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概览

品牌的英文单词是 Brand，“品牌”这个词来源于古斯堪的纳维
亚语“ Brandr ”，意思是“燃烧”，指的是生产者燃烧印章烙印到产
品上。最古老的通用品牌是在印度，约一万年前的吠陀时期被称为
“ Chyawanprash ”，广泛应用于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
在欧洲，最早人们用这种方式来标记家畜等需要与其他人相区别
的私有资产。到了中世纪，手工艺匠人用这种大烙印的方法在自己的
手工艺品上烙下标记，以便消费者识别
产品的产地和生产者。这就是最初的商
标标记，生产者以此为消费者提供担保，
同时，此做法也为生产者提供了法律保
护。意大利人最早在 1200 年在纸上使用
品牌水印的形式。
到了 16 世纪早期，蒸馏威士忌酒的生产商将威士忌装入烙有生
产者名字的木桶中，以防不法商人偷梁换柱。
1835 年，苏格兰的酿酒者使用了“Old Smuggler ”这一品牌，以
维护采用特殊蒸馏程序酿造的酒的质量和声誉。此后，由于工业革命
与经济发展，欧美许多工厂建立，需要大批量地生产商品，把产品卖
给更广阔的市场。许多家用物品如肥皂，就是从当地社区集中工厂生
产的。运输物品时，工厂以标志或徽章明确所属，形成了最早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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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商标意义。
其实，在古代中国也很早就有了品牌的概念，如“杜康”这个品牌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因酿酒鼻祖杜康始造而得名，在历史上有曹操“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
康”的名句，古代人早就懂得在酒缸外贴上“杜康”以示区分。并且，我们从中国历史上
留有盛名的镖局、银号、客栈也可以看得到“品牌”的影子。
留存至今的中华老字号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有始于清朝康熙年间提供中医秘方秘药的
“同仁堂”，有创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为皇亲国戚、朝廷文武百官制作朝靴的“中国布鞋第一家”
内联升，有 1870 年应京城达官贵人穿戴讲究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瑞蚨祥”绸布店，有明
朝中期开业以制作美味酱菜而闻名的“六必居”……衣食住行，无所不包（见图 1-1）。

图 1-1

部分中华老字号品牌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品牌更是无处不在。
清晨被苹果（Apple）手机美妙的音乐叫醒，半梦半醒地走向科勒（Kohler）卫浴，使用高
露洁（Colgate）牙刷、中华（Zhonghua）牙膏、欧莱雅（L’Oréal）洗面奶、吉列（Gillette）剃须
刀、阿玛尼男士（Armani Man）护肤品洗漱打理后，从保鲜度极高的嘉格纳（Gaggenau）冰箱中
挑选出诺心（Le Cake）低脂巧克力蛋糕和光明（Bright Dairy）的如实酸奶作为早餐。随后携带
着联想（Lenovo）旗下的思考本（ThinkPad）笔记本电脑，驾驶大众（Volkswagen）旗下的汽车
上班。进入办公室后，使用谷歌（Google）浏览器、惠普（HP）打印机办公。午餐选择了肯德基
（KFC），点了汉堡伴着百事可乐（Pepsi），饭后买了一杯提神的星巴克（Starbucks）咖啡。因为下
午出差，拎上了新秀丽（Samsonite）行李箱，乘坐国航飞机抵达北京，入住了东三环的凯宾斯
基（Kempinski）酒店……第二天一早，赶上前往广州的南航 A380 飞机，降落后直奔四季（Four
Seasons）酒店，换下了休闲服饰，套上了雨果·波士（Hugo Boss）的瘦身白衬衫，穿上登喜路
（dunhill）西装，系上爱马仕（Hermès）其中一款含蓄的“ H 型”黑色腰带，踏上普拉达（Prada）
皮鞋，同时也不忘把行李箱换为日默瓦（Rimowa），与极其重要的客户会面……终于到了迷人的
周末，懒觉醒来穿上阿迪达斯（Adidas）球鞋以及 J. Lindeberg 高尔夫休闲装，约上恋人到恒隆广
场（Hanglung Plaza）逛街购物，商店内摆着小孩热爱的迪士尼（Disney）玩具、女士钟情的路易
威登（Louis Vuitton）皮包等。逛累了，去西提牛排（Tasty）享用了晚餐；餐后散步，一路走进

