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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促销本质上是一种 信息 传播活 动, 其最 终目的 是影 响消 费者 的购 买行 为。促 销的 形式 多种 多

样, 但成功的促销应具备行为学的基本特征: 首先, 促销 信息要被消 费者所认知 , 引起 消费者的注 意并被消 费
者所理解; 其次, 促销要引起消费者的好感,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 欲望, 最终实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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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0 年麦肯锡( M cCart hy ) 提出了 4P 营销

收集与整理各种信息, 对知觉对象形成一定的认识,

组合以来, 促销作为营销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得到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消费偏好, 由此形成消费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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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营销界的广泛接受 。虽然此后营销( 组合) 理论
不能忽视包括公共关系、
广告、
营业推广和人员推销

消费需要是人们对消费品的一种缺乏状态, 是
消费行为的原始动力, 而消费动机是指推动消费行

等在内的各种促销活动 [ 2] 。成功的促销是企业所期

为的直接动力。消费需要仅仅是消费行为产生的内

盼的, 然而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尽管有关促销的

在条件, 而消费动机的产生还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
如个人支付能力, 商品或服务的供应能力, 企业的促

与实践不断丰富与发展, 但是, 任何一个现代企业都

研究文献不少, 但这些研究多是个案或现象学的研
促销如何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基础上, 归纳总结成功

销活动等。消费者在种种刺激因素作用下, 经过复
杂的心理活动过程, 产 生购买动机, 在动机的 驱使

促销的基本特征。

下, 做出购买决策, 采取购买行动, 并进行购买评价,

究。本文试图从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视野, 在分析

一、消费行为的一般过程
促销活动如果不能最终促进消费者购买, 就不
能称之为成功的促销。揭示消费行为的心理活动过
程及其影响因素是消费者行为学研究的基本范畴。
只有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视野, 才能深入了解促销是
如何影响消费行为的。
消费者行为的一般过程可表述为:
刺激 y 认知 y 消费需要 y 消费动机 y 消费行为

消费者购买行为都是由刺激引起的, 这种刺激
既来自消费者内部的生理和心理因素, 如生理与心
理需要等, 又来自外界环境, 如企业的产品、
价格及
促销方式等。在消费过程中, 认知的作用在于捕捉、

由此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购买行为。
消费者行为是消费者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
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和产物。内在因素是指购买者
自身所具有的各种生理特征、心理特征与社会特征
的总和。生理特征包括肤色、身高、
体重、
血型、
年龄
等生理指标; 心理特征是指在个体身上经常、稳定地
表现出来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 包括认知特征( 感
知力、
注意的品质、
记忆力和思维特征等) 、
情绪特征
( 态度、
道德感等) 、意志特征、个体倾向性( 需要、动
机、
兴趣、爱好) 和个性特征( 智力、性格和气质) 五个
方面。社会特征包括价值观、受教育程度、职业、收
入等。外部因素是指购买者所生存的社会环境。
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 人的购买行为是由购买
动机 直接推动的。没有需要, 就没有动机; 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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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就不能产生行为。如果个体没有消费欲望, 没有

弱的灯光, 来自手腕上手表的滴答声, 这些刺激都很

消费需求, 即使商品再物美价廉, 个体也不会出现购

难被人们所感知。原因在于刺激量太小, 没有达到

买行为。再者, 即使个体有消费需要, 但是, 如果没
有支付能力, 购买行为也不会发生。此外, 在个体具

一定的强度。
其次, 信号要达到一定的强度。

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 如果可供选择的商品不符合

反射理论告诉我们, 有机体要感知到刺激的存

消费者的特定需求, 如大小、规格、式样、
品牌等, 个

在, / 刺激物必须到达一定的强度并且要持续一定的

体也不会购买。因此, 内在因素是影响购买行为的
决定因素, 外部因素只有通过内在因素才能对个体

时间。那种刚刚能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量, 叫绝对
感觉阈限[ 6] 。在促销实践中, 促销信息的传递, 其信

购买行为产生影响。企业进行促销时, 既要考虑消

号强度通常是远远超过绝对感觉阈限的, 其目的就

费者内在特征, 又要考虑到不同消费文化对消费者
购买行为的影响, 同时还要考虑到消费品本身的质

是使信息接收者能够有效感知到这种信息, 如强光、
高音、
特写镜头等。

量、
价格和消费者的购买力与消费习惯。

二、成功促销的基本特征
从形式上说, 促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
促销是指包括公共关系、
广告、
营业推广和人员推销
在内的各种活动, 而狭义的促销仅指营业推广即销

当然, 不能说信号越强越好。过度强烈的声音
就会成为噪音。/ 当电视广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因
素激发了受众的心理噪音时, 规避便成为一种常见
的行为。而规避的结果则直接导致电视广告信息的
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丢失。
0 [ 7]
( 二) 成功的促销应当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售促进( sales pro mot ion) 。无论何种形式 的促销,
其本质都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 3] , 其最

注意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是指心理活动对一
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都伴随

