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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在当前我国大力实施野制造强国冶战略尧全面推动供需结构升级以及大批本土企
业快速崛起的发展背景下袁如何增强自主品牌消费意识袁已成为改善自主品牌消费环境袁扩大
自主品牌消费市场的重要现实命题遥 而厘清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驱动机理将有助于为相
关对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遥 现有研究集中于检验各种情感变量与国货偏好的相关关系袁缺乏
对自主品牌认知渊如功能尧体验尧象征冤和情感渊如信任尧依恋冤变化的考察遥究竟在爱国情感等相
关变量的作用下袁那些高国货意识消费者的国货偏爱态度存在怎样的自主品牌功能尧体验和
象征性认知以及自主品牌信任和依恋等情感反应钥 究竟其自主品牌冶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之间
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钥 这些都是当前研究的主要缺憾遥 文章从态度改变的野情感与认知合理
化冶视角出发袁借助态度理论的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框架理论和品牌资产驱动模型理论袁同时
结合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野大我冶特征袁系统分析自主品牌认知尧自主品牌情感和自主品牌行
为三个层级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驱动关系袁提出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野认知要情感要
行为冶驱动模型及其研究假设袁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遥 得到如下结论院自主
品牌认知渊包括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牌体验尧自主品牌象征冤对自主品牌情感渊包括自主品牌
信任尧自主品牌依恋冤和自主品牌行为渊即自主品牌忠诚冤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自主品牌情感
对自主品牌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曰自主品牌情感在自主品牌认知和自主品牌行为之间起
部分中介的作用遥 可见袁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形成是由认知过程尧情感过程和行为过程共同驱
动袁是自主品牌认知尧情感和行为三个层级要素递进影响的结果遥 由上述研究结论可知袁自主
品牌信任尧依恋和行为忠诚是以良好的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感知尧积极的自主品牌象征性知
觉为基础遥 因此袁增强公众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感知尧提升自主品牌象征性知觉就成为培养自
主品牌消费意识的重要途径遥

关键词院自主品牌曰消费意识曰功能曰体验曰象征曰信任曰依恋曰忠诚
中图分类号院F713.55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2-8580渊2018冤05-0059-20

DOl:10.11965/xbew20180505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渊Social Sciences Edition冤
第 33卷第 5期
2018年 10月

Vol.33 No.5
Oct.2018

公众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

驱动机理及实证研究
要要要基于态度改变的野情感与认知合理化冶视角

张 燚袁龚 政

渊西南政法大学 商学院袁重庆 401120冤

59



一尧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袁野自主品牌偏见或自主品牌消费意识淡漠冶已成为中国社会背景下的
典型认知偏差[1-3]遥 即使本国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功能尧体验价值都处在相同水平袁中国消费者依
然倾向于购买外国品牌[4-5]遥 这极大地削弱了自主品牌的社会利用和消费动力袁对自主品牌企
业发展尧民族产业振兴以及国民经济安全构成威胁遥 为此袁国务院在 2016年 6月发布的叶关于
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曳中袁明确提出野培养自主品牌情感袁树立消费信
心曰倡导自主品牌消费袁引导境外消费回流冶[6]遥 可以看出袁在当前大力实施野制造强国冶战略尧全
面推动供需结构升级以及大批本土企业快速崛起的发展背景下袁 如何增强自主品牌消费意
识袁已成为改善自主品牌消费环境袁扩大自主品牌消费市场的重要现实命题遥

目前袁与自主品牌直接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主品牌培育袁尚未有以野自主品牌消费意
识 冶 为主题或篇名的文献 遥 与之相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国货意识 渊National -brand
Consciousness袁NBC冤袁也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渊Consumer Ethnocentric Tendency袁CET冤遥 国货
意识是由中国学者提出袁 其内涵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消费者出于对本国或本民族的热爱尧
责任感以及对外国货可能给本国利益造成伤害的忧虑而对本国产品产生的偏向意识遥 这一概
念在国外称作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冶袁其含义是指消费者具有对本国产品认同尧偏好和
对外国产品负面抗拒的心理倾向遥 当前袁有关国货意识渊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冤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验证爱国情感变量渊如民族主义尧爱国主义尧感知威胁尧责任感尧文化认同尧敌意等冤与国
货偏好尧购买意愿及忠诚度的相关关系遥 主要观点和结论归纳如下[7]院渊1冤情感过程遥 第一是民
族主义院民族主义与 CET存在正相关关系曰民族主义和基于自豪感尧危机感的国货意识正相
关遥 第二是爱国主义院爱国情感和国民社群身份认同对中国人国货意识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曰在中国环境下袁消费者的爱国主义和基于自豪感的国货意识正向相关遥 第三是感知威
胁院 感知威胁或感知经济威胁程度对 CET和外国产品态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
用袁即感知的威胁感越强袁则 CET和进口产品态度的负相关关系越强遥中国消费者的国货意识
将更多来自民族经济忧患意识遥 第四是文化认同遥 文化认同增强了消费者对国内品牌的偏好
和购买行为袁消费者对国内品牌或外国品牌的偏好很大程度依赖其对国内品牌的信任度以及
对国内产品的喜爱情感遥 渊2冤行为过程遥 第一是来源国产品购买意愿院高民族中心主义导致对
国外产品的负向态度袁从而对国外产品购买意愿具有负向影响曰反之袁高民族中心主义对国内
产品购买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因此袁高民族中心主义消费者更可能购买本土产品遥第二
是来源国产品态度与评价院高民族中心主义消费者会强调本土品牌的优势和积极方面袁突出
外国品牌的缺点尧贬低优点等袁从而做出高估本土产品质量和形象袁低估外国产品质量的评
价遥 同时袁为帮助群体内成员渊如本土企业冤袁高民族中心主义消费者将提高他们对群体内其他
成员的移情能力袁使消费者在帮助群体内成员时袁降低价格敏感性袁强调性价比优势袁提高国
货购买意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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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验证各种情感变量对国货意识的影响袁对国货意识的测
量主要基于购买意愿和产品态度及评价袁忽视了高国货意识消费者对自主品牌或国货本身的
认知渊如自主品牌功能尧体验尧象征等冤和情感渊如自主品牌信任尧依恋等冤袁缺乏对国货意识形成
的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过程模型的研究遥 也就是说袁现有研究跳过自主品牌认知和自主品牌
情感袁直接验证爱国情感变量与国货偏好及购买行为的相关关系遥 究竟在爱国情感等相关变
量的作用下袁那些高国货意识渊或高民族中心主义冤消费者的国货偏爱渊或自主品牌忠诚行为冤
存在怎样的自主品牌功能尧体验和象征性认知以及自主品牌信任和依恋等情感反应钥 究竟自
主品牌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钥 这些都是当前研究的主要缺憾遥 本文
拟借助相关理论模型袁同时结合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野大我冶特征袁深入探讨自主品牌认知尧情
感和行为三个层级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驱动关系袁这将有助于深化和扩展国货意识渊消费
者民族中心主义冤理论袁阐明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遥

