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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事件背景下消费者购买行为变化与恢复
——— 基于三聚氰胺事件后的消费者调查
1
2
刘媛媛 ，曾寅初

( 1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10; 2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以三聚氰胺事件后的消费者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奶制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变化与恢复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中，将食品安全事件背景下消费者购买数量变化过程划分为减少和恢复两个阶段，并利用两阶段决策模型同时
分析两个阶段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三聚氰胺事件后，奶制品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减少
行为与恢复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特征变量在消费者购买数量减少阶段具有更显著的影响，阶段性因素在消费
者购买数量恢复阶段具有更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 食品安全; 消费者行为; Heckman Probit 模型
为促进中国奶制品行业的健康发展，我国政府有关
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从奶牛饲养、奶站管
理、生鲜牛乳收购、乳制品加工、产品质量检验到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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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
“食品安全事件” 作为一项外部刺激被引入消费者

整条产业链进行了严格规范； 相关的奶制品企业也积极

的购买行为模式中，打破了原有的购买行为 “均衡”，

配合，进行了全面的治理和整顿，从而保证奶制品质量

引发消费者寻求与食品安全事件相关的各种信息，在这

和安全的稳定。根据中经乳制品产业景气指数的报告结

一过程中，消费者所感知的食品安全风险会急剧上升，

果，可以分阶段地看出 2009—2010 年的奶制品行业整体

消费信心随之下滑，从而引发了购买减少行为 （ 决定是

恢复情况，截止到 2009 年四季度，乳制品行业产品销

否减少购买数量） ； 而政府以及相关企业采取的各项应

售收入为 437. 8 亿元，比 2008 年同期增长 35. 9% ，是三

对措施，也会逐渐产生效果，消费者进一步重新搜集相

聚氰胺事件发生后销售收入首次实现同比正增长； 而到

关信息，感知风险逐渐降低，消费信心回升，进而决定

2010 年四季度，乳制品产业产品销售收入为 525. 0 亿

是否恢复购买。

元，同比增长了 19. 9% 。从奶制品行业的宏观数据可以
看出，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奶制品的销售状况经历了
先下降再恢复的总体态势； 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的奶
制品购买行为也相应地发生了不同层次的变化，表现出
很强的阶段性。
本文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 1 年后的消费行为调研基
础上，以奶制品 （ 指奶粉和液态奶） 消费者为研究对
象，对其购买数量减少行为和购买数量恢复行为进行综
合分析，试图构建食品安全事件背景下消费者购买数量
变化的整体分析框架，其中分析消费者在这两个阶段中
的不同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是本文研究中需要关注
的重点。

附图

食品安全事件背景下消费者购买数量变化分析框架

食品安全事件后的消费者购买数量减少行为与购买
恢复行为往往发生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行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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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然而购买恢复行为作为购买减少行为的一种延续，
使这两个阶段也有了某种程度的联系性。基于上述的分
析思路，本文将消费者购买数量的减少与恢复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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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模型
购买数量变化的定义
在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背景下，消费者购买数量的

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附图展示了食品安全事件背景下

变化主要包括了两个层面上的行为：

消费者购买数量变化的分析框架。
现有关于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研究大

（ 1） 购买数量减少行为。指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之

多只关注了 “购买减少期” 与 “购买恢复期” 中的某

初，消费者为了规避相关食品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风

一个阶段，研究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事件背景下的购买行

险，而减少购买数量的行为。 （ 2） 购买数量恢复行为。

为变化，其中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

指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和相

［1-7］

。研究结果显示，风险和信任

关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保障了市场上的安全食品供应，

的改变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变化的重要因素。Pen-

消费者的感知风险水平不断降低，消费信心逐渐回复，

者减少购买数量的分析
nings et al.

