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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市场竞争中，渠道成员间的有效沟通能够减少渠道成员之 间 

的冲 突，促进 渠道和谐 和满意 ，实现整 个渠道 系统利 润最 大化 ，创 造 营销 

渠道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在前人研究渠道沟通各个方面、权力理论及 

渠道产出的基础上，建立了渠道沟通理论模型，着重分析 了在渠道权力对 

称和渠道权力不对称情况下，渠道沟通的各个方面对渠道产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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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 论 依 据 

通过研究渠道 沟通理论 相关 文献 ，学者们 都非 常重视 沟通 在 

市场 营销渠道 中的重要 作用 。关 系交换 的模式 ，把 交流作 为一个 

重要 的变量纳入模 型，出现 了二分法正式沟通和非正式 沟通 信息 ， 

来分析沟通和产 出的关 系。对于沟通 的各个 因素的研 究 。在组织 

理论 和沟通理论基 础上研究 了渠道沟通 问题 ，构建 了渠 道沟通模 

型论述了在不 同的渠道条件 (环境)下 ，运 用不同的沟通 战略，对渠 

道产 出产生不 同的影响 。 

协调是指组织不同的部分整合起来去完成一项共同任务 的整合 

程度。渠道协调可以被定义为渠道成员直接活动和信息交流的 同步 

性。渠道满意是渠道成员关系的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承诺是多维 

度的，它的组成包括 ：对组织 目标和价值观接受和信任的程度 、为组织 

利益而努力的意愿 、保持组织关系的强烈愿望 。渠道承诺包含 了一种 

行为元素 ，反应 了对渠道关系的忠诚 。渠道业绩是衡量渠道产 出的多 

维度指标 ，评价标准包括效力、公平 、效率和收益率。通过对 与供应商 

的沟通，把供应商的持续改进(供应商能够更好的理解顾客需求 和供 

应商情感承诺)作为因变量 ，与前面的文献采用 了不 同的视角。 

对于渠道沟通与渠道产出的关系研究 。制造商与分销商 的工 

作关系模型中，简单的把沟通和产出(满意)假定为正相关的。 

产出和沟通之间是正向相关的 ，并且假定 在任 何一 个时点 ，沟 

通产生信任，信任通过渠道合作和渠道冲突来影响渠道满意。 

在相关 渠道 结构条件 下 、支持 的环境气氛 和对 称权 力下 ，高频 

率沟通 、双向沟通 、非 正式和 间接 内容 能够增 加渠道产 出；在市 场 

渠道结构下 、不支持的环境 气氛 和权力不对 称情 况下 ，低频 率 、单 

向沟通 、正式沟通和直接内容能够增加渠道产 出。 

通过研究沟通 的频率 、方 向及方式 通过影 响沟通 质量 来影 响 

沟通满意。主要结论是：沟通信息分享标准与沟通频率、沟通双向 

性 、正式沟通 正相关 ；高 沟通频率 使得 沟通质量 高 ；正 式沟 通能够 

减少沟通信息 曲解 和信息遗漏 ；沟通质量与沟通满意正 向相关 。 

研究结论是在低一体 化和低控 制 的情 况下 ，合作 性 的沟通 战 

略能够对渠道产 出产 生积极 的影响 。经销 商在 高渠道 产出 (高满 

意 、高承诺 、高协调)的情 况下会 比低 渠道产 出情况下 更可 能进行 

合作性 的沟通 。 

合作性沟通通过增加供应商知识和供应商对制造 商的情感承 

诺来使供应商持续改进(更好 的满足顾客的期 望)。 

渠道中的权力是对称的或不对称的。渠道沟通模 型假设在对称 

权力下 ，高频率沟通、双向沟通 、非正式沟通和间接 内容能够增加渠道 

产出；在市场渠道结构下、不支持的环境气氛和权力不对称情况下，低 

频率沟通 、单向沟通 、正式沟通和直接内容能够增加渠道产出。 

美国和印度的渠道沟通 做 了比较研究 。印度是 发展 中 国家 ， 

是典型的卖 方市场 ，产 品供不应 求 ，厂商 占主导地位 ，而经销商 则 

地位 比较低 ，权力不对称 ，并且印度官方权力结构加剧 了权力 的不 

对称。而美 国是 制造 商和经销商权 力 比较对称的 。由于沟通 的单 