二尧理论认识与概念界定

渊一冤理论认识
在中国社会情境下袁消费者自主品牌情感的形成不仅意味着他们在态度上产生了较高的

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认知袁 而且自主品牌涉及品牌来源国联结 渊brand country of origin
connection冤袁它体现了品牌所拥有的民族象征意义袁这种民族象征意义不仅可以引导消费者进
行关联性思考袁使他们觉醒对国家或民族的认同心理袁还可以引导消费者产生自主品牌偏爱
与忠诚袁因此自主品牌具有较强的民族自我象征性[8]遥 由态度改变理论可知袁任何消费者自主
品牌偏爱态度的形成都是基于表达爱国情感的感性需要和基于自主品牌功能与体验认知野合
理化冶的理性需要综合作用的结果遥 所谓认知野合理化冶是指消费者对客观环境中有关品牌来
源国反刻板化信息的选择性注意与认知加工袁认识到本土品牌具有不逊于外国品牌的产品属
性袁进而增强对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的认同度与满意感[9]遥 野认知合理化冶加工受到野爱国情感
知觉冶的强烈影响袁因为根据内群体偏私理论袁当群体内成员感知外部威胁存在时袁出于维护
群体利益的目的袁内群体成员会形成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偏恶袁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情感倾向遥
因此袁可以把自主品牌情感形成的线索来源初步归纳为两类[10]院一类是有助于激活野自主品牌
象征性认知冶的民族中心主义情感或刺激信息渊如外国经济威胁信息尧外国品牌威胁信息尧外
来的国家和民族威胁信息以及现实冲突信息等冤曰另一类是有助于提高野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
认知冶的品牌来源国反刻板化信息渊如本土品牌正面/外国品牌负面信息及消费体验等冤遥

依据态度理论中的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框架理论 [11]和品牌资产驱动模型理论 [12]可知袁消
费者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形成是由认知过程尧情感过程和行为过程共同驱动的遥 其中袁认知过
程是指消费者在与不同来源国品牌接触过程中感知到的自主品牌功能尧体验和象征性袁反映
了消费者对自主品牌利益的一种认知袁这种认知既有主观成分渊即情感反应冤袁也有客观成分
渊认知合理化加工冤袁认知过程主要产生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牌体验和自主品牌象征三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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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变量遥 情感过程是指消费者基于自主品牌认知而产生的情绪反应袁反映了消费者对自主品
牌的情感倾向袁情感过程主要产生自主品牌信任和自主品牌依恋两个情感变量遥 行为过程是
指消费者因对自主品牌的认知和情感态度而引发的消费行为倾向袁反映了消费者对自主品牌
的持续性关系意向和行为反应袁行为过程主要产生自主品牌忠诚遥 因此袁消费者自主品牌情感
的形成是认知变量渊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牌体验尧自主品牌象征冤尧情感变量渊自主品牌信任尧
自主品牌依恋冤和行为变量渊自主品牌忠诚冤三个层级要素递进影响的结果遥

渊二冤概念界定
1.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概念界定
基于上述理论认识 袁 尝试提出自主品牌消费意识 渊Self -owned brand consumption

consciousness冤的概念袁即社会公众或消费者在爱国情感驱动与自主品牌属性合理化认知的基
础上袁形成的对自主品牌属性的高度认同尧良好的产品体验感知以及自主品牌的野大我或民族
自我冶象征性知觉袁由此产生高度的自主品牌信任和依恋袁进而形成自主品牌偏爱与忠诚的消
费倾向遥 自主品牌消费意识与国货意识渊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冤尧单一品牌忠诚存在显著区别遥
国货意识渊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冤只关注到爱国情感变量与国货或本国产品购买意愿的相关
关系袁忽视了消费者对自主品牌本身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的内在心理变量及其相关关系遥 单
一品牌忠诚的形成虽然也存在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过程袁但两者的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测量
问项完全不同遥 因为前者涉及爱国情感尧民族自我情结和野大我冶意识袁其消费行为驱动不仅与
自主品牌对个体需求的满足有关袁还会受到消费者支持自主品牌的野民族自我冶需求的影响遥

2.研究变量的概念界定
下面从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角度袁对涉及的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变量进行概念界

定遥
渊1冤自主品牌认知渊Self-owned brand congnition冤遥 它是指消费者与自主品牌接触时获取的

衍生利益袁来源于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功能效应尧体验感知与象征意义的总体评价遥 由此袁本
研究将自主品牌认知划分为自主品牌功能尧 自主品牌体验和自主品牌象征三个维度予以刻
画遥第一袁自主品牌功能渊Self-owned brand functions冤遥它是指自主品牌为消费者提供的实质性
利益袁它取决于品牌的物理属性决定遥 与单一品牌类似袁自主品牌功能可以划分为质量保证尧
认知简化尧特殊化尧个性化尧区别化与感官刺激六种类型 [13]遥 也有学者将其简化为实用功能
渊utilitarian functions冤与表达功能渊expressive functions冤两种类型[14]遥 对我国消费者而言袁消费者
对于自主品牌的功能评价更多来源于实用功能袁当对自主品牌的消费回报高于支出袁且实用
功能高于预期时袁消费者倾向给予自主品牌较高的功能评价遥第二袁自主品牌体验渊Self-owned
brand expriences冤遥 它是指自主品牌带给消费者的感官满足与认知刺激遥 在使用自主品牌产品
或接受自主品牌服务时袁消费者相应地从感官尧情感等方面对体验价值进行评价袁并引发消费
者内在情绪反应与态度改变[15]遥第三袁自主品牌象征渊Self-owned brand identity冤遥它是指消费者
对自主品牌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国家或民族认同 [16]袁以满足自身表达爱国情感和国民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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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大我冶需求等遥 在爱国情感的移情作用下袁消费者产生支持自主品牌的责任意识与购买意
愿袁因此消费自主品牌有助于构建消费者民族自我[8]遥 在消费行为领域袁自主品牌昭示了品牌
所拥有的民族象征意义袁这种民族象征能够引导消费者对品牌的关联思考袁激发其品牌来源
国联结渊brand country of origin connection冤[17]遥

