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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参照对绿色消费的影响：
环保意识和产品环境怀疑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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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消费虽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消费者的绿色承诺却很难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出现了消费者的不作为现象。本
研究从解释水平理论视角出发通过探讨时间参照对绿色消费的影响，揭示了绿色消费不作为发生的心理机制及其边界。研究发现，
消费者在近期情境下对绿色产品的购买意愿低于远期，即个体更倾向于在将来而不是现在购买绿色产品，出现了绿色消费的不作
为现象。尤为重要的是，环保意识对消费者不作为的弱化作用受制于个体的产品环境怀疑：产品坏境怀疑较低时环保意识的弱化
作用明显，而产品环境怀疑较高时环保意识的弱化作用则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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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框定的结果。从时间维度上来说，相对于态度评价
阶段，在产品选择时消费者与产品在时间距离上更

人类为了追求现实利益和物质享受，导致环境

近，所以，态度与行为分别对应于远期购买情境与

恶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环境问题的

近期购买情境 ( 王财玉等，2017)。不同时间参照下

严重性，开始制定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驱动企业

个体反应又存在差异。

实施绿色创新。相对于传统产品，绿色产品环保属

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个体会根据与刺激的心理

性虽然得到了较大提高，但这些产品一般具有较高

距离（如时间参照）形成不同解释水平表征 (Fujita,

科技含量，拥有新型功能，与消费习惯不一致，市

Eyal, Chaiken, Trope, & Liberman, 2008)，如理想自我

场占有率也不高，往往表现为“高环保 - 低流行”

与现实自我表征，进而影响决策与判断。远期与近

的矛盾属性 ( 王财玉，雷雳，吴波，2017)。所以，

期时间参照会分别激活理想和现实自我表征 (Kivetz

绿色消费虽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依然属于小众

& Tyler, 2007)，进而影响个体的决策偏好：在跨期

消费。

决策研究中，当选项需要在远期执行而非近期人

有关绿色消费问题，大多数研究研究倾向于认

们更倾向于选择“应该”选项 (Rogers & Bazerman,

为，绿色消费态度决定购买行为，这些研究主要是

2008)，比如环保。根据解释水平理论，远期购买情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 (Jang, Chung, & Kim, 2015)。

境将激活理想自我表征，会提升个体对产品环保度

然而，这种取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困境，那

的关注；而近期购买情境则会启动现实自我，产品

就是消费者虽然表示非常关心环境议题、支持绿

流行度作为衡量产品质量的指标则将受到更多关注。

色 消 费 (Chang, 2011; Royne, Marian, Oakley, & Fox,

面对高环保 - 低流行的绿色产品，由于环境恶化还

2011)，但在行动上却很不积极，出现了态度与行为

不是立刻威胁到我们，个体可能更倾向于从时间上

的分离，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消费者的不作为（王财

将环境问题推开，远期才会关心环保问题，而当前

玉等，2017）；在中国情境下，消费者这种不作为

则聚焦于个人价值（如产品是否流行）。这种心理

表现更为明显 ( 邓新明，2014)。这可能是时间信息

倾向导致个体更可能在将来而不是现在购买绿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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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从而出现绿色消费的不作为。基于此，我们认为，

意识对该正向关系的削弱作用会受到产品环境怀疑

时间参照对绿色消费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的调节。具体来说，产品环境怀疑较低时环保意识

探讨绿色消费不得不考虑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那么，环保意识究竟能否削弱消费者的不作为？环

能有效削弱时间参照与购买意愿的正向关系，而产
品环境怀疑较高时则不起作用。

保意识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是个体将环境纳

综上所述，我们将依据解释水平理论，探讨时

入到自我意识中，作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这也就

间参照在绿色消费不作为现象中所起的作用，从而

意味着破坏环境就是破坏自己 (Roszak, 1995)，它代

揭示该现象的发生机制；同时通过引入环保意识与

表着个体关心环境的程度 (Lin & Chang, 2012)。研究

产品环境怀疑两个变量，将揭示绿色消费不作为的

发现，环保意识可以驱动个体改变行为以保护环境

缓冲机制。

(Akehurst, Afonso, & Gonçalves, 2012; Song, Lee, Kang,
& Boo, 2012)，这是因为那些具有较强环保意识的
个体更关注环境问题，更可能通过绿色消费来保护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被试与设计

