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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定位理论发展的回顾为切入 口，系统考察了定位思想的理论渊源与迁变。在概述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各家的定位观点与战略思维相结合，提 出一个定位战略模型。之后，以号称中国 

最成功营销教案的娃哈哈非常可乐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从模型的各个视角分析非常可乐的定位理念，以验 

证该模型的有效性 ．从而为企业实践定位理论提供一种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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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细分、选择 目标市场及市场定位，作为营销理论 

的核心概念，已经在实践中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可和重 

视。本文在回顾营销定位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定位理论 

的实际应用模型，并用非常可乐的案例分析该模型，具有 
一 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 营销定位理论发展梳理 

定位(positioning)一词最早是由两位美国广告公 司 

经理艾尔 ·里斯 (A．Ries)和杰克 ·特劳特(Jack Trout) 

于 1969年在美国营销杂志《工业营销(Industrial Market— 

ing)》6月号上提出来的。在文章中，里斯和特劳特对定 

位最初所下的定义是：“定位是你对未来的潜在顾客的心 

智所下的功夫，也就是把产品定位在你未来潜在顾客的 

心中”。1981年，他们合著了《定位(Positioning：The Bat— 

tle for Your Mind)》一书，对定位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他们指出：“定位要从一个产品开始。那产品可能是一种 

商品、一项服务、一个机构甚至是一个人 ，也许就是你 自 

己。⋯⋯但是，定位不是你对产品要做的事。定位是你 

对预期客户要做的事。换句话说，你要在预期客户的头 

脑里给产品定位。⋯‘定位的基本方法不是创造 出新的、 

不同的东西，而是改变人们头脑里早已存在的东西，把那 

些早已存在的联系重新连接到一起。” 

1996年 ，特劳特和瑞维金(Steve Rivkin)又出版了号 

称《定位》的“刷新之作”的《新定位》一书，将“消费者请 

注意”的定位观转为“请注意消费者”，提出了重新再定 

位的问题。他们再次强调：“重新定位是集 中到一个观 

念 ，甚至是一个词上 ，而这个观念或词应该能够使消费者 

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公司的概念。⋯‘各家公司不应该总是 

为产品线的延伸付出代价，它们应该接触市场，拥有重新 

定位的勇气。” 

最初提定位这个传播理念时，里斯和特劳特或许根 

本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营销时代即将随之诞生。然而 

就在 2001年，这一创举，击败了 60年代大卫 ·奥威格 

(David Ogilvy)的品牌形象论、菲利普 ·科特勒的消费者 

让渡价值理论 ，以及迈克尔 ·波特的竞争价值理论 ，荣膺 

美国营销学会评选的“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 

观念”，可以说是营销理论沿革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们 

将定位理解为一种信息沟通策略，强调不改变产品本身， 

改变的是名称和沟通等要素。 

然而，在他们明确提出定位概念之后，越来越多的营 

销学者把定位视为营销战略的内容，而不仅是产品制造 

出来之后的传播行为。汤姆 ·雷诺兹 (Tom Reynolds)和 

丘克 ·吉恩格 勒(Chuck Gengler)提出了消费过程中的 

“手段—— 目的”理论。该理论认为，顾客在购买产品和 

服务时，其出发点是实现一定的价值 ，为了实现这一价值 

需要取得一定的利益 ，为了实现这一利益需要购买一定 

的产品和服务的属性。_3 哈佛大学 的迈克尔 ·波特(Mi— 

chael Porter)教授则认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两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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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低成本和差异化，而市场定位的关键在于寻找差异，并 

通过有效的“定位沟通”，使这种差异在 目标顾客心目中 

获得一席之地 ，形成心理占位。 菲利普 ·科特勒(Philip 

Kotler)将差异化扩展至营销组合各个要素，阐述 了目标 

营销活动的三个步骤，并在这三个步骤中吸纳 了定位理 

论的思想，即市场细分 、市场 目标化 、市场定位。科特勒 

的营销组合差异化丰富了定位理论，他从产品、服务、人 

员 、渠道 、形象五个方面考察公司的定位差异，并形成了 

差异化 营销 策略。 美 国著名 的市场 咨询 专家迈 克 

尔 ·特里西(Michael Treacy)和弗雷德 ·威尔西马(Fred 

Wiersema)将公司的市场定位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产品领 

袖(拥有其他公司没有的产品和技术)，第二类是营运 出 

色(管理流程出色，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第三类是客 

户亲密关系(客户对公司产生充分的信任 ，不想也不会去 

购买其他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这种定位框 架，称为 

“价值准则”。他们还指出，每一家公司很难在以上三点 

都表现突出，所以抓住其中一个价值准则使其成为最好 ， 

并选择本公司的首要长处 ，是企业成功的规则。这一点 ， 

和 19世纪 50年代初罗瑟 ·里夫斯 (Rosser Reeves)所主 

张的 USP定位(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ing，USP)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该观点在学术界受到大多数人的推崇，如 

里斯和特劳特等。然而，科特勒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在 

《Marketing Management))中提出“定位：推出多少差异?” 

