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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消费类型用户的个人云存储采纳行为对比

【摘要】探索不同消费类型用户在个人云存储采纳上的行为差异，可以为云存储服务商及相关产品

功能的设计及销售策略的制定提供一定依据。首先根据用户购买云存储的情况，采用RFM方法将用户

消费类型分为经济追求型、高消费型、习惯型和潜在二次消费型；然后构建个人云存储用户采纳模型，通

过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同一因素对四种消费类型用户的个人云存储采纳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

表明，这四类用户在感知风险、个性化、个人创新能力和感知费用的影响方面存在差异；最后对影响不同

消费类型用户的因素进行总结和分析，得出行为现状的相关规律及成因，在为云存储服务商及相关者制

定合理的产品设计和营销策略的同时，为个人用户和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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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移动技术的迅猛发展，以

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网络用户的私人信息成倍增

加，用户信息的存储和管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近

年来，云存储作为一种集按需提供、海量存储、跨平

台同步和实时分享为一体的信息管理工具，在生活

的各个方面均有广泛应用，除数字图书馆、档案管理

等领域外，在个人信息存储和管理方面也引起了较

大反响。

目前，云存储采纳研究产生了许多成果，Low等

（2011）使用技术—组织—环境模型，验证了影响企

业用户云存储采纳行为的因素为相对优势、复杂性

和兼容性；Wu等（2013）验证了影响学校云存储采

纳行为的因素为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Shin等
（2013）研究证明影响政府采纳行为的因素主要为可

用性、可访问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然而从采纳主体

来看，目前用户采纳行为的研究主要针对企业层面，

针对个人层面的云计算采纳研究较少，曹越等

（2014）基于UTAUT模型，引入感知风险、感知费

用、个人创新能力，研究了影响个人云存储采纳行为

的因素；王建亚等（2016）以TAM、网络外部性理论、

信任理论为基础构建个人云存储用户采纳模型，从

个人信息管理视角研究了个人云存储采纳影响因

素。但此类研究在模型构建上，均存在对用户需求的

变化和云存储特征关注较少的问题，且忽略了模型

和用户特征之间的关系。然而研究不同消费类型用

户的行为差异，在许多领域的研究均有较好成果，梁

静（2013）通过消费动机和商品形式将用户分为经济

型、应用型、享受型和体验型，发现这四类用户在核

心需求、信息搜索和价格敏感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冉建荣等（2008）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根据用户

当前价值和潜在价值等指标，将用户分为价值用户

群、次价值用户群、潜在价值用户群和低价值用户

群，分析四类用户在移动通信行业的行为差异，并提

出相关行业建议。虽然不同消费类型用户行为差异

的研究在许多领域已取得较好成果，但其在个人云

存储采纳方面的研究几乎为零。因此，本文在已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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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影响个人云存储采纳的因素，