环境。于是，环保意识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备受关

共有 140 名在校学生参与了该实验，被试随机

注，环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日益流行。但为什么

分配到两种购买情境，即近期购买组和远期购买

绿色消费不作为现象依然很严重呢？研究发现，虽

组。参照 Förster，Friedman 和 Liberman (2004) 以及

然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但实际

Herzog，Hansen 和 Wänke (2007) 的相关研究，时间

上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选择绿色购买 (Luchs, Naylor, &

参照通过操纵购买的时间距离实现，分别设置为一

Irwin, 2011)， 又 比 如，Han，Hsu 和 Sheu (2010) 研

周后购买和一年后购买情景。其中，女性占 80，男

究发现，相对于普通宾馆，消费者对绿色宾馆（以

性占 60，年龄 20.83±1.64 岁。性别在实验处理间

节约水电能源，减少固体废物为特征宾馆）支持

进行了平衡。

度很高，但实际上只有少部分真正预定了绿色宾馆

２.２ 材料与程序

(Chong & Verma, 2013)。这说明，环保意识在提升绿

采用情景模拟实验，选择大学生比较熟悉的“沐

色消费中的作用还会受到其他变量的抑制，环保意

浴露”为本研究的实验材料。包括两款产品，普通

识可能不会单独缓冲时间参照对购买意愿的正向预

产品和绿色产品，采用虚拟品牌名称。研究材料在

测作用。

两个实验条件下除了关键信息外其他信息都保持一

环保意识在涉及到具体执行过程时，还需要一

致。为了探讨选择的冲突性，本研究构造了两个冲

个行为信念系统，但事实上消费者却在不断怀疑企

突选项，普通产品相伴随的属性为“低环保 - 高流

业环境诉求的动机以及产品的环保效果。产品环境

行”，绿色产品伴随属性为“高环保 - 低流行”。

怀疑是消费者怀疑在绿色消费领域内的具体体现，

为了确保产品属性操纵的合理，我们通过如下实现：

它是对企业产品环保效果宣称的怀疑。绿色消费者

首先，产品环保属性通过环境保护指数实现。

一般倾向于认为企业动机商业色彩浓厚，面对企业

环境保护指数是指根据国际环境评价委员会对同类

绿色宣称也更容易质疑其背后的功利动机，倾向于

产品的环境友好程度（自然降解、不破坏水质等）

怀 疑 绿 色 广 告 (Fowler III & Close, 2012; Sheehan &

所做出评价 (Luchs et al., 2011)。其中 5 代表着在同

Atkinson, 2012)。Royne 等 (2012) 进一步研究表明，

类产品中处于平均水平，10 代表着在同类产品中处

采用环境利他诉求时（vs. 个人利益诉求），具有中

于最高水平 (Luchs et al., 2011)。其次，产品流行属

低水平产品环境怀疑的消费者认为产品质量更高、

性通过网络购物中“产品月销量”（它是指最近一

价格也更高，但对于产品环境怀疑高的消费者来说

个月的销售量，并告知被试）实现的。根据前期调查，

则不存在上述差异。在我国，虽然许多企业积极地

我们将产品低流行操作化为“月销量”8 件，产品

参与环境保护，但实际发生的环境污染行为却有增

高流行的“月销量”则为 1127 件。为了检验产品流

无减，这会增强消费者对企业绿色宣称产生怀疑。

行度的操纵效果，要求 15 名被试对这一描述在 7 点

如果消费者产生了较强的怀疑，消费者最终会推迟

语义量表上进行评价，1 代表流行度非常低，7 代

绿色消费，即使环保意识较高。基于此，我们认为，

表流行度非常高，检验结果如下：M 高流行组 =4.33±

时间参照与绿色消费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而环保

.90，M 低 流 行 组 =2.40± .91，t （14）=5.8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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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s d =2.13。这说明，产品流行度变量的操纵是
有效的。
实验程序如下：首先，让被试想象在近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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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条目量表。

３

结果与分析

远期）是否愿意改变品牌消费习惯，购买一款未

由于环保意识与产品环境怀疑是在实验最后测

曾使用过的沐浴露产品。然后，要求被试在李克

量的，为了排除自变量是否对环保意识、产品环境

特 9 点语义量表上做出倾向评价；如果个体没有购

怀疑产生了影响，我们拟对近期购买与远期购买两

买需求则没法有效激活购买意愿，对此，要求被试

组在这两个变量上的得分进行 t 检验，结果发现：

在二者之间做出相对选择。最后，测量被试的产品

环保意识在远近购买情境下的差异不显著 (M 近期购买情

环境怀疑和环保意识。其中，产品环境怀疑量表由

境

Mohr，Erolu 和 Ellen (1998) 编 制，Royne 等 (2012)

