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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品牌忠诚度是近年来营销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品牌忠诚度作为无形资产，N-g-~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对品牌忠诚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概念性考察，可以为研究品牌忠诚度的学者及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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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拥有一群具有高度 

品牌忠诚度的顾客是企业在此市场中生存并占据竞 

争优势的核心。 

创建一个强势品牌的最佳方法是提高消费者的 

品牌忠诚度，以此提升品牌资产。Aaker指出，品牌 

忠诚度是品牌资产构成的核心维度，拥有忠诚的顾 

客群，意味着一道进入障碍、高价位、为竞争对手的 

创新活动赢得反应时间，以及一座抵制恶性价格竞 

争的堡垒。[ ] ’ 

品牌忠诚度是近些年来营销学界研究的热点问 

题之一。很多学者对品牌忠诚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 

究。Reichheld和 Sasser对美国 9个行业的调查数 

据表明，一个企业的顾客保留率在现有的基础上提 

高 5 ，其利润就可以增加 25 一85％，这一研究结 

果引起了营销实务界和学术界的注意 ，也得 到了人 

们对忠诚度的关注。[2]Raman认为忠诚顾客是向周 

围人传播正面口碑的“神奇的营销力量”，而且这种 

正面口碑对企业来说，又是一个最有效的广告。[3 

Bowen和 Shoemaker在其研究中发现忠诚顾客比 

非忠诚顾客购买更多的东西，企业为忠诚顾客服务 

的成本也低，因为他们更了解产品，只需要少量的信 

息。此外，他们作为其他顾客的信息来源，可以根据 

自己的经验，给其他顾客提供关于此品牌的各种信 

息。[4]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得知对于企业而 

言，提高顾客的品牌忠诚度不仅能带来高额利润，也 

可以增强其竞争力。 

要想提高顾客的品牌忠诚度，首先要研究品牌 

忠诚度的影响因素。近些年来，很多学者进行了忠 

诚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大 

类。第一大类是以满意、信任等关系维度的变量作 

为忠诚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Ganesan，1994；Singh 

and Sirdeshmukh，2000；Bowen and Chen，2001； 

Taylor et a1．，2004)；第二大类是以形象、态度等形 

象一态度维度的变量作为忠诚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Aaker，1991；Ke11er，1993；Dick and Basu，1994； 

Chaudhuri，1999；Faircloth et a1．，2001)；最后是在 

一 个维度的基础上追加另一个维度的变量《：如 ，在形 

象、态度变量中加上满意度变量)的研究(Andreas— 

sen and Lindestad，1998；Taylor et a1．，2003；Lewis 

and Soureli，2006)。但是，很少有研究将两个维度 

的四个变量整合起来进行分析。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关系维度和形象一态度 

维度的四个变量作为品牌忠诚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品牌忠诚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概念进行更深入、更 

全面的研究，并为研究品牌忠诚度的学者及企业管 

理人员提供概念性理论基础。 

二、品牌忠诚度的概念性文献考察 

在竞争 日益加剧、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通过品 

牌忠诚度的顾客保留策略是最有效的营销战略之 
一

。 品牌忠诚这一概念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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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销领域的研究热点，延续至今。但是学者们对 

其概念的定义一直没有统一的见解 ，很多学者从 自 

己的观点 出发，对品牌忠诚度下 了各种各样的定义 

(见表 1)。 

Brown指出品牌忠诚度是消费者偏爱特定品 

牌，而且购买产品时依赖这一品牌的倾向。Day主 

张真正的忠诚不仅包括顾客反复购买同一品牌的行 

为 ，还包括对此品牌的良好态度 。Newman和 Wer— 

bel认为忠诚度是消费者只购买 自己信任的某一品 

牌，对其他品牌不进行信息搜索的行为。Aaker认 

为品牌忠诚度是品牌资产的核心，它指的是对特定 

品牌的持续的依恋感(attachment)。_5]Dick和 Basu 

强调品牌忠诚除了有重复购买的表现外，还必须有 

一 个对品牌强烈持久的积极态度，只有那些持续购 

买率高且与其他企业相比，更喜欢本企业的顾客才 

是本企业的真正忠诚者。[63 Oliver对品牌忠诚度下 

了这样的定义 ：是一种对偏爱 的产 品或服务的深深 

承诺(commitment)。忠诚顾客在未来也会持续、重 

复购买或光顾，因此产生了反复购买同一个品牌或 

一 个品牌系列的行为，不顾周围的各种状况和营销 

努力，都不会产生转换行为。 ]Oliver的定义是迄今 

为止 ，较为成型且被普遍接受的品牌忠诚度的定义。 

从上述多种定义中可以看出，品牌忠诚度的定 

义可由态度论观点和行为论观点解释。态度忠诚是 

消费者对特定品牌的情感上、心理上的依恋感；行为 

忠诚是持续、反复购买特定品牌的行为。 

表 1 品牌忠诚度的定义 

学 者 定 义 

消费者偏爱特定品牌，而且购买产品时依赖这一品牌的倾向 

消费者再次购买特定品牌的意愿 

真正的忠诚不仅包括顾客反复购买同一品牌的行为，还包括对此品牌的良好态度 

消费者只购买自己信任的某一品牌，对其他品牌不进行信息搜索的行为 

消费者对某一种或几种品牌的持续的、偏向的购买行为 

对特定品牌的持续的依恋感(attachment) 

