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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忠诚度测评指标体系及模型研究

瞿艳平，程凯

(湖南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品牌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品牌资产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最高层次与首要任务，而品牌忠诚度是

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品牌忠诚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量化指标的角度对品牌忠诚度进行研究，提出一

系列具体衡量品牌忠诚度的指标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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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Brand Loyal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e Model

Qu Yan—ping，CHENG Ka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Changsha,Hunan 410205)

Abstract：The proportion of brand equity in enterprise assets is getting higher．Brand equity management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modem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the primary task with brand loyalty∞an important part．Therefore．brand loyal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our study．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indexes for measuring brand loyalty and builds a model from the quantitative

index perspective of brand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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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牌资产起源的西方，企业经营者认识到品牌

资产的重要性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概念于80

年代由广告公司最早使用，出现后便日益引起营销

管理人员和学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并引发了对有

关品牌资产的定义、测度及运行机制的大量研究。

品牌资产由品牌忠诚度、品牌诚信以及品牌知名度、

品质认定、与品质认定相关的品牌联想和其他一些

相关的品牌资源——商标权等构成。显然，品牌忠

诚度是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品牌忠诚度

指标对企业竞争力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品牌忠诚度的内涵及其价值

品牌忠诚度是指由于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价

格等因素的影响，使消费者对特定的品牌产生感情

依赖，并表现出对该品牌的产品或者服务有偏向性

的行为反应。

品牌忠诚的价值指的是顾客留在企业的时间越

长，顾客越有价值。也就是说长期的顾客会购买更

多商品，对商品价格越不敏感，并带来新顾客。那

么忠诚顾客带来的价值具体体现为：第一，减少争

取新顾客所需要的成本。为把新顾客吸引到企业中

来，企业必须先行投入资金，如针对新顾客所展开

的广告宣传、向新顾客推销所需的佣金、销售费用

等。而针对现有顾客展开营销，成本显然要低得多。

第二，增加基本利润。一般来说，顾客购买企业的

产品就会给企业带来利润。显然，企业留住顾客的

时间越长，获得利润的时间越长，那么企业为这一

顾客所进行的投资就越有意义。第三，按顾客数量

计算的人均营业收入增长。在大多数行业里，顾客

的消费量会随着时间而增加，不但会继续购买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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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产品，而且可能会购买企业的其他产品。第