第1章

品牌概览

∷ 3

了内庭小街上的哈根达斯（Häagen-Dazs），一品冰淇淋火锅。享受完美味的甜点，一路溜达，来
到电影院，欣赏由华谊兄弟出品、冯小刚执导的《私人订制》，满心期待，不知这次葛优和冯导
又会带来哪些精彩。柔情夜晚回到家，打开柏林之声（Burmester）音响，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
（Richard Clayderman）浪漫的钢琴曲，情意绵绵，拆开了杜蕾斯（Durex）避孕套……品牌渗入了
消费者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见图 1-2）。

图 1-2

1.1

品牌无处不在（1）

内涵与外延
如果我们把形形色色的产品归类，每一类都有消费者所熟知的代表品牌。从图 1-1、

图 1-2 以及此后的图 1-3 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平日所接触的大大小小物件都有品牌的存在，
附录 A 展示了更多的品牌。那么，何谓品牌？品牌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

图 1-3

品牌无处不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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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章开始，我们将为读者展开看似斑斓，实藏玄机，丰富多彩的品牌世界。

1.1.1

品牌定义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现代意义上的品牌概念才由美国奥美广告公司创办人大卫·奥格
威（David Ogilvy）第一次提出。从此，学者、专家开始注重对品牌的研究。让我们看看他
们是如何定义“品牌”这个概念的。
品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象征—它是产品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方式的
无形总和，品牌同时也因消费者对其使用的印象以及自身的经验而有所界定……品牌就是产品和
消费者的关系。
—大卫·奥格威
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
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
品牌就是一种类似成见的偏见。而正如所有的偏见一样，对于占下风的一方总是有些不公
平。品牌化，不仅仅是加强产品的特性而已，而且和消费者如何看待与购买这个产品有关。
—大卫·阿诺（David Arnold），《品牌保姆手册》
品牌是一个名字、名词、符号或设计，或是上述的总和。其目的是要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有
别于其他竞争者。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
品牌就是产品、符号、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和沟通。也就是说，品牌是一个全方位
的架构，牵涉消费者与品牌沟通的方方面面，并且品牌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体验”，一种消费者
能亲身参与的更深层次的关系，一种与消费者进行理性和感性互动的总和。若不能与消费者结成
亲密关系，产品从根本上就丧失被称为品牌的资格。
—戴维·阿克（David Aaker）
品牌能为消费者提供其认为值得购买的功能利益或附加值的产品。我认为附加值是品牌定义
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从 1 万个人中进行抽样调查，90% 的人都认为附加值在他们几乎所有的购买
决策因素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约翰·菲利普·琼斯（John Phillip Jones）
品牌是区分标志，用以识别。同时品牌是速记符号，是更有效沟通的代码。
—麦克威廉（McWilliam）
消费者视品牌为可凭消费经验减少购物时间的工具。消费者往往把某个品牌名称当作“信息
标志”。通过一个品牌名称，消费者可以回忆起大量信息，如品质、可靠性、保证、广告等。
—霍威思（Haw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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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不仅是用以区别不同制造商品的标签，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符号，代表了不同的意义和特
征，最后的结果是变成商品的公众形象、名声或个性。品牌中的这些特征比产品中的技术因素显
得更为重要。
—莱威（G. Levy）
品牌是指用以识别一个（或一群）卖主的商品或劳务的名称、术语、记号、象征或设计，及
其组合，并用以区分一个（或一群）卖主和竞争者。
—《营销术语词典》
（Dictionary of Marketing Terms）
品牌是证明供应者的一种去不掉的标志。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我们认为：品牌是一种识别标志、一种精神象征、一种价值理念，品牌是一种名称、术
语、标记、符号或图案，或是它们的相互组合，用以识别企业提供给某个或某群消费者的产
品或服务，并使之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品牌反映了一个产品、服务或者主体（包
括国家、城市、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的属性、利益、文化、个性以及消费者类型，体现
的是一个产品、服务或者主体的核心价值、差异化、质量和信誉的保证及其溢价能力。培育
和塑造品牌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企业能够巩固原有的品牌资产，进而
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地参与竞争，在全球化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1.1.2