消费者经常购买自己喜爱的特定品牌的行为 

在某一产品品类中，只购买特定品牌的消费者的偏好 

由顾客对本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持续购买率与顾客对本企业的相对态度共同决定 

反复购买特定品牌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的意愿 

不顾周围的各种状况和营销努力，都不会产生转换行为的、对偏爱的产品或服务的深深承诺 

对特定品牌的依恋感或爱恋的情感状态 

顾客再次购买某一品牌，并将 自身视为企业伙伴的可能性 

消费者对特定品牌的偏好和由这一偏好导致的反复购买行为 

是一种对偏爱的产品或服务的深深承诺(commitment) 

消费者对具有独特价值的某种品牌的承诺，并持续 、反复购买此品牌的意愿 

资料来源：根据先行研究整理而成。 

品牌忠诚定义的多种解释，导致了品牌忠诚度 

测量方法和指标的多样性。忠诚度的测量方法大体 

上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行为测量，第二种是态度测 

量，第三种是结合前两种方法的混合测量。 

Jacoby和 Chestnut以行为论出发，将一定时期 

内某一产品范畴中特定品牌的购买频率、总购买量 

中特定品牌所 占的比率作为测量指标 ；Tucker以对 

某一品牌的连续购买次数为测量指标；Blattberg和 

Sen以某一品牌的购买比率作为测量指标。但是， 

这种行为测量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以过去购买行 

为为基础的测量无法正确反映消费者的忠诚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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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忠诚度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对 

特定品牌的反复购买行为，还包括对此品牌的态度、 

感觉和来自过去购买经验的强化等内容。[8 

态度测量是使用态度指标来反映情感上、心理 

上依恋感的一种测量方法。Aaker以对 品牌的偏 

好、信任、亲切感和尊敬作为测量指标。[5 但是，这些 

指标大部分是忠诚度的前因变量，因此容易产生混 

淆，而且它的主观性也太强。 

上述两种方法是从单一维度出发测量忠诚度 

的。混合测量方法弥补了前两者的局限性，使用顾 

客对特定品牌的偏好、品牌转换倾向、购买频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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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总量等指标来测量 品牌忠诚度 。Oliver认为 品牌 

忠诚度包括认知性 (cognitive)、情感性(affective)和 

意欲性 (conative)因素。[7]Chaudhuri和 Holbrook 

在其研究中以对某一品牌的再购买意愿作为行为忠 

诚的测量指标，以对这一品牌的依恋感作为态度忠 

诚的测量指标。Lg 混合测量方法是测量品牌忠诚度 

的有力工具。 

三、品牌忠诚度影响因素的概念性文献考察 

(一 )信 任 

作为决定忠诚度的主要前因变量，品牌信任是 

维系顾客一品牌关系的重要因素。 

信任是关系营销中的核心概念(见表 2)，它是 

在交易一方确信交易对方的可靠性，并对交易对方 

产生依赖感时形成的。Morgan和 Hunt认为信任 

是对交易对方的可靠度和诚实度的确信。这种信任 

来 自与交 易对方的长期交易经验、持续 的满足 、高 品 

质等因素。口。=Ganesan在其研究中指出，信任包括可 

靠性(credibility)和善意(benevolence)两个维度。l_1l_ 

Doney和 Cannon在关于交易双方关系的研究中，将 

信任定义为对交易对方的可靠性和善意的感知，并 

相信对方会以可预期的方式行动，而不会完全致力 

于自我利益。[12 Mayer et a1．指出信任是确信对方的 

可靠性，并愿意承担风险的意图。 

信任也可适用于品牌一消费者关系中。消费者 

一 般依赖于自己信任的品牌，认为这种信任可以降 

低不确定性。Elena和 Jose认为品牌信任是消费者 

从 品牌得到的一种安全感 ，且这一 品牌可 以满足消 

费者的期待。品牌信任包括品牌可靠度(brand reli— 

ability)和品牌意图(brand intentions)。品牌可靠度 

是消费者相信特定品牌能够完成其承诺的一种信 

念；品牌意图是消费者确信发生没预料到的问题时， 

这一品牌还能引起他们兴趣的一种信念。[1 

表 2 信任的定义 

学 者 定 义 

一 方对另一方的一般期望，并且认为以口头或文字形式做出的对方的约定可以信赖 

对方可以为自己提供预期回报的信念 

确信对方能够忠实地履行其义务的一种信念 

交易关系中对交易对方约定的信任，并相信对方能够履行其义务 

对交易对方的期望，即确信对方的正直 ，并相信对方为交易的顺利进行尽其所能 

企业对交易对方的一种信念，即相信对方会采取对 自己有利的影响 

依赖值得信赖的交易伙伴的意愿 

对交易对方的可靠度和诚实度的确信 

意味着从交易伙伴的行为感知到的可靠性(credibility)和善意(benevolence) 