渊2冤自主品牌情感渊Self-owned brand affection冤遥它是指消费者认知自主品牌后产生的情感
反应和认知态度遥借鉴许正良等[12]的品牌资产模型袁本研究将自主品牌情感划分为自主品牌信
任和自主品牌依恋两个维度予以刻画遥第一袁自主品牌信任渊Self-owned brand trust冤遥它是指消
费者相信自主品牌所能提供实用价值的程度袁通常受到产品可靠性尧安全性与品质等因素的
影响遥 与功能价值类似袁自主品牌信任还来源于消费者的消费期望与实际体验的对比袁当实际
体验价值高于预期袁则消费者倾向认为自主品牌带来积极效果的可能性较高袁从而使信任程
度加深[18]遥第二袁自主品牌依恋渊Self-owned brand attachment冤遥它是指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正面
情绪反应和情感联结遥 对于普通品牌而言袁品牌依恋包括消费者自我与品牌的关联度尧关于品
牌的思考与感情尧强烈的动机和行为反应等元素[19-20]遥 对于自主品牌而言袁品牌依恋还与国家
或民族认同感而产生的自主品牌依赖和情感联结有关遥

渊3冤自主品牌行为渊Self-owned brand behavior冤遥它是指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购买意愿尧口
碑推荐等方面的行为倾向遥 高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自主品牌行为就是自主品牌忠诚袁同
样可以划分为态度忠诚与行为忠诚两类遥 其中袁自主品牌态度忠诚指消费者对自主品牌评价
的满意度曰自主品牌行为忠诚是指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行为意愿袁表现为口碑尧重复购买意
愿等遥

三尧假设推导与模型建构

渊一冤自主品牌认知对自主品牌情感的驱动作用
1.自主品牌认知对自主品牌信任的驱动作用
由上述定义可知袁自主品牌认知包括功能尧体验和象征等价值维度袁消费者对各维度的正

面知觉和积极态度是驱动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袁其中自主品牌功能利益满足
消费者实用需求袁体验利益实现消费者感官享受袁象征利益满足消费者自我表达需求遥 品牌认
知利益可以降低消费者对于自主品牌消费的风险预期袁从而引导消费者形成信任基础遥 在品
牌接触不断深化后袁随着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熟悉程度提升袁对自主品牌的质量感知尧自我关
联联想与品牌理念共鸣将有助于激发自主品牌信任态度袁产生明显的自主品牌支持意愿[21]遥根
据消费情境理论中的刺激要反应模型渊SOR冤袁消费者的正面品牌态度对情感唤醒与情感愉悦
具有促进作用[22]袁而自主品牌与情绪愉悦的联结有助于维持消费者的信任态度[23]遥 虽然袁消费
者关于品牌的利益认知可以推进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态度 [24]袁但各维度的认知价值对自主品
牌信任的影响作用不同遥 有关研究表明袁较高的品牌功能评价与体验价值可以影响消费者的
品牌消费态度袁并转变关于品牌的负面印象袁从而引导生成认知信任[25-26]曰优化品牌的情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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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与感官体验可以明显激发品牌满意与消费意愿袁从而引导生成情感信任[27]遥 可见袁消费者对
自主品牌功能尧体验与象征价值的感知越高袁其自主品牌的信任度越高遥 由此袁可提出如下假
设院

H1院自主品牌功能对自主品牌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功能感知越好袁信任度
越高曰

H2院自主品牌体验对自主品牌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体验感知越好袁信任度
越高曰

H3院自主品牌象征对自主品牌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象征知觉越高袁信任度
越高遥

2.自主品牌认知对自主品牌依恋的驱动作用
自主品牌依恋属于消费者与品牌间的情感联结袁代表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倾向心理遥 根

据 Park等[28]提出的联结要显著性因素模型渊Connection-prominence attachment model, CPAM冤袁
消费者要品牌联结度与品牌联想决定品牌依恋的强度袁即联结度越高尧品牌联想越显著袁则依
恋程度越强[29]遥 消费者与品牌联结可以获取野关系价值冶袁使品牌感知利益提升袁在野关系价值冶
驱动下袁消费者将消费自主品牌作为习惯袁并逐渐由惯性消费转化为品牌依恋[30]遥 对于品牌联
想袁其影响效应主要取决于消费者与品牌间的关联一致性袁当品牌功能价值迎合消费者需求袁
或者消费者认定品牌形象符合自我身份时袁消费者认为与品牌的一致性较高袁则依恋态度较
为明显[12]遥 此外袁也有研究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了品牌依恋的生成遥 随着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
展袁消费者会因认知不适产生空虚的观念袁因此他们会借助品牌意义来获取存在感和依存感[31]遥
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袁消费者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认识袁常需借助品牌的象征含义构建
自我的社会角色[32]遥 由于自主品牌具备民族象征特性袁消费者能够通过激发其国家或民族认
同袁形成品牌来源国联结[17]袁进而引发对自主品牌的依恋态度遥 可见袁消费者对自主品牌功能尧
体验越好袁象征性知觉越高袁越有助于产生品牌联结袁并选择与自我一致性较高的自主品牌形
成依恋关系遥 由此袁可提出如下假设院

H4院自主品牌功能对自主品牌依恋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功能感知越好袁依恋度
越高曰

H5院自主品牌体验对自主品牌依恋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体验感知越好袁依恋度
越高曰

