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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网络团购？ 

网络团购有着什么样的发展前景？ 

什么才是网络团购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如何才能使得网络团购能良好可持续的发展？ 

…… 

    自网络团购这一购物模式进入中国市场，便以一种蓬勃的态势发展着。今年，更有团购领军者

groupon与腾讯合作进入中国市场。然而，在这蓬勃发展的背后却有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许多

商家被网络团购的繁荣所吸引而为之心动时，更多的团购网站却在努力维持着他们的生计；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反映商家产品虚高原价、货不对板等问题、网购服务缩水等诸多问题；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

者，占领市场的“高地”，商家不惜“赔本赚吆喝”。在这一系列问题下，今年的网络团购市场将会面

临洗牌，众多团购网站将会被淘汰出局。 

    如何做到既在这场网购盛宴中分得一杯羹，又不被“保安”请出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采用定性

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对消费者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消费者在参与网络团购过程

中最关心的因素集中于网络支付的安全性、团购所带来的便利性、高性价比等方面，并以此为据提出发

展建议，对国内团购网站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络团购：想说爱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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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团购 
    团购，顾名思义即是团体采购或集体购买，具体而

言是通过网络等平台将有意购买同一种产品的消费者组

织成购物团体，向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商以低于市场零售

价格大量购买的一种方式或行为。最初意义上的团购仅

仅是由公司或单位以集体的名义向供应商进行大宗购

买，其目的主要是为职工提供福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

化，团购便由集体行为扩展到多个个体自发组合进行大

宗购买的行为。此后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得益于

网络的便捷、快速等特征，专业的团购类网站开始出现

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多数消费者的认同，从而获得了

蓬勃的发展。  

    网络团购是一种由专业团购网站

作为中间商发起的一种存在固定折扣

产品或服务的合作消费方式。这种以

固定折扣作为产品定价的团购方式可

以让消费者以市场价格作为参考，明

确感知到网络团购所能带来的获利，

在此基础上带给团购网站以及厂商更

多的利润。 

研究设计 

调研时间：2011年上半年 

调研区域：北京+上海 

样本说明：最近6个月之内参加过网络团购的消费者 

调研方法：定性（深度访谈）+定量（网络调研） 

有效样本：定性：10+ 

              定量：700+  

如何通过理解消费者的行为和态度，挖掘消费者的需求来研究网络团购市场状况，分析其发展特点

成为网络团购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优唯市场研究公司于2011年上半年对网络团购消费者进行调研，以期通

过了解、挖掘网络团购消费者态度、行为和需求为网络团购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具体调研方法说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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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网络团购正在蓬勃发展 
    自国内第一家团购网站满座网于2010年1月份推出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涌现了一

大批类似的网站，规模已经达到数千家，并且一直在不断增长，发展规模与速度十分火爆。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到2011年3月，全国团购网站总数已经超过了3600家，月均增长速度达到了29.33%，已经成为互联网行

业领域里网站数量增长最快的行业。  

图1.1：2010年1月~2011年3月中国团购网站及活跃网站数量 

以城市分布而言，北京是团购网站发展规模最大最快的城市，其次为上海和广州，随后是武汉、杭州和

南京等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 

以各网站市场占有率分，规模较大的团购网站还有拉手网、QQ团购、团宝网、F团、满座网和58团购

等。 

图1.3：2010年4月~2011年3月中国各主要团购网站市场占有率 

数据来源：57团2011年4月份中国团购网站统计报告 

图1.2：2010年4月~2011年3月中国各主要城市网络团购频数分布 

数据来源：57团2011年4月份中国团购网站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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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团购的主要消费群体为白领、年轻一族并且对于价格敏感 

1、以白领阶层为主 

本次调查中发现网络团购消费者主要以工作相对稳定，大部分

时间在办公室且需要操作能上网电脑的白领阶层为主，几乎超过了

总体被访者的八成。这类消费者相对而言工作稳定、上网方便并且

收入较高。以目前网络团购的产品来看，主要还是以餐饮、化妆

品、衣服鞋帽等中高端消费类产品或是服务类产品为主，低质低价

低档产品极少，而这类产品正是白领群体的主要消费产品。尤其是

健身、美容、SPA、高档化妆品等平常价格较高的产品，网络团购提

供的折扣力度非常大，深得白领消费群体的青睐。 

2、消费群体非常年轻 

    以年龄而言，九成的网络团购消费者年龄集中

于20－35岁之间，这类消费者正是追求时尚、追赶

消费潮流的主要群体。他们对新产品、新服务、新

观念、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极强，同时也能主动寻求

时尚、新颖、提供全新服务和价值的产品。  

3、对价格敏感 

    网络团购最大的特点就是给消费者带来较低折扣的产品，这是

网络团购对于消费者最核心的价值所在。目前各团购网站提供的产

品或服务的折扣力度根据产品或服务的特点、团购网站自身谈判能

力的不同差别非常大，这点与国外非常不一样。以美国为例，其团

购网站提供给消费者的折扣整体上水平较高，很多产品或服务都可

以在3折以下。而国内由于团购网站的产品整合能力、自身规模以

及谈判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团购网站提供的折扣跨度较大，从1至9

折都有，整体折扣率相对于国外而言较低。但无论如何，在物价持

续增长的今天，对于消费者而言，价格无疑是最受关注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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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服务等售后问题将成为网络团购发展的最大阻力 