的命题，并列举若干依靠双重甚至多重利益定位获得成 

功的公司，其中包括沃尔沃这样 的知名企业。对于究竟 

是单一利益还是多重利益定位这个问题，科特勒并未作 

出正面回答。但是，科特勒对定位属性过多却提 出了自 

己的明确见解。他指出，当公司为其产品推出较多的优 

势时，可能会变得令人难以相信 ，并失去一个明确的定 

位，容易导致定位模糊，丧失品牌个性。 

定位理论发展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这 四十 

年间，国内外学者纷纷从各 自的视角为定位理论大厦添 

砖加瓦，使之逐步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 

二、营销定位模型框架构造 

定位理论在学术界的争鸣并不算激烈 ，各家认识比 

较趋同。研究定位产生的分歧主要集 中在定位方法方 

面。根据国内外对定位理论的研究，我们认为研究定位 

的视点不外乎两种，即外延式定位与内涵式定位。 

从外延角度看，定位可以分为竞争定位、传播定位和 

渠道定位三种。竞争定位即根据某一或几个主要竞争对 

手在市场上的综合地位来确定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 ， 

因此又有学者称之为比附定位，即以竞争者品牌为参照 

物，比附竞争者定位，通过品牌竞争提升 自身品牌的价值 

和知名度。传播定位的概念取 自于清华大学李飞在《企 

业定位战略的综合模型研究》(2004)中的提法 ，本质上 

是对里斯和特劳特“定位是一种信息沟通策略”的另一 

种表达，其着眼点在于，我们的顾客关注什么，我们要在 

终端用户心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传播的内容既可 

以是产品的直接信息，也可以是关于企业抽象性 、概括性 

以及前瞻性的愿景与文化。渠道定位是针对分销商而言 

的，应能反映公 司的市场定位，以公司独特的能力为基 

础，通过提供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 、服务、财务收 

入 、项目和系统等而获得一种信誉，使之与分销商之间建 

立一个持续的伙伴关系，并以此获得竞争优势。 

从产品或服务的微观视角来认识定位，称之为内涵 

式定位。笔者将其概括为属性定位、类别定位与利益定 

位。属性定位，其中包括产品的档次(奔驰定位于高贵 、 

显赫 、至尊的王者风范)、质量(移动通信全球通业务以 

“高清晰”“不断线”通话质量著称)、价格(汰渍洗衣粉以 

低价不低质的实惠“笼络”人心)、特色 (石头记的“世上 

仅此一件 ，今生与你结缘”在热恋男女心中成为永恒而又 

温馨的风景)等形式产品具有的各种属性。类别定位是 

指根据产品大类建立起品牌形象，使产品或服务在该大 

类里独树一帜，处于领跑者地位。如提到儿童护肤品，就 

想到强生；去头屑洗发水 ，就想到海飞丝；微波炉想到格 

兰仕，冰箱想到海尔。利益定位则要求满足顾客的某一 

特定利益 ，这种特定利益能够使企业取得与竞争对手相 

区别的竞争优势。如星巴克的体验，哈根达斯的情调，使 

都市白领们身临其境，休闲逸趣，能感受到别样的情怀与 

闲适 。 

定位理论的核心部分是价值定位，它包括企业价值 

和顾客价值。在《定位》一书中，里斯和特劳特这样表 

述：“定位基本上是表面的，旨在确保产品在预期客户头 

脑里占据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地位”。ll 

三、营销定位理论的实践审视 

上世纪 70年代末，当中国人刚刚打开国门时，全球 

第一品牌可口可乐就在第一时间以谦恭的姿态出现在国 

人面前。接着，百事可乐也挥师东进 ，至 90年代上半期， 

全球两大碳酸饮料品牌在中国“水淹七军”，使本土碳酸 

饮料业几乎全线崩溃。娃哈哈的非常可乐幸运地生存了 

下来，同时，也为我们缔造了一部不朽的营销神话。对照 

上文定位战略模型 ，我们来看看非常可乐的营销“非常” 