H6院自主品牌象征对自主品牌依恋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象征知觉越高袁依恋度
越高遥

渊二冤自主品牌认知对自主品牌行为的驱动作用
自主品牌的功能和体验认知属于理性认知范畴袁体现消费者的个体自我需要袁自主品牌

的象征性认知属于感性认知范畴袁体现消费者的社会自我需要[8]遥 独立自我需求代表消费者从
品牌产品获取的功能与体验享受袁而社会自我需求代表消费者借助品牌来实现社会身份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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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群体归属认同遥 从独立自我需求角度来看袁消费者为确保自我利益最大化袁处于高层次的利
益认知会调节低层次的品牌行为袁使消费者对利益认知较高的品牌表现出购买意愿[33]遥根据认
知理论观点袁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知学习过程有助于增进品牌利益感知袁使认知态度趋于良
好袁从而正向促进品牌忠诚行为[34]遥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尧满意度理论与刺激要反应理论袁品牌忠
诚的驱动前因是尝试性消费行为袁当产品功能和体验满足消费预期时袁消费者积极态度与忠
诚行为能够得到强化[34]遥有关研究证实袁品牌功能能够直接驱动品牌忠诚[35-36]曰品牌体验价值可
以正向影响忠诚程度[37]遥可见袁从功能和体验上满足消费者理性的独立自我需求是品牌忠诚的
基本前提遥

从社会自我需求角度来看袁现有研究主要有个体社会自我和民族社会自我两个视角遥 个
体社会自我的研究主要探讨消费者如何通过社会认同尧社会比较或他人评价来界定自我遥 在
社会自我驱动下袁消费者往往乐于分享有关品牌的使用信息袁对消费品牌持相近观点的消费
者会自发组成支持群体袁促进品牌忠诚与品牌拥护行为的产生[38]曰此外袁带有享受性的品牌象
征对品牌忠诚有显著促进作用[39]遥民族社会自我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国货意识渊或消费者中心
主义冤研究领域遥 有关研究表明袁自主品牌的民族象征特性可以引导消费者产生自主品牌偏好
和忠诚[17]遥 尤其当消费行为涉及民族利益时袁消费者会通过一定的消费行为来表达爱国热情遥
可见袁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功能和体验感知越好袁对自主品牌的民族自我象征性知觉越显著袁
其自主品牌忠诚度越高遥 由此袁可提出如下假设院

H7院自主品牌功能对自主品牌忠诚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功能感知越好袁则忠诚度
越高曰

H8院自主品牌体验对自主品牌忠诚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体验感知越好袁则忠诚度
越高曰

H9院自主品牌象征对自主品牌忠诚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象征知觉越高袁则忠诚度
越高遥

渊三冤自主品牌情感对自主品牌行为的驱动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袁品牌信任可以降低消费者的品牌转换风险与决策成本袁因此袁品牌信任属

于品牌忠诚形成的情感基础遥 而品牌依恋属于消费者与品牌间的情感承诺袁主要反映为消费
者对相应品牌的诉求遥 根据依恋理论袁当消费者与品牌依恋关系较高时袁将更愿意投入资源以
维系依恋关系[28]袁在品牌依恋作用下袁消费者容易产生重购等忠诚行为遥 自主品牌情感渊brand
affect冤是消费行为驱动的感性层面遥 根据刺激要反应理论袁消费者行为意愿受到情绪反应影
响袁主要表现在唤醒度与愉悦度两个方面袁消费者通过品牌认知唤醒品牌情感袁经过感知利益
调节袁个体情绪从低落转换为愉悦袁从而引导消费行为[22]遥大量研究表明袁消费者正面品牌情感
越强烈袁愉悦度越高袁其对品牌的态度承诺越明显袁越愿意为品牌支付更高的野溢出价格冶遥 另
外袁消费者品牌情感与品牌行为间的联系还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遥 研究表明袁品牌情感既包含
以个体需求为主的个体情绪袁还包含由社会环境主导的社会情感因素曰在社会情感作用下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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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将民族情感延伸到品牌上袁并在品牌决策中参入道德感与义务性质[19]遥 消费者在爱国热
情尧民族主义与民族经济忧患意识等情感变量作用下袁会将消费本国品牌认定为自己的责任[8]遥
可见袁对自主品牌而言袁品牌信任决定消费者对于品牌实用价值与情感价值的认同程度袁品牌
依恋则决定消费者赋予品牌的认知资源的多少 [40]袁认同度越高袁认知资源越丰富袁自主品牌忠
诚度越高遥 由此袁可提出如下假设院

H10院自主品牌信任对自主品牌忠诚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信任度越高袁则忠诚度
越高曰

H11院自主品牌依恋对自主品牌忠诚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自主品牌依恋度越高袁则忠诚度
越高遥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推导袁可以构建如下研究框架渊见图 1冤遥

图 1 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驱动机理研究框架

四尧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渊一冤操作性定义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测度变量包括消费者自主品牌认知变量渊即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牌体验和自

主品牌象征冤尧情感变量渊即自主品牌信任和自主品牌依恋冤和行为变量渊即自主品牌忠诚冤遥 由
于现有成熟量表多是针对企业单一品牌袁 缺乏自主品牌所拥有的爱国情感或民族特性知觉袁
为确保测量问项的内容质量袁本研究将参照相关成熟量表或问项袁通过修改得到符合本文要
求的调查问卷遥 其中袁野自主品牌功能冶主要衡量自主品牌的功能属性以及满足消费需求的能
力袁拟参照并修改自 Sweeney等 [41]的功能价值测量问项渊如价格合理尧物有所值尧更实惠尧质量
稳定尧做工良好等冤遥野自主品牌体验冶主要衡量消费者对自主品牌产品或服务的体验价值评价袁
拟参照并修改自 Brakus等[42]的品牌体验维度量表渊包含感官尧情感尧行为及智力体验等冤遥 野自
主品牌象征冶主要衡量自主品牌满足消费者社会表达需求的能力袁将参照并修改自 Morhart等[43]