构建采纳模型分析不同消费类型用户个人云存储采

纳行为的差异，为云存储服务商及相关者产品的设

计和销售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综合上述已有研究，从采纳主体来看，目前云计

算采纳相关研究主要针对企业，基于个人用户层面

的研究相对较少。针对不同消费类型用户行为差异

的研究在网络购物、移动通信等行业均取得了较好

的成果，然而区分用户消费类型在云计算个人用户

采纳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笔者针对不同消费

水平的用户进行了小范围访谈调研，发现消费水平

较高的用户对个人云存储的采纳相对比较积极。最

终，本文采用RFM方法（卢小宾等，2015），按照人口

属性、购买云存储及相关服务的频率、购买云存储及

相关服务总金额以及最近一次购买云存储及相关服

务时间，将用户分为经济追求型、高消费型、习惯型

和潜在二次消费型。通过构建个人云存储用户采纳

模型，探究同一因素对不同消费类型用户的个人云

存储采纳行为的影响差异，得出行为现状的相关规

律并分析其成因。

二、基于用户消费类型聚类细分的个人云存储

采纳模型构建

（一）基于RFM模型的用户消费类型聚类细分

1. RFM模型。RFM是一种衡量用户价值并对

用户进行分类的方法，早期主要被应用于生产多种

商品且商品单价不高的企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RFM在网络消费者价值评估方

面的研究也日趋成熟。徐翔斌等（2012）将RFM模型

中购买商品总金额这一指标换成商家销售商品所获

利润，同时通过K-Means聚类方法将用户分为企业

大客户、企业临时客户和企业潜在客户，针对不同类

型用户为商家提出相应销售策略；王文贤等（2012）
在RFM模型基础上，提出多层级个人客户忠诚度衡

量指标及评估模型，将个人客户按忠诚度划分为“挚

友、藤壶、蝴蝶、陌生人”，并为商家制定个性化销售

策略提供合理建议。

从商业模式上看，个人云存储服务商主要的收

费模式分为基本功能收费和特色功能收费，基本功

能收费包括流量收费、额外扩容收费等，特色功能收

费包括额外传输速度收费、搜索全局资源收费、提高

上传单个文件大小上限收费等。据小范围调研访谈

得知，用户主要的付费方式为按年度或月度购买网

盘额定容量获得基本功能或按年度或月度购买会员

获得特色功能。因此，做出如下假设：

R：用户一年内最近一次购买个人云存储及其

相关服务距离现在的天数。

F：用户一年内购买个人云存储及其相关服务

的次数。

M：用户一年内购买个人云存储及其相关服务

的总金额。

需要说明的是，在用户一年内购买个人云存储

及其相关服务的次数的核算中：若用户按月度购买，

每次购买算 1次；若按年度购买，每次购买算 12次；

若以其他形式购买，每支付一笔算1次。

2. K-Means聚类算法。K-Means算法于1967年
由MacQueen提出。其主要思想是找出数据集的K
个簇中心，将数据集划分为K类，计算数据集中的数

据点与各簇中心的距离，使得数据点与所属中心的

距离平方和最小。K-Means算法原理简单，容易解

释，对于数据量少、类别简单的数据的聚类效果较

好。算法过程如下：①从一个样本容量为n的样本集

合中选取 k个样本作为簇中心；②依次计算剩下的

样本到每一个簇中心的距离，将其划分到最接近的

簇中；③计算每个簇中样本平均值作为各个簇样本

新的中心；④重复第二、三步骤至不再有新的分配发

生，算法结束。

距离的计算方法主要有夹角余弦距离、曼哈顿

距离、欧几里得距离等，本文拟采用欧几里得距离，

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d（i，j）= ||xi1- xj1

2
+ ||xi2 - xj2

2
+⋯+ ||xip - xjp

2

（1）
本文采用K-Means聚类算法对RFM模型中统

计所得用户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区

分用户不同消费类型。

3. 基于RFM模型的聚类细分结果讨论。

（1）数据描述。本文采用线上线下两种形式进行

问卷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81份。问卷中统计出

每位用户一年内最近一次购买距离现在的天数（R）、

一年内购买的次数（F）和一年内购买的总金额（M）。

（2）数据规范化。为防止RFM模型中变量的不

同计量单位对聚类结果造成不合理影响，需要对数

据进行规范化处理。数据规范化指从每一个变量中

选出最大值和最小值，并用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出

极差，然后用该变量中的每一个原始数据减去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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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再除以极差，就得到了规范化处理后的数据，计

算公式如式（2）所示：

（3）聚类结果分析。本文对K值进行分析（K=3、
4、5），通过 sig<0.01及F检验，最终确定K=4，结果如

表1、表2所示。

由表 1、表 2可知，2类用户购买金额最高，购买

频率也较高，成员数量最少，因此是企业的大客户，

定义为高消费型用户；1类用户除购买时间较近以

外，购买总金额是四类用户中最少的，购买频率也较

少，可以看出这类用户虽然有使用个人云存储的需

求，但是在付费方面是比较谨慎的，定义为经济追求

型用户；3类用户不仅购买频率最高，最近一次购买

时间离现在也是最近的，购买金额远高于1类用户，

说明这一类用户对于个人云存储有较强的依赖性，

有一定的付费习惯，且成员数量在四类用户中最多，

定义为习惯型用户；4类用户虽然购买时间离现在

最远，购买频率也不高，但是购买的总金额却仅次于

高消费型用户，推测此类用户为高收入人群，只是没

有经常购物的习惯，因此为企业最具潜力的消费用

户，定义为潜在二次消费型用户。

因此，通过对RFM模型统计的用户数据进行聚

类分析后得出，本文探讨的不同消费类型用户主要

为四类，分别是经济追求型、高消费型、习惯型和潜

在二次消费型。

（二）个人云存储采纳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个人云存储用户采纳模型由影响用户采纳的因

