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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沟通方式与顾客忠诚 

●孙 皓 任俊生 宋平平 

个研究综述 

摘要：营销沟通方式对顾客忠诚的影响问题是众所关心的课题。文章对企业形象、广告、口碑等主要营销沟通方式与 

顾客忠诚及其前置因素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以明确这一领域的发展轨迹，为进一步研究营销沟 

通方式的作用进行铺垫。同时，在对相关文献评析的基础上，展望了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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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企业越来越开始关注顾客 

的购后行为 从 2O世纪 6O年代开始的顾客满意研究与 20 

世纪 90年代开始的顾客忠诚研究 。使学术界与企业界逐 

渐清楚地认识到顾客满意是一种态度或是对过程的评价 ． 

而顾客忠诚却同时关系到行为特征 与态度特征。顾客忠诚 

足企业竞争力重要的决定冈素 ．更是企业 长期利润的重要 

源泉 冈此 ，顾客忠诚 的影响因素 以及如何提高顾客忠诚 

度的问题成为众所关心的课题 学术界与企业界已纷纷展 

开对企业形象、广告 、口碑等主要营销沟通方式 与顾客忠 

诚及其前置因素之间火系的检验和研究 ．相关的文献不断 

涌现。这些因素越来越被认为是竞争优势的来源，所以明 

确这些变量间的关系，对于提高忠诚度 ．增加企业 长期利 

益和实现远期战略目标具有重要 的意义 例如 ．如果可以 

实证检验出各变量同时对顾客忠诚产生的影响 ．那么就可 

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探究提高顾客忠诚的有效方法 

关于顾客忠诚的相关研究是随着服务经济 的崛起而 

逐渐兴起的 虽然在许多顾客忠诚研究文献中出现了对顾 

客忠诚概念的界定 ．但迄今为止 ．学术 界尚未对顾 客忠诚 

的概念形成统一的观点 。例如 ．Terence A．Oliva(1992)给 

忠诚下 的定义是 ：“不受能引致转换行为的外部环境变化 

和营销活动影响的 ．在未来持续购买所偏爱产品或服务的 

内在倾向和义务”。Dick和Basu(1994)认为，只有当重复购 

买行为伴随着较高的态度取向时才产生真正的顾客忠诚 

gremler和Brown(1996)给服务业顾客忠诚所下的定 义足： 

“顾客以积极 的态度 向特定的服务 供应商重复购 买的程 

度 ，以及在增加对 同类服务的需求时．继续选择该供应商 

为唯一供应源的倾向”。综合各个研究可以看出．顾客忠诚 

是一种行为上和态度上的综合反应 它不仅包括重复购买 

行为 ，更应该包括积极购买的心理倾 向 通过企业形象设 

计、广告和口碑传播等有效的营销沟通方式 ．就可 以很好 

的从积极方面引导顾客的这种心理依恋 ．加强对产品或服 

务的宦传推介，提高顾客的忠诚度。 

本综述是对企业形象 、广告 、口碑与顾 客忠诚及其前 

置因素之间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梳 

理．以明确这一领域的发展轨迹 ．试 图进一步理解这些变 

量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顾客忠诚的影响，并就这一领域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企业形象与顾客忠诚 

企业形象是影响营销活动的重要变量。Zeithamal＆ 

Bitner f1996)认为形象能影响顾客对于产品和服务的感 

知 在营销学文献巾 ．已有学者研究认为企业形象对于消 

费者行为 ．特别是顾客忠诚是具有重要影响的(Andreassen 

&Lindestad，1998)。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形象对于个人 

主观认知和行为结果的重要影响作用 (Chen&Tsai，2007： 

Hartman＆Spiro，2005；Tasci et a1．，2007)。 

过去 ．已经提出过许多关 于形象 的概念 (Doyle& 

Fenwick，l974；James et a1．，1976；Kunkel＆ Berry，l968)。 

形象被认为是一个 “完形”．反映顾客的整体的印象。例如． 

Baloglu&Brinberg(1997)把形象定义为 ：人们对于一个地 

方或 目的地所持有的信念 ．想法和印象的总体 它 与企业 

的各种物质的和行为的属性有关，如企业名称、建筑 ，各种 

各样的产 品或服务 、传统 、意识形态和每个人与顾客的沟 

通质量的印象等。企业形象有两种主要构成属性 ：功能属 

性和情感属性 (Kennedy。1977)。功能属性与容易测量的有 

形特征相关 ．而情感属性与对公司的感觉和态度表明的心 

理维度有关。因此，企业形象是公众对于各个企业特征对 

比的累积过程的结果。形象是通过广告、有形形象、口碑、 

公共关系和顾客对于产品和服务的实际经验影响顾客的 

观 念的 fNormann．1991)。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形象 、顾客满意和顾客忠 

