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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系统中,制造商和零售商都会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产

品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会直接影响制造商和零售商

的决策,进而对其利润产生很大影响。 由此可见,考虑消费者行为是制造商和

零售商能够长期发展并且提高自身利润的一种新的方式,也是必须考虑的因

素。 因此,近年来,基于消费者行为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各种决策问题一直是管

理运营领域中学者研究的热点。

本书基于上述研究热点,主要研究不同消费者行为对企业生产与订货决

策的影响问题,具体内容分为五章。 第1章为绪论,主要提出本书的研究背景

及意义、本书的结构和研究方法等。 第2章主要研究基于消费者环保意识和

行为的绿色生产问题,聚焦于制造商的生产决策,即如何确定生产哪些绿色等

级的产品以及每个等级的生产数量。 第3章研究基于消费者好感度的最小承

诺订货策略,主要探讨零售商的订货决策问题,即如何在计划初期确定一个最

小承诺量以及在每一期初确定实际的订货量。 第4章为基于消费者谨慎购买

行为的最优订货研究,分别从外生和内生两个角度来考虑消费者对产品供应

水平的感知,研究零售商的最优订货决策。 第5章对本书内容进行了总结。

本书的主要工作完成于2012—2017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硕士和

博士学位期间。 在上海理工大学任教期间,本人也对内容进行了一些细小的

修改。 感谢博士生导师余玉刚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其他所有对本书有过帮助的

同门和朋友。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韩小雅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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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章章
绪  论

在供应链系统中,无论是作为上游的制造商,还是作为中间角色的零售

商,都向市场上的消费者提供产品,并且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扩大自己的利

益。 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消费者行为对其自身利润的影响具有极其重

要的作用。 当消费者购买产品时,很多因素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进而直

接影响制造商和零售商的相关决策。 如果制造商和零售商在做决策时考虑市

场上消费者的各种行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 由此可见,考虑

消费者行为是制造商和零售商能够长期发展并且提高自身利润的一种新的方

式,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因此,近年来,基于消费者行为的制造商和零售商

的各种决策问题一直是管理运营领域中学者研究的热点。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各行各业都在探索新的途径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对于生产汽车、
冰箱和空调等行业的制造商来说,他们不仅需要提升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效率

以降低运作成本,也要关注市场上消费者的不同行为表现来满足他们的多样

化需求。 另外,对于需要向供应商订购产品的零售商来说,他们在订货的过程

中不能仅仅考虑供应商的批发策略,更重要的是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来提

高收益。 接下来,本书将从消费者行为对制造商的生产决策和零售商的订货

决策的影响这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在传统的供应链系统中,通常存在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三个部分,并

且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般而言,制造商生产产品提供给零售商,零

售商将产品卖给市场上的消费者。 然而,为了追求多方利润和促进自身发展,
制造商不仅通过零售商这一种销售渠道来出售自己的产品,同时也会拓展新

的渠道,即直接将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通过新的销售渠道,制造商可以直接接



触消费者,从而能够亲自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和评价。 在需求市场中,消

费者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偏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伴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消费者对环保越来越敏感(HartmanGroup,2007;熊中楷和梁晓萍,2014),这

使得他们在购买产品时逐渐表现出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Liuetal.,2012)。
由于很多种类的产品在被消费者使用的过程中会排放出大量的有害物(Dröge
andSchröder,2005),为了提高环境质量,消费者会倾向购买绿色产品。 在新

的销售渠道中,消费者的这种环保意识与行为会反馈给生产产品的制造商。
为了扩大自己的利润水平,制造商在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消费者的环保行

为。 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制造商需要放弃非绿色产品的生产,同时改

善绿色技术来生产更多的高绿色等级产品。 由于环境保护不断被重视,绿色

产品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制造商要想长期发展以获得更多的长远利益,就

应该迎合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与行为来实施绿色生产策略,改变过去那种只图

眼前利益、不顾社会效益的生产模式。
在由供应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构成的供应链网络结构中,零售商需要同时