关于个体识别尧社会识别与地位识别的测量问项遥 野自主品牌信任冶主要衡量消费者对自主品
牌满足需求能力的认可程度袁拟参考并修改自许正良等 [12]的品牌信任测量问项渊包括品质信
任尧能力信任以及善意信任等冤遥 野自主品牌依恋冶主要衡量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情感联结强
度袁拟参考并修改自许正良等[12]的品牌依恋测量问项遥 野自主品牌行为冶主要衡量消费者对自主
66



品牌的忠诚度袁主要参考学界测量品牌忠诚普遍采用的重复购买尧口碑等问项遥 由于在量表的
信度和效度检验中袁会呈现所有潜变量及其测量问项袁为避免重复袁此处省略遥 问项测量采用
李克特渊Likert冤5点量表遥

渊二冤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1.问卷前测及修正
为了方便受访者填答问卷袁避免误解问项的实际含义袁从而影响问卷数据的有效性袁所以在

形成正式问卷进行预测遥 首先研究人员向周围人群随机发放预测问卷遥 然后利用 SPSS22.0对各
问项进行可靠性分析渊Reliability Analyze冤袁若有问项的 Item-to-total correlation值不符合高于 0.5
之标准的袁予以删除或修改遥 通过前测发现袁所有研究构念的 Cronbach爷s 琢值均高于 0.7的临界
要求袁但个别问项 Item-to-total correlation值较低遥为保证测量潜变量的问项数目袁本文拟于正式
问卷形成后再决定问项调整遥 因此袁所有 Item-to-total correlation值较低的问项暂时保留遥

2.问卷调查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袁通过线上调查收集问卷遥 利用野问卷网冶将调查问卷制作成

为网络问卷渊https://www.wenjuan.com/s/emyuEv/冤袁然后通过笔者及其朋友尧同学尧同事尧学生在
微信好友圈中袁野一对一冶发出调查邀请遥 时间从 2018年 8月 3日开始到 8月 30日截止袁共回
收调查问卷 363份遥 由于线上调查设置了问项必答和答案唯一性袁 因此所有完成提交的问卷
均为完整填答袁不存在缺省值遥 因此袁有效问卷为 363份袁问卷有效率 100%遥 借助 SPSS22.0的
描述性统计方法处理数据袁得到受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如表 1所示遥

表 1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五尧结果分析

渊一冤模型整体适合度分析
首先袁借助 Amos24.0计算初始假设模型袁获得整体假设模型的绝对适配度尧增值适配度尧

简效适配度等拟合优度指标渊见表 2冤遥 渊1冤绝对适配度分析院第一是卡方自由度比渊CMIN/DF冤袁
其可接受的范围是 1-3之间遥本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值为 2.632袁符合拟合度要求遥第二是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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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和平方根渊RMR冤袁其可接受范围是低于 0.05遥本模型 RMR值为 0.032袁符合拟合度要求遥第
三是良适性适配指标/调整后适配度渊GFI/AGFI冤袁其越接近 1袁表示模型适配度越佳遥 本模型
GFI/AGFI值分别是 0.833和 0.802袁达到理想值要求遥第四是残差渐进均方和平方根渊RMSEA冤袁
其值越小袁拟合度越好遥本模型的 RESEA值为 0.067说明模型拟合良好遥由此可知袁本模型的绝
对适配度比较理想遥 渊2冤增值适配度分析院它是比较假设理论模型与基准模型渊假设潜变量彼此
独立的模型冤之间的适配程度袁所得数值越接近于 1袁契合度越佳遥 本模型的各项增值适配指数
均符合理想值要求袁表明本模型增值适配度比较理想遥渊3冤简效适配度分析院除临界样本量渊CN冤
未达标外袁其余指标均大于理想值袁因此从总体上看袁简效适配度指标可以接受遥

表 2 整体模型拟合优度

渊二冤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1.量表的信度检验
首先袁利用 SPSS22.0的可靠性分析渊Reliability Analyze冤袁计算出 Cronbach爷s 琢值袁得到信

度分析结果渊见表 3冤遥据该表显示袁除潜变量 孜2的 Cronbach爷s 琢值为 0.7647外袁其余潜变量的
组合信度系数大于 0.8袁高于 0.6的可接受值袁这表明问卷所设测量问项能够有效反映相应的
潜在变量遥 然后袁再利用 SPSS22.0进行可靠性分析渊Reliability Analyze冤袁计算出所有问项的分
项对总项相关系数渊见表 3冤遥 该表显示袁除问项 X9与 X10未达标之外袁其他问项均符合高于
0.5的要求袁表明其它问项的信度可以接受遥

2.量表的效度检验
渊1冤内容效度院本文所用调查问卷均以理论为基础袁并在成熟量表针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

的特性进行了相应整改袁因此袁本文采用量表的内容效度良好遥
渊2冤建构效度渊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冤院第一是收敛效度遥 本文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

渊CFA冤来测算各潜变量和显变量间的标准化因素负荷值渊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冤袁再根据
标准化因素负荷量计算各潜变量的 AVE值遥由表 2可知袁除 X9尧X10外袁其余问项的标准化因
素负荷均高于 0.6袁表明这些问项可衡量对应潜在变量的程度较高遥 考虑到问项 X9尧X10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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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总项相关系数均小于最低接受范围袁故予以删除遥在此基础上袁得到各潜变量的 AVE值均
大于 0.5袁表明各问项的收敛效度可以接受遥 第二是区别效度遥 由表 4可知袁各潜变量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均低于 0.8渊P<0.001冤袁表明每个潜变量所衡量的概念是不同的遥 由此可见袁每
个潜变量及相应衡量问项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和 Pearson相关系数均处于理性范围内袁 表明
衡量问项的建构效度可以接受遥

表 3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注院淫表示信度或效度系数低于可接受的最低值袁需要删除的问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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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潜变量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

注院*p<.05曰 **p<.01曰***p<.001袁后同遥

3.共同方法偏差与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检验
本文共采用三种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遥 首先袁采用 Harman单因素法袁在未进行因

