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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一以电影放映业为例

温 韬
(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622)

摘要：以电影放映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度的影响机理，全面地揭示了顾客

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度的作用机制，充分地回答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顾客体验如何影响服务品牌忠诚度

的各个维度，二是服务品牌忠诚度的各个维度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此项研究不仅弥补了电影放映业匮乏实证

研究的缺憾，而且为电影院提升服务品牌忠诚度提供了实证支持和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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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管理者已经清

醒地认识到：品牌资产(品牌权益)是企业一项重要

的无形资产，而品牌忠诚度又是品牌资产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迄今，学术界对品牌忠诚度的研究已

经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美国著名学者maker在其

撰写的《品牌资产管理》一书中，探讨了品牌忠诚度

的重要性，认为企业获得品牌忠诚度有四点好处，一

是可以降低市场营销费用，二是可以产生巨大的商

业杠杆作用，三是可以吸引更多的新顾客，四是可以

有缓冲的时间对竞争威胁做出反应⋯1。

通过对国内外品牌忠诚度相关文献的研究，我

们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品牌忠

诚度的计量、品牌忠诚度影响因素的探究上。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Oliver根据品牌忠诚度的形成过

程，将品牌忠诚度划分为认知性忠诚度、情感性忠诚

度、意向性忠诚度和行为性忠诚度四大类【2J。这种

分类方式已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并被广泛应用于

相关的实证研究中。目前，品牌忠诚度影响因素的

相关研究也日趋完善。总体而言，品牌忠诚度的影

响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交易认知类因素，

如顾客价值、认知风险和转换成本，二是关系情感类

因素，如满意度、信任和承诺，三是行为情境类因素，

如涉入、社会规范和情境因素。

当然，上述研究成果都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经济

背景下取得的。目前，随着社会经济形态正在从商

品经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时代迈进，顾客体验成

了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日常生活中，顾

客越来越凭借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评判一件产品(或

服务)、一个品牌甚至整个公司。向顾客传递高度差

别性的连贯一致的积极的体验(体验营销)成为各公

司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天，提供令人难忘的顾客体

验已经成为企业提高品牌忠诚度的一件利器，对于

服务企业更是如此。Stuart就特别强调，顾客体验

是决定服务品牌忠诚度的关键因素[3】3。概言之，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度

的影响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目前，顾客体验

对服务品牌忠诚度影响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理论

研究，即讨论如何进行体验设计以提高服务品牌忠

诚度等相关问题，实证研究相对较少[4I。国内相关

的实证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行业有待探索

和研究。其中，中国电影放映业就是一个值得探究

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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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国电影业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

行业规模和存量呈加速度递增，年度电影产量和年

度电影票房均创下新高。在行业大盘攀升的同时，

电影院线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产品

同质化现象严重，档期安排不合理，设备更新缓慢，

服务没有特色等。这些问题若不加以慎重地研究和

解决，必将掣肘电影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第51号令《(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