Cohen' s d =.13；产品环境怀疑的差异也不显著 (M 近

修订后保留了两个条目，在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期购买情境

系数为 .72；环保意识采用 Matthew (2013) 研究中的

.05，Cohen' s d =.10。

=5.41，M 远期购买情境 =5.64），t (138)=-1.63，p > .05，
=4.86，M 远期购买情境 =4.76），t (138) = .58，p >

表 １ 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

注： *** p < .001，**p <.01, *p < .05

表 1 总结了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以及相关系

会受到产品环境怀疑的调节。结果表明，M4 整体

数，对于假设的检验，主要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

模型显著（R 2= .29，F =7.57，p < .001）。其中，时

结果列在表 2。

间 参 照 主 效 应 不 显 著（B = .33，SE = .20，t =1.61，

结果发现，时间参照对绿色产品购买意愿具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 M1（B = .54，SE = .22，

t =2.43，p = .02），即个体更倾向于在将来而不是
现在购买绿色产品 (M 近期购买情境 =4.03，M 远期购买情境
=4.57），从而出现了绿色消费的不作为。
在上面研究基础上，我们将采用层级回归方法
探讨环保意识对绿色消费不作为的缓冲作用是否

p > .05），环保意识主效应显著（B =.44，SE = 12，
t =3.60，p < .001），产品环境怀疑主效应显著（B =-.49，
SE =.12，t =-4.24，p < .001）；两重交互作用项均不
显著，时间参照 × 环保意识（B =- .31，SE = .25，
t =-1.26，p > .05），时间参照 × 产品环境怀疑（B =.19，SE = .23，t =- .82，p > .05），环保意识 × 产品
环境怀疑（B =– .08，SE = .11，t =- .73，p > .05）；三

表 ２ 层级回归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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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意愿低于远期，即个体更倾向于在将来而不是现

.04），三重交互作用所增加的解释力 ΔR = .02，p =

在购买，
出现了绿色消费不作为现象。
尤为重要的是，

.04。重点分析三重交互作用：

环保意识在时间参照与绿色产品购买意愿之间正向

当消费者对产品环境怀疑较低时，环保意识与时

关系的弱化作用，受制于产品环境怀疑，产品坏境

间参照的交互作用显著（B =- .81，SE = .33，t =-2.46，

怀疑较低时环保意识的弱化作用明显，而产品环境

p = .02），这说明环保意识可以有效弱化时间参照与
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正性关系。具体来说，对于环保
意识较低者来说，时间参照对绿色产品的购买意愿具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 =1.21，SE = .46，t =2.61，
p = .01），这说明，低环保意识者作为一个细分群体
其绿色消费表现出一种策略性，即更愿意在将来而
不是现在购买绿色产品，这种策略性导致绿色消费
的不作为。对于环保意识较高者来说，时间参照对
绿色产品购买意愿预测作用则不显著（B =- .14，SE =
.38，t =- .37，p > .05），这说明高环保意识者由于能
够感知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选择不容易受
到购买情境的影响（比如购买时间）。
然而，当消费者对产品环境怀疑较高时，环保意
识与时间参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B = .19，SE = .37，
t = .51，p > .05），这说明环保意识在时间参照与绿色
产品购买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尤为重要的
是，对于环保意识较低和较高者来说，时间参照对绿
色产品购买意愿预测作用均不显著（B = - .04，SE =
.54，t =- .08，p > .05； B = .27，SE = .34，t = .81，
p > .05）。此外，在近期购买情境下环保意识对绿
色产品购买意愿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 = .26，SE =
.26，t = .19，p > .05），而在远期购买情境下环保
意识对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预测作用在边缘水平上
显著（B = .44，SE = .26，t =1.70，p = .09），这意味
着在高产品环境怀疑下，环保意识只有在远期购买
情境下才能提高个体绿色消费。以上结果说明，作
为一个特殊的细分群体高产品怀疑 - 高环保意识者，
一方面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对产品环境怀
疑也较高，为了化解心理冲突，绿色消费表现出一
种策略性，即更愿意在将来而不是现在购买；而对
于高产品环境怀疑 - 低环保意识者来说，即使在将
来购买绿色产品的意愿也不高。
以上结果说明，环保意识在绿色消费不作为中
的缓冲作用，会受到产品环境怀疑的破坏，即产品
环境怀疑越高环保意识的缓冲作用越小。

