
“如果你的朋友正打算购买某产品，那么你向你朋友推荐购买某品牌的可能性多
大？”1 代表“非常小” 7 代表“非常大”。
2.3

刺激材料
选取运动鞋为刺激品类。本实验的受测群体为在校大学生，通过访谈发现，大学生被试普遍认为运

动鞋产品同时具有功能性和享乐性两方面的属性。运动鞋的产品属性水平可以划分为功能性和享受性，
并且两种属性对产品的重要性较为均等 [10]。功能性属性和享受性属性均指产品能为消费者带来哪些利
益，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以带来实际功能价值为主，后者主要是以产生快乐体验为主。
在产品属性失败刺激材料的设计上参考前人研究[6]，包括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和产品享乐性属性失
败两种条件。刺激材料为一份权威杂志的运动鞋评估报告。在报告中展现产品在舒适性、做工、透气性
三方面的较低得分，由此表现出产品在功能性属性上的失败；通过产品在款式、带来的快乐感受、彰显
身份三方面的较低得分，由此表现出产品在享乐性属性上的失败。而且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条件下产品
在享乐性属性上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而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条件下产品在功能性属性上的得分处于中
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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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形象的实验材料设计方面，这里将其描述为从某权威杂志节选的一份公司评价报告，通过该
公司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公司排名以及公司运营等方面信息体现出能力型公司形象；通过该公司在
客户沟通、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程度、公司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方法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信息体现出诚
信型公司形象。
实验刺激材料共包括以下 4 个版本：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诚信型公司形象，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
——诚信型公司形象，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能力型公司形象，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能力型公司形象。
2.4

实验流程
实验的流程如下：首先，随机将被试分配到 4 个版本实验刺激材料中的一种，请被测试者阅读一段

产品属性信息的相关广告宣传材料，涉及运动鞋产品的功能性产品属性失败或享乐性产品属性失败内容；
然后，请被测试者阅读一段公司形象信息，具体内容为能力型或诚信型公司形象；接下来，让被试综合
上述两段材料回答相关问题，包括产品属性失败操纵检验测试题目、购买意愿测试题目；最后，收回问
卷，向被试致谢并赠送礼品。

3

结果与分析

3.1

操纵检验
对反映功能性/享乐性态度的语义差异项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功能性态度方面，被

试在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条件下的得分显著低于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条件下的得分[t(76)=−8.46，
P<0.001，M 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 = 2.54 < M 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 = 4.26]；享乐性态度方面，被试在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条件
下的得分显著低于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条件下的得分[t(76) = 7.63，P< 0.001，M 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 = 2.36 <
M 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 = 4.36]。由此，本实验中产品属性失败变量操纵成功。
3.2

购买意愿
2（公司形象）×2（产品属性失败）两因素交互作用显著

[F(1 74)=9.96，P< 0.01]，表明公司形象和产品属性失败二者
会对购买意愿产生交互影响，如图 1 所示。简单效应的结果
显示，当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时，公司形象的主效应显著，
相对于传递诚信型公司形象，传递能力型公司形象下消费者
购买意愿更高[F(1，75)= 6.29，P< 0.05，M 能力型=3.33> M 诚信型
=2.10]，支持了 H1a；当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时，公司形象
的主效应边缘显著，相对于传递能力型公司形象，传递诚信

图1

公司形象和产品属性失败的交互作用

型公司形象下消费者购买意愿更高[F(1，75)= 3.81，P= 0.05， Fig. 1 Interaction of corporate image and product
M 诚信型=3.89>M 能力型=2.88]，支持了 H1b.

4

benefits failure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公司形象对产品属性失败的负面效应存在稀释作用。具体而言，能力型公司形象比

诚信型公司形象更有利于稀释产品功能性属性失败给消费者购买意愿带来的负面效应；诚信型公司形象
比能力型公司形象更有利于稀释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给消费者购买意愿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是由于产品
功能性属性失败和能力型公司形象二者都偏重于对品牌感知能力产生的影响，当产品功能性属性受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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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型公司形象可以帮助缓解其对品牌感知能力产生的负性作用，结果有利于稀释在购买意愿上的负面
效应；当产品享乐性属性受损时，诚信型公司形象则可以缓和其对品牌感知温情造成的负性影响，因此
有利于稀释在购买意愿上的负面效应。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基于“感知能力-感知温情一致性效应”[12]的理论框架，探讨
公司形象对产品属性失败的负面稀释效应，阐述公司形象如何通过品牌感知能力/温情的作用机理，稀释
产品属性失败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负面效应。本研究较新地将品牌感知能力和感知温情纳入产品属性不
同维度失败事件的负面稀释效应的解释机制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其次，以往产品属性失败的研究，
较少将公司层面的信息结合起来考虑，从而抹杀了公司形象和产品属性对品牌感知能力和感知温情影响
上的有机联系。本研究基于公司-产品互动视角考察产品属性失败负面效应的稀释机制，一定程度上突破
了前人的研究视域。
本研究对企业实践有多方面的启示。第一，甄别出不同类型产品属性失败的应对策略。本研究认为，
产品失败危机的公关策略需要结合产品属性的具体维度来考虑，才能有效降低其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
的负面影响。研究综合探究了产品功能性属性危机和产品享乐性属性危机两种不同营销情景，并且针对
具体的产品失败危机类型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第二，公司形象塑造策略对产品属性失败的负面效应具
有重要的稀释作用。研究所发现的公司形象对产品属性失败的稀释作用在实践应用方面可以提炼为有效
的公关措施。分辨了如何利用不同类型的公司形象来抵御产品属性不同维度下的失败。当产品在功能性
属性方面出现危机时，企业通过宣传公司在科研、创新、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优良能力形象，从而削弱产
品功能性属性失败的负面影响；当产品在享乐性属性方面出现危机时，企业可以通过树立公司在对客户
的关心、以人为本等方面的诚信形象，进一步稀释产品享乐性属性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改进。首先，产品品类选择的局限性。本研究选择产品功能
性属性和产品享乐性属性基本上均等重要的运动鞋作为刺激品类，没有考虑其他产品品类。若希望得出
更为全面、更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应该选取其他产品刺激品类进行分析，包括功能性属性或享乐性属性
某一方面对产品而言尤其重要的情况。其次，实验对象的单一性。本研究的实验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
大学生群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消费方式与消费心理。未来应该针对其他消费群体进行研究。最后，消费者
个体差异变量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消费者个体差异变量，如功能性/享乐性主义态度，可能会影响研
究结果。将来可以尝试将消费者自身因素纳入实验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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