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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品牌忠诚度二维构成的观点在学术领域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同时大量的定性研究和定量实证研究已表

明品牌忠诚度不仅是品牌资产的重要构成部分，较高的品牌忠诚度还可以带来较高的现实经济收益。在品牌忠

诚度测量方面，学者们对顾客忠诚度的测量指标主要可以分为行为和态度两大类指标，但大部分实证研究使用较

多的都是行为倾向指标和态度指标，而缺乏对消费者真实购买行为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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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l世纪以来，产品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尤其

是数码科技产品，技术及产品的同质化使品牌效应对

消费者购买选择的影响效用凸显。同时，在当前这个

后工业时代里，信息科技的应用使商品日益多样化，

但产品的平均寿命却在快速缩短，因而也必须通过塑

造强势的品牌形象来维持较高的品牌忠诚度，才能有

效地延续品牌寿命。因此，要如何维系较高的品牌忠

诚度以保持、留住客户，以便能在这个快速且多变的

消费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对企业而言已变成非常重要

的课题。

1 品牌忠诚度的定义及构成
’

品牌忠诚这一概念比品牌形象出现得更早，早在

1923年Copeland就第一次提出了顾客忠诚这个概

念，学术界对之进行的研究也颇为广泛和深入。关于

品牌忠诚的概念界定，学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和

说法。

Tucker【11认为，品牌忠诚的最好表述就是顾客的

购买行为，顾客购买某一产品的次数就是其忠诚度的

最好表述，如果顾客连续购买某一品牌产品3次，就

可以认为这名顾客忠诚于这一品牌。和Tucker观点

类似，Joseph W．Newman&Richard A．Werbel¨’也主

张从顾客行为角度来界定品牌忠诚度，他们认为品牌

忠诚的表现就是指顾客反复购买某一品牌的产品，而

且在购买过程中消费者仅考虑这个品牌的产品、不去

寻找其他品牌相关产品的信息。另一些学者对品牌

忠诚的定义则更为直接．把品牌忠诚定义为顾客对某

特定品牌相对购买频次的函数。

和以上三种从顾客行为一维角度定义品牌忠诚

的观点不同，美国学者Day【30从行为和情感两种角度

对品牌忠诚进行了界定。他指出真正的忠诚顾客不

仅会在行为上反复、多次购买同一企业的产品或服

务，而且还会在情感上长期保持对该企业产品和服务

的喜好和偏爱。因而，只有同时分析顾客的行为和态

度，才能准确衡量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

Jacoby＆Chestnut【41也同样认为品牌忠诚不仅体

现在消费者高频度的购买行为上，还表现为消费者对

品牌产品的特定偏好。

在以往定义的基础上，美国学者Dick和Basup’

将品牌忠诚定义为消费者对某一种产品做出的重复

购买的一种长期承诺，并指出它涉及行为忠诚和态度

忠诚两个方面。行为忠诚就是指顾客多次购买某一

品牌产品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是由于顾客对品牌的

偏好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冲动性购买、消费习惯、过

高的转移成本等因素带来的，而态度忠诚则是指顾客

在情感上对该品牌的喜爱，这种态度可能是因为该品

牌具有与顾客的个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地位等相

一致的品牌个性、品牌形象等特征，也可能是因为企

业以持久高效的承诺与顾客建立了长期的品牌关系

而获得了消费者情感上的共鸣。基于顾客对品牌的

态度和购买行为，Dick和Basu还提出了品牌忠诚的

分类框架，他们将顾客分为忠诚者、潜在忠诚者、虚假

忠诚者、不忠诚者四种类型(如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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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品牌忠诚度的四种类型(Dick＆Basu}

忠诚顾客是指那些对企业品牌不仅有着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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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态度，同时还有着持续购买行为的顾客。这些顾

客在行为和态度上的忠诚不仅给企业带来稳定的利

润和销售额，也给企业带来了良好的口碑宣传效应。

潜在忠诚顾客是那些对企业品牌有着积极的态度和

偏好，但在行为上却很少购买或不购买企业品牌产品

的顾客，之所以没有行为上的忠诚主要原因在于一些

诸如经济水平等其他实际条件的限制，一旦这群消费

者突破这些限制和障碍，他们就会产生持续的购买行

为从而转变为忠诚顾客。同时，潜在忠诚顾客对于企

业而言也是一个良好的口碑传播源。与潜在忠诚顾

客相反，虚假忠诚顾客虽然有持续的购买行为，但对

所购买企业产品缺少积极的态度和偏好。之所以这

些顾客持续地购买自己并不喜欢的品牌产品，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这些顾客的长期购买习惯或者转换成本