补充规定二》(2006年2月20日起施行)的发布是

在第49号令《<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补充规

定》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CEPA)相关协议基础上做出的补充规定。该

补充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允许香港、澳门服

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独资公司，在多个地点新建

或改建多间电影院，经营电影放映业务。这也意味

着电影院线将面临着更加残酷的竞争。如何才能提

高电影放映企业的竞争能力呢?通过向顾客传递令

人难忘的体验来提高电影院服务品牌忠诚度，不失

为一种事半功倍的明智选择。

本文以中国电影放映业为例，就顾客体验对服

务品牌忠诚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这一研究的理

论意义在于：发现电影院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

度的影响机理，弥补国内该领域匮乏实证研究的缺

憾。这一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让电影院认识到顾

客体验对提升服务品牌忠诚度的重要性，打造出顾

客心中与众不同的电影院服务品牌。

二、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

I一)研究模型

在文献研究和先前所做的探索性研究的基础

上，笔者提出了电影院的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

度影响的研究模型(图1)。在这里，顾客体验特指

电影院的顾客体验，服务品牌忠诚度特指顾客对电

影院服务品牌的忠诚度。图中CE代表顾客体验，

CL代表认知性忠诚度，AL代表情感性忠诚度，IL

代表意向性忠诚度，BL代表行为性忠诚度。

(二)立论依据

1．顾客体验与服务品牌忠诚度的关系

PineⅡ和Gilmore认为，一旦一个公司有意识地

以服务作为舞台，以商品作为道具来使消费者融入

其中，这种新的经济提供物——体验就产生了。体
验就是使每个人以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其中的事件。

后来，他们又认为，体验事实上是当一个人达到情

绪、体力、智力甚至精神的某一特定水平时，他意识
86

中所产生的美好感觉【5-6J。因此，本文认为，顾客

体验是指在企业提供的消费情境中，顾客在与企业

的产品、服务、其他事物等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的

整体经历和感受。顾客体验是由企业提供(引发)

的，它的优劣取决于顾客的整体感受。这里，顾客体

验特指顾客在电影院中的整体经历与感受。

顾客体验 服务品牌忠诚度

图1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度影响的研究模型

服务品牌忠诚度(服务忠诚度)是指顾客对某一

服务企业的品牌忠诚度。在服务品牌忠诚度概念

中，被广为引用的定义是Gremler和Brown的服务

品牌忠诚度定义。他们认为，服务(品牌)忠诚度是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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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liver根据品牌忠诚度的形成过程，将品牌忠

诚度划分为认知性忠诚度、情感性忠诚度、意向性忠

诚度和行为性忠诚度四个维度[2]2。从Gremler和

Brown的定义也可以看出，服务品牌忠诚度是一个

综合性的概念，包括认知、情感、意向、行为等内容。

后来，Gremler，Brown，Bitner和Parasuraman在银

行业和牙医业所做的实证研究，就将服务品牌忠诚

度视为一个四维的概念，从认知性忠诚度、情感性忠

诚度、意向性忠诚度和行为性忠诚度计量服务品牌

忠诚度[8|。

Smart指出，难忘的顾客体验能够强化顾客和

服务企业的关系，加深顾客对服务品牌的忠诚度，并

最终提高服务企业的盈利水平【3J。Haeekel，Car—

bone和Berry也指出，顾客的整体体验能够直接影

响口碑传播和再购意向[4l。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

忠诚度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实证研

究的支持。在2001年和2002年，沟通公司ADK做

了1 000多人的调查，结果发现：顾客的商店和网站

体验与顾客的购买意图有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超过0．7)t9l。Pullman和Gross对旅游业的贵宾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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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服务所做的实证研究，以及国内学者杨晓东对餐

饮业的快餐厅所做的实证研究都发现，顾客的情感

体验对顾客忠诚行为有直接的正向影响[10-11]。根

据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l：顾客体验对认知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向影

响；

H2：顾客体验对情感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向影

响；

H3：顾客体验对意向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向影

响；

H4：顾客体验对行为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向影

响。

2．服务品牌忠诚度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由上可知，服务品牌忠诚度是一个综合性的概