子旋转时对全部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遥 结果表明袁KMO 值为 0.941袁 卡方值为 6670.316袁P=
0.000袁 不能析出主导的单一因子袁 而且分析所得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总方差为 41.209%渊低于
50%冤袁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遥其次袁通过考察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判断共同方法变
异遥 如表 4所示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385要0.796范围以内袁远低于严重同源方法偏差的
临界值 0.9遥因此袁本文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遥再次袁对下述五个模型的方差膨胀
因子渊VIF冤进行检验袁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VIF值均未超过 0要10之间的标准范围袁且Tolerance
值均大于 0.1袁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袁因此袁可以采用回归分析进行假
设检验遥

渊三冤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文使用 SPSS22.0对五个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渊见表 5冤遥其中袁模型 1以自主品牌信任为因

变量袁认知层的三个变量渊即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牌体验和自主品牌象征冤为自变量曰模型2
以自主品牌依恋为因变量袁认知层的三个变量为自变量曰模型 3以自主品牌忠诚为因变量袁认
知层的三个变量为自变量曰模型 4以自主品牌忠诚为因变量袁情感层的两个变量渊即自主品牌
信任和自主品牌依恋冤为自变量遥 为探究认知层变量与情感层变量对行为层变量的总体影响袁
本文增设模型 5袁将自主品牌忠诚作为因变量袁认知层与情感层的五个变量作为自变量遥 自变
量和因变量主要通过计算其测量问项的均值得到遥

渊1冤自主品牌认知对自主品牌信任的驱动作用遥 从表 5可知袁自主品牌认知层的三个变量
渊即自主品牌功能尧 自主品牌体验和自主品牌象征冤 与自主品牌信任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0.303尧0.426和 0.163袁P值均小于 0.001遥这表明袁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牌体验和自主品牌象征
对自主品牌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即消费者对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感知越好袁对自主品
牌的象征性知觉越显著袁其对自主品牌的信任度越高遥 故假设 H1尧H2和 H3成立遥

渊2冤自主品牌认知对自主品牌依恋的驱动作用遥 从表 5可知袁自主品牌认知层的三个变量
渊即自主品牌功能尧 自主品牌体验和自主品牌象征冤 与自主品牌依恋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0.285尧0.120尧0.459袁P值均小于 0.05遥 这表明袁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牌体验和自主品牌象征对
自主品牌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即消费者对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感知越好袁对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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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性知觉越显著袁其对自主品牌的依恋度越强遥 故假设 H4尧H5和 H6成立遥
表 5 回归分析结果

渊3冤自主品牌认知对自主品牌行为的驱动作用遥 从表 5可知袁自主品牌认知层的三个变量
渊即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牌体验和自主品牌象征冤与自主品牌行为层变量渊即自主品牌忠诚冤
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0.268尧0.162尧0.379袁P值均小于 0.001遥 这表明袁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
牌体验和自主品牌象征对自主品牌忠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即消费者对自主品牌功能和体
验感知越好袁对自主品牌的象征性知觉越显著袁其自主品牌忠诚度越高遥 故假设 H7尧H8和 H9
成立遥

渊4冤自主品牌情感对自主品牌行为的驱动作用遥 从表 5可知袁自主品牌情感层的两个变量
渊即自主品牌信任和自主品牌依恋冤与自主品牌行为层变量渊即自主品牌忠诚冤之间的回归系
数分别是 0.172尧0.691袁P值均小于 0.001遥这表明袁自主品牌信任和自主品牌依恋对自主品牌忠
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即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信任度与依恋度越高袁其自主品牌忠诚度越
高遥 故假设 H10尧H11成立遥

渊5冤自主品牌认知与自主品牌情感对自主品牌行为的驱动作用遥 由图 员可知袁自主品牌信
任与自主品牌依恋可能对认知层面变量与行为层变量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遥 为检验这一关
系袁本文尝试将认知与情感两个层面的变量加入回归模型袁试图探析不同层面的变量对自主
品牌忠诚的效应关系遥 从表 5可知袁所有变量均与自主品牌忠诚呈正相关关系袁再次证明各层
次变量间的正向影响遥 但是袁除自主品牌信任渊95%置信区间内显著冤尧自主品牌依恋渊99%置信
区间内显著冤与自主品牌忠诚显著相关外袁自主品牌功能尧体验及象征与自主品牌忠诚之间的
相关性不显著遥 那么袁自主品牌功能尧体验及象征是否通过自主品牌信任与依恋对自主品牌忠
诚产生影响袁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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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袁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的 Bootstrap 方法袁借助 Hayes制作的 Process程序袁测量情
感层变量对认知要行为层变量的影响作用遥按照要求袁将野Bootstrap Samples冶值设定为 5000袁置
信度设定为 95%[44]遥同时袁分别将自主品牌功能尧体验与象征放入自变量位置袁品牌信任与品牌
依恋放入中介变量位置袁自主品牌忠诚放入因变量位置袁得出中介检验结果渊见表 6冤遥 为验证
Bootstrap分析结论袁本文还采取了 Sober Test的检验方式袁检验结果见表 7遥

表 6 Bootstrap中介检验结果渊Bootstrap=5000冤

表 7 Sober Test中介检验结果

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应当确认 a渊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冤伊b渊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
回归系数冤是否显著袁若 a伊b显著袁则中介路径存在[44]遥 Bootstrap分析方法正是根据乘数项是否
显著进行检验遥由表 6可知袁每条中介路径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袁表示中介路径确实存在遥由
表 7可知袁除野自主品牌功能要自主品牌信任要自主品牌忠诚冶与野自主品牌体验要自主品牌信
任要自主品牌忠诚冶的检验 P值小于 0.01外袁其余中介路径的 P值均小于 0.001袁均在 99%置
信区间内显著遥 由此可以确认袁自主品牌信任和自主品牌依恋对自主品牌认知与自主品牌忠
诚之间存在显著中介效应遥

渊四冤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
使用 SPSS22.0的多因素方差分析法渊MANOVA冤计算性别尧年龄尧教育程度尧职业和月收入

等人口特征变量的调节效果遥 结果表明袁教育程度对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各变量存在一
致的负向影响渊见表 8冤袁而其它人口统计特征变量没有影响遥由表 8可知袁受教育程度越高袁消
费者对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各变量的均值越低遥 从显著性来看袁教育程度对自主品牌体
验渊P=0.002冤和自主品牌信任渊P=0.001冤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袁其它变量不显著遥 可能是因为教
育程度越高袁消费者的整体消费能力越强袁对于产品或服务的功能需求相应越高曰而教育程度
较低的消费者其消费能力相对较低袁对于性价比较高的自主品牌产品更为青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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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教育程度对自主品牌意识形成的影响