品牌特征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不具有独立的实体，不占有空间，但它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让人
们通过一个比较容易记忆的形式来记住某一产品或企业。因此，品牌必须通过一系列直接
或间接的物质载体来表现自己。品牌的直接载体主要是文字、图案和符号，间接载体主要有
产品的质量、产品服务、知名度、美誉度、市场占有率。没有物质载体，品牌就无法表现出
来，更不可能达到品牌的整体传播效果。
优秀的品牌在载体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如“可口可乐”的文字，
其红色图案及相应的包装能使消费者联想到可口可乐饮用后的独特
效果；再如“麦当劳”黄色的拱形“ M ”标志象征着欢乐与美味，
给人们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品牌共有五大特征：无形性、专有性、价值性、风险及不确定性和扩张性。
无形性指品牌不具有物质实体，但有物质载体，通过一系列物质载体来表现自己。直接
的载体有图形、标志、文字、声音，间接载体则有产品的价格、质量、服务、市场占有率、
知名度、亲近度、美誉度等。
专有性是指品牌是用以识别生产或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的。品牌拥有者经过法律程序
的认定，享有品牌的专有权，有权要求其他企业或个人不能仿冒与伪造。这强调了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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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
中国很多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未能有效地利用法律武器，没有发挥品牌的专有权，近年来我
们不断看到国内的金字招牌在国际市场上遭遇的尴尬局面：“红塔山”在菲律宾被抢注，100 多
个品牌被日本抢注，180 多个品牌在澳大利亚被抢注……人们应该及时反省，充分利用品牌的
专有权。

品牌拥有者可以凭借品牌的优势不断获取利益，因此品牌具有价值性。这种价值并不能
像物质资产那样用实物的形式表述，但它能使企业的无形资产迅速增大，并且可以作为商品
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品牌创立后，在成长过程中，市场、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一个品牌的资产可能壮大，
也可能缩小，甚至在竞争中退出市场。因此，品牌成长就存在风险，对风险的评估也存在很
大的难度。对于品牌风险，有时由于企业的产品质量出现意外，有时由于服务不过关，有时
由于品牌盲目进行延伸，运作不佳，这些都给企业的品牌维护工作带来难度，对企业品牌效
益的评估也出现不确定性。
品牌具有识别功能，代表一种产品、服务或者企业，企业可以利用这一优点展示品牌对
市场的开拓能力，还可以帮助企业利用品牌资产进行扩张。