终目的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将产品或服务信息传达给

着/ 注意0这种心理 现象而进 行[ 8] 。人 在清醒状 态

消费者, 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和 注意, 激 发其购买欲
望, 促使消费者购买[ 4] 。从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视

下, 每时每刻都在从事各式各样的活动, 而活动的顺
利完成依赖的就是注意。如果我们不注意看和听,

野来看, 成功促销就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 一) 成功的促销首 先应将信息有 效传达至消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费者
根据心理学的反射理论, 消费者对信息认知的

当观众收视电视节目时, 遇到中间插播广告, 经常会
利用这段时间上厕所, 去厨房拿东西或者换台看其

前提是, 该信息要有效传达到信息接收者。信息的

他频道的节目, 更有甚者干脆关掉电视机。调查结

有效传达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 信息要传达到消费者的感知范围。

果表明, 以某省会城市的观众为例, 只有 9% 的观众
收视惰性大, 对广告接受度高, 在遇到广告时, 不仅

/ 人的一切心理活动, 就其产生方式来说, 都是
脑的反射活动。
0

不换台, 而且连同广告一 起收看; 而近 60% 的人会

反射是指有机体通过神经系统对

采取/ 马上换台, 先看看其他频道的节目。
0 当观众

客观刺激物所作的有规律的反应。对消费者而言,
促销就是一种刺激, 刺激只有作用到有机体, 有机体

用遥控器转换了频道或者彻底关掉了电视, 这时电
视广告的传播就被即时中止了, 传播者一切既定的

才可能对此做出反应。一则广告如果没有任何消费

传播效果都将无从谈起。即该广告信息能够有效传

者看 见, 就 一定 不能 达 到宣 传 的目 的, 注 定 是失
败的。

达到消费者, 但是消费者还是没有/ 注意到0。造成
这种/ 视而不见0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对消费者广告内

[ 5]

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 能够传达到消费者感知

[ 7]

容缺乏兴趣。

范围的促销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对个体而言, 消费

行为学理论告诉我们, 促销信息是否具有吸引

者所能收看到的电视节目, 所能收听到的电台, 所能
看到的报纸以及接触到的人都是极其有限的; 促销

力是评估促销的关键指标之一 。凡能满足人的需
要, 符合人的兴趣的事物, 才具有吸引力, 才容易引

者之所以要借助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传播,

起人的注意。/ 球讯0的广告容 易引起球迷们 的注

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收到促销信息。
在日常生活中, 并非所有来自外界的刺激都能

意, / 音乐广告0容易引起音乐爱好者的注意, 药品广
告容易引起患者的注意。因此, 促销信息要想真正

引起人的感知, 如落在皮肤上的细小灰尘, 遥远处微

被消费者接收到, 该信息还要满足人们的需要, 以引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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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们的注意。

味着消费者不能理解该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 在促销信息传播时, 要充分考虑
到消费者的无意注意。根据目的性和 意志力的不
同, 可把注意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有意注意

那么, 怎样对信息进行编码才能使消费者最容
易/ 解码0呢? 我们先看下面的例子:
( 5)

是有预定的目的, 需要作一定努力的注意。人们完
成特定任务, 依赖的是有意注意。无意注意是事先
没有预定的目的, 也不需要做太大努力的注意。一
般而言, 人们都不是为了看广告而看电视的, 而是在
看电视时/ 无意0看到广告的。引起无意注意的原因
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刺激物的特点; 二是人的
主体状态。强烈的刺激、
新异的刺激、
变化的刺激都

无论是英国人、俄国人, 还是日本人、
中国人, 尽

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道强光, 一声巨响, 一种

管他们的语言不同, 对它称呼不同, 但是大家都知道
例( 5) 是个什么东西。因此, 从方便消费者信息解码

鲜艳 的颜 色, 闪 烁的 霓 虹灯, 都容 易 引起 人 们的

的角度来看, 最好的编码形式应当是实物或图片等

注意。
( 三) 成功的促销应 当使消费者理 解所传达的

直观的方式。此外, 有效的解码也便于人们的记忆。

[ 8]

信息
促销的目的不只是让消费者感知到促销信息的

人脑在信息加工过程中, 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记
忆是人脑对经历过的事物的反映, 是人们进行心理
活动的重要条件, 是思维与决策的必要前提。实验

存在, 更重要的是要使消费 者理解该信息 的涵义。
如果消费者不能理解促销所要传递的信息, 那么, 该

证明, 人们对所能理解的材料的记忆( 即意义识记) ,
远远优于对不能理解的材料的记忆( 即机械识记) 。

促销就难以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们先

就上述例( 2) 而言, 对不懂俄语的人来说, 要记住它

看下面 4 个例子:
( 1) Auto mot ive( 英语)

是非常困难的。因此, 在促销活动中, 我们更多地提

( 2) ³ÄÀ¾À²º½Î¿ Í¶( 俄语)

倡使用本土语言, 尽可能地使用实物或图片等直观
的形象进行信息传递。

( 3) 自動車( 日语)