确信对方的可靠性 ，并愿意承担风险的意图 

对交易对方的可靠性和善意的感知 
一 种因对于对方的行为意图有正向的预期而愿意将自己处于易受伤害而敏感的处境的心理状态 

顾客对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的品质及可靠度的信心 

确信对方的能力(competence)与善意(benevolence)的心理状态 

消费者对履行特定功能的品牌能力的确信 

资料来源 ：根据先行研究整理 而成 。 

(二)满意度 

满意度是营销思考的中心概念(见表 3)，20世 

纪 7O年代以来，一直受营销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瞩 

目。满意度就是顾客对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包括品 

牌)或服务感到满意的程度 。 

目前，关于满意度的定义，国外学者主要有以下 

观点：1．以结果为中心的观点。这一观点将满意度 

定义为源于消费经历的一种结果。Howard和 Sh— 

eth认为满意是“购买者对购买过程中所付出代价的 

回报是否适当的一种认知状态”；Oliver则认为满意 

是“顾客根据消费经验所形成 的期望与消费经历一 

致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2．以过程为中心的 

观点。这一观点将满意定义为购买之前的期待与购 

买之后的感知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消费者的一种评 

价 。Hunt指出满意是“消费经历至少与期望相一致 

时做出的消费者的评价”；Blackwell，Miniard和 En— 

gel认为满意是“顾客对所购买产品与购买之前对这 

一 产品的预期信念相一致时所做出的评价”。[1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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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满意 的定义 

学 者 定 义 

Howard and Sheth(1969) 

Czepiel and Tosenberg(1976) 

Hunt(1977) 

Oliver(1983) 

Anderson．Fornell and Lehmann(1994) 

Blackwel1，Miniard and Engel(2001) 

Kotler(2003) 

Oliver(1981) 

Westbrook(1981) 

W estbrook and Reilly(1983) 

Tse and W ilton(1988) 

Spreng，MacKenzie and Olshavsky(1996) 

Babin and Griffin(1998) 

Oliver(1997) 

购买者对购买过程中所付出代价的回报是否适当的一种认知状态 

对顾客需求的满足程度的主观评价 

对预期和实际消费经验一致性的评价 

顾客将获得产品后所做出的感知绩效和预期相比较的判断 

根据过去的交易经验或服务经验所做出的评价 

顾客对所购买产品与购买之前对这～产品的预期信念相一致时所做出的评价 

对感知绩效与预期之间差异的评价 

由预期与实际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所产生的消费者的综合性心理状态 

消费者对其消费经验评价的情感反应 

消费者对购买的特定产品和服务，或者是对购物环境及购物行为产生的一种情感 

反应 

顾客在购买行为发生前对产品所形成的期望质量与消费后所感知的质量之间存 

在差异的评价 

对产品或服务经验的情感反应 

由对经验的一系列评价结果引发的情感反应 

是对满足状态的反应，即消费者消费产品或服务产生愉悦感 

资料来源：根据先行研究整理而成。 

(三 )品 牌 态度 

消费者形成品牌态度是因为态度对人具有实用、 

价值表达、自我防卫及认知等功能o[15]因此，品牌态度 

是消费者选择品牌时考虑的最基本的尺度之一。 

关于态度的定义(见表 4)有以下两种观点：一 

种观点是光从情感角度出发，将态度看做是个人对 

特定对象的一种情感。Thurstone认为态度是“人 

们对待心理客体如人、物、观念等的肯定或否定的情 

感”。Fishbein和 Ajzen则认为“态度是以喜爱或不 

喜爱的方式对特定对象产生反应的一种学 习倾向”。 

另一种观点是把态度看做为包含认知、情感及行为 

因素的复杂概念。Hawkins et a1．认为态度由认知、 

情感及行为三个因素组成：认知因素是对某一对象 

的主观知识或信念；情感因素是对这一对象的感觉 

或情感反应；行为因素是对这一对象采取的行动或 

可观察的行为。 

此外，Aaker则认为品牌态度是消费者对特定 

品牌的评价。Talor和 Hunter也指出品牌态度是 

消费者对品牌的整体评价，它是品牌忠诚度的重要 

影响因素 。L1 

表 4 品牌态度的定义 

学 者 定 义 

Thurstone(1931) 