1.1.3

品牌属性

品牌代表的不仅是产品，产品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由于每个人的阅历与背景不同，消
费者通常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理解品牌，但有时这种理解不同于商家的主观愿望。品牌使消
费者能够扮演不同的角色，也正是因为它们，人们的生活才变得有意义。如果消费者对于产
品的认识、情感和行动是正面的、积极的、友好的和愿意接近的，品牌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
无形资产，体现出品牌的价值。
品牌能给企业带来高于平均利润的收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品牌。品牌不仅仅是
一个区分的名称，更是一个综合的象征：品牌不仅掌握在企业手中，更掌握在消费者手中，
品牌取决于消费者的感知、认同和接受；品牌虽然以符号形式存在，但在企业一系列丰富
的、包括市场活动在内的综合行为中，赋予了其具有联想力的形象、个性与生命。
而品牌属性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品质”+“牌子”，所谓“牌子”即品牌强调了品牌的注
册商标、使用权、所有权、转让权等。现代品牌产品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商标化。注册商标
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功能，通过对产品的商标注册可以让消费者辨别产地、质量，扩大产品
的市场占有率。而“品质”即品牌从文化、心理意义的角度出发，是一种口碑、一种品位、
一种格调，这是对品牌理念和价值的更进一步的表达。如西门子（Siemens）电器代表实用、
可靠和信任；通用电气（GE）代表实用、方便，就像一位老朋友一样。
在菲利普·科特勒看来，品牌在本质上还代表着卖者对交付给买者的产品特征、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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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一贯性的承诺。好品牌是质量的保证，它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综合理解。
（1）属性：品牌首先使人们想到某种属性。例如，海蓝之谜（La Mer）意味着昂贵、高
贵、护肤品、精华、享受等。公司可以采用一种或几种属性为护肤品做广告，而在海蓝之谜
的广告中，永远强调它是“化妆界的奇迹”、“面霜之王”。
（2）利益：品牌不只意味着一整套属性。消费者买的不是属性，而是利益。属性需要转
化成功能型或情感型的利益。耐久的属性可转化成功能型的利益：“多年内我不需要买一款
新腕表。”昂贵的属性可转化成情感型利益：“这只腕表让我感觉到自己很重要并受人尊重。”
制作精良的属性可转化成功能型和情感型利益：“我总是能掌控最精确的时间。”
（3）价值：品牌也说明了一些生产者价值。例如奔驰（Benz）代表着高绩效、安全、声
望及其他东西。
（4）文化：品牌也可能代表着一种文化。宜家（IKEA）家具代表着北欧文化：简约感、
现代感与人情味兼容。
（5）个性：品牌也反映一定的个性。如果品牌是一个人、动物或物体，会使人们想到什
么呢？苹果可以让人联想到乔布斯（Steve Jobs）、数码、创造力以及活力。
（6）用户：品牌暗示了购买或使用产品的消费者类型。如果我们看到一位 30 岁不到的
年轻人开着一辆福特（Ford）、本田（Honda），即使是奥迪（Audi）A4，我们也不会太吃惊，
但若是看到他驾驶着一辆保时捷（Porsche）时一定会很吃惊，它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家境富
裕。若是一位中年男子在开保时捷或玛莎拉蒂（Maserati），一般地，我们感觉这位车主是一
位较为成功的高级职业经理人或企业家。

1.2

品牌 360°
品牌形成后自然会与外界产生联系，我们通常称之为品牌关系（Brand Relationship），如

品牌与国家、品牌与企业、品牌与消费者。这些品牌关系伴随着品牌 360°成长的状态，品
牌建设者必须了解并维护良好的品牌关系。

1. 品牌与国家
品牌是国家形象和经济实力的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和数量
多少，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形象和经济实力。反之，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又不断扶
持和强化其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强势品牌的树立不是针对少数人、少数企业，而与国
家的大力扶持和宣传紧密相关。
曾经有一位日本名人说过：“代表日本脸面的有两个—左脸是松下电器（Panasonic），
右脸是丰田（Toyota）汽车。”品牌专家们普遍认为在当今的工商业界，品牌是增长和获利能
力的主发动机。
对于今日中国，培育世界级品牌的意义超越了发展经济本身。世界级品牌是一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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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就像人们看到可口可乐、万宝路（Marlboro）等品牌，就会想到美国文化乐观奔放、
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涵与强大的综合实力。

2. 品牌与企业
品牌间的差异是竞争对象难以仿效的，它融多种差别化利益于一体，是企业综合实力和
素质的反映。品牌是企业产品的质量、特征、性能、用途等级的概括性象征，凝聚着企业的
风格、精神和信誉，使消费者一接触品牌就会想到生产企业。从一定意义上讲，代表企业产
品的市场品牌所包含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企业的其他资产价值。经注册之后的品牌，成为企业
的一种特有资源，受法律保护，其他企业不得仿冒和使用，若被他人侵权，可以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当一个品牌拥有更高的感知质量，企业可比竞争者卖更高的价格。如此，品牌可以增加
现金流量、增强现金流的稳定性，同时加速现金流的周转，并提高现金流的剩余价值。美国
的一项调查表明，领导品牌的平均获利率是第二品牌的 4 倍，在英国高达 6 倍。消费者在许
多情况下乐意为购买名牌支付更高的金额。