诚之间的关系 。Mazanec(1995)发现形象对于顾客满意和 

顾客忠诚的维度之一顾客偏好有正 向影响 这就说明理想 

的形 象有 利 于形成 顾 客满 意 和顾 客 忠诚 Bloemer和 

Ruyter(1998)指 出对 于特定的商店 ．形象通过顾客满意影 

响顾客忠诚 顾客对商店的忠诚通过顾客的行为意 来评 

估。Bloemer，Ruyter和 Peeters(1998)研究了形象 、感知的服 

务质量和满意在全球化水平 的零售银行业是如何影响顾 

客忠诚的。他们认为形象间接的通过感知的质量影响银行 

忠诚。相应地 ．服务质量 同时也直接和间接地通过满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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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银行忠诚 同时 ， u，Han和 Kim(2008)也研究发现，全 

面的快餐行业饭店形象 ．感知价值和顾客满意是顾客行为 

意图的重要预测指标 顾客满意在饭店形象，感知价值和 

行为意图之间起着部分的介入变量的作用 Kandampully 

和 Suhananto(2000)的研究结果说明旅店形象和顾客对旅 

店管王单的满意度足决定顾客重复购买 、推荐和呈现忠诚的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Nguyell和 Leblanc(2001)研究发现颐 

客忠诚的程度与企业形象和企业名誉卡H关 企业的形象和 

名誉越好，顾客忠诚的趋势越高 并且 ，二者的相互作用有 

助于更好的解释顾客忠诚 Prendergast和 Man(2002)研究 

结果揭示商店形象 的功能属性和情感属性能有效 的预测 

顾客忠诚 他们的研究表明形象的功能属性能更精确的预 

测顾客忠诚 

冈此 ．可以认为顾客的评估 (如感知的服务质量 。满 

意)是建立在顾客期待的推理决策过程中．而形 象要先于 

顾客评估。也就是说 形象决定顾客期待的本质 ，而顾客期 

待影响感知质量 ．又成为顾客忠诚 的决 定性影响因素之 

O 

三、广告与顾客忠诚 

广告足企业营销沟通组合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 

运用的最为广泛和最为有效的促销手段 它是指企业为扩 

大销售获得盈利．以付酬的方式利用各种传播 手段向目标 

市场的广大公众传播商品或服务信息的经济活动 ．广告主 

要是用于告知潜在的客户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广告活 

动对于平衡整个不同市场季 节的顾客流量具有重要作用 

(Dunn，1995)。企业沟通和广告活动被看作是帮助减少顾 

客认知风险的重要方法(Dayies．1996)。 

已有学者们对于广告在顾客转换品牌和顾客忠诚两 

者上 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 ．而结论却并不一致 Tellis 

(1988)在信息处理理论和研究结果基础上 ．对于广告反应 

研究表明．重复的广告曝光率的非线形反应是受品牌忠诚 

调节的．这种反应发生在品牌选择和数量选择阶段。广告 

对顾客关于当前品牌偏好 的影响要强于对品牌转换的刺 

激 而 Deighton等(1994)认为广告只作用于吸引顾客的品 

牌转换．而似乎对于重复购买同一品牌的顾客几乎没有作 

用 因为广告的作用是提醒近来没有购买该产品或服务的 

顾客关于它们的存在和特点．而有过购买经验的顾客就不 

再需要提醒l『 

效果层次理论对于研究广告在消费者行为方面的影 

响研究是十分有用的 该理论认为 ，广告的第一 目标并 

是推销产品或服务．而是通过对 已有品牌的沟通 ．告知顾 

客产 品或服务的特征 ．来提高该品牌的认知度和品牌信 

任。如果广告能实现这一 目标 ，顾客就很可能尝试这一品 

牌或是保持顾客忠诚 (Deight0f1 et al，1994；Vakratsas& 

Ambler，1999)。Chen＆Liu，S(2004)也指出广告不只是为 了 

促进销售．更主要的是鼓励顾客尝试品牌扩展，甚至是同 
一 产品类别内的线形扩展。Smith和 Park(1992)~发现因 

为针对一种产品的沟通努力而刺激了同一品牌 的所有产 

品的需求量．所以品牌扩展也增强了广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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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广告的效果不仅仅反映在产品或服务的促 

销上 ．它还可能会在消费者心 目中建立一定的印象或观 

念 ，尽管不会立 即形成购买行为 ．却会在以后根据这些印 

象去选择和购买 尽管广告没有直接对顾客忠诚产生作 

用 ．但是广告提升 了品牌认知度和品牌形象 ．间接的影响 

r顾 客忠 诚 

四 口碑与顾 客 忠诚 

信息交谈可能足产品和品牌开发 、表达和传播的最古 

老的方式(Amdt，1967)。研究显示 口碑交流是形成消费者 

态度和行为趋 向的一部分 (Mangold，Miller&Brockway， 

1999)。顾客对购买经历的满意程度是 El碑的一个关键的 

前置 因素(Bitner，1990：Swan&Oliver，1989)。在顾客购买 

产品或服务的决策构成中．El碑推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Spangenberg，1997)。一些研究者提出顾客满意的保证和 

