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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 —— 了解世事的意义所在

民族志是一种研究文化习俗、仪式、消费者行为、日常习惯和社会规范的研究方法。
它将行为置于研究的核心，并以新的方式观察人们的世界，来帮助我们的客户识
别潜在的机会。

定义：

尽管民族志是最古老的田野调查技术之一，它却通常被认为是市场研究领域中的
一种创新的研究方法。

ethno
“民族”
（人）

民族志最初是用来了解遥远地区的部落或文化的方法，而今天则适用于包括我们
自己文化在内的任何文化。民族志可用于诸多领域－－从医疗保健、金融服务、
快速消费品到汽车行业－－由于其致力于解释人们的行为，因此适用性很强。

“民族志（Ethnography）” 这一术语有时在市场研究领域被滥用或定义不清，
有时又成为一种创新研究技术的时尚词汇，如 “自我民族志” 、 “网络民族志”
，甚至是 “glassnography” （专指佩戴侦查眼镜的受访者）。
在本文中，我们回归根本，提出针对这一领域的实用性指南。我们讨论：
什么使民族志成为民族志？
概念盗用：什么不是民族志？
根据民族志洞察做出决策

什么使民族志成为民族志？

民族志实地调查运用很多人类学调查的原理（以参与者为主导的研究、将观察到
的现象作为数据、同理心提问法、参与性观察），并将其与现代化数据收集方法（拍
照、视频拍摄、基于 APP 的记录）相结合。
民族志实地调查遵循若干重要原则，详述如下：
基于情境

同理心研究法

说 vs. 做

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

观察技术

分析的重要性

参与者主导

视频拍摄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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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境

同理心研究法

说 vs. 做

同理心还强调民族志学者做实地调查的重要性，而且在实
地调查中只针对一个参与者。这与传统的定性研究人员相
反――他们习惯于向参与调查过程的很多人提出一系列问题。

同理心是调查中一项重要的民族志工具，因为它让我们能
够“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换位思考”，并与参与者建立融洽
的关系。尽管有同理心培训课程，同理心仍然很难教授。
当提到同理心在调查中的使用时，很多受人尊敬的人类学
者都说过，“是民族志选择你，而不是你选择民族志”。

与其他研究方法相反，实地调查不仅仅是基于群体属性，
还要基于情境。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与啤酒消费
有关的行为，我们需要分析日常情境在家庭中＋在派对
上＋在酒吧和餐厅里＋在街上发生的与啤酒消费相关事
情。

民族志被描述为一种解释法，用于说明人们所说内容和
他们实际行为之间的区别：例如，参与者告诉我们他们
身体健康，但实际上他们的饮食含高盐、高脂肪，并且
他们很少运动。虽然这在理论上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很
少可以真正做出这一鲜明的对比。

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

民族志有时被视为另一种定性研究技术，但重要的是强调
民族志研究人员和传统定性研究人员之间的技能差异。民
族志研究人员使用行为作为其数据的基础－－他们不断提
问，以观察人们在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他们所做事情的
环境。这需要学习和训练，因为我们需要在脑内屏蔽掉他
人所告诉我们的内容，不能自然地去相信他们。而传统的
定性研究人员则掌握了良好的交谈艺术，更加引导参与者
的行为。技能不同，调查就会更加多样化，而洞察会使我
们发现以前没有捕捉到的机会。

民族志则不仅显示出了人们想告诉我们的内容，还更深
层次地说明了他们的行为，这使我们得出更深刻的关于
说和做的差距的观点；更简洁地说，民族志可以同时告
诉我们人们所说和所做。

观察技术

民族志实地调查使用视觉线索作为数据。现代的民族志
实地调查经常使用摄像机记录参与者的行为，因而我们
能够看到人们多方面的生活环境（如家庭、朋友、体重、
收入）。

分析的重要性

人们常常说应用民族志需要很长时间，事实确实如此。但
是他们通常不了解的是，这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是用于数据
的分析。为了从所收集的数据中了解深层意义，民族志学
者愿意花费至少三倍于他们在实地调查的时间来进行分析。

然而，很少有民族志是纯粹观察性的，因为很多研究项
目需要我们理解 “为什么” （原因）以及 “什么” （内
容）。但是民族志仍然被划分为一种观察技术，因为民
族志学者提出的很多问题源于对参与者所在情境的观察。

视频拍摄的应用

现代民族志经常采用视频作为收集数据的基础。虽然视频
可通过在电视或网络上进行观看理解，但这仍然是一种难
度较大、过程繁重的工作方式。

参与者主导

民族志研究始终以参与者为主导。这意味着我们将参与
者的日程（日常生活、工作模式、购物、旅行等）作为
我们与他们共度时光的出发点；即，时间表是他们的，
而不是我们的。这意味着他们会向我们展示对他们而言
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研究人员对哪些是重要的事情做出
猜测。