素及其内在关系组成，正确的因素选取及关系设定

也是影响模型构建合理及科学的保证。本文所提出

的个人云存储用户采纳模型保留了技术接受模型中

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核心变量，以及

UTAUT模型（Venkatesh，2003）中社会影响这个核

心变量，同时结合云存储按需提供、海量存储、跨

平台同步等特点进行小范围调研，引入感知风险、

感知费用、个人创新能力、迁移能力和个性化五个外

部因素。

1. 感知风险。感知风险是指用户在使用个人云

存储及服务过程中，能够直接或间接感受到的风险，

例如账号密码被盗、资料遗失、隐私外泄等均在感知

风险范围之内。云存储在云端保存着用户大量的私

人信息，而用户的担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云服务商不能恪守职业道德将用户数据及隐私卖

给第三方谋取利益；另一方面是黑客进入云服务商

数据中心，盗取用户数据及隐私。因此，用户对于个

人云存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极高，引起了研究

人员的高度重视，Shin（2013）在研究中发现影响云

计算采纳的因素有安全和隐私；Chong（2013）研究

发现感知风险对用户的行为意向有显著负向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和假设H2，见表3。

2. 个人创新能力。个人创新能力指用户在各个

领域中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及创造性新思维，同时对

新产品或服务具备高度倾向性的能力。一般情况下，

个人创新能力越强的人，对新技术接纳程度越高。王

建亚等（2016）研究表明个人创新精神对个人云存储

用户采纳意向有正向影响，曹越等（2014）研究表明

个人创新性对用户采纳云存储服务有显著影响。因

此，本文提出假设H3，见表4。

3. 感知费用。感知费用是指用户在使用个人云

存储服务过程中，对可能产生费用的心理预期。目

前，研究人员在感知费用对用户采纳个人云存储的

影响上产生了不同意见。Wu等（2005）研究发现感

知费用对潜在用户采纳个人云存储产生负向影响，

但是谢滨等（2009）却认为感知费用并不是潜在用户

1≤i≤n

X'i=max{Xi}-min{Xi}

Xi-min{Xi}
1≤i≤n

1≤i≤n

（2）

Cluster（类）

用户数量

1
151

2
84

3
245

4
101

Valid
581

Missing
0

聚类属性

R
F
M

Cluster（类）

1
0.1597
0.2566
0.1321

2
0.5603
0.4371
0.7746

3
0.0841
0.6973
0.5693

4
0.7074
0.0662
0.6501

表 1 RFM模型最终族中心

表 2 RFM模型中每类成员数量

感知
风险

感知有用性

假设H1［H1a（-），H1b
（-），H1c（-），H1d（-）］

行为意向

假设H2［H2a（-），H2b
（-），H2c（-），H2d（-）］

表 3 感知风险对其他因素的研究假设

注：+和-表示某因素对另一因素分别产生正向影响
与负向影响；a、b、c、d分别表示经济追求型用户、习惯型
用户、高消费型用户和潜在二次消费型用户。下同。

个人创新能力

行为意向

假设H3［H3a（+），H3b（+），H3c（+），
H3d（+）］

表 4 个人创新能力对其他因素的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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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采纳个人云存储的因素之一。

云存储服务的特征之一为按需使用，按使用流

量付费，但是新用户在初次使用时，服务商会赠送一

定容量的免费存储空间，比起用户自建数据中心或

购买硬盘等外部存储设备来说，大大降低了用户的

使用成本。但是，当用户的使用容量超出免费赠送的

容量时，需要另行付费，使用云存储服务还会产生网

络接入费等附加费用。因此，提出假设H4，见表5。

4. 迁移能力。迁移能力指用户个人拥有的数据

信息，从当前云端向其他云存储服务商提供的云端

转移的难易程度。此种因素考虑到用户未来某时刻

可能需要将个人数据和信息迁移到其他平台。石双

元等（2015）研究发现迁移能力对企业云存储具有一

定的影响。就目前而言，互联网企业的更迭速度越来

越快，2015年 10月，酷盘停止个人用户网络存储服

务，2016年10月，360云盘宣布正式停用个人云存储

服务，个人云存储服务商的不稳定性使得数据迁移

能力成为云存储采纳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本文提

出假设H5，见表6。

5. 个性化。个性化指企业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用

户定制不同类型的服务。80后、90后和 00后是中国

未来二十年的消费主力，然而这三代人对个性化体

验的重视越来越强，因此，根据用户个性及行为习

惯，为不同类型用户制定个性化服务，可能会对个人

云存储的采纳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6，见
表7。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UTAUT模型及技术接