1、产品种类或规格较少，时效短 

    国内网络团购从一开始便模仿美国groupon的一日一团的模式，即

每天只提供一种商品的折扣购买，尽管后来多家网站开始提供一日多

团的产品或服务，但是依然难以覆盖不同用户的需求。而且每个团购

产品的活动有效期都很短，以前的活动无法再参与，这些都成为困扰

消费者的原因。可见如何增加可销售的资源成为团购网站面临的一个

中大挑战。  

“以前一天就一个，现在能团的多了，一天内十几个，不过有时候还是不够，一

个网站上买完了这个，还得打开另外的接着团，有时候怪麻烦的！”     

——楠楠，24岁，外企白领 

“上次XX网站上有九折的移动和联通的充值卡卖，但是我知道的时候

已经结束了，要是第二天接着能有就好了！”                                

——小陆，29岁，公司项目经理 

2、产品或服务与介绍不符 

    此外，某些团购网站描述的产品与实际产

品有所出入，让消费者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极大的降低了用户体验。这点需要团购网站能

够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挑选厂商或产品。 

“上来的菜让我大跌眼镜，比网上介绍的也少太多了吧，每道菜都很袖珍，跟

点心似的，完全不够吃。”                  ——小张，24岁，公司文员 

“XX路XX菜馆味道并没有描述的那么好，量很少，东西不新鲜，再便宜也不

值，后悔死了”                             ——小王，22岁，大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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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出承载能力，团购变为促销 

    随着团购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许多商家开始假

借团购之名，鼓吹让利给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变相的促

销。也有某些商家其产品或服务的承载能力已经饱和，

却依然以网络团购的方式在出售。商家通过这两种不实

际的团购获得了等同于打折促销的效益，而消费者仅仅

是获得了低于市场价的物品成交价格，在服务体验上反

而不如非团购商品。这样的行为极大的违背了消费者的

初衷，必然会导致消费者无论是对团购网站还是厂商都

会给予极低的评价。 

“一开始预约电话都打不通，好不容易打通了又说满了，最后终于订上了，

人爆满，被安排在厕所边上的位置，那顿饭吃的真难受”                  

——小唐，24岁，美容编辑  

4、售后服务维权艰难 

    以单一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而言，网络团购往

往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团体，团购交易一旦结束就

马上分散，售后一旦出现纠纷，往往难以再次组

织，这就给消费者日后的维权行动带来较大的困

难。因此如何做好售后服务，设身处地的为消费

者考虑，以打消消费者团购的后顾之忧，成为团

购网站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有次团购了一门课程，后来有事不想上了，之前有承诺不想上可以退的，

所以就打了网站的客服电话，结果说不能退，后来交涉了好几次才让退，中间几

乎拖了一礼拜的时间，最后退钱还拖了几天，还好最后还是拿到了钱”               

——伟强，31岁，采购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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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费者真正关心的是产品本身或与产品有关的风险 

    为了验证及推导出消费者在参加团购时最为关注的利益点，我们把从定性研究中得到的消费者与网

络团购有关的行为、态度及诉求整理成18个属性句子，以5分制量表的形式对消费者进行问卷调研，测试

其同意程度。  

    第一个主成分：与消费者对网络团购产品有关诉求的指标。  

    第二个主成分：与网络团购给消费者带来的省时、便利有关的指标。  

第三个主成分：网络团购交易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与财务风险有关的指标。 

第四个主成分：以较低的折扣购买商品是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主要原因。 

    最后一个主成分: 与团购网站售后服务相关的指标。 

利用SPSS分析，得出5个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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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质量、网站可信度以及服务将成为网络团购良好发展的前提 
1、丰富产品种类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 

根据主成分分析所得因素贡献度递减的原则我们可以得知，网络团购过程中产生的与产品有关的

问题已经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作为团购网站赖以生存及发展

的根本，只有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并且达到对消费者承诺的标准，再结合网络团购

的价格优势，消费者才能切实的感受到参加网络团购所带来的高性价比，否则就只能是有价无性，甚

至是性价双无。 

    除数量之外，产品或服务与介绍不符合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说低价折扣是消费者参与网络

团购的最大动力，那么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货真价实不掺水分，则是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最大