［7］

指出，消费者的风险反应行为会对其食品

购买数量随之恢复的行为。

购买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之后，许多研究者在考

本文所研究的购买数量恢复是针对前期购买量减少

虑食品安全事件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变化的影响时，都会

的消费者而言的，也就是说，若消费者在事件发生初

［3，
8］

，本

期，没有减少其购买量，则不存在购买数量的恢复行

文的分 析 也 对 此 进 行 延 续，并 进 而 提 出 核 心 的 研 究

为。由此，我们可以将消费者分为以下三种类别： 购买

假说。

数量没有减少的消费者、购买数量减少后不再恢复的消

将风险变量和信任变量作为核心变量引入分析

假说 1. 1 （ H1. 1） ： 消费者的食品购买决策与其风
险态度有关，消费者越风险规避，那么他消费风险性食

费者、购买数量减少后又有所恢复的消费者。
2. 2

计量模型的选择

品的可能性越低； 进一步地说，在三聚氰胺事件的背景

如前所述，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变化

下，风险规避者更可能改变奶制品的购买行为，而且其

行为，主要包含了两个阶段： 购买数量减少阶段和购买

更不容易重新恢复奶制品的消费。结合前文提出的分析

数量恢复阶段。本文分析所关注的重点包括消费者的两

框架，这一假说可以进一步细化为： 三聚氰胺事件背景

个决策： （ 1） 是否减少购买数量；

下，在事件初期，风险规避者更倾向于减少奶制品的购

数量。其中， “是否减少购买”的决策是 “是否恢复购

买数量和改变奶制品的购买品牌； 在事件恢复期，风险

买”决策的先决条件； 只有减少了购买数量的消费者才

规避者更不容易恢复奶制品的购买数量和不容易恢复奶

会考虑是否恢复购买数量，这是一种两步决策式的问

制品的购买品牌。

题，计量估计选用了考虑样本选择的 Heckman Probit 模

假说 1. 2 （ H1. 2） ： 消费者的风险认知也会对其食
品购买决策产生影响，如果消费者认为某种食品的风险

（ 2） 是否恢复购买

型，具体设定如下：
Q1i = β1 X1i + ε1i （ 1）

Q2i = β2 X2i + ε2i （ 2）

程度越高，那么他消费这种食品的可能性越低。可进一

1） 、
1） 、
corr（ ε1i ，
其中，ε1i ～ N（ 0，
ε2i ～ N（ 0，
ε2i ） = ρ

步细化为： 三聚氰胺事件背景下，在事件初期，风险认

（ 1） 式中，Q1i 表示消费者是否在事件发生后减少了

知程度高的消费者更倾向于减少奶制品的购买数量和改

奶制品 （ 液态奶和奶粉） 的购买数量 （ Q1i = 1 表示消

变奶制品的购买品牌； 在事件恢复期，风险认知程度高

费者减少了购买量； Q1i = 0 表示购买量没有减少） ； X1i

的消费者更不容易恢复奶制品的购买数量和更不容易恢

为第一阶段的解释变量，包括个人特征 （ 如收入、年

复奶制品的购买品牌。

龄、性别与教育程度） 、风险态度、家庭特征 （ 收入、

假说 2 （ H2） ： 消费者对于不同主体和渠道提供的

是否有老人孩子） 以及地区特征。

食品安全信息的信任程度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有显

（ 2） 式中，Q2i 表示消费者目前是否恢复了奶制品的

著差异。食品安全事件背景下，政府一般公布与食品安

购买数量 （ Q2i = 1 表示恢复了购买量； Q2i = 0 表示未恢

全相关的正面信息，如监管程度及有效性。大众媒体的

复） 。X2i 为第二阶段的解释变量，除包括第一阶段中的

态度相对中立，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报道都有。因此，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还包括了风险认知、信任变量。

这一假说可以细化为： 在食品安全事件的初期，负面信

β1 、β2 表示各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ε1i 、ε2i 为随机误

息较多，也会掺杂着夸大、不实报道，消费者越信任媒

差项，ρ 为两步决策之间的误差项的相关系数。

体信息，越倾向于减少购买； 而在后期，随着正面信息
的增多，消费者越信任媒体，则会倾向于恢复购买。

本文的计量分析将基于附图中所表示的分析框架，
将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减少行为与下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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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恢复行为联系在一起，全面考察食品安全事件后的
消费者购买数量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阶段性因素”在这两个阶段中的影响不同。

对比表 1、表 2 可 以 发 现，事 件 之 前，仅 有 不 足
40% 的消费者购买过奶粉，但购买过液态奶的消费者比
例接近 90% ； 液态奶消费群体远远多于奶粉，可见，液