与供应商和消费者进行交互,他不仅需要向供应商订货,并且需要将产品出售

给市场上的消费者。 零售商在做订货决策时,需要考虑消费者不同的购买行

为。 当消费者购买产品时,他们对零售商提供的服务水平越来越敏感,并且根

据过去所感知的服务质量对零售商形成好感度(AflakiandPopescu,2014)。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当消费者遇到缺货时,他们一般不会选择等待,而是放

弃购买(Schwartz,1966)。 对于消费者表现出的服务敏感行为,为了提高需求

水平,零售商需要提高其订货量。 另外,随着电子商务的成熟和普及,网上购

物变得越来越流行。 当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产品时,他们不能看到真实的产品,
只能通过零售商提供的产品描述和公共信息来决定是否购买。 当消费者收到

产品后,他们常常会发现,实际上得到的产品并不符合自己的预期 (Chen,

2011)。 同时,由于缺货现象普遍存在,当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时,他们会表现出

谨慎的购买行为。 谨慎的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前会根据相关信息对产品的可

靠性和供应水平进行评估(SuandZhang,2009),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决

定是否进行购买。 对于一个把订货量作为决策的首要因素的零售商来说,他

在订货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消费者的这种谨慎购买行为,从而使自身的利润最

大化。 如果消费者对产品可靠性和供应水平的感知比较低,那么零售商需要

降低其订货量以减少产品过剩的损失。 反之,零售商应当提高订货量以赚取

更高收益。
本书在上述背景下,将消费者行为作为考虑因素,分别从制造商的生产和

零售商的订货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基于消费者具有环保意识和行为来

研究制造商的绿色生产决策问题;第二,基于消费者具有服务敏感行为和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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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行为来分别研究零售商的订货决策问题。

  1.1.2 研究意义

由于消费者的偏好不同和特征差异,他们在购买产品时会表现出不同的

行为。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无论是在制造行业还是零售行业,为了不被

淘汰并长期发展,制造商和零售商在追求利益的同时都需要考虑消费者的不

同购买行为。 基于本书的标题,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消费者行为对制造商生

产和零售商订货的影响上。 接下来,将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来讨论本书研

究的意义。
在现实中,当消费者购买产品时,他们会出于自身的各种原因而表现出不

同的购买行为。 伴随着环境污染日益恶劣,消费者对生活的质量要求逐渐提

高。 为了减少环境污染对身体的损害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消费者在购买产品

时会表现出环保意识,他们愿意花费更多的钱来购买绿色产品。 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商家的服务质量越来越敏感,他们会基于过去所感知到的

服务水平对其产生好感度。 此外,由于网上购物导致的产品信息的不确定性,
消费者会表现出谨慎购买的行为。 消费者的这些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普遍发

生。 对于提供产品的制造商和零售商来说,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在进行

相关决策时需要考虑消费者的不同购买行为。 因此,本书基于不同消费者行

为对制造商生产和零售商订货决策进行研究,这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在市场营销研究领域里,很多学者基于消费者行为做了很多研究。 然而,

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消费者本身,很少有人考虑消费者的行为对供应

链系统中其他决策者的影响。 另外,关于供应链和库存管理方面的不少文献

都研究了制造商的生产和零售商的订货等问题。 在这些文献中,学者们主要

基于其他相关因素来研究制造商和零售商如何做出最优决策来使利润最大

化,很少有人把消费者的不同购买行为考虑进来。 在本书中,把对供应链管理

和市场营销这两方面的研究相结合,即将消费者行为分别与制造商生产和零

售商订货决策相联系,进而研究他们之间彼此影响的关系。 本书的研究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文献中的空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1.2 文献回顾

本节对不同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 基于上一节的

讨论,本书主要关注制造商的生产与零售商的订货决策问题。 通过回顾相关

文献,我们发现众多学者已经对基于不同消费者行为方面的各种决策问题进

行了研究。 在本节中,仅仅回顾和本书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即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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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和订货决策的影响。