受模型中原有假设进行验证。因此，做出以下假设，

见表8。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个人云存储用户采纳理论

模型，如图所示。

三、研究方法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进行实证

研究，问卷主要参考前人已有成熟量表，结合云存储

自身特点对量表进行修改和删减。同时根据模型中

的十个因素，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进行度量，设计了

47个测量题项。被调查对象均为有使用云存储经历

的用户，采用线上线下两种形式进行调查。线下采用

纸质问卷形式，共计发放问卷230份，回收219份，其

中有效问卷为 14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63%；线上

利用问卷星制作调查问卷，通过微信、微博、论坛等

各类社交软件及平台对社会各界人士进行调查，共

计回收问卷 587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436份，有效问

感知费用

行为意向

假设H4［H4a（-），H4b（-），H4c（-），H4d（-）］

迁移能力

感知有用性

假设H5［H5a（+），H5b（+），H5c（+），H5d（+）］

个性化

感知有用性

假设H6［H6a（+），H6b（+），H6c（+），H6d（+）］

社会
影响

感知
易用
性

感知
有用
性

行为
意向

感知有用性

假 设 H7［H7a
（+），H7b（+），
H7c（+），H7d
（+）］
假 设 H8［H8a
（+），H8b（+），
H8c（+），H8d
（+）］

行为意向

假 设 H9［H9a
（+），H9b（+），
H9c（+），H9d
（+）］
假 设 H10
［H10a（ + ），
H10b（+），H10c
（+），H10d（+）］

使用行为

假设H11［H11a
（+），H11b（+），
H11c（+），H11d
（+）］

表 5 感知费用对其他因素的研究假设

表 6 迁移能力对其他因素的研究假设

表 7 个性化对其他因素的研究假设

表 8 社会影响、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
行为意向对其他因素的研究假设

个人云存储用户采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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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回收率为74.3%。因此，最终获取有效问卷581份。

问卷在发放时没有对不同消费类型用户进行区

分，回收并统计后，利用RFM方法将用户消费类型

划分为经济追求型、习惯型、潜在二次消费型和高消

费型。

统计结果如表9所示：经济追求型用户数有151
人，占比26%；高消费型用户数有84人，占比14.5%；

习惯型用户数有 245人，占比 42.2%；潜在二次消费

型用户数有 101人，占比 17.3%。被调研人群中男性

数量略多于女性，但基本持平，年龄大多分布在18 ~
40岁之间，职业类型中64.7%为学生和教师，企事业

单位和党政机关占 27.4%，教育程度大部分在本科

及以上。在网盘的使用情况中，最受欢迎的依次为百

度网盘、坚果云和腾讯微云，从调研访谈中得知大部

分用户选择使用百度网盘的原因是受周围朋友的影

响以及资源共享的便捷性，而选择坚果云的用户则

表示，云存储的选择应将安全放在第一位，而坚果云

的安全指数高于国内其他网盘。

（二）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进行模型验证之前，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

析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分析结果如表10 ~ 12所
示。为方便叙述，下文用字母代表模型中的构念，分

别是：感知有用性（PU）、感知易用性（PE）、社会影

响（SI）、感知风险（PR）、个性化（IN）、迁移能力

（TA）、个人创新能力（PI）、感知费用（PF）、行为意向

（BI）、使用行为（UB）。
根据表10分析，除PU3的因子载荷0.689和SI2

的因子载荷 0.695略低于 0.7外，模型中的其他观测

指标在对应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有的甚至

达到 0.8以上，且均在 0.001水平上显著。根据表 11
所示，组合信度（CR）的最大值为 0.863，最小值为

0.785，远大于0.7的标准，平均萃取方差（AVE）的最

大值为 0.679，最小值为 0.551，均大于标准 0.5。根据

Fornell-Lacker准则，潜变量AVE的平方根高于其他

所有潜变量的相关系数，本量表的判别效度如表12
所示，对角线上最小值为 0.742，大于非对角线上的

最大数0.691。上述分析均证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水平。

（三）结构模型

将调研数据样本按经济追求型（N=151）、高消

费型（N=84）、习惯型（N=245）和潜在二次消费型

（N=101）分为四类，结果如表 13所示。对于经济追

求型用户而言，除感知风险和个人创新能力对行为

人口统计特征

性别

年龄

教育
程度

职业

消费者
类型

网盘
使用
情况

男

女

18岁以下

18~23岁

24~28岁

29~34岁

35~40岁

40岁以上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学生

教师

企事业单位

党政机关

其他

经济追求型

高消费型

习惯型

潜在二次消费型

百度云

坚果云

腾讯微云

dropbox
其他

百分比

54.9%
45.1%
6.9%
17.9%
22.7%
19.1%
23.2%
10.2%
11.0%
9.1%
40.1%
29.6%
10.2%
41.5%
23.2%
17.4%
10.0%
7.9%
26.0%
14.5%
42.2%
17.3%
58.0%
20.0%
16.0%
4.0%
2.0%