在民族志中使用视频拍摄的主要优点在于，在分析过程中，
很多人可以看到与民族志学者在实地所看到的相同的事情。
训练有素的民族志学者同样是分析专家，通过解释和分析，
他们可以从所有视觉数据中获得洞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点提出正确的
问题，使其不仅更具相关性，而且更加融入当时的情境，
使我们更接近我们所希望知道的而且与消费者更切身相
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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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盗用：什么不是民族志？

因为市场研究领域总是努力创新，很多产品或技术都被划分为民族志范畴的一部分。
以下技术在业内经常被描述为民族志，但实际上这些技术并不是真正的民族志。

移动民族志

通常因为它 “融入情境” 而被称为 “民族志” 。然而，移动民族志几乎不以参与者为导向，因为参与者要
根据指示展示内容，而不是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实地观察。其次，移动民族志并不采用同理心法――这是民
族志学者 “工具箱” 中的一大关键组成部分。

自我民族志

通过在线平台，让参与者展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与上述（移动民族志）原因相同，这并不属于民族志。

家庭调查

简单地去某人的家中进行调查，并不会使调查具有民族志属性。很多家庭调查被描述为民族志或 “ethno-lite”
，但这些调查缺乏必要的时间来与参与者建立融洽关系或表现出同理心。这种调查只是由讨论所引导的一系
列问答环节来组成的。有时候，这些调查还伴有视频拍摄，但这并不会使它们具有民族志属性。

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是人们所思所想的快照，也并不采用任何民族志技术。公众舆论只是简单地拍摄视频对人们的回应
进行录制。

根据民族志洞察做出决策

在市场研究中，民族志是很多研究部门的基础研究，其中业务 / 研究问题非常开
放且具有探究性。民族志不大适合用于更有针对性的研究问题，或者几乎没有可
观察行为的场景。
考虑到这一点，现今有多种民族志研究的使用方法，汇总如下：
通过视频创造影响力

行为的跨文化分析

观察第一系统思维

按需求状态细分消费者

有针对性的行为改变

通过创新寻求空白

敏捷研究

根据经验，任何带有“ethno － XXXXX”标签的研究都不大可能真正具有民族志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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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创造的影响力是讲解者
使用 PowerPoint 永远无法
达到的。视频拍摄民族志可
提供参与者向决策者正确传
达同理心和情感的调查结
果，展示第一手的客户声音
和行为。视频在民族志分析
和传播研究结果（通过剪辑
的视频）中起到关键作用（可
与多人多次审查视频镜头），
是 21 世 纪 人 类 学 者 的“ 笔
记本”。

按需求状态细分消费者

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
我们都会成为不同的人。民
族志帮助我们研究人们所处
的环境如何影响这些需求，
或者人们如何作出我们想要
的改变，从而让我们能够通
过行为差异来细分人群。使
用民族志技术创造行为细
分，让我们能够更准确、高
效地对消费者群体进行定
位。

观察第一系统思维

“我们思考的程度远远低于
我们该思考的。”
“我们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
聪明。”
民族志涉及的是行为观察，
而不依靠事后的行为记录。
行为科学界已经表明，行为
应该是我们的中心分析点，
因为我们的很多态度源于这
些行为。对第一系统思维的
观察，可以让客户看到进行
中的决策和产品使用情况。

通过创新寻求空白

在拥挤的市场中寻找空白，
需要以良好的消费者洞察为
基础。但是，空白通常需要
通过趋势观察来想到。民族
志能够让您定义产品如何以
特别的方式使用，以找到需
求高而无产品供应的市场空
白。

有针对性的行为改变

行为经济学的应用，为研究
人员提供了一种寻找改变行
为的杠杆的方法。为了改变
行为，我们需要分离我们最
感兴趣的行为，使我们能够
针对希望改变的行为。民族
志有助于我们了解行为的发
生时间、行为发生前后的情
况，以及可以设计出什么样
的干预措施来进行改变。

敏捷研究

速度和设计，很大程度上驱
动着今天的调查研究领域。
敏捷研究已成为成功让利益
相关者快速做出决策的象
征。 民 族 志 成 为 敏 捷 研 究
（Agile Research） 研 讨 的
关键投入，将消费者世界的
洞察正确带入决策过程的核
心。

结论

针对市场需求，Ipsos 提供了两项民族志研究服务：
由 Ipsos 民族志卓越中心进行的民族志研究，
通过高质量的视频传达深刻的人类行为本真。

由训练有素的定性研究人员进行家庭沉浸研究，
他们使用人类学原理来帮助客户评估消费者行为。

这两种方式都将实地调查作为方法的核心，并结合使用从人类学研究中得出的严
格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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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跨文化分析

文化是人类学的核心，在商
业中，良好的文化解释是产
品成功的关键因素。通过相
互比较来研究文化，开启了
对其他方法所触及不到的行
为的新解释。跨文化分析可
以帮助我们调查平凡的行为
（如吃早餐），从而给予我
们创造知识的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