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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营销定位系统及其方法的研究 

白玉 袁孙松 刘岸元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院 99级企业管理研究生 湖北武汉 430000) 

[提 要]定位置奎业市场营销总体战赂审的重要环节．茸文幸卜叶企业营铺定位的科学理解、构成、程序覆其方岳等进扦了 

系缝的分析与夼绍，由此提出企业唯有确实作好定位．才能在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肢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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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市场走势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激烈竞 

争阶段 众多品牌的不断涌现，特别是产品间的差 

异性越来越小 ．同质性越来越高 令市场争夺 日益 

困难 与此同时 ，消费者在商品的 “汪洋大海”之 

中选择愈来血不容易，在越来越多的品牌前显得无 

所适从 ，从而使企业更无法博得 “上帝”的欢心而 

焦头烂额。企业家要想在这片变化无常的汪洋大海 

中，让自己的航船劈渡斩浪乘胜前进，不仅要把准 

航向，更要 找准位置 ，也就是要搞好企业 营销定 

位。因此，近年来定位已成为企业市场营销战略中 

的重要一环 ，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普遍重视。 

一

． 定位的科学理解 

所谓定位是指企业设计 出自己的产品和形象 ， 

从而在目标顾客心中确定与众不同的价值的地位。 

定位要求企业能确定目标顾客推销的差别数目及具 

体差别。企业进行科学的定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 

实意义 

(一)定位能创造差异 

通过向消费者传达定位的信息，使差异性清楚 

的表现于消费者面前，从而引起消费者注意你的品 

牌．并使其产生联想。若定位与消费者的需要吻 

台，那么你的品牌就可以驻留在消费者心中 如在 

品牌众多的洗发水市场上 ．海飞丝洗发水定位于去 

头屑的洗发永 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因而海飞 

丝一推出就引起消费者 的注意，并认定它不是普通 

的洗发示 ，因而具有去屑功能的洗发水。当消费者 

需要解决头屑烦恼时自然第一个想到它 。 

(二]定位是基本 的营销战略要素 

竞争将市场推向了定位时代 营销理论中，市 

场细分 (Segmentation)、目标市场 (Targeting) 

与定位 (Positioning)都是企业营销战略的要素， 

被称为营销战略的 STP。 

每一家明智的企业首先会根据消费者需求的差 

异将市场细分化，并从中选出有一定规模和发展前 

景并符台企业的目标和能力的细分市场作为企业的 

目标市场 但只是确定了目标消费者是远远不够 

的，因为这时企业还处于 “一厢情愿”的阶段。为 

此企业{I5要将产品定位在目标消费者所偏爱的位置 

上，并通过一系列的营销活动向消费者传达这一定 

位信息，让消费者注意到这一品牌并感到它就是他 

们所需艇t，这样才能真正占据消费者的心，使你所 

想选定艇t目标市场真正成为你的市场。市场细分和 

目标市场抉择是寻找 靶子”。而定位就是射向靶 

子的 “箭”。如喜力 (Heineken)，以喜爱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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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者作为其目标市场 ，该品牌以 “使人心旷神 

怡的啤酒”为定位以令 目标消费者觉得喜力是满足 

他们所需的啤酒，从而赢得了目标消费者的青睬。 

(三)定位形成竞争优势 

尽管定位如此重要，但纵观我国的产品．缺乏 

定位的现象比比皆是，举目所见多是毫无特色的品 

牌。如洗发用品市场 ，出尽风头的多是那些成功运 

用定位策略的跨国公司生产的品牌 ，而为数不少的 

国内品牌却固缺乏定位而无 法留住消费者的 目光 。 

在这个时代，任何产品单凭质量上乘或价格低廉难 

以获得竞争优势。国外一项研究表明，市场上的各 

种品牌化妆品．它们之间的品质差别远低于它们之 

间价格的差别 可见，今天成功的竞争优势已主要 

来源于定位。 

二 企业营销定位 系统的构成 

企业营销定位是一个系统，它由产品定位、品 

牌定位、企业定位和广告定位等共同构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 

(一)产品定位是整个企业 营销 定位 系统 的基 

础 

产品定位强调产品如何适应市场 ，即如何从 产 

品特征和 公众 心理 出发，树立 良好 的产 品形 象 

如 ，“健力宝”定位 于运动保健型饮料，而 “红豆” 

衬衣则强调产品浓郁的文化氛围，给人以幸福、甜 

美、意味深长的感觉。产品定位是一个确定消费者 

群的过程，产品定位与市场定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角度，产品定位是为产品确定恰当的市场位置。市 

场定位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的．即在市场上怎样为 

某种产品确定准确的位置。有时可将产品定位与市 

场定位视作一回事 。“健力宝”定位于运动保健型 

饮料，目标定位于广大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并通 

过大量赞助和兴办体育运动来推动产品销售．巩固 

其产品形象。 

(二)企业定位是企业营销定位系统的最终目 

标 

企业定位建立在产品定位和品牌定位的基础 

上t是定位策略的深化发展，也是完成整个定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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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最后阶段。企业定位是传统 地 “推销”企业 ， 

