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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ucturalism is widely used in language, art, philosophy and other fields，and begins to be applied
in the survey consulting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nalysis some aspects of survey projects based on
a project of clothing, and the aspects contain the whole framework, the project plan, the outline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so on. Aim to further develop Structuralism in actual application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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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构主义在语言、艺术、哲学等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且近年来在新兴的第三行业咨询调查
行业暂露头角，而本文结合某服装案例对调查项目的整体框架、计划书、定性定量研究大纲以及执行
等方面进行了结构主义分析，旨在进一步推动结构主义思想在实际应用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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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基础

调查项目是需要二手资料、定性与定量相搭配完成的，
首先通过查询二手资料获取相关信息，确定定性研究
大纲，得出定性研究结论后，设计定量问卷并检验定
性结论的正确性，结合定量结果最终形成总报告。
简言之，调查项目就是运用特定方法针对一个群
体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态度进行调查，使自己研究对
象的特定方面有一定了解，并将其呈现给客户。

1.1 何谓结构
人们可以在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中观察到结构。
结构具有自调性、转换性和整体性三个特性。自调性
是指结构具有封闭性，各种转换是在其内在规律支配
下完成的。转换性是指依据支配结构的规律，一个亚
结构可以转化为另一个亚结构，如语言系统中，同一
符码既可以是主语，也可以是宾语。整体性则是指在
一个由一系列组成部分构成的整体中，每个部分都与
其它部分相依且只能在与其它部分的关系中存在，离
开这个结构它就不再有意义。

2.调查项目的结构主义分析
2.1 调查项目的整体框架一定是结构清晰地
每个调查项目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脉搏，而做项目
最重要的是把握客户需求；并用专业的知识、方法解
读客户需要，提出研究计划及主要观点，进一步通过
调研，论证研究观点，挖掘消费者内心的真正需求，
最终给客户呈现出有参考价值的研究结果。003 项目
属于快速消费品类服装项目，其中运用到的主要研究
方法包括定性研究——座谈会、深访，定量研究——
CATI、CLT，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时尚服装消费群体特
征、目标群体时尚服装消费态度及行为、目标群体时

1.2 何谓调查项目
咨询调查公司是为企业提供各种调研及策略服
务的第三方。由企业提出调研服务需求之后，咨询调
查公司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企业设计出能
够满足其需求的计划方案，并以计划书的形式呈现出
来；与企业进一步商榷，并确定执行方案。调研方法
主要包括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二手资料等，常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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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服装需求和市场容量预测四个方面，其研究对象是
时尚服装消费者。整个项目流程从接洽、签订合同开
始，之后依次为制定计划书，设计 CATI 问卷及执行，
座谈会和深访提纲的设计、执行和定性小结，CLT 问
卷设计、执行与总报告。从研究目的到研究方法、研
究内容、研究对象，再到每一步项目流程，一个调查
项目的整体框架一定是结构清晰地。

2.2 调查项目计划书设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
法的组合关系
计划书在整个项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所谓好的
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作为项目经理，作为研究人员，
头脑中应该有无数个工具，通过运用这些工具对应分
析客户的需求，在 003 项目中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
对应关系如表 2-1 所示。
Table 2-1. Combination relations of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
表 2-1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组合关系
研究内

时尚服装

目标群体

目标群体

市场容量预

容

消费群体

时尚服装

时尚服装

测——竞争

特征研究

消费态度

需求研究

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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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研究方