本文主要考察了 “风险认知” 和 “信任” 两个变量的

态奶消费已成为大众需求，而奶粉的消费更多的是满足

影响，根据理论分析部分，本文认为这两个 “阶段性因

某些特定人群的需要； 事件发生后，仅有 10% 的消费者

素”在上述的两个时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我们在

没有减少奶粉的消费，超过 20% 的消费者没有减少液态

调查时只能收集到消费者当期的数据，故这两个变量只

奶的消费； 减少奶粉消费的比例要高于液态奶的比例，

能放在第二个阶段，考察消费者目前的购买数量恢复

主要是因为受此次事件冲击的主要是奶粉； 而对于减少

情况。

了购买数量的消费者而言，液态奶的恢复比例也高于奶

其次，不同类型的消费者购买数量行为变化会有差
异性。本文主要考察了三种特征： 个人特征 （ 性别、年

粉； 同样表明，此次事件对于奶粉消费者的冲击高于液
态奶消费者。

龄、教育程度、风险态度） 、家庭特征 （ 收入、家中是

表1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前后消费者购买

否有老人、孩子） 和地区特征 （ 城乡变量） 对于购买

数量变化情况 （ 奶粉）

数量变化的影响。其中，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变量都会

事件前是否购买

购买

影响到两个阶段的行为变化，而城乡变量只进入了第一

事件后购买量是否减少

个阶段的分析。这是因为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及其传播

减少之后是否恢复

恢复

不恢复

往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在刚刚发生之初，不同区域的

频数

84. 00

159. 00

比例 （ % ）

09. 46

017. 91

消费者由于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了解程度有很大的差异，
购买数量的减少也会因此有差异；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表2

事件带来的影响逐渐被不同区域的消费者知晓，这种地

3
3. 1

数据及其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

不购买
不减少
95. 0
10. 7

550. 00
061. 93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前后消费者购买
数量变化情况 （ 液态奶）

区之间的差异性也随之消失，故地区变量对消费者的购
买恢复行为可能没有影响，没有进入第二阶段的分析。

减少

购买

事件前是否购买
减少

事件后购买量是否减少
减少之后是否恢复

恢复

不恢复

频数

361. 00

206. 00

比例 （ % ）

040. 88

023. 33

不购买
不减少
205. 00
023. 22

111. 00
012. 57

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09 年 10 月对河北
省奶制品消费者的调查。此次调查采用了面对面的问卷

3. 2

变量选择

访谈方式 （ Face-to-face surveys） ，调研员为中国人民大

本文的 实 证 部 分 将 主 要 考 察 消 费 者 的 风 险 认 知

学和河北农业大学的学生，调查区域涵盖了石家庄市和

（ ra） 、风险态度 （ rp） 以及信任变量 （ trust） 对消费者

保定市的农村和城市地区。问卷分别询问了消费者对一

购买行为的影响。此外，我们还选择了消费者特征因

般食品安全风险和三聚氰胺事件的认知，以及三聚氰胺

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个人

事件前后和目前的奶制品消费情况； 调查中的奶制品购

特征，收入状况、家中是否有老人小孩等家庭特征； 以

买行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核算； 涉及了三个时间点： 事

及城乡变量等地区特征因素。

件发生前、事件刚刚发生时和近期的购买行为。本次调

值得注意的是，因变量 “购买数量是否减少” 和

查共发放问卷 1 100 份，回收 1 061 份，剔除漏答关键信

“购买数量是否恢复” 是发生在两个不同阶段的行为，

息及出现错误信息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913 份。

根据问卷的定义， “购买减少” 指三聚氰胺事件发生 1

对于事件发生前后消费者购买数量的变化，我们主

个月内的情况 （ 2008 年 10 月） ，而 “购买恢复” 指目

要采用了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询问： “（ 1） 在三聚氰胺事

前的情况，即调查进行的时期 （ 2009 年 10 月） ； 两个阶

件前，您家庭是否购买奶粉？” 对于回答 “是” 的消费

段之间的间隔期有 1 年之久，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在此期

者，我们又进一步询问： “（ 2） 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的

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我们在调研期间只能采集

1 个月内，您 （ 及您的家庭） 是否因为担心奶制品食品

到消费者当时的感知风险状况，无法收集到 1 年前的相

安全问题的危害，而减少了奶粉的购买数量？” 最后，

关信息，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只将风险认知变量、

再询问消费者是否恢复了购买数量。对于液态奶，我们

风险态度变量以及信任变量这种具有 “阶段性” 的变量

也询问了上述相同的问题。

放入 “购买恢复”阶段的分析之中，而其他相对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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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变量则同时放入两个阶段 。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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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关国内奶粉的各种负面消息可谓铺天盖地，充斥
在各种官方与非官方的渠道中，因此，交际圈的影响对