表 9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变量

感知有用性
（PU）

感知易用性
（PE）

社会影响
（SI）

感知风险
（PR）

测度
指标

PU1

PU2

PU3

PE1

PE2

PE3

SI1

SI2

SI3

PR1

PR2

PR3

因子
载荷

0.783

0.794

0.689

0.725

0.766

0.835

0.832

0.695

0.719

0.771

0.740

0.906

变量

个性化（IN）

迁移能力
（TA）

个人创新能
力（PI）

感知费用
（PF）

测度
指标

IN1

IN2

IN3

TA1

TA2

TA3

PI1

PI2

PI3

PF1

PF2

PF3

因子
载荷

0.750

0.829

0.797

0.776

0.804

0.836

0.744

0.759

0.941

0.862

0.780

0.827

表 10 观测指标在对应变量上的因子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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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迁移能力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

其余假设均获得支持；对于高消费型用户而言，除感

知风险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外，其余假

设均获得支持；对于习惯型用户而言，除迁移能力对

感知有用性，感知风险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没有通过

检验，其余假设均获得支持；对于潜在二次消费型用

户而言，除感知风险对行为意向，迁移能力对感知有

用性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其余假设均获得支持。

（四）结果讨论

由表13得知，经济追求型、高消费型、习惯型和

潜在二次消费型用户在社会影响对感知有用性、感

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和行为意向、感知有用性对

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对使用行为的影响均显著。感知

风险对这四类用户行为意向的影响均显著，说明尽

管四类用户认为使用个人云存储存在一定风险，但

仍然会使用。迁移能力对这四类用户感知有用性的

影响均不支持，说明尽管目前个人云存储迁移能力

有限，这四类用户依然会选择使用。通过对经济追求

型、高消费型、习惯型和潜在二次消费型这四类用户

结构模型结果的进一步比较，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的差异。

1. 感知风险的影响。四类用户感知风险对感知

有用性的影响均显著，且为负向影响，其中对高消费

型和习惯型用户的影响高于经济追求型和潜在二次

消费型用户，路径值分别为-0.327 和-0.318 高

于-0.109和-0.025，在高消费型和习惯型用户中风

险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大于经济追求型和潜在二次

消费型用户，说明高消费型和习惯型用户的风险意

识较高。高消费型用户可能是因为较高的经济收入

导致其更加注重工作及个人隐私；习惯型用户因长

期稳定地使用个人云存储，对于个人云存储具有较

强依赖性，可能会将较多工作及私人信息存储在云

端，因此对于风险更加敏感。

虽然四类用户感知风险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均

为显著，但是感知风险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却都是不

显著的，这说明，虽然这四类用户均认为个人云存储

存在风险，且会因此降低个人云存储的感知易用性，

但仍然会选择使用。

2. 个性化的影响。个性化对四类用户感知有用

性的影响均显著，但经济追求型用户具有极高显著

性水平。这可能是因为经济追求型用户大多为年轻

用户，因此对个性化要求更高，而高消费型和潜在二

次型用户大部分为中年用户，对个性化要求不高，习

惯型用户可能只是将个人云存储作为一种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信息管理工具，因此对个性化的关注度也