深 度 访

深 度 访

深 度 访

CATI，电话

法

谈，

谈，

谈，

访问

影像日记

座谈会，

影 像 日

定点拦截

记，

访问

座谈会，

2.3 定性定量研究大纲设计——研究目的、内容
和方式三者相互对应女休闲正装新品类
定性研究包括焦点座谈会、深度访谈等，这类研
究首先需要设计出研究大纲，联系确定被访者，然后
执行，最后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定性研究小结；定量
研究包括 CATI 电话访问、CLT 定点拦截访问和入户
访问等等方式，每种方式所适用的研究内容和问卷形
式有略微不同，首先需要设计问卷，确定执行方式、
地点和时间等，最后将问卷录入并用专业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形成定量研究结果。
定量定性研究中问卷大纲的结构也是非常典型
的。无论是定量研究中的 CATI 问卷、CLT 问卷，还
是定性研究中的座谈会提纲、深访提纲，都应是完美
的结构，其中每个问题都准确地对应着客户的需求，
进一步地一个项目中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问题应该是
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相互验证的关系，尽量避免重
复，并且所有这些研究方法中的问卷提纲的点应该覆
盖客户提出的所有需求，尤其是我们在计划书中承诺
过的会解决的需求。
在此，仅以结构相对简单的 CATI 问卷为例解读
提纲问卷中的结构思想。003 服装项目中 CATI 问卷
被用来推算时尚服装市场容量。问卷除了基本过滤部
分和背景部分，最重要的是实际购买情况部分。概括
问卷内容如表 2-2 所示，可以看到在 G 基本过滤和 B
背景部分涉及人口学特征等基本问题是可以适用于所
有的 CATI 以及 CLT 问卷设计的，只需根据具体项目
特点调整局部限制条件即可。
Table 2-2.CATI questionnaire structure of clothing project
表 2-2 服装项目 CATI 问卷结构

定点拦截
年龄——不符合则跳转到循环设置题；

访问
G

换句话来说，在客户提出需求之后，项目研究人
员对其需求进一步解读，并通过对应恰当的分析工具、
研究方法形成计划书，而在计划书形成之时，整个项
目框架结构就应该已经印在研究人员心中了，总报告
的骨干结构也应都已成型，差的只是通过执行来填补
报告血肉内容部分。而将计划书结构了然于胸的状态
需要不断地积累和总结经验，需要善于把握所有需求
与工具的本质特点才能渐渐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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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情况——符合则跳转“性别部分”；

基本

循环回访设置、性别、居住时间——不符合则终

过滤

止；
敏感人群——不符合则终止；
A1—A6 是针对夏秋上装：

A
A1 有没有购买（没有则跳答下一部分），A2 购
实际购买情
买了什么，A3 购买了多少，A4 购买的品牌情况，
况
A5 购买价格，A6 是否反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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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会议等，关于竞争品牌与理想品牌的门槛特征、
可塑特征的分析……都是对结构主义思想的应用。

A7-A12 是针对夏秋下装（循环 A1—A6 部分问题）
A13-A18 是针对冬春上装（循环 A1—A6 部分问

2.5 项目执行的结构化——协调之美

题）

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结构主义化的威力也是惊人
的，项目日程进度表的安排合理对整个项目的顺利进
行是非常重要的，项目经理要时刻清楚各个部门的执
行进度，及时整合调整资源，将结构主义思想溶于实
际工作中！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其他部门工作不尽力，
而是沟通整合不够，只有及时地将所有的事情综合调
整，才能保证项目顺利进行。完美的项目应该是各个
部门之间高度配合、默契演奏的乐曲，如果项目指导
是谱曲者，项目经理就是指挥手，实地、技术、录入
就是鼓手、提琴手、号手，一旦任何一个部分缺失或
不协调，乐将不乐，项目也会令所有成员痛苦不堪。

A19-A24 是针对冬春下装（循环 A1—A6 部分问
题）
A25 如果前 A24 题判断为没有购买结束访问，则
记录过滤量，否则继续 B 部分；
B 背景

文化程度、职业、收入。

针对 A 实际购买情况部分，要推算出的是时尚服
装市场容量，了解被访者的服装消费习惯。根据服装
这种消费品的特点，首先从季节、上下装两个维度确
定需要逐一询问四种情况，本项目中同时参考客户的
意见，依次为夏秋上装、夏秋下装、冬春上装、冬春
下装。第二步，几乎可以依据英文中的 6 个主要疑问
词 5W1H 来设计了解每种情况下的服装消费习惯，买
了什么（What）、买了多少（How many）、价格情
况（How much）等，当然并不是死板的按照 5W1H
进行的，而是灵活组合，用最简单清晰的问题解决客
户需求。第三步，在 A2 题中，“买了什么”，需要
提供这四种情况下人们最常涉及的服装品类选项；而
服装品类的确定同样可以运用结构分类思想进行，从
面料、款式、厚薄等维度确定典型服装品类。

3 结论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诞生是全人类的福音，其不仅
在语言学、人类学、艺术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
在新兴的咨询调查行业崭露头角，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咨询调查行业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应用会更加广泛，
而这也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从研究领域迈向实际工作应
用领域的重要一步。更进一步地讲，每个人都可以在
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应用结构主义符号学，不仅可以
提高效率，更便捷地看到事物的本质，更是可以获得
精神上的愉悦。

2.4 项目细节的结构化思路——依据维度进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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