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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有的尝试一重购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ｌｏｇｉｔ形式的尝试一重购模型。发展出一
套适用于该模型的估计方法和检验方法，并用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实验对此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经检验．随
着样本数据量的增加和样本标准差的减小，无论是模型参数的估计误差。还是单参数显著性检验的效力，以及犯第
一类错误的可能性都表现出合理的变化趋势。该模型可以用于快速消费品新产品的销量预测和营销组合分析。
关键词：新产品扩散模型；ｌｏｇｉｔ模型；非线性迭代最小二乘估计；快速消费品
中图分类号：Ｒ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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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者和购买者，认为非购买者在新产品的营销活动
引言

以及口碑的影响下会转变为购买者，而购买者又有

新产品扩散模型（ｎｅｗ

ｍｏｄ—

可能在竞争对手的营销活动影响下转变为购买者。

ｅ１）是营销模型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新产品

ＬＲＫ模型和ＭＷＳ模型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把来源

扩散模型的研究目的主要是用一个基于特定扩散理

于尝试购买的新产品销量和来源于重复购买的新产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论而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来拟合新产品上市之后的

品销量区分开来。对于快速消费品来说，企业在新

销量变化规律，并找出影响销量变化的因素。这类

产品上市的初期比较关注尝试购买，但是随着时间

研究开始于Ｂａｓｓ在１９６９年提出的首次购买模

的推移，由于产品销量越来越多地来源于消费者的

型［１ｊ，该模型综合了内部影响和外部影响两方面对

重复购买，因此重复购买对企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

消费者采用新产品的作用。然而，Ｂａｓｓ模型研究的

要。由于尝试购买和重复购买的影响因素是不同

是首次购买的情况，而没有考虑到重复购买，因此只

的，所以区分了消费者的尝试购买和重复购买的新

适用于大宗耐用消费品。快速消费品新产品投放市

产品扩散模型对企业来说更有意义。

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销量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重
复购买。耐用消费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会逐渐饱
和，销量会不断下降；而快速消费品由于消费者的重
复购买，即使市场达到饱和，销量也不会有那么明显
的下降。
显然，经典的Ｂａｓｓ模型并不适用于对于快速消
费品扩散过程的刻画，因此学者们开始运用尝试一
重购模型（ｔｒｉａｌ—ｒｅｐｅａｔ ｍｏｄｅｌ）研究快速消费品新
产品的扩散过程ｒ２＿６］。ＬＲＫ模型（１９８１）心１和ＭＷＳ
模型（１９８３）［３：把市场中的消费者简化为两类：非购

ＨＰＫＺ模型（１９９４）在结构上区分了尝试购买
者和重复购买者“］。该模型假定消费者在受营销活
动和口碑的影响尝试购买了新产品（由非尝试者变
为尝试者）之后，就一直以固定的概率进行重复购买
（由尝试者变为重购者）。Ｈａｈｎ等人（１９９４）还对
ＬＲＫ，ＭＷＳ和ＨＰＫＺ三个有关药物新产品的扩散
模型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ＨＰＫＺ模型的表现
要优于ＬＲＫ模型和ＭＷＳ模型。虽然ＨＰＫＺ模型
在理论上和有限的实证分析上都优于其它两个模
型，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它是一个准线性模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６—１９：修订日期：２００８—１２一０２
作者简介：李季（】９８０），女（汉族），山东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
院．讲师．研究方向：新产显扩散模型、客户关系管理、
数据库营销．

而营销组合变量对于新产品销量的影响不可能是线
性的。随着销量的增加，营销组合变量的作用将会
越来越小。当市场达到饱和时，营销组合变量几乎
不再对销量产生影响。线形模型显然无法很好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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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营销组合变量与新产品销量之间的这种关系。另