计量结果及其讨论

奶粉消费者而言不显著。

模型的估计结果

第三，风险态度变量，显著影响了液态奶消费者的

运用软件 Stata 11. 0 对式 （ 1） 和 （ 2） 进行联立估

购买减少与恢复行为，而对奶粉消费者两个阶段的影响

计，根据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 模型

都不显著。结果显示，对于液态奶样本而言，消费者越

的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奶粉和液态奶消费者的估计方程

风险规避，则在事件初期越容易减少购买数量，在事件

分别在 10% 和 5% 的统计水平上整体显著，说明模型选

后期越难以恢复其购买； 风险态度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

取的变量对奶制品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变化行为和恢复行

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验证了假说 H1. 1。

为具有比较好的解释力。两个方程中的误差项分别在

风险态度变量对奶粉消费者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能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而且相关系数均超过了

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液态奶的样本数量要远高于奶粉的

0. 9，证明奶制品消费者购买数量变化的两个阶段存在

样本数量，从而带来拟合效果方面的差异； 另一方面，

着高度的相关性，将两个阶段联立在一起回归也是必

则是源于奶粉消费者和液态奶消费者本身所具有的不同

要的。

的消费特征，以及此次食品安全事件自身的特点。三聚

4. 2

风险变量与信任变量的影响

氰胺事件发生的源头是婴幼儿奶粉的问题，此次事件对

第一，风险认知变量对奶粉和液态奶的消费者的购

于奶粉消费的影响要远高于液态奶消费，在这种特殊的

买数量恢复行为都有显著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环境条件下，无论消费者是风险规避型或者是风险偏好