忠诚趋势的建立是源于顾客拥护的开发 。而相应地 ．顾客 

拥护往往源于积极的 口碑(Griffin，1995)。 

口碑传播的过程就是信息交流的过程。Amdt(1967)认 

为 ，口碑是指传播者与接受者通过面对面 、或通过电话所 

进行的信息沟通行为．并且接受者认为传播者关于某个品 

牌 、产品或服务的口碑是非商业性 的。口碑传播为个体之 

间关于产品和服务看法的非正式传播．口碑行为包括积极 

口碑和消极 口碑 在消费者 的购后评价阶段 ，当产品效用 

或服务质量完全符合甚至超过消费者预期时．他或她就会 

感到十分愉悦激动．进而产生进行积极 12I碑宣传 的冲动。 

而当产品或服务质量令消费者不满 、抱怨时 ．消极 的口碑 

传播也会发生。当面对一个不满意的消费经历时，特别是 

产品效用差或服务失败 比较严重时 ．失误的原因是外在 

的，或顾客感觉销售人员对于投诉的反应很消极时，消极 

口碑将会增加(Richins1983；Szymanski&Henard，2001)。 

口碑在影响消费者决策及行为转变方 面扮演着极为 

重要的角色(Fisher＆AndeFson，1990)。顾客的 口碑传播和 

行为研究主要有三种主流研究 ：首先 ，一些研究者研究了 

口碑行为的频率和类型(如 Feick，Highe&Price，1987)，这 
一 类的研究开始是比较早的 ：其次 ，还有研究者调查了 口 

碑传播行为在产品评估方面的影响 ( 如 Giese&Span— 

genberg，1997)；最后 ，其他学者研究了 口碑信息在社会关 

系 ，顾客购 买行 为方 面 的影 响 (如 Brown和 Reingen， 

1987)。 

顾客通 常认为其他顾客的推荐通常比企业的促销活 

动更可信 ，所 以121碑更能影响人们的购买决策。事实上，顾 

客购买产品或服务时的感知风险越大 ．他们搜寻口碑信息 

的主动性越强 ．对 口碑信息的依赖程度也越大。因此，口碑 

会影响顾客重复购买时的决策 ．并间接地作用于顾客忠 

诚 ，成为影响顾客忠诚前置因素的重要变量。 

五、评述与展望 

近年来 ．国外学者对于顾客忠诚及其前置因素的相关 

问题已经尝试进行了多种角度的研究 ．尤其足各种有效的 

营销沟通方式——企业形象、广告和 口碑 ．对顾客忠诚及 

相关因素的影响问题 可以说．国外学者关于顾客忠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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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哭阕素的影响问题研究已进入不断深化的阶段 ，并积累 

了十富的研究结果 ，且在实践巾发挥lr理论先行 与实践指 

导的作用 然而纵观这些 文献发现 ，虽然已有学者研究 lr 

企业形象 、广告和 口碑等沟通方式 与顾 客忠诚之间的关 

系．但足却没有同时考虑这些变量 与顾客忠诚间的相互作 

用天系．将这些冈素放置在同一理论模型下进行考察 ，深 

入探讨它们之问的栩互作用父系 在 前竞争激烈的市场 

环境下 ．外界环境是动态变化的．割裂的研究符闪索的影 

响作用足订局限的 对于实际参 与到竞争市场中的企业而 

言．同时考察彳l}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结果是 十分有意 

义的 。 

目前 ．我同的市场竞争也在变得 目趋激烈．顾客需求 

变得越来越高 、很多公司都在竭力的维持顾客忠诚。顾客 

忠减以其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巨大贡献而 日益成为人 

们火注的焦点 国内学者也针对顾客忠诚的影响因素问题 

进行 'r 论和实证的研究．但遗憾 的足 ．在各种 营销沟通 

方式对顾客忠诚的影响方向 ．只有少量的一些研究 。如蒋 

廉雄和卢泰宏(2006)、陆娟 和娄迎春(2006)等 ，并且这些 

研究仍然局限于企业形象对顾客忠诚的影响研究。冈此， 

从我同实际出发，采用定性研究方 法 ．深入地进行中国企 

业的形象、广告和口碑等沟通方式同时对顾客忠诚及其前 

置冈素的影响研究．将为 小国企业构建忠诚的顾客基础提 

供有利的理论指导和支持 这既是中同营销理论界需要探 

讨的课题 ，也是中同企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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