即从企业特 邑人手，建立 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巩 固企 

业地位。企业定位是传统经营方式中强调产品通过 

认识而认识：企业的做法变为通过认识企业而认识产 

品，这样不仅加强企业的整体实力．而且节省大量 

的产品推销 费用 ，特别是为企业开发推广新 产品创 

造 了极其有 的环境。例如 ，著名的柯尼卡公 司原 

名小西六公 司，是以公司创始人小西六家族 的姓氏 

命名的。小 西六公司拥有很多名牌产品，包括樱花 

橡胶卷，可 鼹佳照相机 、优美复印机等 ，但小酉六 

公司的名气并不大，这使得小西六公司每推 出一件 

新产品，都要重新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 

推广，而创连一个新品牌。为改变这一情况，1 986 

年．小西六公司将其所有产品及公司名称统一改为 

与 “柯选”发音栝近却 又不易混淆 的 “柯尼 卡”． 

并对 “柯尼 卡 进行广泛 的宣传推广 ．使柯尼卡公 

司在 日本及 海外家喻户晓 ，大大提高了公 司极其产 

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定位是 

不能取代产品定位的。企业定位为企业树立一个统 

一 的形象，而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目标市场及产品 

特色，独特的产品形象有助于产品的推广和发展、 

同时有助于企业形象的建立 产品定位、市场定位 

和企业定位是企业营销定位战略的三个不同层欢， 

它们存在着相互重迭、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内在 

联系 

(三)广告定位是企业营销定位系统的一种派 

生定位 

『u告定位是通过对文字、图像、语言、色彩等 

的运用，从独特的广告形象来刻画和传播企业的产 

品形象、品眸形象和企业形象。因而．同品牌定位 

一 样。广告定位也必须符台企业的产品形象、企业 

形象及品牌形象。如 “健力宝”的电视广告均采用 

体育运动的画面，选择著名运动员拍摄，广告色彩 

明亮t充满动感与活力，充分地体现 健力宝”的 

产品特色 

三．企业营销定位的程序与方法 

(一)营销定位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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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竞争的需要出发，力求使市场能够做到 

客观 、准确、切实可行，必须严格遵循一定的科学 

步骤 ： 

I发掘竞争忱势l I选择童争忱势l I确立定位忱贽j．-}传播定位特色l 

由此可见，经营者在进行营销定位时，首先应 

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和分析企业外部营销条件，尤 

其是竞争对手的状况 充分发掘本企业及其产品可 

能具有哪些现实的竞争优势和潜在的竞争优势 在 

找出这些优势之后，还必须对其进行科学评估和认 

真筛选．以分清主次，明确重点 在此基础上经营 

者方能根据所要达到的预期 目的与效果 ，来决定究 

竟应当定位在什么优势上．即设计出一套切实可}亍 

并行之有效的定位特色。为了使企业及其产品能够 

尽快地在顾客心且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引起他们的 

共鸣。在确定定位特色后，还必须通过一定的传递 

方式和选择适当的传播媒体，把市场定位特色迅速 

传播给广大消费者．使他们产生偏爱．并构成购买 

行为 

L二)营销定位的方法 

长期 来．国内外企业的实践表明要确保企业 

能有效地进行定位，达到预期的目的还得制定正确 

的定位方法和选取专业性的定位工具 。定位图法就 

是进行定位时最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如果能够科学 

地加以运用．将会给企业营销带来事倍功半的效 

果 制作定位图的具体步骤如下： 

确定关键的特征园子 

定位图一般是两维 的，这样 是 为追求其直观 

性。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特征园子是多种多样的， 

那么该如何在复杂的诸要素中找对作为坐标变量的 

关键的两点昵?首先我们要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影响 

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诸因素及消费者对它们的重视程 

度，然后通过统计分析确定出重要性较高的几个特 

征因子，最后在这些特征因子中选取两项对消费者 

决策影响最：托的因子。 

2．定位图的建立 

在选取：是键因子后，接着就要根据消费者对各 

品牌在关键 霞子上的评价来确定各品牌在定位图上 

的坐标。在瞻定位置之前，首先要保证各品牌的变 

化值已量化。并且要把消费者的评价转化为拟订量 

的数值，只要这样才便于在图上定位 但必须注意 

的是从市场调查中得到的数据是比较繁杂的，这时 

若要准确地将其转化为直观的定位图最好借助计算 

机的辅助。例如，我们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Satistcs package ior selene：SPSS)这类软 

件 

总之．在现今日益激烈市场竞争中，进行定位 

战略是必然趋势 企业必须正确地运用各种定位方 

法 ，有效的将特色定位观念转达给消费者。惟有如 

此．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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