怀疑较高时环保意识的弱化作用则不存在。

４ 讨论
研究发现，个体在近期情境下对绿色产品的购

在现实情境中，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如消费
情境中欲望与理性之间，产品不同属性之间，都
会使消费者产生矛盾，陷入决策的两难境地。所
以，绿色消费应该在复杂的网络情境中进行研究
(Moisander, Markkula, & Eraranta, 2010)。绿色消费是
充满冲突的消费，消费者经常面临伦理因素和现实
因素的冲突 (Lin & Chang, 2012; Luchs, 2010)，消费
者对绿色产品属性的权衡会影响绿色消费（Olson,
2013）。那么，面对绿色产品高环保 - 低流行的矛
盾属性，消费者又会如何决策呢？本研究发现消费
者更倾向于在将来而不是现在购买绿色产品。
本研究理论意义在于从解释水平理论视角，探
讨了时间参照对绿色消费的影响，揭示了绿色消
费不作为的心理机制。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进行
了两方面拓展：首先，有利于理解绿色不作为的心
理机制。在社会领域，不同时间距离激活不同自
我 (Kivetz & Tyler, 2007)，远期时间距离激活了理想
自我，在判断较远的事件时（vs. 较近的事件）更
可能依赖抽象的道德准则 ( 李雁晨 , 周庭锐 , 周琇 ,
2009)，也更偏好“应该”选项 (Rogers & Bazerman,
2008)。本研究将这一现象拓展到消费领域，研究发
现消费者在远期对绿色产品的购买意愿强于近期，
这意味着个体更倾向于将环保目标推到将来实现，
在远期偏好“应该”做的事情，这也导致绿色消费
的不作为。其次，揭示了绿色不作为发生的边界。
虽然已有研究探讨过环保意识和产品环境怀疑的影
响，但是分别展开的 (Akehurst et al., 2012; Royne et
al., 2012)，本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兼顾了个体作
为普通人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个体环保意识高只
是说明作为一个普通人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愿，
但并不一定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比如在生活中个
体不乱丢垃圾、爱护花草以及保护动物等。而产品
环境怀疑则涉及具体的购买行为，即是否愿意将绿
色消费可以作为一种保护环境的具体策略。本研究
发现，只有在产品环境怀疑较低时，环保意识才能
有效促进个体的绿色消费，降低消费者不作为。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环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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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可以有效降低绿色消费的不作为，尤其当产品环

Förster, J., Friedman, R. S., & Liberman, N. (2004). Temporal construal effects

境较低时。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on abstract and concrete thinking: Consequences for insight and creative

的绿色理念，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涌入，高污染
高耗能消费的消费模式越演越烈，所以，提升绿色

cog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2), 177-189.
Fowler III, A. R., & Close, A. G. (2012). It ain’t easy being green: Macro, meso,
and micro green advertising agenda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41(4), 119-132.

消费理念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极为必要，这需要

Fujita, K., Eyal, T., Chaiken, S., Trope, Y., & Liberman, N. (2008). Influencing

社会、政府以及教育的综合干预。其次，当产品环

attitudes toward near and distant o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境怀疑较高时，即使增强个体环保意识也不能有效
削弱绿色消费的不作为，这说明产品环境怀疑对绿
色消费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这与企业过度宣传存

Psychology, 44(3), 562-572.
Gupta, R., & Sen, S. (2013). The effect of evolving resource synergy beliefs on the
intentions-behavior discrepancy in ethical consump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3(1), 114-121.

在紧密关系，企业为了提升品牌形象，往往夸大产

Han, H., Hsu, L. T., & Sheu, C. (2010).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品的绿色效用，然而，这种说服效果往往适得其

Behavior to green hotel choice: Testing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反，消费者会对企业背后的动机产生怀疑，也会启

activities. Tourism Management, 31 , 325-334.

动消费者的心理阻抗。尤为重要的是，当消费者认

Herzog, S. M., Hansen, J., & Wänke, M. (2007). Temporal distance and ease of
retriev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3), 483-488.