或准线性函数，这样既无法保证尝试比例介于０到

外，这样的形式可能估计出负的重复购买系数，‘这显

１之间，又不符合营销组合变量的作用规律。其次，

然是不合理的。而且，ＨＰＫＺ模型只考虑了营销组

前人在对尝试一－重购新产品扩散模型进行估计时，

合变量对于尝试购买的影响，没有考察营销活动对

由于无法把新产品销量中来源于尝试购买和来源于

于重复购买的影响。

重复购买的部分区分开来，所以一般要先对其中的

在参数估计方面，尝试一重购扩散模型也有一

一部分给．予合理的估计，然后将此估计值看作是真

定的特殊性。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把新产品的销量分

实值，从而利用ＯＬＳ进行估计和检验。这种方法不

为来自尝试购买和重复购买两个部分，而我们一般

仅容易低估模型参数的方差（高估参数的ｔ值），导

只能观测到每一时期新产品的销售量，而不能观测

致参数显著性检验中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增加，而

到销量中究竟有多大比例来源于尝试购买，有多大

且对于模型的形式有很强的要求，稍微复杂一些的

比例来源于重复购买。ＬＲＫ模型由于没有区分尝

模型就无法用此方法进行估计。

试购买和重复购买，模型中的所有变量都是可以观

本文将尝试在以上两个方面对快速消费品的新

测到的，所以用普通的非线性最小二乘ＮＬＳ就可以

产品扩散模型进行改进，希望在建模方式和估计方

进行估计。

法上都对现有的快速消费品新产品扩散模型研究有

但是对于ＨＰＫＺ模型，我们无法对其参数进行

所贡献。具体来说，本文将完善现有的尝试～重购

直接估计的。Ｈａｈｎ等人（１９９４）使用的方法是，首

新产品扩散模型，建立一个ｌｏｇｉｔ形式的可用于快速

先猜测了一个重复购买系数，然后算出重复购买量，

消费品新产品扩散的尝试一重购模型；并发展一套

并且事先确定了市场容量的取值，把重复购买量和

适用于各种形式的尝试一重购模型的估计方法和检

市场容量代人模型，用普通最ｔｈ－－乘ＯＬＳ求出参数

验方法，用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实验对此估计和

的估计值。然后对重复购买系数进行迭代，直到收

检验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最后对于该模型在实

敛。他们建议利用管理者的判断或最新的市场占有

践中的应用价值进行阐述。

率数据作为初始的重复购买系数。Ｈａｈｎ等人所用
的模型估计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由于他们