较高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企业的垄断行为

或者市场上还没有出现类似的产品或替代品。虽然

这类顾客的购买行为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但是如果

这类产品转换成本不高的话，一旦市场上出现了相似

的竞争产品，这类顾客就可能轻易地转换品牌。不忠

诚顾客在行为上和情感上都没有特定的偏好品牌，他

们购买的随意性很大，经常游离于各个品牌之间，购

买行为往往受促销因素、购买情景以及他人的影响较

大。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类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忠

诚顾客由于年龄、地位、经济条件等因素的改变或者

某次产品消费经历的不满意等问题都可能转变成潜

在忠诚顾客或者不忠诚顾客。同样，不忠诚顾客也可

以因为某些原因转变为忠诚顾客。就企业而言，最佳

的策略在于尽可能保持忠诚顾客的数量，不让其流

失，同时通过营销手段和产品、服务质量的提升使其

他类型的顾客转变为忠诚顾客。

Richard L．Oliver【61认为品牌忠诚是一种承诺．是

顾客对自己所偏爱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未来将持

续地重复购买、光顾的承诺，且这种承诺不会轻易受

到情境和营销力量的影响而产生转换行为。在此基

础上，Oliver【7】进一步将品牌忠诚分为认知忠诚、情感

忠诚、意向忠诚和行为忠诚四个维度。其中，认知忠

诚是指顾客持有某一品牌要优于其他品牌的信念，指

顾客首先考虑、选择某品牌的可能性，情感忠诚指顾

客对该品牌的产品或服务的喜好程度，意向忠诚指顾

客忠诚于该品牌的意愿，行为忠诚则是指顾客的实际

消费行为。

综上．关于品牌忠诚的定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

种是一维的行为论观点，认为品牌忠诚就是顾客对某

一产品或服务购买行为的重复和持续；另一种观点从

态度和行为两个角度定义品牌忠诚，认为品牌忠诚是

积极的态度偏好和持续购买行为的结合。其中，态度

是指顾客对某一品牌怀有的喜爱之情和积极的认知、

评价，而行为则是指顾客的购买行为以及围绕该品牌

进行的121碑宣传。从文献上看，二维的观点在学术领

域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大多数的品牌忠诚度研究

都是围绕二维构成的观点进行的。

2品牌忠诚度的重要性

品牌忠诚度是晶牌与顾客联系程度的尺度，长期

以来业界的营销人员就一直把品牌忠诚度的维护和

提升作为营销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研究人员也对品

牌忠诚度的价值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验证。根

据国内外的文献，品牌忠诚度在企业经营中的价值、

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品牌忠诚可以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

益。根据营销的20／80法则，企业80％的利润来自

20％的顾客，而这些顾客主要是忠诚顾客。忠诚顾客

是企业的主要利润源，顾客忠诚度的提升可以有效增

加企业的利润净现值。根据Reich—held&SasserHl以

及Reich—held【81针对14个不同行业的研究，如果这

些行业内的企业将品牌忠诚度提升5％，那么企业利

润将提升25％至95％不等，各行业利润净现值增长

幅度不同，但是最低也有25％的增长幅度。另外，品

牌忠诚可以使企业节省营销费用，Rosenberg和Cz-

epiel【91以及后来Fomell和Wemerfel【9’的实证研究均

表明，获取一个新顾客的成本远高于维系一个老顾客

的成本，较高的顾客忠诚度可以节省企业寻找新客户

的费用。品牌忠诚之所以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原因在于忠诚顾客在重复购买、支付溢价的同时还通

过口碑宣传给企业带来了新顾客，从而增加了公司业

务的销售收益。另一方面在于品牌忠诚可以提高企

业的竞争优势，当新的竞争者出现时，品牌忠诚能够

保证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不至于显著减少，但如果企

业缺乏忠诚的顾客群，这些顾客就很容易被竞争对手

“掠走”。

其次，品牌忠诚度是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David Aaker[m】指出品牌忠诚是构成品牌资产的独立

因素，在Aaker提出的“品牌资产五要模型”和“品牌

资产十要模型”中，品牌忠诚均是重要的测评维度之

一．而Yoo&Donthu¨¨则基于品牌忠诚度、品牌知名

度、认知质量和品牌形象四个维度开发出了分别衡量

整体品牌资产和多维度品牌资产的量表。国内学者

袁登华¨23和丁家永【l纠也先后指出品牌忠诚度是品牌

资产的重要来源和构成要素。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

品牌忠诚度是评价品牌资产的关键指标之一，通过提

升品牌忠诚度可以有效地提升品牌资产。

3品牌忠诚度的测■

通过对已有的品牌忠诚度测量研究的回顾。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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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由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和具体研究情境的差异，不