( 四) 成功的促销应当引起消费者的好感

( 4) 汽车( 中文)
上述 4 种文字, 读者都能看得到, 但是, 看到了

美国营销专家菲利普 # 科特勒把人们的消费行

未必能够理解。
这 4 种文字都表示/ 汽车0。但是, 对于中国的
读者而言, 最容易理解的是( 4) , 因为中文是我们自
己的语言, 而对其他外国语言文字则难以理解。

为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是量的消费阶段, 第二是质的
消费阶段, 第三是情感的消费阶段[ 6] 。在人们消费
总体层次和结构日益向高层化、
舒适化、
感性化方向
发展的今天, 促销活动能否引起消费者好感, 也是决
定促销成败的关键因素。

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 以/ 人与计算机类

好感是情绪的一种状态, 是指人们对人、对事满

比0为基本假设, 通过实验法对人类的认知活动进行
研究[ 10] 。信息加工理论认为, 人类的心理活动类似

意或喜欢的情绪。消费者的任何活动都需要一定程

于计算机的运算过程, 与把计算机接受信息的过程
称为/ 输入0一样, 人脑接受信息过程也需要编码输
入。我们不能把实物的东西直接/ 装0进大脑, 而只

度的情绪和情感的激发, 不同的情绪状态会影响人
们的消费行为。美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心理研究证
实, 负面情绪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 即使这种情绪
[ 6]

能以符号的形式进行编码; 编码是我们选择语言或

与经济利益毫无关系 。因此, 促销即使不能引起
消费者的好感, 至少不能使消费者产生厌恶或抵触

视觉图像来代替所知觉到的事物的一个过程[ 11] 。

情绪。

根据信息加工理论, 消费者对促销信息感知的
过程是: 发送者确定要发送的信息 y 对信息编码 y
发送者选择信息传递渠道 y 信息通过传递渠道传递
y 接收者接收信息 y接收者对信息解码 y 接收者理
解信息 y接收者向发送者反馈信息。如果消费者不
能够对促销信息进行有效解码, 如上例( 2) ( 3) , 就意

促销中的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呢? 美国
心理学家沙赫特认为, 人的情绪受到情境、
生理唤醒
和认知水平三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决定情绪的主要
因素是认知[ 12] 。
就情境而言, 促销情境可 分为三种, 即媒体 情
境、
场地情境和购物情境。虽然不同的促销情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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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策划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 引起消费者好感的目

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影响消费者对促销信

的应当是共同的。媒体情境( 如电视) 需要考虑的因

息认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 知识结构、
受教

素有: 媒体的知名度、
美誉度, 媒体节目的吸引力, 促
销信息设计的艺术性与感染力, 促销信息播出的时

育水平、
宗教信仰、
个人经验、认知能力、
性格等会影
响一个人的认知状态; 另一方面, 情境因素会影响人

间等; 场地情境( 如体育赞助、
展览会) 需要考虑的因

们的认知, 人们的认知离不开一定的情境, 同一种行

素有: 明星、
代言人的知名度、
美誉度, 促销时间与地

为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会做出不同的评价。此外,

点的选择等; 购物情境考虑的因素有: 卫生状况, 灯
光, 温度, 门面与店内设计, 商品摆放, 购物的便利性

消费者的认知愿望和积极性也是影响认知的重要因
素, 没有这种需要和积极性就不会产生有效的认知

等。良好的促销情境会使消费者产生愉快、
喜爱的

活动。个体是积极的外界信息的加工者 [ 13] 。

积极情绪, 会促使消费者乐意接受促销信息, 对促销
信息的记忆效果也好; 促销情境中不愉快的事, 或者

总之, 成功的促销就是通过准确的市场定位, 将
促销信息有效地传达到目标群体, 使消费者能够注

促销使得消费者不愉快, 消费者会有意或无意回避

意到并乐于接受该信息; 同时, 在充分考虑消费者的

它, 就会排斥那些想进入到我们知觉世界的促销信

个体特征和外部环境的情形下, 使消费者对产品或

息, 就会使消费者产生失望、
厌烦、
抵触的消极情绪。
就认知因素而言, 促销信息进入消费者的头脑

服务产生好感, 进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达到促
销的目的。上述五个方面是成功促销必须同时满足

中, 消费者就会对该信息进行认知, 而认知的结果将

的最基本的特征, 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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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 sales promotion and behavioral science
ZH ANG Shuo, WANG Xi qiu
( School of Bu siness, Shandong U niversit y at Wei hai, W eihai, Shandong 264209, China)

Abstract: Sales pr omot ion is, in essence, an act ivit y of inf ormat ion comm unicat ion, ev ent ually influencing co nsum er s. Sales promo tion is v ar ied in fo rms, but successf ul prom ot io n is in accordance w it h t he
behavioral science. F irst , idendif icat ion of co sumers should be achieved, and their f eeling s be sat isfied, so
t hey eng age in purchasing behavior.
Key words: sales prom ot ion; behavioral science; charact er ist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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