  1.2.1 消费者行为对生产的影响研究

随着市场营销领域的发展,学界关于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更加

广泛和深入的趋势。 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集中在消费者行为对生产影响的研

究上。 根据本书的研究内容,重点回顾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及其对绿色生

产决策的影响。

Coad等(2009)研究了消费者环保意识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水平。
在Coad等的研究中,他们也考虑了由于消费者个体化之间的差异,不同的消

费者会表现出多样化的环保意识与行为。 Espinola-Arredondo和Zhao(2012)
研究了政府环保政策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还是

传统产品), 同 时 分 析 了 消 费 者 环 保 意 识 和 行 为 与 社 会 福 利 之 间 的 关 系。

Laroche等(2001)基于环保意识对消费者的行为和心理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

果发现,已婚女性在购买产品时会经常考虑环境问题,从而她们可能会愿意多

花钱来购买高绿色等级的产品。 Conrad(2005)基于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研

究了产品之间的差异程度。 Conrad构建了一个寡头竞争模型来分析消费者

环保意识行为与产品差异性以及市场份额之间的关系。

Zhang等(2012)解释了经济发展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

来环境污染问题。 由此,企业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产品设计策略。 在该研究

中,Zhang等考虑了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的产品设计策略,并

且建立了一个优化模型。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需要考虑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

行为来改变自身的产品设计策略,即生产传统和绿色两种产品,从而获取更多

利益同时改善社会环境质量。 Jin等(2011)在考虑消费者具有环保意识和行

为的前提下建立了一个关于生产商、消费者和政府的供应链模型,并且研究政

府在绿色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分析消费者的环保行为如何影响生产

商对绿色产品的生产决策。 Liu等(2012)指出了产品在绿色上具有不同的等

级,分析了产品的绿色等级如何影响市场需求和企业成本。 Liu等考虑了不同

企业可能拥有唯一的最佳绿色等级,讨论了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与企业绿

色生产之间的关系。 同时,他们还进一步考虑了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对供

应链系统中其他成员的相关决策的影响,并且发现如果消费者表现出较明显

的环保意识和行为,会给生产绿色产品的制造商带来更多的利益。

  1.2.2 消费者行为对订货的影响研究

上一小节主要综述了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对绿色生产决策影响的文

献,本小节将回顾消费者购买行为对订货决策影响的相关文献,集中总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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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好感度和谨慎购买行为及其对最优订货决策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献。
随着消费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消费者购买产品时,他们对商家所提

供的服务质量将会越来越敏感,消费者会基于过去所感知的服务质量对商家

产生好感度。 好感度的观念来自Nerlove和Arrow(1962)。 该文献使用好感

度来刻画过去和当前广告支出对产品未来需求的影响。 Aflaki和Popescu
(2014)考虑了消费者的服务敏感行为,并且分析了商家的服务质量对消费者

效用水平和记忆能力的动态影响。 他们在需求确定的情况下考虑了消费者由

于服务水平的因素而背叛商家的可能性。 Aflaki和Popescu发现,消费者在

未来是否得到商家较好的服务主要依赖于过去服务对消费者记忆能力的影

响。 Adelman和 Mersereau(2013)得到了与Aflaki和Popescu(2014)相似的

结论。 但是Adelman和Mersereau是在需求随机的条件下进行分析的。 他们

主要研究了企业如何在一群具有服务敏感行为的消费者中分配有限的产品供

应量。 他们把消费者的好感度刻画为其效应的一种平滑形式,并且消费者效

用是基于企业所提供的过去服务水平所得到的。
随着电子商务的成熟与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在网上进行购物。

由于网上购物所导致的对产品本身和供应水平的不确定性,消费者经常表现

出谨慎购买的行为(柯晨旭和颜波,2019)。 在本书中,消费者的谨慎购买行为

一部分来自对产品估值的差异。 对于消费者估值偏差,相关文献考虑了消费

者对产品的估值在市场中是平稳的(尽管每个消费者的估值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上升或者下降)。 Zhang等(2014)考虑了消费者对产品的参考价格不同