六尧结论与展望

渊一冤研究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袁本文首先证实了自主品牌认知与自主品牌情感尧自主品牌行为的相关关

系袁研究结论如下院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牌体验和自主品牌象征对自主品牌信任尧自主品牌
依恋尧自主品牌忠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即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功能和体验感知价值越高袁
对自主品牌的象征性知觉越显著袁其对自主品牌的信任尧依恋和忠诚程度越高袁假设 H1-H9成
立曰其次证实了自主品牌情感与自主品牌行为的相关关系袁研究结论是自主品牌信任与自主
品牌依恋对自主品牌忠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 即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信任和依恋度越高袁
其自主品牌忠诚度越高袁假设 H10尧H11成立遥 同时袁本文还验证了自主品牌情感渊即信任和依
恋冤对自主品牌认知渊即功能尧体验和象征性冤与自主品牌行为渊即忠诚冤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遥

本文的理论贡献是提出并验证了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驱动模
型遥 其中袁认知由自主品牌功能尧自主品牌体验尧自主品牌象征构成袁情感由自主品牌信任和自
主品牌依恋构成袁行为是指自主品牌忠诚遥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袁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形
成是由认知过程尧情感过程和行为过程共同驱动袁是自主品牌认知尧自主品牌情感和自主品牌
行为三个层级要素递进影响的结果遥 该模型理论的提出和验证袁一方面弥补了国货意识渊或消
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冤集中于验证野爱国情感要国货行为冶之间相关关系的局限遥 本研究揭示了
高国货意识渊或高民族中心主义冤消费者对国货或自主品牌本身存在的认知和情感反应以及
相应心理变量与国货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遥 比如院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袁可以明确地知道高国
货意识消费者渊即有高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消费者冤在认知上必然存在较高的自主品牌功能尧
体验和象征性感知袁在情感上存在较高的自主品牌信任和依恋遥 另一方面袁本研究也是对国货
意识形成的野大我要小我要国货冶平衡理论[8]的补充遥 因为该平衡理论只从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
同度来刻画国货态度袁缺乏对国货渊或自主品牌冤本身的功能尧体验尧象征性认知以及信任和依
恋的情感知觉的考察遥 而本研究将国货或自主品牌作为一种消费行为袁系统考察了自主品牌消
费意识形成的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过程遥 此外袁由于国货或自主品牌体现了品牌所拥有的民族
特性袁这种民族特性能够引发消费者的民族-品牌联结袁故本文所建构的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
模型的潜变量及其测量问项袁不同于企业个体品牌忠诚的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模型遥 因此袁本
研究也是对野认知要情感要行为冶框架理论[11]和品牌资产驱动模型理论[12]的应用扩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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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对策建议
由上述研究结论可知袁自主品牌情感渊包括信任尧依恋冤和自主品牌行为渊即忠诚冤是以良好

的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感知尧积极的自主品牌象征性知觉为基础遥 因此袁增强公众自主品牌功
能和体验感知尧提升自主品牌象征性知觉就成为公众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培养的重要途径遥 前
者属于态度改变的野认知合理化冶因素袁需要从高品质和用户体验角度出发袁做出比洋货品质
更高尧性价比更高的国货袁用高品质尧工匠精神袁甚至更好的用户体验袁去赢得消费者认可曰后者
属于态度改变的野情感冶因素袁需要从培养爱国情感尧文化自信出发袁激发和引导内群体偏爱袁产
生支持自主品牌的移情效应遥 具体操作策略如下遥

1.通过自主品牌功能品质升级袁增强公众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感知
主要包括院渊1冤对于自主品牌企业袁应当以提升自主品牌产品的功能价值尧优化自主品牌服

务的感官体验为目标袁在强化质量管理意识的前提下袁加紧构建质量管理体系袁建立可视化安
全监管袁提升公众对自主品牌产品的功能评价与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遥 同时袁自主品牌企业应
逐步摒弃以中低端定位扩展市场的营销策略袁转而树立起高端品牌意识袁并协调功能研发与
营销推广间的资源分配袁以提升产品功能价值为基础袁采取高质量袁高定位的营销策略遥 不仅
如此袁部分企业在推动自主品牌国际化进程中袁还可以凭借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反向吸引本土
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关注袁激发消费者对于中国品牌的自豪感与消费意愿遥 渊2冤对于政府监管
部门袁首先应当完善安全标准体系与监管系统袁以便预防并监管偶发性质量安全事故曰其次袁
政府应督促自主品牌企业构建高效的产品追溯机制袁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消费市场遥 对于部
分不法企业袁政府还应当制定及时的追责制度袁并采取相应政策杜绝隐患再次发生遥 在此基础
上袁政府与企业还应积极调动社会力量渊如行业组织尧消费者协会等冤袁形成对自主品牌企业监
管尧投诉袁追责与维权的完整机制遥渊3冤对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袁应在积极推动国家品牌尧
区域品牌与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袁以塑造野中国制造冶的正面形象为主要目标遥 这不仅可以
为国家渊或区域尧产业集群冤品牌发展提供源动力袁还可借助部分优势品牌的溢出效应袁从整体
上改善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认知态度遥