向性、文化背景和沟通方式 的现代化 限制 ，印度的沟通频率不会 很 

高 。此 文结论是 ：与发达国家相 比，发展 中国家更 多的是从制造 商 

到厂商的单 向沟通 ；与 发达 国家 相 比，发 展 中 国家 渠 道沟 通频 率 

低 ；与发达国家相 比，发展 中国家会更 多的使用 直接 的影 响策略 。 

隐含 的结论是 ，在权力不 对称 的情 况下 ，更多 的是低频 率 、权力 主 

体 向权力 客体 的单 向沟通和直接的影响策略 。 

2007年 ，Remco Prins&Peter C．Verhoef发 表的文 章《营销沟通 

驱使在现存顾 客之 间采 用一种新 的 电子 商务 》，将 权力 (强制性权 

力和非强制力 )作为 自变量 ，通过沟 通 ，来 分析结 果 (满意)。基本 

结论是 ：高强制力导致低合作 、高冲突、低满意 。 

二 、权 力基础上的市场营销渠道沟通模型 

通过研究 已有文献构造模型 ，我们将渠道沟通的几个方面作为 自 

变量 ，渠道产出作为因变量 ，渠道权力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案例研究。 

沟通理论和组织理论关注沟通 的四个方面 ，包括 ：频率、方向、方 

式和 内容这四个方面 己经被组织沟通理论 广泛 的研究了。我们研究 

这四个方面的细节，简单 的总结渠道和组织研究中的有关研究 。 

沟通的数量涉及到组织成员之 间接触 的频率 和持续时 间。虽 

然最小数量的接触对于确保充分协调是必要 的，但是过多的接触会 

使组织成员负担过重产生机能失调 的后果 。因此 ，在评价沟通频率 

的时候 ，我们要考察接触 的数量与能达到充分指导所必需的接触数 

量 的关系 。因为大多数组织沟通 的实验研究 被频 繁的应用 ，作为沟 

通数量的指示 器，我们使用沟通频率 而不是接触持续时间 。 

沟通方 向是组织等级之 间沟通的水平 和垂直运 动。在 内部组 

织环境下 ，沟通方向的流动典型的是上下级的相互作用模式 。这样 

的关系涉及到清晰 的权力和地位 。因为清晰的上 下级 ，所 以讨论向 

下沟通 ，由高权力的成员 向下沟通。渠道中的组织结 构指定了渠道 

成员 的角色和认为 ，但是权力和地位可能是不清晰的。依 赖于具体 

情况 ，制造商(上游渠道成员)或是转卖者(下游)都可能有更 多的权 

力 。制造商是更加有权力 的，沟通就是向下游的。如果转卖 商更有 

权力 ，那么沟通就是 向上游的。我们讨论涉及 沟通方 向是 就单 向性 

(上 、下游 ，依赖于具体的渠道环境)和双 向性 而言 的。 

沟通媒介 或是方式 ，涉及到传递信息 的方法。对 沟通 简单 的分 

类 ：面对面的、书面的、电话或其它方式 。第二种分类方式是根据传 

播丰富信息的能力或多种的暗示，包括反馈、表面信息、多样性的表 

达方式、个性化 。沟通方式采用二分 法分为正 式和非正式 的．虽然 

学者们有时不能明确定义两种方式 ，总体 的不 同是正式 的沟通是与 

组织在结构上 相关 的、常规 的方式 。正式 的沟通 涉及 到书写 的方 

式、正式 的会议 。非正式 的沟通更加个性化 ，比如说 口头上的接触， 

可能是无意识的、存在于组织之外的。正式 的沟通方式是那些被组 

织成员认为是常规化 和结构化的；非正式方式是 自发和无规则的。 

沟通 内容就是指传递的信息一说 了什 么?相互沟通 的内容分 

析使用预先确定的分类或 是询问 当事人对 沟通 内容 的认 识。沟通 

内容能够有多种分类方式。直接的沟通内容要求 目标沟通者按照 

主动沟通者想要 的 目标来改变行 为，包括 ：要求 、劝告 、承诺 、诉 诸于 

法律等 。间接的沟通是改变 目标 沟通 者对于有 目的行为 的态度 和 

观念，没有直接要求的具体行为，包括交流信息借以使主动沟通者 

通过讨论或是运行 的程序去改变 目标沟通者关于期望行为 的态度 。 

渠道权力 在我 们的模 型中分为权 力对称和权力不对称两种情 

况作为控 制变 量来 分析 ，在不 同的渠道权力下 ，采用不同沟通方式 

对渠道产 出产生不 同 的影 响。营销 渠道 成 员承 担不 同的渠 道角 

色 ，因而具有相应 的渠道权力 ，他 们所 拥有 的权 力的大小 取决于渠 

道成员承担渠道角 色所拥有 资源的多少与相互 之间的依 赖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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