念，包括认知性忠诚度、情感性忠诚度、意向性忠诚

度和行为性忠诚度四个维度。对于服务企业来说，

顾客的行为忠诚可能只是一种虚假忠诚。譬如，这

些顾客一旦在市场中找到更好的替代服务，就可能

会转向其他的服务企业。可见，只有在认知、情感、

意向和行为上都对企业品牌忠诚的顾客才是企业真

正忠诚的顾客。此外，上述四个维度之间还存在内

在的逻辑关系。

Oliver认为，品牌忠诚度应该按照“认知一情感

一意向一行为”模式顺序发展[2I。该模式认为，顾

客首先进入认知性忠诚度阶段。在这一阶段，顾客

基于前期间接的知识或近期所体验的信息，形成对

某一品牌认知感觉上肤浅的忠诚度。情感性忠诚度

是品牌忠诚度发展的第二阶段，表示顾客对某种品

牌的喜欢或态度；它在产品使用中由于满意的累积

而得以发展，反映了满意实现的快乐程度。品牌忠

诚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意向性忠诚度。意向性忠诚

度是顾客对重购意向持有强烈的承诺。实际上，顾

客的重购意向可能只是一个期待，并没有现实的行

动。最后，在行为性忠诚度阶段，前期忠诚状态中引

发的重购意向被转化成准备就绪的行动，并在这一

行动中伴有克服可能行动障碍的强烈欲望，最终购

买行为的发生被认为是必然的结果。如果这种情形

能被重复，那么行为惯性就会促使重复购买的不断

出现。概言之，顾客在前一个阶段形成的忠诚度会

影响他们后一阶段的忠诚度的发展。也就是说，这四

个维度是一个有序发展的过程。

韩小芸、汪纯孝对民航公司、移动通信、医院、银

行、宾馆和美容院等六类服务性企业所做的实证研

究发现：在六类样本中，认知性忠诚度直接地正向影

响情感性忠诚度和意向性忠诚度，情感性忠诚度直

接地正向影响意向性忠诚度，意向性忠诚度直接地

正向影响行为性忠诚度。在民航公司、银行这两类

样本中，情感性忠诚度直接地正向影响行为性忠诚

度【12]。顾春梅、苏如华对汽车销售服务业所做的实

证研究则发现：认知性忠诚度直接地正向影响情感

性忠诚度、意向性忠诚度和行为性忠诚度，情感性忠

诚度直接地正向影响意向性忠诚度，意向性忠诚度

直接地正向影响行为性忠诚度[13]。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5：认知性忠诚度对情感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

向影响；

H6：认知性忠诚度对意向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

向影响；

H7：认知性忠诚度对行为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

向影响；

H8：情感性忠诚度对意向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

向影响；

H9：情感性忠诚度对行为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

向影响；

Hlo：意向性忠诚度对行为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

向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在正式研究之前，笔者已对大连市的六家电影

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正式研究中，笔者根据探

索性研究的结果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修正，形成正式

研究的调查问卷。2008年5月，笔者先后在大连

市、沈阳市的10家电影院进行了一次正式研究的问

卷调查。该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556份，回收有效问卷51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3．17％。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女性分别占50％、

50％。

(二)分析方法

正式研究应用SPSS 12．0和LISREL 8．51统

计软件对数据进行计量模型分析，还应用LISREL

8．51统计软件进行结构模型分析。计量模型表示

各个变量是由哪些指标来计量的；计量模型分析主

要是对正式研究计量尺度的数据质量进行检验，包

括可靠性分析和确认性因子分析。其中，可靠性分

析主要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eh a)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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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性因子分析旨在检验正式问卷中计量尺度的收

敛效度、判别效度以及计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

结构模型表示不同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构模型

分析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变量之间的路径影响关

系，从而对正式研究的假设与模型(图1)进行检验

和修正。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笔者遵循了近些年国内外

学者普遍采用的做法，即将每个变量的计量题项划

分为数目更少的子指标，一般是将每个变量的多个

题项合并为2个子指标，再以每个子指标的题项评

分的平均值作为其相应的取值。这种做法可减少模

型中待估计参数数量，降低样本量，减少各个计量题

项的随机误差对模型分析结果的影响，增强参数估

计结果稳定性【14J。

四、数据分析过程

(一)计量模型分析

1．可靠性分析

在实证研究中，学术界普遍采用内部一致性系

数(Cronbach a)，检验计量尺度的可靠性。这里，我

们应用SPSS 12．0统计软件，计算各个计量尺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以检验正式研究计量尺度的内部

