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微博发布效果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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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博作为一种便捷的社交媒体已被广泛使用，企业利用微博与消费者互动，以宣传企业。微
博的文字、图片、链接等内容涉及到具体内涵，其发布后产生的效果对企业有重要影响。本根据微
博发布不同阶段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效果评价模型，确定权重，又利用模糊综
合评价法评估营销效果，研究表明一条微博带来的效果受发布、传播、效果呈现阶段中多个因素的
影响，根据影响因素建立完善的微博营销策略才能带来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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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企业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消费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
始利用社交媒介与消费者沟通，并进行客户关系管理。其中，微博营销获得了企业的广泛认同，
很多企业开通了官方微博，以此为媒介向消费者传递信息。企业微博发布后效果如何，是否起
到了预期的宣传企业、改善客户关系、引导消费、了解消费者需求的目的，这对企业十分重要。
如果企业对发布微博不够重视，发出一条内容不恰当的微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时再多发十几
条、几十条微博也难以挽回，使企业形象大大受损。新浪微博官方应用“微问”曾发微博：“小
微弱弱地问一句，大家 5.1 准备好去哪里了吗？决定了的，请看地图参考，还没决定去哪儿的，
请看地图暗自庆幸一下吧！”在博文所附的图片上，成都板块上标注着“地震”，新疆板块上
标注着“喜欢打架”，
河南板块上标注着“小偷”二字。
微博发出后迅速引发网友不满和争议，
最终“微问”官方微博在两小时后删去微博，并向河南网友致歉。由此可见，企业发布微博时
必须对发布的内容保持谨慎，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危机。同时微博发布后效果的评价非常复杂，
主要包括几个重要方面：
（1）微博本身的内容、视觉效果和语义效果（2）链接是否顺畅（3）
发布的时间点（4）博主的影响力。其中采用的指标有些可以量化，有些则只能定性分析。本
文从这个角度出发，构建起多层次的微博发布后效果评价模型，采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
求解和分析，旨在为企业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随着微博的发展，有关微博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对微博发布博文内容的研究。Paul André 等人就 Twitter 博文的相关问题进行网
站调查，结果表明微博内容的 36%是有价值的，25%没有价值，39%介于两者之间，有价值的微
博主要特点是信息性、幽默、简洁，而没有价值的微博一般表现为无聊、老新闻、重复式的微
[1]
博、或者出现太多#，@符号。其中向粉丝提问式的微博被认为有阅读价值 。STUART J. BARNES
等利用延续性、习惯与临界理论对微博的长期使用进行建模，通过 PLS 路径模型对 Twitter
[2]
用户进行测试发现，用户对微博的长期使用主要由微博的可用性、满意度决定 。闫幸等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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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沟通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的认可度，因此企业必须有危机公关意识，在认识到
[3]
沟通的风险的前提下，针对企业特点制定风险防范与发文的原则 。对于微博信息内容，盛宇
以内容相关度、内容质量、内容更新频率为指标对其进行评价，并建立了个人微博信息质量评
[4]
价指标体系 。王墨雨从语言语境、词语特点、语法特点对微博语言进行了分析，对微博的写
[5]
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于萍认为微博中的图片可以使微博阅读体验更直观、参与性、互动性
更强，图片的快捷获取和发布，避免了微博发布者将大量时间用于逻辑思考和文字表述，而且
[6]
便于读者的关注和迅速回应 。还有研究表明，图片是热门微博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娱乐休闲
[7]
类的微博最容易得到传播，并且热门转发的内容一般趣味性强，关注用户的心理、情感需求 。
Bongwon Suh 认为链接和标签对转发的影响最大，其中链接的内容一般是有趣的网页、视频，
[8]
另外粉丝数与转发量也有一定的关系 。微博博文的内容主要由文字、图片、链接组成，不同
的形式都有各自的规则和方法，在发布博文时，要综合考虑到内容信息的发布形式、发布价值、
及用户对其的认可度。
（2）对微博传播机制的研究。谢岚认为微博即时性和低门槛使得一些有公共新闻价值的
事件、信息能引起一定范围和强度的“传播震动”，达到群体传播无法达到的传播范围和效果
[9]。Meeyoung Cha 发现微博传播主要有洪水式和波纹式两种模式。热点新闻、政治评论和个
人观点等的传播是在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也快速消失的洪水式，而音乐、娱乐等主体性不强的微
博可以多次引起用户的关注[10]。Bongwon Suh 认为转发是微博传播的主要途径，并总结出影
响转发的因素，用户转发的原因在于提醒别人和自我表达。Shaozhi Ye 等发现微博的评论一
般很快，并且大部分信息经过多次传输后都会传播到距离原作者很远的地方，微博上信息的传
播比一般网站中的要远，而影响时间一般很短，25%的微博影响时间不超过 2 分钟，很少有影
响时间超过一小时的微博[11]。另外，在微博圈中，用户属性和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决定
了其在传播过程中作用的不同。拥有超过 10 万粉丝的“名人”往往作为“意见领袖”对信息
传播起到更大的作用[12]。毕凌燕等的研究表明，微博博文被评论和转发的次数比粉丝数更能
反应微博的受关注程度及其营销效果，其中互动影响力大的名人微博的转发与评论的效果更佳
[13]。由于微博的即时性与低门槛，使得微博传播可以达到速度快，范围广，点赞、评论、转
发都会影响到微博传播效果，其中转发是主要传播途径。
（3）对微博影响力的研究。刘清等认为用户交互模式较大程度地体现微博影响力，由此
总结出微博的发布、关注、转发、评论四个基本功能，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建立评价模型对微博
的影响力进行评估[14]。李军等分析了当前主要的微博影响力评价方法，认为用户自身影响力
直接影响到所发布微博的影响力，并利用用户与微博的回复、转发、评论关系，提出了针对中
国微博影响力的评价模型[15]。任福兵主要对政府微博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合政府
微博的特点出发，从权威性、即时性、规模性、互动性四个方面建立了政府微博影响力的指标
评价体系 [16] 。Eberle D 的研究表明微博作为社交媒体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交互功能，而评
论总体而言可以提高企业的公信力[17]。Jansen B J 等认为企业微博与消费者的交流会影响
到消费者的品牌认知，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18]。Eytan Bakshy 等认为微博的影响力
由所有用户决定，口碑信息要通过多级传播，这主要由普通用户引发，也被大多数用户所接受
[19]。目前研究认为微博的影响力主要靠用户的转发、评论建立的，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会对企
业有所认知，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品牌口碑和用户的购买意向。
（4）对企业微博营销的研究。金永生认为企业微博的粉丝数量是衡量营销效果的重要影
响因素，建立短期互动模型，并验证其合理性[20]。王霞等根据企业官方微博的追踪数据，采
用多水平泊松回归模型探究企业微博营销中通过控制品牌的曝光度，
达到网络口碑的最佳效果
[21]。许建隆等人从消费者的观点探讨了企业通过微博进行营销的影响，根据承诺——信任理
论研究了消费者的意图，结果表明承诺和群体意识对消费者行为意图有所影响[22]。赵爱琴等