Fishbein andAjzen(1975) 

Bettman(1979) 

Mitehell and Olson(1981) 

Abelson(1982) 

Aaker(1991) 

Lutz(1991) 

Foxall and Goldsmith(1994) 

Keller(1998) 

Hawkins et a1．(1998) 

Fazio(z000) 

Taylor and Hunter(2OO3) 

Lee et a1．(2006) 

人们对待心理客体如人、物、观念等的肯定或否定的情感 

以喜爱或不喜爱的方式对特定对象产生反应的一种学习倾向 

对特定对象表现出来的某种情绪 

对特定品牌所表现出来的喜欢或不喜欢的整体评价 

对特定品牌的消费者的情感 

对特定品牌的评价 

是情感性的概念 ，它反应了对特定对象所表现出来的喜好与否的倾向 

对广泛的市场行为提供说明和预测的概念 

对某～品牌的消费者的整体评价 

由认知、情感及行为三个因素组成 

对特定对象的整体评价 

消费者对品牌的整体评价 

对特定品牌的消费者的评价 

资料来源：根据先行研究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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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品牌形 象 

品牌形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品牌经营状 

况，关系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是否为消费者所接受， 

也关系到企业的成败。换句话说，品牌形象是品牌 

竞争力的具体表现。 

Dobni和 Zinkhan在其论文中整理了 自 1950 

年以来的各位学者对品牌形象的定义(见表 5)，并 

指出这些定义可分为以下几大类：1．总括说。对品 

牌形象的简洁、概括的定义，表达了品牌形象作为一 

个抽象概念的整体含义。Newman指出品牌形象是 

人们对品牌的总体感知。2．象征意义说。这一定义 

认为产品通过品牌形象表达象征意义，消费者据此 

来区别品牌，同时这些象征意义强化了消费者自我 

认知。Sommers指出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产品象征 

的感知。3．个性说。这一类的定义认为品牌形象具 

有类似人的显著个性特征。Stanton认为品牌形象 

是品牌所具有的个性。4．认知说。这一定义认为品 

牌形象 的产生基于消费者的认知或心理的过程。 

Gardner和 Levy认为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品牌所 

具有的一组观点、感觉和态度的组合。L】 

在最近的研究中，学者们从品牌联想的观点出 

发定义品牌形象。Aaker认为品牌形象是品牌联想 

的组合。Keller提出品牌形象是存在于消费者记忆 

中的一切有关 品牌联想 的认 知反应。Blackwell， 

Mimard和 Engel也认为 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 品牌 

的无形或有形联想的感知o[183 

表 5 品牌形象的定义 

学 者 定 义 

Gardner and Levy(1 955) 

Newman(1957) 

Dunn(1961) 

Sommers(1963) 

Kunkel and Berry(1968) 

Lindquist(1974) 

Horowitz and Kaye(1975) 

Jain and Etgar(1976) 

Reynolds and Gutman(1984) 

Plummer(1985) 

Aaker(1991) 

Kapferer(1992) 

Keller(1993) 

Roth(1994) 

Assael(1998) 

Keller(1998) 

Kotler(2000) 

Blackwell，Miniard and Engel(2001) 

Ahn et a1．(2003) 

消费者对品牌所具有的一组观点、感觉和态度的组合 

人们对品牌的总体感知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对特定品牌所产生的所有情感、心理品质 

消费者对产品象征的感知 

由特定事物的信念、观点、感知及记忆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合体 

消费者对特定对象所感知的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的组合 

对特定品牌的情感与其他关联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消费者的心理结构体系 

消费者对品牌特性所产生的感觉和印象 

消费者对特定品牌所持有的认知、态度、个性等的集合 

属性、影响及品牌个性的集合 

品牌联想的组合 

来 自品牌的所有信号的整合 

存在于消费者记忆中的一切有关品牌联想的认知反应 

由企业的营销组合累计下来的效果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形成的、对特定品牌的整体感知 

消费者对特定品牌的整体印象 

对特定对象所持有的信念、构思及印象的整体 

消费者对 品牌 的无形或有形联想 的感知 

消费者对特定品牌的整体联想 

资料来源：根据先行研究整理而成。 

本文通过考察众多学者对品牌忠诚度及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将关系维度和形象～态度维度的四个 

变量作为品牌忠诚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变 

量的概念进行了较深入 、全面的研究 ，这将为研究 品 

牌忠诚度的学者及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概念性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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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ceptual Review on Brand Loyalty and Factors Affecting It 

JIN Zhen—hua 

(College of Economics& Management，Yanbian University，Yanji，Jill ，133002，Chi n) 

Abstract：Brand loyalty is a hot issue in marketing circles
． As a kind of intangible assets，brand loyalty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n enterprise
． The review of the brand loyalty and 

factors affecting it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cerned circ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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