一致可靠性o Hair、Anderson、Tatham和Black强

调：Cronbach a大于0．7，表明数据可靠性较高；计量

尺度中的题项小于6个时，Cronbach a大予0．6，表

明数据是可靠的[15】。从可靠性分析得知，顾客体

验、认知性忠诚度、情感性忠诚度、意向性忠诚度和

行为性忠诚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31 2、

0．869 5,0．907 6、0．851 7、0．917 7，表明各个计量

尺度都比较可靠。

2．确认性因子分析

(1)收敛效度分析

收敛效度分析旨在检验同一变量不同指标之间

的相关度。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指标在其相应变

量上的标准化因子负荷系数都高度显著(T值大于

3．725)，表明计量尺度有较高的收敛效度。

(2)判别效度分析

判别效度分析旨在检验某一特定变量与其他变

量之间的差异程度。从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加减1．96倍的标

准误不包含1【16]，每个变量的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

系数都大于这两个指标与其他变量的任一个指标的

相关系数[17】，上述情况表明计量尺度有较高的判别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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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指标在变量上的因子负荷表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在0．001(T值临界值为3．725)。

表中变量和指标代码的含义与图1相同。

(3)计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

学术界普遍认为，规范拟合指数(NFI)、不规范

拟合指数(NNFI)、比较拟合指数(CFI)、增量拟合

指数(IFI)、相对拟合指数(I礤I)、拟合优度指数

(GFl)和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AGFI)的值大于

0．9，均方根残差(I溯t)的值小于0．035，近似的均
方根误差(刚sEA)的值小于O．08，表明模型与数
据的拟合程度较高【15J。

从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可看出：NFI(0．99)、

NNFI(0．99)、CFI(0．99)、IFI(0．99)、RFI(O．98)、

GFI(0．98)、AGFI(0．96)均大于0．9，RMR(0．014)

小于0．035，RMSEA(0．040)小于0．08。综合上述

指标，我们不难得出：该计量模型与数据有较高的拟

合程度。

(二)结构模型分析

结构模型描述的是不同变量之间定量关系的模

型。结构模型分析旨在考察不同变量之间的路径影

响关系，从而对正式研究的假设与模型(图1)进行

检验。

从结构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的分析结果不难得

出：该结构模型与数据有较高的拟合程度。这表明

原有研究模型的设定是可接受的。此外，从标准化

路径系数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表2)：在10条假设

路径中，有4条路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这4条路径相对应的研究假设H2、H4、H6

和H9没有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其余6条路径的

标准化路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6条路径

相对应的研究假设H1、H3、H5、H7、R和H10都得到

实证数据的支持。这些假设路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在0．13～0．94之间，而T值在2．74--18．2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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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模型的修正

由于原有的研究模型(图1)的一些假设路径没

有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表2)，为此，笔者对原有的

研究模型进行修正，删除了该模型中所有不显著的

假设路径。由此，本文得到了修正后的电影院顾客

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度影响的最终模型(图2)。

表2结构模型分析的结果表

注：研究假设都是方向性的，故采用单尾检验。*表示

T值大于1．708，P<0．05；*"Ig-表示11值大于2．787，P<

0．005。

顾客体验 服务品牌忠诚度

图2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度影响的最终模型

笔者再次对最终模型进行了结构模型分析，以

检验其结构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其结构模型与

数据的拟合程度的分析结果显示：NFI(0．99)、

NNFI(O．99)、CFI(0．99)、IFI(0．99)、RFI(0．98)、

GFI(0．98)、AGFI(0．97)均大于0．9，RMR(0．014)