3. 品牌与消费者
在现代社会，消费者不再单纯根据产品的功能做出选择，还根据产品的象征意义和品牌
的个性和地位来积极地构建自我。品牌不仅对外构建了社会象征意义，对内也构建了购买者
的自我身份。许多消费者在购买一些产品后，常有吃亏上当、后悔等感觉，而一个强势品牌
不仅可以消除消费者的顾虑，还能获得一种习得性满足感（Learned Satisfaction），即是因为
重复购买、重复满意而造成对品牌极其忠诚的心理状态，并且能使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省下
评判产品的时间，降低时间成本，“买了放心，看着舒心，用着顺心”。
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很容易快速建立，也很容易被破坏。当人们将互联网纳入自己生活
方式的一部分的时候，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触点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而且品牌对消费者的
刺激也越来越潜移默化，充斥眼球。在这个时候，品牌将单刀直入，直接成为需求的化身，
占据消费者的某一处心灵空间，成为消费者行为习惯的一部分。
已经是百年的老品牌优势犹存，因为它已经沉积在消费者的大脑里。但不能忽视的是，
新品牌随时都可能击碎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就像互联网的创业奇迹一样，短短几年就能建立
全新的巨大品牌。因为消费者心灵空间的记忆存储是有限的，强烈的吸引、高度的认同和持
久的刺激将改变消费者的品牌偏好，重新建构新的品牌忠诚体系，并且这种未来的新品牌还
有一股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蔓延性极强，能迅速占据消费者的生活，甚至还能催生另一种
能满足某种心理需求的新生活方式。

1.3

论品牌化
历史上，许多产品没有品牌。生产者和中间商把产品直接从桶、箱子和容器内取出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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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无须供应商的任何辨认凭证。中世纪的行业协会经过努力，要求手工业者把商标标在他
们的产品上，以保护他们自己并使消费者不受劣质产品的损害。
如今，企业越来越注重品牌的商业作用，品牌化迅猛发展，已经很少有产品不使用品
牌。像大豆、水果、蔬菜、大米和肉制品等过去从不使用品牌的商品，现在也被放在有特色
的包装袋内，冠以品牌出售，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获得品牌化的好处。
当一个企业给产品赋予品牌，对于企业而言，更利于订单处理和对产品的跟踪保护产
品的独特特征，不被竞争者模仿，吸引忠诚消费者，有助于市场细分并树立产品和企业形
象。
尽管品牌化是商品市场发展的大趋向，但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是否要使用品牌还必须考
虑产品的实际情况，因为在获得品牌带来的上述好处的同时，建立、维持和保护品牌也要付
出巨大成本，如包装费、广告费、标签费和法律保护费等。所以在欧美的一些超市中又出现
了一种无品牌化的现象，如细条面、卫生纸等一些包装简单、价格低廉的基本生活用品，这
使得企业可以降低在包装和广告上的开支，以取得价格优势。
对于那些在加工过程中无法形成一定特色的产品，由于产品同质性很高，消费者在购买
时不会过多地注意品牌。此外，品牌与产品的包装、产地、价格和生产厂家等一样，都是消
费者选择和评价商品的一种外在线索，对于那些消费者只看重产品的式样和价格而忽视品牌
的产品，品牌化的意义也就很小。如果企业一旦决定建立新的品牌，那不仅仅只是为产品设
计一个图案或取一个名称，而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来使消费者达到品牌识别的层次，否则这个
品牌的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未加工的原料产品以及那些不会因生产商不同而形成不同特色
的商品仍然可以使用无品牌战略，这样可以节省费用，降低价格，扩大销售。
其实，品牌化不仅适用于服装、家电、食品、服务，像旅游地、区域、城市甚至国家也
可以品牌化。当一个行业市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时，品牌间的竞争进一步升级，已经从前一
阶段产品间的竞争转变为品牌的综合比拼。不但有很多服务业开始创建自己的服务品牌，如
银行、通信、零售等服务类行业；很多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将服务品牌化，如家电、汽车、电
子、烟草等制造类企业。
对于旅游地品牌化而言，打造旅游地品牌的过程就是在对当地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
上，找到旅游者对旅游资源最深层的本质需求，旅游地管理者对旅游资源规划、开发和宣传，树
立一个统一的、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地形象，随即产生品牌效应。
品牌打造就是要在众多旅游资源和产品中找到最具代表性和吸引力的特色，以婺源为例，围
绕着“书乡，茶乡，中国最美乡村”这一主题来开发、规划、宣传江西旅游地形象，激发了旅游
者的消费需求，如今成为江西省最著名的旅游主题品牌之一。婺源县内的江湾、李坑也凭借这极
佳的品牌效应而闻名全国，当你用谷歌或者百度搜索引擎输入“中国最美乡村”，近 700 万条搜
索条目显示了“婺源”这个名字。
众所周知的“桂林山水甲天下”也是一个成功的旅游地品牌，使山水风光成为桂林的旅游品
牌，品牌效应也使桂林从此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此外，一些旅游景地借助久远的文化，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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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千古流传下来的诗句或者美誉打造成为旅游地品牌，并维持品牌的生命力。如“上有天堂，下
有苏杭”、“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乌镇、被誉为童话世界
的“九寨沟”、以禅宗和武术并称于世的少林寺等。
同样作为国家 5A 风景区的丽江古城，它巧妙地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融合在一
起，真实、完美地保存和再现了古朴的风貌。古城的建筑历经无数朝代的洗礼，饱经沧桑，它融
汇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声名远扬。并且，丽江古老的供水系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
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它的存在不仅为人类城市建设史的研究、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
贵资料，也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旅游地品牌，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为了吸引跨文化旅游者，许多城市规划者借用本土文化中的经典形象来比拟和体现旅游目的
地主题，如被称为“上海威尼斯、沪郊好莱坞”的上海朱家角、被誉为“东方罗马石雕”的山西
云冈石窟等。