结合我国企业微博运营现状，提出 AESAR（注意——参与——态度——行动——保留）的微博
营销效果评估模式，并对每个阶段都选取了评估指标 [23]。Ting 等提出了一种基于目标微博
用户的数据与社会结构的社会推荐系统，以产品与用户的相似性为核心，为目标用户推荐不同
的产品，从而帮助企业营销管理[24]。何黎等通过对微博用户的信息和关系数据进行决策树分
析来挖掘用户特征，并发觉微博网络的核心用户，总结出一系列用户特点，并指出可以对其进
行个性化营销 [25]。Li Ting 等研究发现当企业账号没有明确目的时，企业的高参与度反而
降低了用户参与的积极度，并且企业账号的信誉及可信度对用户的信息性有正面的影响[26]。
余伟萍等借鉴 I－space 模型在网络舆情监测指标体系方面的应用，从微博发布者指标、信息
指标、受众指标、传播指标四个方面构建了针对品牌丑闻在微博上的溢出现象的检测指标体系
[27]。李桂华等从消费者视角出发发现对于企业网络口碑的激励因子、破坏因子及关键因子，
并建立了品牌危机微博网络口碑态度的“树根模型”，在不同的危机情景下提出解决方法
[28]。吴敏分析了基于微博的媒体营销理论及运作方式，提出企业与受众进行深入交流、加强
意见领袖的参与等建议[29]。企业微博营销的主要策略为病毒式营销、互动营销、整合营销和
事件营销。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旅游企业微博营销现状进行分析[30]。目前我国企业微博的
营销模式还不够成熟，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一些因素对企业微博营销效果的影响，只有综
合考虑，才可能制定出较完善的评价模型及对应策略。
本文从整体上考虑企业微博发布后的效果评价方法，综合考虑企业微博博文内容、传播
方式、影响力及企业微博营销效果，吸取研究学者们的方法和理念，在其基础上进行整合，并
加入新的视角，全面的进行探索分析。本文认为，企业发表微博需要采取切实的微博发布策略，
以追求发布后良好的发布效果，而当前这一领域还没有完善的体系，很多企业只一味发布产品
信息或盲目追求粉丝数量，而发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为此，本文从微博的发布、传播到产生
效果三个阶段各自的特点，选取影响因素，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出营销效果评价模型，并运用
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企业微博进行评价，判断微博发布后营销效果，提出改进方案。本文建立出
了较完善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对企业微博营销策略有实际指导意义，也为今后进一步建立健全
相关体系奠定基础。