小于0．035，RMSEA(0．040)d,于0．08。由上可知，

最终模型的结构模型与数据有较高的拟合程度。图

中变量代码与图1相同。**表示T值大于

2．756，P<0．005。

因原有的研究模型和最终模型并不存在嵌套关

系，故我们可根据阿凯克信息标准(AIC)、一致性阿

凯克信息标准(CAIC)、简约的规范拟合指数

(PNFI)、简约的拟合优度指数(PGFI)等四个指标

比较两个模型的优劣。原有的研究模型的AIC、

CAIC、PNFI、PGFI的数值分别为120．43、286．09、

0．55、0．45，而最终模型的数值分别为113．13、

256．70、0．64、0．52。相比之下，最终模型的AIC、

CAIC较小，PNFI、PGFI较大【15】。由此得出，最终

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更好。

另据标准化路径系数的分析结果可知：6条路

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6条

路径相对应的研究假设Hl、H3、H5、H7、盹和Hlo都

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这些假设路径的标准化路径

系数在0．12～0．93之间，而T值在3．38～25．54

之间。

总体上讲，最终模型的结构模型不仅与数据有

较高的拟合度，而且比原有的研究模型的拟合程度

更好，同时最终模型也不包含不显著的假设路径，最

终模型比原有的研究模型有更强的合理性。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顾客体验对认知性忠诚度、意向性忠诚度有

直接的正向影响，而对情感性忠诚度、行为性忠诚度

没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2．认知性忠诚度对情感性忠诚度、行为性忠诚

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对意向性忠诚度没有直接

的正向影响。

3．情感性忠诚度对意向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

向影响，而对行为性忠诚度没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4．意向性忠诚度对行为性忠诚度有直接的正

向影响。

(二)研究贡献、局限性和管理启示

1．研究贡献

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和先前所做的探索性研究

的基础上，以电影放映业为例构建了顾客体验对服

务品牌忠诚度影响的研究模型。根据实证研究的结

果，本文对最初的研究模型进行了修正，验证并得到

了最终的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度影响的研究模

型。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度影响的最终模型，

全面地揭示了顾客体验对服务品牌忠诚度的作用机

制，充分地回答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顾客体验如

何影响服务品牌忠诚度的各个维度，二是服务品牌

忠诚度的各个维度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2．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虽已对辽宁省大连市和沈阳市的顾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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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实证研究，但在跨地域研究方面仍存在不足。

本研究只收集了同一时点的截面数据，没有进行纵

向的跟踪研究。顾客体验是个多维的概念，研究中

只将其视为一维的综合性概念。研究只探究了顾客

体验与服务品牌忠诚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涉及

其他的变量。

3．管理启示

(1)电影院要提供令人难忘的顾客体验，打造顾

客体验驱动型的服务品牌。如今的顾客对电影院的

品牌忠诚度为何如此低，原因在于：电影院之间差异

性小，品牌营销策略趋同，顾客感觉不到电影院之间

的差异，也体验不到电影院能给自己带来何种独特

价值。顾客走进电影院往往不是出于其对影院的忠

诚，更多的是出于对影片(以及演员和导演)的忠诚，

电影院只不过是放映场所而已。如果仅仅作为放映

场所，电影院永远不能成为差异化的服务品牌。上

述研究结论已经告诉我们，顾客体验对认知性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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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in Financial Investment

——b{lsed on CATI Data

SHIA Ben-yan

(scklol of Statistica，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00，Cllina)

Abstract：It is beneficial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classify customers and distinguish features when making

marketing strategies，since it helps them find out potential customers and then making COITect marketing

strategies．This article will use cx)rfll'non data mining techniques，such as clustering and decision tress，to analyze

investors in Taiwan and find out their preferences，with the hope to give some help to financial instimtions．

Key words：data mining；clustering；decision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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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ustomer Experience on Service Brand Loyalty

mAn Empirical Study on Film Projection Industry

WEN Ta0
’

(School of EcorDmics and Management，Dalian University，DRlian 116622，C 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film projection industry，the paper has done an empirical stud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ustomer experience on service brand loyalty．This study finds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customer experience on service brand loyalty． It answers two questions fully， namdy，how does customer

experience influence the dimensions of service brand loyalty?How do the dimensions of service brand loyalty

influence each other?This study not only makes up the deficiency that empirical studies are scarce in film

projection industry，but also pmvides the empirical support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cinemas to

upgrade service brand loyalty．

Key words：cinema；customer experience；service brand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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