２改进的ｌｏｇｉｔ模型的构建

把猜测的重复购买量作为已知量来进行参数估计。

尝试一重购模型本质上是一种流程模型，它描

这样做的结果等价于把重复购买量看作是一种缺失

述了消费者从非尝试者到尝试者再到重购者或非重

数据，而猜测的数值足对它的合理插值（ｉｍｐｕｔａ—

购者的整个过程。从图２可以看出，在每个时点上

ｔｉｏｎ）。过去的大量统计学研究反复表明，这样做与

（如ｔ时期）市场上的消费者可以被分为非尝试者。

数据已知相比，得到的参数误差会增大，从而使显著

尝试者，重购者和非重购者四类。新产品刚上市的

性检验的结果受到影响ｒ”。Ｈａｈｎ等人在研究中并

时候。市场上的所有消费者都没有尝试过新产品，然

没有明确阐明他们对于模型参数的显著性检验是如

后在营销组合变量（大众传媒，创新作用）和口碑（人

何进行的。如果他们根据ＯＬＳ来计算参数的标准

际影响，模仿作用）的影响下一部分人会尝试购买新

差，那么很可能会高估参数的ｔ值，从而提高参数盟

产品。尝试过新产品的消费者一部分会重复购买，

著的可能性，增加犯第一类错误的可能性。所以，在

另一部分则不会重复购买（他们可能会转向购买竞

利用迭代方法估计尝试一重购模型时，要特别注意

争者的产品）。而重复购买者和非重复购买者之间

参数的方差，并且解决参数显著性检验中存在的问

会相互转化，即这一期的重复购买者下一期可能不

题。其次，它要求模型必须是线性或准线性函数，而

会购买，这一期的非重复购买者下一期又有可能重

解释变量的线性函数往往无法保证尝试比例在０到

新购买。（如图１所示）

ｌ之间。最后，它无法直接从模型中把市场潜力ｍ

根据图１所显示的消费者对于新产品的采用

估计出来，而必须利用别的方法事先确定。这样就

过程，我们假设：上一期的非尝试者会在本期以一定

会使模型其他参数的估计误差增大。

的比率占去尝试购买新产品，变为尝试者；上一期的

综上所述，现有的关于快速消费品的尝试一重

尝试者，会在本期以一定的重复购买比率８重复购

购模型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于迸一步的完善。

买该产品，剩下比例为ｌ一口的消费者变为非重购

首先在模型的没定上，大多数的尝试一重购新产品

者；上一期的重购者以比率Ｐ在本期重复购买该产

扩散模型都把尝试比例设定为营销组合变最的线性

品，１一ｐ变为非重购者；上一期的非重购者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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艿（Ｘ，，（ｒｒ２，ｒ１＋玎３。，１））＝

ｅｘｐ（∞＋口ｉＸ，４－Ｑ２％＋∞黾＋皿（丌２。，：十丌３＇，－１））
１十ｅｘｐ（锄１－Ｑ１ Ｘ１，十口２扬４－口３墨＋幽（砬．，ｌ－！－哟．，１））
口（Ｘ，）一ＩＤ（Ｘ，）一９（Ｘ，）一

ｅｘｐ（难＋屈Ｘｌ，＋屉Ｘｚ，十岛Ｘ。，）
１＋ｅｘｐ（岛＋届Ｘｎ＋屈Ｘ２，十岛Ｘ３。）
其中。Ｘ”Ｘ：，，Ｘ。，分别为ｔ时期的营销组合变
量（例如，价格、促销、渠道等）。ａ；代表模仿系数，即
口碑对于尝试购买的影响。
图２显示的是ｌｏｇｉｔ函数的基本形式。假设ｚ
为解释变量，ｙ为被解释变量，图中的三条线分别代
表参数取不同值的三种情形。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

图１尝试一重贿模型

９在本期重复购买该产品，１—９仍是非重购者。理
论上，艿，０，｜Ｄ，ｃｐ应该各不相同。
设非尝试者、尝试者、重购者和非重购者在ｔ时
期占消费者总数的比例分别为丌…／ｒ：，，７１＂引７ｆ４，，ｔ时
期的各种营销策略（价格，促销，分销）为Ｘ，，ｔ时期
的销售量为Ｓ，，市场容量（消费者总数－＇ｋ人均购买
量）为ｍ，那么：
ｒ７ｒｌｒ＋７ｔ＇２ｔ十７ｒ３ｔ十ｚＬ＇４ｔ ２

地看出，如果ｚ的系数为负（图中的实线所示），那么
Ｙ随着ｚ的增加而降低。当ｚ的系数为正时（图中的
点线所示），Ｙ随着ｚ的增加而增加。无论ｚ如何变
化，ｙ都在０到１之间变动，而且越往曲线的两端发
展，ｚ对Ｙ的作用越小。这说明，ｌｏｇｉｔ形式的函数完
全符合营销组合变量对于产品销量变化的作用规
律，我们采用ｌｏｇｉｔ形式的函数是比较合理的。