于当前的市场价格。 Chen(2011)讨论了消费者购买前对产品的初始估值与购

买后对产品的真实估值之间的差异,这与本书中的估值偏差是类似的。 然而,
研究内容主要是把估值偏差作为一种因素来影响消费者的谨慎购买行为以及

零售商的订货决策。 另外,一些文献研究了消费者对产品评估的不确定性,同

时分析了企业的退货政策。 Xiao等(2010)研究了一个供应链模型,同时分析

了供应链总利润与零售商所提供的退货政策之间的关系。 Yu等(2017)考虑

了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时会由于购买前后对产品的估值不同而导致退货行为,
并且发现了估值偏差与退货成本之间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商家的 利 益。 Su
(2009)在考虑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完全不确定的情况下讨论了最优退货政

策,并且探讨了一个全额退货政策与部分退货政策对供应链系统的影响。 Su
也分析了消费者的退货行为对商家订货决策的影响。 Swinney(2011)研究了

当消费者对产品的估值不确定时,商家是否会花费一个额外成本达到供应平

衡。 该文献探讨了消费者是选择在了解产品的价值信息之前购买,还是延迟

购买产品直到估值的不确定性被消除。 Kalai和Lehrer(1993)呈现了一个学

习理论并且研究了消费者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来学习从而形成理性的评估。

·5·第1章 绪  论



他们利用贝叶斯定理①来预测一个无限重复博弈中的参与者行为。
在本书中,考虑消费者具有谨慎购买行为并且能对产品的供应水平进行

评估。 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产品的供应水平。 Su和Zhang (2009)
研究了产品的供应水平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并且进一步说明了消费者

能够对产品的供应水平形成理性的感知。 他们假设消费者认为缺货会导致产

品极其昂贵,并且零售商提供一个可观察的销售价格和一个不可观察到的产

品存货量。 因此,消费者通过评估缺货的可能性来确定是否进行购买,同时零

售商基于 消 费 者 的 这 种 谨 慎 购 买 行 为 来 决 定 产 品 的 订 货 量。 Adelman和

Mersereau(2013)研究了当需求超过供应时,零售商在一群消费者中如何分配

有限的供应量。 他们考虑消费者能够记住过去商家所提供的产品供应水平

(HallandPorteus,2000;Liuetal.,2007),并且将消费者的效用刻画成消费

者对商家的好感度水平。 不同于这些文献,本书更多地考虑消费者对产品供

应水平的评估如何影响零售商的最优订货决策和市场需求。

  1.2.3 文献评述

根据不同消费者行为对生产和订货影响研究的相关文献,本小节对有关

文献进行评述,界定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贡献。 结合上述相关文献回顾以

及本书的研究内容,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方面,本节梳理了消费者行为对生产影响的文献资料,具体集中在消费

者环保意识和行为对绿色生产的影响。 现存的文献集中在消费者环保意识和

行为和绿色产品生产上。 然而,很少有文献考虑消费者具有环保意识和行为

来研究制造商的绿色生产决策。 本书详细地分析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对制

造商的产品绿色等级以及生产数量的影响。 本书研究的内容与相关文献的不

同之处可总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本书考虑现实生活中一个更为广泛的存在,
即产品具有不同的绿色水平。 然而,以前大多数文献仅考虑产品只有一个绿

色水平。 第二,目前还没有相关文献分析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如何影响制

造商对不同绿色等级产品的生产决策。
另一方面,本节汇总了消费者的不同购买行为对订货决策影响的相关成

果,具体体现在消费者好感度和谨慎购买行为对零售商最优订货的影响。 现

有的文献基于消费者过去所获得的服务质量提出了消费者好感度的概念,并

且分析了消费者好感度水平对商家订货决策的影响。 本书考虑了消费者好感

度与最小订货量承诺之间的关系,而相关文献并没有对此进行研究。 此外,很

多文献研究了消费者的谨慎行为、消费者估值偏差以及对产品供应水平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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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等,然而其研究内容的出发点和角度与本书有很大的差异。 本书在该方面