同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测量量表，韩小芸、汪纯孝m】

和林永梁‘¨1、苏如华‘151以及杨晓东㈨在其研究中对
国内外已有的品牌忠诚度实证研究中的品牌忠诚测

量方法进行了总结，本文依据这些总结，并结合其他

相关文献．增加和删减了一些内容，将学界对品牌忠

诚度的测量方法归纳列表如下：

表1 品牌忠诚度测量方法

文献作肴 品牌忠诚皮测项

Dick＆Basul，1 对新luJ的反庸：受竞争行营销策略影响程度

Parasuraman ＆ 向他人称赞该公_j：向询问的人推荐该公司：鼓励亲友到该公司消费：消费时优先选择该公司；常去该公
ZcithamI．P,crryI”1 川；肖赞

Mary Jo Bitner”‘ 顾客向他人推柠；再次购买：转换蹦牌‘j投诉的町能性

林永粱¨．】 再购意愿：向他人推荐i{《手机品牌的意愿

Fomcllll” 再购意憋；价格容忍度；推荐意琢

Harald Bioctg
114] 顾客的行为意向

Jones&Sasser Jr．Ilq 再购意愿；推狞意蟛

Banwari Mittal．walfrlcd 顾客转换其他品牌的意向
M．Lassa，14】 ．

苏如华Ⅲ’ 向他人推柠该汽车4S店的愿镊：商好度：再次发生业务往柴的倾向：足甭愿意提fI；E|L三的建议；oj该专

史店保持}．}续的友好犬系的愿掣：与je他4S店相比n!该店消赞次数比例：前选租J{{：：支f’I溢价购买比例：
Huddleston掣”’ 在忠诚品牌l：化费的总金额：一段时f．J内的购买次数：{々换意愿：再购息向：向他人推荐

Pclticr＆Wcsrfall!”J 续约意愿：向他人推荐的-u『能性

Gonion Fu|lerton[151 再购意向；支持拥护意向

杨晓东m’ 对该餐厅喜好程度：继续光顾愿攫：向他人推拧：l-J类餐厅的首选程度

Hung-Chang Chiu ＆ 不转移的意愿：向亲朋好友推荐：{l|续使用银行服务的意向

Yi-Ching Hsieh等11q
、，u．I lem Chang，Fang-Yuan 称债该航空公司；向他人推拧；继续光顾意愿
Cheni‘6l

Wangenheim，Bayonll7j 近期小准备转换服务Iiii：向亲友推荐：现7，服务商提商价格仍小转换服务商；竞争者提供更好的价格就转

换(反向问项)：只要膳仲地4i变就小转换
Nha Nguycn ＆Gaston ；；：；要服务时前选该品牌：再购意愿；向他人鼓励及推荐的意昭
Leblancll 7】 ．