奶制品消费者的风险认知程度越高，其购买数量越难以

型，消费者对于奶粉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都会很高，从

恢复，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部分支持了前文所提出的

而带来不同风险偏好的消费者在做出恢复奶粉购买决策

理论假说 H1. 2。在购买恢复阶段，消费者的感知风险

时都会非常谨慎。

水平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只有当消费者的感

4. 3

知风险程度很低时，才会做出恢复购买数量的决策。

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
第一，个人特征变量中，消费者的教育程度对奶粉

第二，信 任 变 量 中， 对 政 府 信 息 的 信 任 程 度

和液态奶消费者购买数量减少阶段有显著影响。教育程

（ trust1） 显著影响了奶粉和液态奶消费者的购买数量恢

度越高的消费者，在事件发生后越不容易减少其奶制品

复行为。消费者对政府所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的信任程

的购买数量； 这是因为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更有可能通

度越高，其越容易做出恢复购买数量的行为决策。长期

过多种途径了解到事件的真实风险水平，对事件的进展

以来，政府提供的信息是我国公众食品安全信息的最重

也会有更清晰的把握，在事件初期更不容易产生恐慌心

要的来源之一，消费者对政府提供的相关信息的信任程

理，而且这部分消费者也可能更有渠道和途径买到更安

度将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与其他主体相比，

全的奶制品，不必通过减少奶制品的购买数量而规避

［9］

政府部门也是消费者最信任的信息提供主体

，食品安

风险。

全事件后，政府等主体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进行监管和

第二，家庭特征变量中，家中是否有敏感性人群对

整治，不断提高了相关食品的安全程度，并将相应的信

奶制品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减少阶段有显著影响。消费者

息公之于众，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品安全事件的不良影

家中是否有 6 岁以下的小孩 （ child6） 对奶粉消费者的

响渐渐消除，政府信息中有关食品安全的正面信息也会

购买数量减少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家中有 6 岁以下小孩

相应增加。因此在恢复阶段，消费者对政府信息的信任

的家庭更不容易减少其消费数量，而且更容易恢复其购

程度越高，则有助于其恢复购买数量。此外，对交际圈

买数量，由于孩童，特别是婴幼儿对于奶粉具有固定的

的信任对液态奶消费者的购买恢复有显著影响，而对奶

需求，在事件发生时期，即使对于市场上的奶制品质量

粉消费者的购买恢复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液态奶消费者

安全水平仍存在担忧，家长依然会继续购买以满足孩子

对交际圈提供的消息越信任，则越难以恢复其购买数

的需求，往往通过更换品牌来转移风险。而液态奶的消

量。可能的原因在于，交际圈内的 “内部消息” 或者

费则不存在这样的需求结构，故家中是否有婴孩对于液

“小道消息”往往更多地是负面消息； 而三聚氰胺事件

态奶购买数量的变化并无显著影响。而家中是否有老人

1
两个阶段的样本量不同： 在第一个阶段 “是否减少购买数量”，共有 340 个奶粉消费者和 782 个液态奶消费者分别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第二个阶段，共有 239 个
奶粉消费者和 572 个液态奶消费者分别回答了 “是否恢复购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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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der） 对液态奶消费者的购买减少行为有显著影响，

水平越高的消费者越不容易在三聚氰胺事件后减少奶制

有老人的家庭更容易减少液态奶购买，可能的原因是老

品购买量。有老人的家庭更容易减少液态奶购买量，而

年人对健康因素更加重视，在事件发生时，为规避相关

有孩子的家庭则更不容易减少奶粉购买量。（ 3） 阶段性

的食品安全风险而减少相应的奶制品数量。

因素在消费者购买数量恢复阶段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其

减少阶段与恢复阶段的结果比较

中，在恢复阶段的风险认知越高，消费者家庭越不容易

4. 4

通过对比两个阶段的研究发现，特征变量在恢复阶

恢复购买。消费者对政府公布信息的信任程度越高，其

段不显著，而在减少阶段影响显著； 阶段性变量在恢复

家庭购买数量越容易恢复。此外，液态奶的消费者越偏

阶段具有显著的影响。

好风险，其购买数量越容易恢复； 液态奶的消费者对交

这一结论的发现，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如前所

际圈信息的信任程度越高，其购买数量越不容易恢复。

述，研究消费者购买行为减少的政策意义在于避免或者

上述结论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缓解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事件后的购买量减少； 研究消费

第一，在购买恢复阶段，政府和企业以恢复购买量

者购买行为恢复的政策意义在于促进购买量已经减少的

为目标的政策或营销策略应尽量锁定在购买减少阶段购

消费者尽快、尽量地恢复购买量。

买量下降的消费者家庭。第二，在上述消费者家庭锁定

阶段性因素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数量恢复行为具有很

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尤其关注受教育水平高的消费

强的影响作用，特别是风险认知变量和政府信任变量具

者家庭。且奶粉和液态奶消费者的锁定有所差异： 对于

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表明旨在降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

前者，由于孩子对奶粉的刚性需求，政府和企业应该更

险感知，以及提高消费者对于政府信息的信任程度的措

加关注没有孩子的家庭； 而对于后者，则应该更加关注

施与政策会有助于事件后的购买数量恢复，这对政府政

有老人的家庭。第三，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在购

策制定和相关企业的营销策略选择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

买恢复阶段，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如加强正面信息公

义。在恢复阶段，政府和相关行业需要采取的措施是通

布、促进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客观了解等，从而降

过新闻媒体、广告宣传等手段，加强与消费者进行诚

低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在这期间，应当尤其避免对负面

实、一致的信息交流，从而降低消费者的风险感知，提

信息夸张、过度的报道。第四，政府通过树立良好的自

［7，
10］

高消费者对于政府信息的信任程度

，有助于消费者

恢复其购买数量。
特征因素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减少行为具有很强
的影响作用。尽管本文的分析无法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中

身形象，以及通过培植消费者的信任感对于消费者的购
买数量恢复具有至关重要的正向影响； 且应当尽量降低
以负面信息为主的以讹传讹在消费者交际圈中的负面影
响。◇

引入事件发生初期的阶段性因素，但通过目前的回归结
果，我们可以推断，特征因素在第一阶段中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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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used data from the consumer survey after melamine incident to analyze buying behavior changes and recovery of dairy
consumers empirically. The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paper was that courses of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consumers purchase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afety inci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including reduction and recovery，and based on two-stage decision-making model，consumers buying behavior changes and its impact factors in the two stages were analyzed simulataneous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melamine
incident，the decrease of dairy consumers' purchasing behavior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recovery behavior.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ha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in buy number reducing stage of consumers，stage factors in buy number recovery stage of consumers
ha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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