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如下三点。 第一,考虑消费者初始估值与实际估值之间的

差异,而以前的大多数研究是基于消费者购买前后相同的平均估值。 此外,本

书加入估值偏差作为一个因素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以及零售商的订货决

策,而这些在之前的文献中未被研究。 第二,很少有文献结合了消费者的谨慎

行为和估值偏差。 在本书中,市场中的消费者具有谨慎的购买行为,并且他们

能够在购买产品之前评估估值偏差。 第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文献研究消费

者对产品供应水平的评估如何影响消费者的退货以及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
这些将在本书中详细地分析。

1.3 本书结构与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建立在对现实中消费者行为与制造商生产和零售商订

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然后查找和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得到的。 通过对

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发现学者们对考虑不同消费者行为的生产与订货决

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且研究了存在的不足之处。 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

五章,具体如图1 1所示。

图1 1 本书结构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 以消费者行为作为考虑因素,研究制造商的绿色生

产和零售商的最优订货决策问题。 通过对该问题的分析,本书将所要研究的

内容分解为三个子问题。 首先运用变分不等式理论解决制造商的绿色生产决

策问题;其次使用鲁棒优化方法分析零售商的最小承诺订货问题;最后使用微

·7·第1章 绪  论



积分方法研究零售商的最优订货策略。 本书的第2章基于消费者环保意识和

行为研究绿色生产问题;第3章基于消费者好感度研究最小承诺订货问题;第

4章基于消费者谨慎购买行为研究最优订货问题。 在问题解构的基础上,本书

采用数学建模的方法对研究的问题分别进行分析和讨论。
本书的具体研究内容和顺序如下。
第1章,绪论。 本章描述了供应链系统中消费者行为与制造商生产和零

售商订货决策之间的关系。 首先对本书的研究背景和意义进行了介绍,然后

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具体包括消费者行为对生产和订货影响的文献,并介

绍了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最后总结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第2章,基于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的绿色生产决策问题研究。 本章基

于消费者环保意识和政府绿色补贴政策,研究了制造商对不同绿色等级产品

的生产决策问题,即决定生产哪些绿色等级的产品以及确定生产数量,从而使

得自身的利润达到最大。
第3章,基于消费者好感度的最小承诺订货策略研究。 本章阐述了消费

者根据零售商过去提供的服务质量对其形成好感度,并研究了消费者的好感

度对零售商未来需求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消费者的好感度与最小承诺订货

之间的关系。
第4章,基于消费者谨慎购买行为的最优订货研究。 本章根据消费者在

网上购物时由于对产品本身和供应水平的不确定性所表现出的谨慎购买行

为,研究了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均衡。 本章从消费者对产品供应水平

的感知是外生还是内生两种情况进行了分析。
第5章,本书总结。 本章对第2章至第4章的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了概

括与总结。

1.4 本书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创新点之一,本书联系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来研究政府绿色补贴,分析

了制造商对不同绿色等级产品的生产决策问题。 本研究发现消费者环保意识

和行为能够促使制造商生产更多高绿色等级的产品,但并不一定给他们带来

更多利润;发现了一个好的补贴政策能提高制造商的利润,并且改善市场上绿

色产品的数量和等级,同时降低政府的总补贴金额。 然而,相关文献通常考虑

产品只有一种绿色等级,并且很少有学者同时讨论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行为与

政府补贴对绿色生产的影响。
创新点之二,本书在最小承诺订货中考虑了消费者的好感度,并且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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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承诺订货量与消费者好感度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证明了消费者好感度经

过一段时间会收敛到一个稳态值,同时也发现了消费者好感度与最小承诺订

货量不一定呈正相关。 然而,以前的文献对此并没有提供相关的分析。
创新点之三,在零售商订货决策中考虑了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时由于对产

品估值和供应水平的不确定性而表现出的谨慎购买行为。 本研究发现了当零

售商面对谨慎行为的消费者时应当采取措施来提高消费者对产品供应水平的

感知。 然而,很少有文献基于消费者对产品的估值偏差来进行研究,并且分析

消费者对产品供应水平的感知与零售商订货决策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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