ｌ

ｆ ７１＂ｌｌ一（１一占（Ｘｆ，（７ｒ２，Ｐｌ＋７ｒ３．Ｐ１）））×７ｒｌ。Ｐｌ
Ｉ丌２ｆ一艿（Ｘ，，（砒．Ｐ１＋７ｒ３．，１））×７ｒ１．，１

ｌ

７ｒ３ｆ＝口（Ｘｆ）×恐．ｒＩ

４－』Ｄ（Ｘｆ）７ｒ３．ｒｌ＋９（Ｋ）×ｉｒ４．Ｐ１．

｝７ｒ４，一（１一日（Ｘ，））×７ｒ２．，１＋（１一ｐ（Ｘ，））×７ｒ３．，ｌ
【

＋（１—９（Ｘ，））ｘ

７ｒ４。，ｌ

（１）

Ｓ。一ｍ×（丌２，＋砒，）４－￡，

‘０５０≈二ｑ一２二－２一ｌ二一ｌ一惦（１

０５

ｌ

１５

２ ２５

３

３ｊ

４¨５

（２）

其中，ｄ（Ｘ。，（７ｒ２．，。＋７ｆ３．，！））为ｔ一１时期还没

图２

ｌｏｇｉｔ函数形式

有尝试过新产品的人在ｔ时期的尝试购买比例，尝
试比例是各种营销策略和上一期购买该产品的消费
者比例的函数；口（Ｘ。）为ｔ一１时期的尝试者在ｔ时
期的重复购买比例，ｐ（Ｘ，）为ｔ一１时期的重购者在

３非线性迭代最小二乘估计（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设Ｓ。一厂（斫，Ａ），石件ｌ—ｇ（ｒｒｔ，Ｘ，，．；Ｉ），

ｔ时期的重复购买比例，而９（Ｘ，）为ｔ一１时期的非重

其中７＾２（７ｒ：ｆ，丌２ｆ，７ｒ３，，７ｒ；ｒ），

购者在￡时期的重复购买比例。重购比例是ｔ时期各

Ａ＝（ｆ，口。，…，口４，岛，…岛），

种营销策略的函数。

即新产品的当期销量可以表示为当期各类消费

我们把尝试比例和重复购买比例都设为各种解

者所占比例和各个参数的函数，而当期各类消费者

释变量的ｌｏｇｉｔ函数，这样既可以体现营销组合变量

所占的比例又是上期各类消费者所占比例、当期营

对于消费者购买的非线性影响，又可以保证尝试比

销组合变量以及各个参数的函数。

例和重复购买比例都在［ｏ，１］之间。另外，如果我们

由于丌１，代表还没有尝试新产品的消费者占目

分别对三种不同的重复购买系数建立ｌｏｇｉｔ函数，会

标消费者总数的比例，所以我们可以假定矶，一１，

大大增加模型参数的个数，从而给模型的估计带来

也就是说在新产品刚上市的时候，所有的目标消费

一定的困难，而且在管理实践中也缺乏实用性。因

者都没有尝试过该产品，而地。一丌３：一７ｒ４ｔ一０。那

此，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假定三种重复购买系数以同

么对于给定的参数Ａ，我们可以根据公式（１）迭代算

样的方式受到营销组合变量的影响，即：

出霸（￡一１，…，卵）。然后把丌，和Ａ代人公式（２），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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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在每一期的销量Ｓ，（ｆ＝１，…，＂）也可以算

），迭代就会停止，而五‘种１’即为最终的估计值。

．出来。如果Ｊ：Ｉ是对参数的一个合理的估计，那么

估计的参数．ｊ【‘卅”的协方差矩阵为

ＣＯＶ（互‘ｍ＋”）≈丛｛ｚｍ’ｚｍ）～，

厂（嘶，口）应该能够很好的拟合销量的观测值Ｓ，，即

ｔ‘——ｑ

月

目标函数Ｑ（Ａ）＝＞：ｆ ｓ，～ｆ（ｚｒ，，Ａ）ｌ ２很小，故可以
丙、
’

通过最小化目标函数Ｑ（Ａ）而求出参数的估计值夏。
由于函数ｆ（ｒｃ，，口）不仅含有参数Ａ，还有丌ｆ，并
且丌，也是．：ｌ的函数，所以不能直接估计出参数．：Ｉ，而
需要采用迭代的方式。也就是说，首先猜测一个参
数的初始估计值天‘０’，然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因此，