之处何在。 

由于可口和百事两大强势品牌 的坐镇，所有的民族 

企业对碳酸饮料业均视若畏途。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一位教授如是评述非常可乐：“如果非常可乐可能在 

中国的可乐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那是极大的成功；市场 

占有率如能超过可口可乐，那是巨大的成功；如能打出品 

牌 ，与可 口可乐持久作战 10—15年，也是成功。”针对可 

口可乐行销市场的强大压力，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认 

为，非常可乐的命运最差是第三种，最起码应该能够平分 

秋色。娃哈哈没有好高骛远地宣称“做行业的领跑者”， 

其竞争定位的目标即在于要在中国的可乐市场 占有一定 

份额，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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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可乐身披中国红 ，在“中国人 自己的可乐”的高 

歌中横空出世。在这场 以小搏大的中外可乐大战中，民 

族性定位这张牌 ，可以说是非常可乐得以幸存的重要后 

盾。2004年 5月，娃哈哈公司又策划了“让中国人更爱 

自己的可乐”等一系列传播活动，无不带着款款民族情。 

清晰的传播定位 ，在向国人昭示民族性的同时 ，也顺带给 

可口和百事打上“非中国”的烙印。 

非常可乐与两大洋品牌的渠道定位有所差别。非常 

可乐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战术，借助原有娃 

哈哈品牌的影响力和分销网络，非常可乐很快就在大江 

南北小城镇和农村市场实现了“诺曼底登陆”，开辟了可 

乐消费的第二战场。辅之以凌厉的营销组合攻势 ，小城 

镇居民和广大农民这样一群朴素平凡的普通民众很快就 

将喝“中国人 自己的可乐”当作幸福生活的象征。这个 

独特的现象 ，莫不令人称奇，莫不令人称叹。 

在产品属性定位方面，非常可乐吸取第一代中国可 

乐过于标新立异败阵的教训 ，口味与可口可乐接近，并且 

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味道略浓微甜；价格基本以低价 

取胜，500毫升装的每瓶比可口可乐低 0．5～0．6元，为这 

个占据中国碳酸饮料市场半壁江山的领导者设置了高额 

还击成本的报复障碍。 

在可乐这个碳酸饮料大类里，非常可乐带着深深的 

民族印迹走进了国人的生活，因此出现了在一些小城镇 

和农村取代可口和百事 ，成为商家首推品牌 的一幕。这 

样的类别定位，巧妙地隐藏起其侵略性 ，同时，也让对手 

不得不将一部分潜在市场拱手相让。质优价低 、极富中 

国味的非常可乐，用娃哈哈老总宗庆后的话说，“让全国 

老百姓喝便宜的可乐，我认为还是值得的”。做本土品牌 

饮料企业的社会追求就在于让国人以最低的价格喝上 

“国水”，这种利益定位成就了非常可乐的市场份额的扩 

张，自1998年始，非常可乐市场占有率急速飙升，如今基 

本维持在 10％一15％左右，硬是从“两乐”口中啃下了一 

块硬骨头，基本形 ＼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娃哈哈集团非常可乐的“非常营销”给我们提供了 

一 个生动真实的营销范本，这场令人叹为观止的营销奇 

迹正是营销定位理论在中国最生动的实践与体现。 

四、结束语 

营销定位理论具有固定的范式。从外延角度看 ，定 

位可以分为竞争定位、传播定位和渠道定位三种；从内涵 

式定位角度看 ，定位又可以分为属性定位 、类别定位与利 

益定位。定位理论的核心部分是价值定位 ，它包括企业 

价值和顾客价值。不管定位理论运用的形式发生怎样的 

变化，但是其实践运用 的实质流程通常不 会发生根本 

变化。 

营销定位理论在实践中将不断丰富，正如里斯和特 

劳特在《定位》中所说 ，“定位并不是不包含变化在内，它 

也要变。”定位理论产生于美国，即便在当今美国，已经有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定位理论作进一步探讨。在我 

国同样有许多学者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审视营销定位。营 

销定位产生于营销实践 ，相信营销定位理论 同样会在营 

销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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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Positioning Theory as its entry and researches evolution of Positioning Theory of thought 

trace systematically．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elder generation’research results，this article combines every school’S views of 

Positioning Theory with strategic thinking innovatively and deduces a the strategic model of localization．Then，regarded the 

case of Future Coke of WaHaHa company which is known as the China’S most successful marketing teaching case as the one of 

object of practice research，the author analyses the Positioning Theory Theory of the case of the FeiChang coke from each angle 

of the model，in order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this mode1．Thus we can offer a kind of strategic thinking for enterprise’S practice 

Positioning the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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