陈淑芳Il 5I
向他人推荐意愿：再次发生业铬往来的意愿：如粜泵新再做～次决定还足会做：}{拥同消赞决策

温翦燕、韩小荟、汀纯荆19l 喜爱税_cfE：向他人推荐：称赞；再次到该餐厅就锓的町能性

何庆丰【列 拥护该手机晶牌：向他人称赞发推荐的意愿：再购倾向：首选程度

徐杰华【21】 称赞以及向他人推荐该餐厅：再次光顾意向：受其他餐厅价格略影响程度；事战影响程度

杜建刚、范秀成122l 继续光顾；向亲朋好友推-拧：价格容忍度

31驱1邑p‘ 对该超市的前选程度：偏好度：总体计价：推-稃意愿：再购意愿；与jc他超市相比在该超市的购物次数及

购物额『盘比例

从这些测项可以看出，学界对顾客忠诚度的测量

指标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为指标，例如购

买比例、消费金额、购买次数等，由于实际的产品购买

和使用行为在测量上往往有一定的研究难度，很多研

究者更多地使用了行为倾向指标，即不是测量实际已

发生的消费行为而是通过测量未来的行为倾向来预

测推断其现实的行为，具体的指标有再购意愿、续约

承诺、首选程度等；另一类指标是态度指标，例如喜好

程度、涨价容忍度、推荐意愿等。从已有的实证研究

上看．大部分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都是行为倾向指标

和态度指标，而缺乏对顾客真实购买行为的测量。

4小结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品牌忠诚度的定义、构成和重要性以

58

及测量指标，通过理论综述发现品牌忠诚度二维构成

的观点在学术领域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大多数的

品牌忠诚度研究都是围绕二维观点进行的，即认为品

牌忠诚是积极的态度偏好和持续购买行为的结合。

同时，大量的定性研究和实证研究已表明品牌忠诚度

不仅是品牌资产的重要构成部分，较高的品牌忠诚度

还可以带来较高的现实经济收益，从这一角度可以说

品牌忠诚度的维护、提升正是企业品牌建设活动的关

键之所在。在品牌忠诚度测量方面。学界对顾客忠诚

度的测量指标主要可以分为行为和态度两大类指标，

但大部分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都是行为倾向指标和

态度指标，而缺乏对顾客真实购买行为的测量，这是

今后品牌忠诚度实证研究须重点补足之处。当然。本

文尚未对品牌忠诚度形成的驱动因素以及各个因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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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影响程度方面的研究进行回顾整理，这方面的实

证研究也相对较少，这也是品牌忠诚度理论研究方面

值得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杨文忠)

参考文献：

[1】刘勇．贸云．顾客忠诚度测量模型研究——以移动行业为例[J]．中

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8)．

【2]Newman．Jo∞pII W．and Richard A．Werbel．肺曲讥‘池印■M蜘b矿

Brand Loy础yfor Major Household Appliances[J]．／ourna．f ofMarketing

Research．1973．(11)．

【3]曾德明．品牌忠诚的内涵与测量方法[J]．中烟电子商务，2008．

(11)．

C4]Jmby．J．and R．W．Chestnut．Brand／oya厶y：脓咐朗删and Man-

agemer吐[M】．New York：JohnWiley＆Sons．1978．

[53丁夏齐，马谋超．王咏，樊春雷．品脾忠诚：概念、测量和相关因素

[J]．心理科学进展．2004．(4)．

【6]Olivef，R．L．&砸可知硪on：口behadord p舶p妇矾the CO?t．$R
[M】．New YoA：McGraw Hill，1996．

[7】Oliver．Whence删蝴zoy础y?【J】．]ouma／矿胍—旺妇，1999，
(63)．

[8】陈明亮．客户忠诚与客户关系生命周期[J]．管理工程学报．2003，

(2)．

[9]薛海波．创造品牌忠诚的新思路[J】．经济经纬，2007．(6)．

[10】阿克(Aaker，D．A．)著，翼卫华、董春海译．管理品牌资产[M】．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11]卢泰宏．品牌资产评估的模型与方法[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2。(3)．

[12]胡守超．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模型的建立及实证研究[D】．苏

州大学。2008．

[13]韩小芸．汪纯孝．服务性企业顾客满意感与忠诚感关系[M】．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杜．2003．

[14】林永粱．顾客基础的品牌形象衡量——以行动电话为例[D】．台

北大学．2004．

[15]苏如华．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与顾客忠诚度关系的实证研究

[D]．浙江工商大学．2007．

[16]杨晓东．顾客忠诚的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D】．东北大学。2006．

[17]谢采汝．顾客基础的拍牌形象构面问之关系探讨——以行动电话

产业为例[D]．台湾淡江大学，2005．

[18]陈淑芳．顾客关系、服务品质、品牌形象、顾客满意度与再购意愿

间关系之研究——以银行业为例[D】．台湾大同大学．2003．

【19]温碧燕，汪纯孝，岑成德．服务公平性、顾客消费情感与顾客和企

业的关系[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20]何庆丰．品牌声誉、品牌信任与品牌忠诚关系研究[D】．浙江大

学．2006．

【21]徐杰华．员工满意与顾客忠诚关系的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

2007．

[22]杜建刚．范秀成．服务质量五维度对服务满意及服务忠诚的影

响——基于转型期问中国服务业的一项实证研究[j]．臂理世界，

2006．(6)．

[23】王亚飞．商店印象与顾客忠诚关系实证研究[D】．湖南大学，2006．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Brand Loyalty

WANG Shuai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Henan Mechanic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College，Xinxiang 4530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finition，construction，importance an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brand loy‘

ahy．The two—dimensional point of view of brand loyalty has received a broad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rough theoretical overview．At the 88Jne time，a large number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study has indi—

cated that brand loyal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rand equity；high brand loyalty can also lead to high-

er real economic benefits．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brand loyalty measurement，most scholars take the view that brand

loyalt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rimjot categories of behavior and attitude indicator．However，in most empirical stud-

ies only behavioral tendencies and attitudes indicators棚孵used．and lack the customers’actual buying behavior m@．Ls-

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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