我们可以利用丁检验ｔｉ＝

了毳手而Ｊ—ｌ’…’ｑ’来检验单个参数的显
；（卅＋１）

著性。
４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实验

出一个接近初始值的参数值来更新初始估计值，这

我们用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实验的方式来验

样不断迭代更新直到收敛。设．ｊ【‘ｍ’为第ｍ次迭代

证上述迭代最小二乘方法用于模型参数估计和显著

之后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为了得到下一个参数估计

性检验的有效性。

互‘肿”，我们把目标函数进行如下变形：

在进行随机模拟实验时，首先要根据上文构建

Ｑ（Ａ）

的ｌｏｇｉｔ模型生成随机数列。给定所有参数ｍ，口，ｐ

一∑｛ｓ，一厂（巩（．ｉ‘ｍ’），ｊ‘ｍ’）十ｆ（Ｔｒ，（互‘Ⅲ’），五‘ｍ’）一
ｔ＝１

ｆ（ａ－，（Ａ），Ａ）｝２

１．０，一０．５，０，０．５）），通过调整样本的数据量（２０，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和样本标准差（１．０，２．Ｏ）的方式，可以

≈∑｛；，‘ｍ１＋７。㈤（７ｒｆ（ｊ‘ｍ１）一ｍ（．：Ｉ））十五‘ｍ’（ｊ‘ｍ’
一Ａ）｝２

的值（ｍ—ｉ００，ａ一（一２．０，０，０，０，５．０），ｐ＝（一

≈∑｛三，‘ｍ’＋７。‘ｍｒ／ｒ，‘ｍ’（五‘ｍ’一Ａ）＋
ｌ；１

得到不同数据量和标准差的十种组合，每个组合生
成５０００组不同的新产品扩散数据。然后用上文提
出的估计方法和随机模拟生成的新产品扩散数据对
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五‘ｍ’（五‘ｍ’一Ａ））２≈∑矗‘ｍ’＋（７。㈤嘉，‘ｍ’＋
ｔ；ｌ

设定了参数的真实值，通过上述估计方法得到了参

五‘拼’）（五ｍ’一Ａ））２

数的估计值，就可以计算出不同数据量和不同标准

一Ｑ‘柚（Ａ）

差下参数估计的平均绝对误差（见表１）。从表中我

其中，三，‘ｍ’一Ｓ，一ｆ（ｒｃ，（．ｊ【‘神），五‰’），

无湎’一无（丌ｆ（夏胁’），五油’），Ｊ一１，２；ｆｌ

首先，我们考察参数估计的合理性。由于我们

们可以看出，随着样本拟合数据量的增加或标准差
Ｇｒ，，Ａ）

一ａ厂（巩，Ａ）／ａ辑，＾（ｍ，Ａ）＝ａｆＯｒ，，Ａ）／ａａ，

的降低，所有参数的平均绝对误差都在不断减小，说
明利用此迭代方法估计出来的参数是合理的。

老，‰’一齐，（五‰’）。

表ｌ参数估计的平均绝对误差

而云（五佃’）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迭代得到：

嚣市场容量营篓妻合模仿系数
数据最

元Ｈ１（天‘“’）一ｇ。（ｍ，Ｘ，，Ａ）；，（ｉ‘“’）＋９２（７ｒ，，Ｘ，，
Ａ），其中，ｇｌＯｒ，，Ｘ，，Ａ）＝ａｇ（ｍ，Ｘ，，Ａ）／ａ巩，

样本标准差＝２

９２（珥，Ｘ，，Ａ）一ａｇＯｒ，，Ｘ，，Ａ）／ａａ，

７—１＂，（口）一ａ７ｒ．（Ｏ）／ａＯ。
这样，最小化变形之后的目标函数Ｑ‰’（口）就

币物谷量

系数

俣仍糸双

２０

３．７３４４

０．ｉ６５０

１．５５２１

３０

２．３１８５

０．１４２３

１．３８４８

４０

１．６５３５

０．１３６２

１．３６１７

５０

１．１４６２

０．１２９８

１．３１７４

６０

０．８３４５

０．１２４３

１．２９０４

可以得到唯一的显示解五‘””，
ｉ‘“＋¨＝夏‘ｍ十｛ｚ‘柚ｚ‘神｝－４（ｚ‘神Ｙ‘神｝，其
中，３，㈣’为一个竹维向量，其第ｔ个元素为；，湎’。而

ｚ‰’为一个刀×ｑ的矩阵，矩阵的第ｔ行为（五‘ｍ’而‘册’
＋丸‘ｍ１），行为样本量，ｑ为参数的个数。通过迭代，

营销组合系数的平均绝对误差

我们可以得到～系列最小二乘估计值｛五湎’）。直到
两个相邻的估计值之间的欧氏距离ｉＩ五汹’～
天‘井¨Ｉｌ小于某一个提前设定的非常小的值（如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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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却在９５％的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从而判定该参