2 影响企业发布微博效果的因素分析
企业发布微博后营销效果需要客观，恰当的因素进行评价，由于微博的即时性、互动性、
开放性等特点，发布后的微博会在很短时间内产生营销效果，随着时间增加产生的影响力会随
之减弱，并且微博是在用户的互动过程中得以传播，因此，企业微博的粉丝数决定了微博发布
后的影响范围，这些因素也都影响着最终的发布效果。本文以企业微博从发布到产生效果这一
过程的不同阶段出发，构建企业微博发布后营销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发布的微博主要在三个不同的阶段产生影响。微博发布阶段，微博传播阶段，和效果
呈现阶段。
[1-4]
（1）在微博的发布阶段，主要在于微博自身的内容信息和表现形式 ，这影响到用户转
[7-8]
发微博的意愿，只有微博在有转发效用时，用户才会愿意转发 。这一阶段也是企业微博的
[5-6]
主动性最强的阶段，企业微博如果有系统的规划，对发布微博的长度、可读性、可欣赏性
等都有较高的标准，会吸引到更多用户阅读转发微博，若与粉丝有较多富有情感的互动，可以
培养粉丝对企业微博的忠诚度，这对企业微博发布效果影响显著。
（2）当微博发布后，由于微博的即时性，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企业微
[20]
博粉丝量的变化 与本条微博相关评论、转发、点赞量等，这两点决定了微博的影响时间与
[14,15]
影响范围
。这一阶段粉丝的主动性更强，粉丝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发表想法或者将
微博推荐给朋友，粉丝的影响力（即拥有的关注者数量）越大，一条微博可以覆盖的范围也就

越广，甚至在短时间内产生病毒式的效果，这对企业的营销效果同样很有帮助。
（3）企业发布微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企业带来效益，因此，微博的效果呈现，主要表现
在微博为企业带来的电子商务指标与相关口碑。经过微博的发布、传播后，粉丝对企业微博的
回应不仅体现在关注、搜索微博上，还会直接关注企业本身。其中，电子商务指标指微博为企
[32]
[33]
业带来的直接或潜在效益 ，口碑指标指微博发布后，影响到用户对企业的关注程 。
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本文建议了相关的评价模型，以期对微博发布后的营销效果进行全面，
有意义的评价。