四，减少营业成本。顾客逐渐熟悉一个企业后，就

会降低交易费用。与此同时，顾客通过与企业员工

的交流，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优势。在大多数行业

中，忠诚关系表现在成本上的益处经常直接反映在

长期顾客和长期雇员之间的相互交往及相互学习上。

第五，顾客间口碑相传。长期的顾客关系还可表现

在，如果顾客满意，就会向别人推荐。而且根据现

有顾客推荐而找上门来的顾客，往往质量会比一般

顾客更胜一筹。第六，价格优势。在大多数行业里，

忠诚顾客支付的价格实际上要比一般顾客高。因为，

促销的折扣价往往只对新顾客有效。另外，老顾客

熟悉公司的办事程序，也了解它的所有系列产品，

公司也可从这一买卖关系中获得额外的价值。

二、品牌忠诚度的结构

品牌忠诚度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行为忠诚度

和态度忠诚度。行为忠诚度是指消费者在实际行动上

能够持续购买某一品牌的产品。这种行为的产生可能

源于消费者对这种品牌内在的好感，也可能是由于购

买冲动、促销活动、消费惯性、转换成本或者市场覆

盖率高于竞争品牌等其他与情感无关的因素促成的。

态度忠诚度是指某一品牌的个性与消费者的生活方

式、价值观念相吻合，消费者对该品牌已产生了情

感，甚至引以为豪。并将此作为自己的朋友和精神寄

托，进而表现出持续购买的欲望和行为。可以用行为

忠诚度和态度忠诚度的二维坐标(图1)，对消费者品

牌忠诚度加以分析。该模型是将态度忠诚度和行为忠

诚度分别划分为高、中、低三类，从而形成了9个区

域的矩阵(图1)。把态度忠诚度高于行为忠诚度的忠

诚者定义为“潜在忠诚者”；相反，态度忠诚度低于

行为忠诚度的忠诚者，定义为“脆弱忠诚者”；模型

右下区域表示“真正的忠诚者”。得出每一区域所代

表的忠诚者的绝对数以及占样本总量的相对比例，统

行低

为

忠中

诚

度高

态度忠诚度

低 中 高

图1

潜在忠诚者

真正忠诚者

脆弱忠诚者

计出真正忠诚者、潜在忠诚者以及脆弱忠诚者所占比

例，为企业了解品牌忠诚状况并采取具体的提高措施

提供参考。

三、品牌忠诚度的测评指标体系

根据企业对品牌忠诚所关心的侧重点不同，可

以将品牌忠诚度划分为消费者层面、企业营销层面以

及竞争层面。本文主要从消费者层面来进行品牌忠诚

度的测量，通过对态度的和行为的度量，两者相结合

来预测消费者再次购买同一品牌的概率，以此作为消

费者品牌忠诚度，即从消费者行为与态度两方面进行

消费者层面品牌忠诚度的测评研究。

(一)行为忠诚测量

1．顾客对于该品牌的认知。虽然顾客对于自己不

忠诚的品牌也可能有较高的品牌认知度，但对于自

己所忠诚的品牌，顾客必然表现出最高程度的认知

度，比如未提示知名度与提示知名度都在100％或接

近100％，这是顾客表现出高水平忠诚度的基本心理

基础。

2．顾客的总体评价与综合评价。顾客对于自己所

忠诚的品牌，其总体评价表现出很高的得分，对于该

品牌各个服务方面也有较高的评价得分：包括产品的

总体质量、企业形象、产品的档次品位、服务质量、

产品的价格适应性、产品的价值、对于顾客需要的满

足性等等。

3．顾客对品牌的价值判断。就特定品牌来说，产

品价格这一因素对于顾客行为有最直接的促进与阻碍

作用。如果顾客认为产品的价格小于或等于商品的价

值，他购买的阻力就小一些。这样的价格有利于购买

行为的进行。而当顾客认为产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

时，购买的阻力大大增加。所以顾客对于产品价值的

判断，对于顾客长期的忠诚行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品牌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品牌忠诚度的组成之一。

(二)态度忠诚测量

1．顾客满意度。满意度是顾客态度的一种表现形

式，是当代营销活动中反映顾客心理和行为基础的一

个非常重要、应用也十分普遍的指标。对于顾客忠的

品牌，满意度得分较非忠诚的品牌要明显高。

2．饭店顾客稳定的消费习惯。顾客在较长时间

内，对于所忠诚的品牌表现出较高频率的重复购买行

为，与其他品牌相比较而言，顾客习惯性购买行为与

消费的频率明显要高，表现出比较稳定的习惯行为。

3．顾客之间的推荐与介绍。对于自己所忠诚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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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顾客十分乐意向其他消费者介绍和推荐，比如很

苎萋赞2篓苎璺要苎碧苎矍竺譬兰二希望与其他顾客 Bi：AiRi={ail,a远⋯，ain}×：
共同分享消费这种产品的价值与快乐。

’ ’⋯’

四、品牌忠诚度的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一)确定因素集

1．因素u分为6个因素集：班{U1，U2，⋯，晒}。

2．每个因素U1“=l，2，⋯，6)分为n个子因素即：

UI={Ull，U12，⋯，U14}；U2={U21，U22，⋯，U25}，

⋯，U6={U61，U32，U63}。

(--)建立权重集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根据专家评分

法，运用判断矩阵分析法分析确定各项评估指标的权

重，得：皓{U1，U2，⋯，拍}的权重分别为。1，

n2，⋯，西，记为A=(al，a2，⋯，a6)。相应地，测

得子因素层的各子因素的指标权重，记为：A l=(a11，

a12，⋯，a14)；A2=(a21，022，⋯，024),A3=(a61，a62，

西3)。耐表示第i个因素中第f个子因素嘶的权重。

(三)建立评价集

设13----{秽1，秽2，v3，v4,v5}为评价集。t，1，t，2，

v3，口4，v5分别表示指标的评语为“高”、“较高”、

“中”、“较低”，“低”，集合中的“高”、“低”分

别代表饭店顾客忠诚度的高低。

(四)模糊综合评判

按第i个因素中的第个子因素评判，评判对象隶

属于评价集中秽后的隶属度为ri jk，ri jk=vi fk／m@=l，

2，5；m为专家的总人数；r／jk是所有专家中认为隶属

于的专家人数)，评判矩阵为n为U1中所含的子因素

个数)：

r／11，r／12，⋯，r／15

i-／21，r／22，，⋯r／25

r／nl，tin2，⋯，r／n5

因此，第i个因素的模糊综合评价集为：

r／11，r／12，⋯，r／15

r／21，r／22，，⋯r／25

rinl，rin2，⋯，r／n5

成就是Ul对y的隶属度f6l+b12+b5=1)。

(五)结果的处理

尉就为品牌忠诚度的评价集的相应隶属度

(6l+b2++65=1)。将评价集各等级进行量化，设：

Vl=dl，y2=d2，V5=d5。V=dlb l++d565。将y值与评

价集进行对比，得出品牌忠诚的高低程度。当然，各因

素也可作相同的处理。这样的模糊数学模型既能反映

总体特性，又能反映各要素的个别特性。识别出品牌

忠诚之后，还应对其程度度进一步评价。这样，一方

面可以对品牌忠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更重要的是，

通过评价其程度，可以找出制约品牌忠诚度的瓶颈及

提高的突破口，根据各个评价指标的属性，对经营过

程中相应活动作适当的调整，以进一步优化和增强品

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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