2.通过爱国情感和文化自信培养袁增强公众自主品牌象征性知觉
爱国情感的激发需要政府部门尧行业组织尧本土企业尧媒体及消费者等多主体协作袁建立

统一的认知与行为传播机制遥 主要包括院渊1冤对政府部门而言袁应当营造务实的社会风气袁积极
发挥垂范作用袁有效引导理性购买行为遥 对于社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与崇洋心理袁政
府部门要加大对正面国家形象与民族文化的传播力度袁增强消费者的民族文化自信与对中国
制造的信任遥 渊2冤对于行业组织或社会团体而言袁应积极开展相关优势产业崛起的宣传活动袁
并展现自主品牌对比外国品牌的功能或质量优势袁 引导消费者正确认知自主品牌的发展态
势袁加强消费者对民族品牌发展的认可程度遥 渊3冤对本土企业而言袁不仅需要提升自主品牌产
品的功能价值袁还需要凸显自主品牌的民族象征意义袁并通过宣传使自主品牌产品成为社会
关注热点袁吸引消费者对民族品牌的关注遥 同时袁本土企业还需借鉴国际成熟品牌的发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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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袁逐步摆脱以性价比为号召的营销思路袁转向以高品质尧高定位的策略吸引高端消费回流遥
渊4冤对于媒体及宣传部门而言袁首先需要深刻意识到自主品牌偏见尧来源国属性与消费行为间
的作用关系袁然后再选取有利于自主品牌发展的报道方式遥 比如院选择性报道自主品牌正面新
闻袁增加消费者对自主品牌发展信息的易得性曰或者袁彰显自主品牌的民族特性与民族经济发
展重要性袁激活消费者的民族自尊与民族经济忧患意识袁使之在爱国情感驱动下自发降低对
于自主品牌产品的野小我冶需求袁转向对野大我冶需求的满足遥 相关媒体报道还可以摘取相关案
例袁为公众剖析野自主品牌偏见或自主品牌消费意识不足冶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的威胁作用袁
引发消费者对自身公民义务的思考袁使消费者愿意承担起消费自主品牌的责任意识遥

渊三冤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袁实证了认知变量尧情感变量对行为变量的驱动作用袁建构了自主品牌

消费意识形成的驱动模型袁但缺乏对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野情感要认知合理化冶加工机理
及消费者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研究遥 这需要在未来研究中继续深入探讨遥 具体表现如下遥

1.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野情感与认知尧合理化冶加工线索来源
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公众在态度上产生了较高的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

认知袁而且自主品牌涉及品牌来源国联结袁它体现了品牌所拥有的民族特性袁这种民族特性能
够引发公众的品牌联想袁激发他们的国家尧民族认同袁产生自主品牌偏爱与忠诚遥 由态度改变
理论可知袁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形成既以爱国情感为基础袁又需要认知的合理化遥 所谓认知合
理化是指公众通过对客观环境中有关品牌来源国反刻板化信息的认知加工袁认识到本土品牌
具有不逊于外国品牌的产品属性袁从而增强对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的认同度和满意感遥 认知
合理化加工受到爱国情感知觉的影响遥 因此袁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加工线索可以归纳为
两类院一类是有助于激活野自主品牌象征性认知冶的民族中心主义情感或刺激信息曰另一类是
有助于提高野自主品牌功能和自主品牌体验冶的品牌来源国反刻板化信息渊如本土品牌正面/外
国品牌负面信息及消费体验等冤遥 因此袁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院自主品牌消费意识
形成有哪些线索来源袁可以划分为哪些类型曰不同公众对相关线索或信息会采取怎样的心理
加工模式尧存在何种差异曰究竟爱国情感知觉对认知合理化加工尧自主品牌象征性认知有何影
响钥 认知合理化加工对自主品牌功能和体验认知有何影响等遥

2.消费者人格特质对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的调节作用
个体特质是形成个体独特的行为动机尧需求及兴趣的关键袁可能会对民族主义刺激信息

和品牌来源国反刻板化信息的认知加工产生调节袁从而对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形成与否或强
弱程度产生重要影响遥 在中国社会情境下袁由于品牌来源国刻板偏见与面子观等社会规范压
力的存在袁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形成意味着消费者需要从局部信息中进行感知整体的主观推
断袁并经历态度改变的心理过程遥 因此袁关注自我与环境关系的自我构念尧社会情绪和内隐人
格可能是影响认知加工过程和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形成与否的重要调节变量遥 未来研究需要重
点关注以下问题院究竟自我构念尧社会情绪和内隐人格对具有较高自主品牌消费意识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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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消费意识淡漠两类公众在处理相关线索或信息时的动机尧努力程度尧加工模式和认知倾
向存在怎样的调节效应曰究竟自我构念尧社会情绪和内隐人格特质对自主品牌消费意识的形
成与否袁或者对自主品牌认知尧情感和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存在何种调节效应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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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and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Self-owned Brand Consuming Awareness of the Public

要要要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野emotion and cognition rationalization冶 of
attitude change

ZHANG Yi, GONG Zheng
(Business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gor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野manufacturing -driven country冶
strategy,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supply-demand structure and the rapid rise of numerous
local enterprises, how to enhance the consumption consciousness of self -owned br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alistic proposition for improving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and expanding the consumption
market.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self -owned brand consumption
consciousness will help to la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elevant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examin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ous emotional variables and national brand preferences, but
lacks an examination of changes in self-owned brand perceptions (such as function, experience, symbol) and
emotions (such as trust and attach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lated variables such as patriotic sentiment,
what kinds of self-owned brand function, experience and symbolic cognition, as well as self-brand trust and
attachment are reflected in the attitude of consumers? who are highly conscious of national brands? What i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野cognitive -emotion - behavior冶 of self -own brand? These are the main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野emotional and cognitive rationalization冶 of attitude
change, this article uses the 野cognitive-emotion- behavior冶 framework theory from attitude theory and brand
equity driven model theory, and combines the 野big self冶 characteristics of self-owned brand consumption
consciousness, then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and dri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owned brand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and proposes the cognitive-emotion-behavior driving model and its research hypothesis.
Finally, an empirical test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self-owned brand cognition (including self-owned brand function, self-owned brand experience, and
self-owned brand symbol)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self-owned brand emotions (including self-owned
brand trust, self-owned brand attachment) and self-owned brand behavior (self-owned brand loyalty), self-
owned brand emo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elf-owned brand behavior; and self-owned brand
emo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elf-owned brand recognition and self-owned brand behavior.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formation of self-owned brand consumption consciousness is driven by the cognitive
process, emotional process and behavioral process, and is the result of mutual influence of the three levels of
variable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conclusions that self-owned brand trust, attachment and behavioral loyalty
are based on good function and experience perception, and positive self-owned brand symbolic perception.
Therefore, enhancing public爷s own brand function and experience perception and enhancing the symbolic
perception of self-owned brand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ultivate consumptio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self-owned brand; consumption consciousness; function; experience; symbol; trust; attachment;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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