一（∑‰厂‰川１５０００，

数不等于０的错误比率。表２显示了在不同的样本

’ｊＥｌ

市场容量的平均绝对误差

数据量和样本标准差下，用上述方法对等于０的４

５０００

个参数（口，，口。，口。，岛）进行单参数显著性检验时犯

一（∑ｆ而一ｍ』ｆ）／５０００）。

第一类错误的可能性。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对于这

‘』一１

下面我们分析单参数显著性检验的有效性。首

４个参数的单参数显著性检验中，除了样本鼍为２０

先我们来看利用上述迭代方法进行单参数显著性检

的样本之外，其余的样本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都在

验时犯第一类错误（拒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

５％左右。

５０００次随机模拟实验中，如果模型参数等于０，而我
表２第一类错误验证结果

样本标准差＝１

２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３６

０．０８９８

０．０９０２

３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６４

０．０７１６

０．０７２６

４０

Ｏ．０６３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６３６

５０

Ｏ．０５９４

０．０６１６

Ｏ．０５７８

０．０６２４

６０

Ｏ．０５５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６１６

最后，我们来计算单参数显著性检验的检验效
力，即在５０００次随机模拟试验中，如果模型参数不

５０００次参数检验中，拒伪的概率都在逐渐增加，最
后接近甚至等于１００％。

等于０，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下正确判定该参数不等

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下，用本文提出的检验方法

于０的百分比。表３显示了在不同的样本数据量和

进行单参数显著性检验时，犯第一类错误的可能性

样本标准差下，对不等于０的５个参数（ａ。，口；，岛，

能够控制在５％左右，并且随着样本数据最的增加

角，岛）进行单参数显著性检验时接受原假设（拒伪）

或标准差的减小，检验效力逐渐增大最终接近

的可能性。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拟合数据量

ｔｏｏ％。这说明此参数检验方法是有效和可靠的。

的增加或样本标准差的降低，对于这５个参数，在
表３检验效力验证结果
样本数据量
样本标准差＝２

样本标准差＝１

加∞ ∞ 一∞ ∞ ∞

尝试比例
截距项

模仿系数

重购比例截距项

价格量嘉萎耋例的促销：磊篓羹例的

Ｏ．９５４

０．８６５

０．９５９８

０．８７７

ｌ

０．９６８４

０．８９５

ｌ

０．９６６６

０．８９２

１

０．９６５２

０．８９３６

１

０．９９６４

０．９８５６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８９２

０．９９７

０．９８９４

０．９９７８

０．９９１４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８９８

５模型的应用

０．９９９８

耋嘉量券霉慕篇黧：嚣嚣善譬

新产品扩散模型对于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

人员还可以算出新产品的销量中有多大比重来源于

的应用价值。其中，描述新产品的扩散规律，对新产

尝试购买，有多大比重来源于重复购买，以及这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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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比重如何随时间变化。例如，什么时候重复购
买的比重将超过尝试购买而成为销量的主要来源，
一

去

在什么时候尝试购买将达到饱和状态（即不再有新

、

世
盘

的消费者来尝试该产品），全部的新产品销量都来源

、一

撂
强
莲
鬯
蒜

于已经购买过新产品的消费者的重复购买。
一旦估计出某一新产品的扩散模型的参数，把
各个参数代人模型中，就可以算出每一时期进行尝
试购买和重复购买的消费者比例（丌：，。／ｔ＂。。），以这两
部分比例分别乘以市场容量ｍ，就可以估计出尝试
购买的新产品销最（加×７ｒ。，）和来自重复购买的产品