很低。

3. 个人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个人创新能力对行

PU
PE
SI
PR
IN
TA
PI
PF

PU
0.757
0.326
0.128
0.185
0.064
0.157
0.179
-0.011

PE

0.777
0.034
0.019
0.043
0.175
0.043
-0.076

SI

0.751
0.376
0.542
0.319
0.618
0.577

PR

0.809
0.658
0.619
0.546
0.691

IN

0.792
0.676
0.628
0.569

TA

0.742
0.501
0.424

PI

0.820
0.653

PF

0.824

观测变量

PU
PE
SI
PR
IN
TA
PI
PF

CR值

0.800
0.820
0.794
0.849
0.835
0.785
0.859
0.863

AVE值

0.573
0.603
0.564
0.654
0.628
0.551
0.672
0.679

表 11 收敛效度

表 12 判别效度

假设

编码

PR→BI
SI→PU
TA→PU
IN→PU
PR→PU
PE→PU
PE→BI
PU→BI
PI→BI
PF→BI
BI→UB

经济追求型
N=151
路径
系数

0.009
0.21∗∗∗
0.013

0.318∗∗∗
-0.109∗∗
0.27∗∗∗
0.386∗∗∗
0.116∗∗∗
0.099
0.27∗∗∗
0.36∗∗∗

高消费型
N=84
路径
系数

0.015
0.197∗∗∗
0.169
0.23∗∗

-0.327∗∗∗
0.31∗∗∗
0.408∗∗∗
0.126∗∗∗
0.251∗∗
0.016∗

0.374∗∗∗

习惯型
N=245
路径
系数

0.135
0.225∗∗∗
0.079
0.104∗

-0.318∗∗∗
0.316∗∗∗
0.352∗∗∗
0.119∗∗∗
0.35∗∗
0.14∗

0.359∗∗∗

潜在二次消
费型N=101

路径
系数

0.045
0.218∗∗∗
0.036
0.19∗∗

-0.025∗∗
0.295∗∗∗
0.348∗∗∗
0.099∗∗∗
0.41∗∗∗
0.19∗

0.332∗∗∗

注：∗表示在 0.1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在
0.0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在0.01水平上通过
显著性检验。

表 13 四类用户的结构模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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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意向的影响中，除经济追求型用户外其余三类用

户均显著。说明经济追求型用户中大部分可能并不

具备明显的个人创新能力，而潜在二次消费型用户

可能具备较高个人创新能力。这可能是因为经济追

求型用户大多为经济水平一般的用户，工作性质大

多可能为重复非创新类型，因此对于创新的意识并

不高，而潜在二次消费型用户为购买个人云存储频

率不高但消费金额较高的用户，说明此类用户具有

一定经济实力，更可能从事创新类型工作，因此对个

人创新能力的要求较高。

4. 感知费用的影响。在感知费用对行为意向的

影响中，四类用户均显著。但经济追求型用户具有极

高的显著性，其余三类用户具有可以接受的显著性

水平，说明经济追求型用户对于费用非常敏感。从高

消费型和潜在二次消费型用户个人云存储的使用及

消费情况来看，他们几乎不会考虑价格因素，良好的

使用体验才是这类用户真正关注的，因此感知费用

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不大。对习惯型用户而言，个人云

存储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已经养成及其良好

的用户习惯，因此对于费用的承受能力可能较好，费

用大小对其使用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RFM模型对用户消费类型进行聚类

分析，将用户分为经济追求型、习惯型、高消费型和

潜在二次消费型，结合云存储服务自身特点提出了

个人云存储采纳模型，同时对四类用户结构模型结

果进行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追求型、高消

费型、习惯型和潜在二次消费型这四类用户对于感

知风险、个性化、个人创新能力和感知费用的影响方

面存在差异。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分别针对个人用户、云存储

服务商及相关者和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下述建议：

1. 个人用户。对于个人用户而言，需要开阔眼

界，打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努力培养个人创新能力，

保持对新技术的热爱，强化对新技术的使用。

2. 云存储服务商及相关者。对于云存储服务商

及相关者而言，需要针对不同消费类型用户采取不

同的策略。在产品设计方面，经济追求型用户对于个

性化要求较高，而通过调研得知此类用户人数最多，

因此若想提高个人云存储的用户活跃度及传播性，

则应高度重视产品的个性化设计；潜在二次消费型

用户在四类用户中具备较高的个人创新能力，这类

用户在个人云存储中进行过大金额消费，但是对于

个人云存储的使用频率却并不高，为最具发展潜力

的一类用户，因此可通过创新产品功能设计来挽留

此类用户。在营销方案的制定方面，经济追求型用户

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最高，因此可以针对此类用户制

定个性化消费套餐，用优惠的方式刺激此类用户消

费；潜在二次消费型用户具有较高的个人创新能力，

此类用户是对新技术接纳程度最高的用户，可以向

他们进行大力宣传和特别营销，利用他们的带头作

用促进更多的人采纳个人云存储。在安全技术方面，

良好的安全技术才能营造安全的云存储空间，高消

费型用户和习惯型用户对于风险都非常的敏感，加

强安全技术人才的培养，提高个人云存储安全保障，

是维持此类用户的最佳方法。

3. 政府。政府应加强个人云存储宣传力度，增

加用户认知度、激发用户个人信息管理需求和提高

全民信息素质。同时，可以加强对于网络安全犯罪的

打击力度，提高网络安全性，为个人云存储的推广提

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受样本数量的

限制，不同消费类型用户的差异性不能很好地体现

出来，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对不同消费

类型用户进行更细化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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