3 企业微博发布效果评价模型
在对目前研究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刘清在分析微博影响力时，围绕微博的商业价值，
选取粉丝数、评论数、转发数，对可以量化的指标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赵爱琴的企业微博营销
效果评估模式中，在“注意”阶段提及企业的信息曝光度，评估因素有页面流量、品牌搜索量
等，“行动”阶段提及用户进行的行为转发，评估因素主要有新用户注册量、优惠券申领量、
在线订购量等，对于微博发布后对企业产生的效果考虑较周全，但没有考虑微博发布的方法及
微博信息内容对发布效果的影响。目前的研究相对片面，没有综合考虑一条微博从发布到产生
效果的总过程，本文在对目前研究加以综合提炼的基础上，根据对微博发布并产生影响过程的
分析，从各个阶段中选取了相对重要的影响因素，全面考虑制定了企业微博发布效果的评价模
型，如图 1 所示，主要包含五大一级指标，分别是微博转发效用指标、内容表现形式指标、影
响时间指标、影响范围指标、微博最终发布效果指标。

图 1 企业微博发布效果评价模型

在一级指标下，本文再次进行细分，从同一指标的不同方面设立了多个二级指标，又
在一些二级指标下进行三次划分，具体解释如下：
（1）微博转发效用指标

微博转发效用指标主要是指转发微博为用户带来的效用，这是用户转发微博的驱动力。
影响这一指标的因素主要有微博信息包含的赠品、优惠券；相关资讯，常识和小窍门；企业
内部的信息；微博的互动性、情感度。适当的赠品不仅可以作为对忠实粉丝的回馈，也可以
通过转发扩大知名度；定时的提供实用，有价值的信息有助于增强用户对企业微博的好感和
信任；发布企业内部的相关信息会增加微博粘性，可以给粉丝带来新鲜感；而微博信息的互
[31]
动性和蕴含的情感度更能唤起粉丝的情感认同，建立持久而坚固的联系 。
（2）内容表现形式指标
内容表现形式指标指微博内容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文字信息、图片信息、链接信息。
为了研究的更加细致，本文在此指标体系中建立了三级评价指标，文字信息从文字长度、完
[5]
[6-7]
整性及文字新颖程度两个方面评价 ；图片信息从图片的趣味性与可欣赏性评价 ；链接信
[8]
息从连接速度与链接页面的可读性评价 。
（3）影响时间指标
影响时间指标评价的是一条微博发布后可以带来多长时间的影响，这主要由粉丝数的变
化时间决定，一些微博在刚发出了较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粉丝，而后再没有较大影响，这样
对营销效果影响不大，因此本文认为粉丝数变化的时间段也很重要，主要包括的因素有第一
天粉丝数量、粉丝数增长变化率、粉丝数稳定总时间。
（4）影响范围指标
影响范围指标用来评价微博的影响范围，拥有较大影响范围的微博营销效果也更明显。
这一指标主要因素有点赞数量、评论数量、转发数量、覆盖人数、转发者的粉丝数。这些数
据一般都是比较直观，容易获得的，其中的覆盖人数可以通过微博分析网站获取更加精确地
数据，便于进一步分析与评价。
（5）发布效果指标
发布效果指标是直观评价微博营销效果的指标，为了更全面评价这个指标，本文首先分
为电子商务指标与口碑指标，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三级评价指标。电子商务指标下，设立了本
条微博直接为网站带来 UV（独立访客）比例、为网站带来注册用户比例、为网站带来订单比
例；在口碑指标下，设立的官方微博页面浏览 PV（页面访问量）次数、官方微博页面浏览
UV 次数、官方微博关键词检索次数。
同时，本文拟制定“优”“良”“一般”“差”的评价标准，对于需要主观评判的指标
（如企业资讯）确定了详细地分级标准，而针对指标体系中可量化的因素，直接界定各标准
的数量范围可能会受到边界值的影响，如在“为网站带来订单比例”指标下，确定比例在
5%-15%为“一般”，15%-25%为“良”，而 14%虽然在“一般”的范围内，但更趋于“良”的
标准。为了减少此类现象的影响，本文为可量化的指标分别建立了隶属函数，在这里，本文
选取的直线型隶属函数，因为本文选取的指标的跨越度不大，曲线型隶属函数增加了计算量，
也不能在确定隶属度方面有所改善，直线型隶属函数更加简洁明了，也足以显示区别。以“为
网站带来订单比例”指标为例，具体的隶属函数如图 2 所示：