为企业刻意制造绿色产品时会增加对产品质量的怀

Jang, S. Y., Chung, J. Y., & Kim, Y. G. (2015).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疑（Newman, Gorlin, & Dhar, 2014），因为在消费者

perceptions on customers' intentions to visi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看来社会责任和产品质量是零和博弈 (Gupta & Sen,

restaurants: An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2013)。这说明企业保护环境应该是一种自觉行为，

Tourism Research, 20(6) , 599-618.

而不应该成为宣传的幌子、牟利的工具，过度渲染
企业的环保行为会让消费者产生怀疑。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未来研究应该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首先，为了更好地揭示绿
色消费不作为发生的因果机制，本研究采用实验法
通过测量不同时间点下的购买意愿间接测量了态度
与行为的关系，但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未来研

Kivetz, Y., & Tyler, T. R. (2007). Tomorrow I’ll be me: The effect of time
perspective on the activation of idealistic versus pragmatic selve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02(2), 193-211.
Lin, Y. C., & Chang, C. C. A. (2012). Double standard: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in green product usage. Journal of Marketing, 76(5), 125-134.
Luchs, M. G., Naylor, R. W., & Irwin, J. R. (2011). The sustainability liability: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f ethicality on product prefere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74(5), 18-31.
Matthew, W. (2013). Does green management matter for donation intentions: The

究可以采用田野实验法直接测量绿色消费行为，从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environmental importance.

而增加研究的外部效度。其次，为了控制人口统计

Management Decision, 51(8), 1716-1732.

学变量的影响，实验样本主要集中于大学生群体，
后续研究应该尽可能地将目标消费者群体考虑进去。
最后，为了控制额外变量的影响，实验材料与真实

Mohr, L. A., Erolu, D., & Ellen, P. S. (1998). The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a measure of skepticism toward environmental claims in marketers’
communic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32(1), 30-55.
Moisander, J., Markkula, A., & Eräranta, K. (2010). Construction of consumer

绿色消费尚存在一定差异，为了提高了实验内部效

choice in the market: Challenges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ional

度，更好地考察环保度与流行度之间冲突对绿色消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34(1), 73-79.

费的影响，将产品的参数、价格等因素忽略，未来
研究需要考虑更加真实的消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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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stri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begin to implement green

innovation strategy. But the market shares of green innovative products have no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ver the past decade. Hence, it becomes the
responsibility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buy green products. Despite embracing the values of ethical consumerism, most consumers rarely
support their beliefs at the check-out counter,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attitude–behavior gap.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attitude–behavior gap
of ethical consu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reference.
Time reference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green products (B =.54, SE =.22, t=2.43, p=.02), which means
individuals tend to buy green products in the future rather than now.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study, we explored whether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s a buffer effect was not regulated by skepticism toward
environmental claims. In this study, the two groups were assigned to 0.5 and -0.5, after center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skepticism toward
environmental claims, we got 2-way interactions (time reference ×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ime reference × skepticism toward environmental
claim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 skepticism toward environmental claims) and a 3-way interaction (time reference ×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
skepticism toward environmental claims). The whole model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 (R 2=.29, F =7.57, p <.001). The main effect of time re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B =.33, SE =.20, t =1.61, p >.05). The mai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B =.44, SE =.12, t =3.60, p <.001) and the main effect
of skepticism toward environmental claims (B =-.49, SE =.12, t =-4, 24, p <.001) were both significant. All the dual interac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triple
interaction was significant (B =.45, SE =.23, t =2.00, p =.04),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three interactions ΔR 2=.02, p =.04.
I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ime reference in case skepticism toward environmental claims was
low, we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ime reference was significant (B =-.81, SE =.33, t=-2.46, p =.02), which
meant that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ould buffer the effect of time reference of green consumption. Specifically, for the subjects with low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time reference had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green products (B =1.21, SE =.46, t =2.61,

p =.01), but for the subjects with hig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time reference had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B =-.14, SE =.38,
t =-.37, p >.05). I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ime reference in case skepticism toward environmental claims
was high, we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ime re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B =.19, SE =.37, t =.51, p >.05), which
meant that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ould not buffer the effect of construal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consumption.
Conclusion: Time reference had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green products, which meant individuals tended to
buy green products in the future rather than now. Importantly, skepticism could moderate the buffer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high
level skepticism,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ould buffer the effect of construal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consumption, but in low level skepticism,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ould not buffer the effect.
Key words green consumption, temporal distanc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skepticism toward environmental clai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