心头之患。团购网站是联系厂商和消费者的桥梁，对于消费者而言，团购网站不仅需要保证在参与团

购时购物流程的通畅，而且要保证实地消费时厂商服务的水平。然而目前很多时候团购网站与厂商谈

判时只会确定交易的数量、折扣度、时间以及地点等因素，而忽略了很多诸如实际产品是否与介绍相

符、等待时间是否过长等与用户体验密切相关的细节，或者说即便注意到类似的细节，却依然由于自

身的能力原因而无法控制。消费者会直接将在商家的用户体验与团购网站的表现挂钩，对团购网站的

口碑产生极大地影响，因此在整个营销过程中团购网站应该更多的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在与

厂商谈判的过程中明确消费细节，以提高消费者体验。 



2、节省消费者寻货比价的时间 

省时便利是消费者除低折扣率以外选择网络团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网络团购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

购买过程及其简单：仅需选择产品并进行支付，然而仅仅是购买或支付过程的便利性是不够的。在网络

团购流行之前，消费者购买某些产品或服务往往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大量的寻找成本，在

找到合适的产品之后，仍然需要消费者花费大量的口舌与商家讨价还价。而网络团购的出现得以将同类

型的产品或服务以极其优惠的折扣价集中呈现于消费者的眼前，帮助消费者省去了大量挑选商品以及杀

价的精力和时间，用最少的时间带给用户最好的选择，可以说这一点才是网络团购给消费者带来的最大

的便利性。因此只有能够比竞争对手提供更多的、更精确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产品，做到产品丰富的同

时又具有针对性，节省消费者寻货比价的时间，使其感受到省钱的同时更能感受到省时省心，才能吸引

更多的消费者。 

此外，简化或明确团购的购买或消费流程也能给消费者带来切实的省时便利的感受。由于目前团购

网站与厂商合作方式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不同，各自的购买或消费流程也不一而足。很多产品或服务

的团购在购买之前不会告知消费者具体的消费方式。繁琐的过程考验着消费者的耐心，致使其逐渐丧失

对网络团购的兴趣。因此，团购网站有必要使购买或消费过程简化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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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降低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支付风险 

电子或网络平台的支付方式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降低了

资金的安全性，网络团购目前普遍采用的支付方式为网上银行

支付、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和手机支付等，其中产生的财务风

险并非团购网站所能控制，然而这并不代表其在这一点上就无

所作为，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保护消费者的个人资料。由于个人

资料泄露导致财产发生损失的案例数不胜数，很多的消费者对

此都是心有余悸，因此团购网站可以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个

人信息不被泄露，打消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后顾之忧。 

    而另一关键点是提高团购网站的诚信度。调查中也发现，

很多消费者会认为“重承诺、有着较高诚信度的团购网站”会“提

供保护个人数据的政策和措施”，从而“降低潜在的财务损失风

险”，可见团购网站诚信度的建设是多么重要。 

    此外，完善目前的支付机制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目前绝

大多数的团购都是提前付款，而并不是确认收到货物满意后再完成付款。消费者付款完仅仅是团购的开

始，最后收到产品或到厂商体验消费完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购结束。在此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需要退

款，消费者便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损失，如有的网站只能退款到指定网站的虚拟货币账户，消费者无法取

现，而有的网站提取退款的周期长达15天，这些措施都会让消费者觉得资金得不到保障。因此，网络团

购的支付完全可以采用货到付款等方式。  



4、分级折扣的同时推出更多奖励 

    价格是团购天生的优势，尽管从目前看来，低折

扣已经不是消费者选择团购的唯一标准，但依然可以

说是消费者选择团购的第一动力。目前各个团购网站

的折扣率各不相同，其原因与产品或服务的类别有

关，也与网站的规模或谈判能力有关。由于直接影响

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团购网站必须想方设法的设置最

合适的折扣力度。目前很多产品或服务的折扣率非常

低，除了成本比较低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厂商

也愿意以低于成本价的原因销售，以达到广告投资的

目的。因此团购网站适度的采取分级折扣是个可行的

办法，即消费者达到不同规模的时候采取不同的折扣

率，这样切实的给消费者更低的折扣，也能鼓励消费

者利用手机、社交网站等方式发动身边更多的青胖好

友来参加团购，对团购网站的口碑也有极大的提升。

此外，除产品或服务本身的折扣外，给到消费者更多

的优惠或奖励也是吸引消费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如推荐用户奖励，连续团购奖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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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售后服务任需完善 

与刚盛起时消费者单纯对低折扣的追求相

比，随着网络团购的日趋成熟，消费者的消费

观念已经逐渐过渡为对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渴

求。由于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直接面对的是团

购网站，因此当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出现某种

问题时，消费者的第一甚至是唯一反应是寻求

所购买产品的网购网站来解决问题。从目前的

反应来看，团购网站已经意识到售后服务的重

要性并开始付之于行动，其中比较典型且普遍

的措施是无条件退团，即消费者无论在任何条

件（甚至包括消费者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及时消

费或突然变卦不想购买某一产品）下均可申请

退出团购，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的水

平，然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消费者

参与网络团购的最终目的是享受所购买的产品

和服务。因此退团后再次提供或直接以相类似的产品或服务弥补并确保其质量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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