图 2 “为网站带来订单比例”指标隶属函数

图 2 中，U1，U2，U3，U4 分别为“差”“良”“一般”“优”的隶属函数，在订单比例
低于 5%时，可直接得到评价为“差”，评价矩阵为（1,0,0,0,）在订单比例高于 20%时，可
直接得到评价为“优”，评价矩阵为（0,0,0,1）订单比例介于两者之间时，按照所属区间
带入相应隶属函数中，由得出的与各评价标准贴近度构成最终评价矩阵。

4 算例
指标的权重决定了不同指标对营销效果的影响程度，权重的确定对效果评估意义重大。
层次分析法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按照分解、比较判断、综合的思维方式进行决策，每
一层的权重设置最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结果，而且在每个层次中的每个因素对结果的影
响程度都是量化的，清晰、明确，适合于多目标、多准则的系统评价。因此，本文采用模糊
综合评价法与层次分析法结合对图 1 的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不同因素的重要性确定了各自的权
重，具体分配情况如表 1 所示。
本文选取来自于“淘宝网”微博账号 2013 年 1 月 10 日 21:00 发布的微博“#年末清仓#
总觉得吧，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怎么也得想出点法子让大伙 HIGH 下[兔子]嘿嘿，为了让大
家过个好年，1 月 13 日至 1 月 17 日，淘宝网将联合百万卖家推出【年末清仓】活动，利用
年末的机会，以最优惠的价格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例，进行了微博发布后营销效果评价。
表 1 企业微博发布效果评价指标权重值
企

一级指标

业

二级指标
赠品、优惠券（0.2） A11

三级指标

权重
0.03

微
博

微博转发

资讯、常识、窍门（0.3）

效用 A1

A12

（0.15）

企业内部相关信息（0.3）
A13

0.045

0.045

互动性、情感度（0.2） U14

0.03
文字长度、完整性（0.6） A211

0.045

文字新颖程度（0.4） A212

0.03

图片趣味性（0.6） A221

0.027

图片可欣赏性（0.4） A222

0.018

链接速度（0.7） A231

0.021

链接页面可读性（0.3） A232

0.009

文字信息（0.5） A21

发

内容表现

布

形式 A2

效

（0.15）

图片信息（0.3） A22

果
评
链接信息（0.2） A23

价
指
标

第一天粉丝数量（0.3） A31

0.06

A
影响时间
A3（0.2）

粉丝数增长变化率（0.4）

0.08

A32
粉丝数稳定总时间（0.3）

0.06

A33

影响范围

点赞数量（0.15） A41

0.0375

评论数量（0.15） A42

0.0375

转发数量（0.35） A43

0.0875

覆盖人数（0.15） A44

0.0375

A4（0.25）

转发者的影响力（粉丝）A45

0.075

（0.3）
直 接 为 网 站 带 来 UV 比 例
(0.3)A511
电子商务指标（0.7） A51

为网站带来注册用户比例
(0.3) A512
为 网 站 带 来 订 单 比 例 (0.4)

发布效果

A513

A5（0.25）

官 方 微 博 页 面 浏 览 PV 次 数
（0.2）A521
口碑（0.3） A52

官 方 微 博 页 面 浏 览 UV 次 数
(0.4)A522
官方微博关键词检索次数
(0.4) A523

0.0525

0.0525

0.07

0.015

0.03

0.03

按照建立的评价模型，首先做出如下划分：每一级评价指标下 A 项内容为各因素所占权重，
B 项内容为经过计算隶属函数或相关评价标准后得到的占不同评语级别的比重，R 为由 B 排
列组成的矩阵，Y 为评价指标矩阵。以电子商务指标下的三级指标为例：
A51=(A511,A512,A513)
Y=（Y1,Y2,Y3,Y4）=（优，良，一般，差）
接下来需要建立 A51 与 Y 的模糊关系 R，规定 R 中元素 rij 为 A51 对 Y 的隶属度，这是由
具体的数据或对应的级别标准决定的。如：直接为网站带来 UV 比例（0.3）为 7%，带
入其隶属函数可得出对此条微博这一指标的评价为 R511=（0,0,0.4,0.6）
，类似地，可
以获得
R512=(0,0,1,0)
R513=(0,0,0,1)
由此可得到 A51 到 Y 的模糊关系矩阵为 R：