图４来自尝试赡买和重复赡买的销量比较

销量（ｍ ｘ确，），两者相加即为新产品的总销量。
我们以２００３年６月在北京上市的伊利牌调味

６

结语

塑料包常温奶为例来具体考察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对

本文对于现有的尝试一重购新产品扩散模型进

快速消费品新产品数据的拟合和预测效果。图３直

行了改进，构建了一个ｌｏｇｉｔ形式的可用于快速消费

观地显示了不同拟合数据量下。我们的尝试一重购

品新产品扩散的尝试一重购模型，并且在重复购买

模型对于新产品销量的拟合和预测结果。从图中我

中引入营销组合变量的作用。这种形式的尝试一重

们可以看出，新产品的实际销售量（单位：公斤／升）

购模型能够保证消费者对于新产品的尝试购买比例

在其上市之后不断上升，到第３７周左右达到最高

和重

点。然后开始缓慢下降，直到第５６周左右不再下

复购买比例介予０到１之间．并且设定了营销

降，而保持在一定的销量水平上。总的来说，以前

组合变量对于新产品销量的非线性影响。我们以实

５０周和前８０周作为拟合数据而进行的销量预测都

际的液态牛奶新产品为例，具体地阐述ｒ企业管理

比较准确，８０个周的预测结果稍好。

者在营销实践中如何利用尝试～重购新产品扩散模

当拟合数据量为８０时，我们利用模型预测出的

型。尝试一重购模型在营销实践中可以被用于快速

总销量以及总销量中来自尝试购买和来自重复购买

消费品新产品的销量预测。另外，由于此模型中还

的部分如图４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该产品来自

包含了营销组合变照作为解释变量，我们还可以利

消费者尝试购买的销量在其上市之后的５周之内占

用它来进行营销组合变量的比较静态分析。通过考

有主导地位，从第６周开始缓慢下降，到第２５周左

察不同的营销组合变最对于产品销量影响的强弱，

右几乎降为０，之后只是偶尔有消费者会尝试购买

来为新产品制定最为有效和经济的营销组合策略。

该产品。到第４６周之后所有潜在的消费者都尝试

本文还发展出一套适用于复杂的非线性尝试一

购买过该产品，４６周之后的产品销量全部来源于已

重购模型的估计方法和检验方法。并用Ｍｏｎｔｅ

尝试消费者的重复购买。

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实验的方法对此估计和检验方法的
有效性进行验证。经检验，随着样本数据堵的增加
和样本标准差的减小，无论是模型参数的估计误差，

一
索
、

还是单参数硅著性检验的效力，以及犯第一类错误

出
名

的可能性都表现出合理的变化趋势。这说明我们所

一

翟
蟊
莲

使用的模型估计和检验方法是有效的。此估计方法

‘■

的适用性很强，不受模型形式的限制，为将来构建更

挥

为复杂的新产品扩散模型提供了便利条件。
０

４

８

１２ｊ

６２０２４２８ ３２３６４０ ４４ ４８

５２

５６６０６４ ６８

７２

７６８０８４ ８８ ９２９６

Ｊ：ｌｌｆＨ÷蠲（崩）

图３新产品的实际销量、拟合销量及预测销量

然而，此估计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由于其
目标函数比较复杂（非凸函数），无法很快地找到极
值点，所以迭代收敛较慢，计算量较大。另外，此估
计方法对于模型参数初始值的选取也较为敏感。我
们采用逐点搜索的方式来选择模型参数的初始值，
使得参数的估计有町能随着初始值的变动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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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十分的稳定。将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对尝试一
重购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改进，以找到更为简单和

［４］Ｈａｈｎ Ｍ．。Ｐａｒｋ Ｓ．．Ｋ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ｈｉ

有效的参数估计方法。

·

Ｌ．，Ｚｏｌｔｎｅｒｓ 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ｎｔ

１１ｌ

·

ｆｌ

Ｆｏｕｒ—Ｓｅｇ－

Ｔｒｉａｌ—Ｒｅｐｅａｔ Ｍｏｄｅｌ’［Ｊ］．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４，１３（３）：２２４—２４７．

［５］Ｃａｒｔｅｒ Ｆ．Ｊ．，Ｍｏｔｌｅｙ Ｃ．Ｍ．，Ｏｇｂｕｅ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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