0 0 0.4 0.6
0 0 1
0 

0 0 0
1 
再根据确定的二级评价指标权重 A51=（0.3,0.3,0,4）
，由 A  R=B 实施模糊变换，在此处 A 和
R 的合成中，我们采用突出主因素型算子(  ，V)，即用逻辑乘和逻辑加(分别取小和取大)分
别代替普通矩阵运算中乘法和加法运算，也就是：
0 0 0.4 0.6
0 0 1
0 

A  R =(0.3 0.3 0.4) 
0 0 0
1 

bi = ∨ (ai ∧ rij ) j=1,2,3,4
5
i

即：b511=(0.3 ∧ 0) ∨ (0.3 ∧ 0) ∨ (0.4 ∧ 0)=0.3，类似可求得，b512=0.3 b513=0.4 b514=0.3

0.3 0.3 0.4 0.3
,
,
,
，采用相
将 B51 向量归一化，即 B=( 1 1 1 1 ),得 B51=（0.23 0.23 0.31 0.23）
同的方法求得 B52=(0.33 0.33 0.17 0.14)，
再将 B51 与 B52 进行按权重模糊变换可得到 B5=（0.29
0.29 0.21 0.21）最后，将第一层的五个结果向量组合并形成评判所需的模糊关系矩阵
0.19
 0.21

0.24

0.25
0.29

0.19
0.21
0.24
0.25
0.28

0.43
0.37
0.28
0.25
0.21

0.19
0.21
0.24

0.25
0.21

采用前面相同的权重分配 A=(0.15 0.15 0.2 0.25 0.25)和运算公式，最后求 B 的
变换结果，并可归一化为:B=(0.23 0.23 0.31 0.23)，结果显示此条微博营销效果一般
的比重占到了 0.31，高于其余三种评价级别，因此可知从总体水平上来看这条微博发布后的
有一定的营销效果，不过效果一般。主要在于微博转发效用与表现形式有所欠缺。
目前，对于企业微博的研究，还没有建立系统评价体系进行发布后营销效果的研究，本
文在分析微博的功能与特点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科学的基于微博发布后营销效果评价体系，
并且利用模糊数学分析法，判定单个微博的营销效果。

5 结论
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社交媒体，以使用便捷、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针对性强等特点
迅速发展成熟，这为企业营销提供了新的思路，企业在微博中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营销，而
目前并没有对营销效果评估方面的研究。
本文旨在把微博发布产生的营销效果量化，以供企业了解情况，及时改变营销策略。通
过对微博发布过程的分析与综合考量构建企业微博发布后营销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德
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确定了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再具体计算中使用了模糊综合评价
法，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综合评估。在实例中，随机选取一条微博进行分析，根据获得了相应
数据得出最终评价结果。由此评价体系可以看出，影响微博营销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企业微
博需要根据评价模型中的营销因素制定完善的策略，满足用户的需求，提高微博内容的可读
性、观赏性，同时用户给予相应的支持与配合，这样的双赢才可以成为是一次优秀的微博营
销。希望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营销策略提供借鉴和参考。
目前的研究中往往以微博营销效果为研究对象，而考虑企业微博发布后效果如何的不
多，这也使得本文的研究很难与现有研究进行对比分析，成为本文的一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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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lease Effect Evaluation of Enterprise Micro-blogging
SHAN Xiaohong1, JIANG Lina2, WANG ning3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100124;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100191;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100876)
Abstract: Micro-blog has been used as a convenient social media, enterprises take advantage of it to communicate
with customers to expand the brand influence, propagandize the enterprise’s culture ,products and service. The
words, pictures and the URLs of a micro-blog refer to the core of it, the effect of these factors can be influential to a
enterpris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erprise micro-blogging. It based on the main factors which
have effects on different stage of releasing a micro-blog, and constructed the release effect evaluation model of
enterprise’s micro-blog by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n it evaluated the marketing effect of a micro-blog
by using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a micro-blog are influenced by the
factors in the stage such as releasing stage, spreading stage and effect-showing stage, developing strategies based
on these elements can bring an good effect.

Key Words: enterprise micro-blogging; release effect;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icro-blogging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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