1.4

强势品牌特征
严格地说，我们一般不把成功、杰出、知名的品牌称为“好品牌”，品牌并没有“好”

与“坏”这样的称谓，只有强势品牌与弱势品牌之别。比如“可口可乐”，在美国本土每天
可以卖出 4 亿瓶（杯），若再包括 207 个国家的数字，每天就有超过 18 亿瓶（杯）的可口可
乐出售。这就是强势品牌所打造的市场销售力。
在之前品牌定义中我们已经提及，品牌会使企业产品、符号、企业实力等信息在消费者
心中留下一个投影，那么，这个投影就有可能被夸大或缩小，消费者对品牌的印象也有可能
会很清晰或很模糊，于是就有了强势品牌和弱势品牌的区分。
强势品牌总表现出如下六大特征。

1. 品牌不可侵犯权
品牌和商标往往是合一的。只有在法律保护下的品牌才能健康生存。就像柯达、宝
洁、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样一些著名品牌，都进行了全球化商标注册，这就为它们的品
牌畅销世界打下了法律基础。一个强势品牌，法律给它注入了排他性力量，别人是不可以
随意侵犯的。

2. 一贯的好品质
从使用价值角度上而言，品牌与产品具有统一性。一个品牌往往代表了所对应的产品。
“西门子”是“电器”，“箭牌”
（Wrigley）是“口香糖”，“佳得乐”
（Gatorade）是“饮料”等。
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品质就与品牌发生了直接关系。强势品牌理所当然地拥有较强的品质力，
并且永远保持。对美国人所热爱的佳得乐而言，它就必须保证总统喝的和我们喝的应该一模一
样。当然，全世界的“德芙”
（Dove）巧克力也应当一样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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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钟情感
强势品牌必须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品牌。它给人以快乐、信任和满足。这样，制造品牌的
亲和力就极为重要。人们对品牌的钟情感，往往是因为品牌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品牌形
象、品牌文化、品牌个性与品牌象征性吸引了人们对它的爱好。知名度是强势品牌的一个特
点，但高知名度不一定可以得到钟情。

4. 销售渠道支持
强势品牌所具备的强大销售力更容易扩宽产品分销渠道，获得分销商的有力支持，可以
提高市场占有率，并为人们购买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从宝洁的商场分销、可口可乐的摊
点分销都可以看出强势品牌在销售渠道方面的拓展力量。所以说，能够获得分销商的有力支
持才是强势品牌的表现。

5. 获得再投资
品牌只有不断获得再投资支持，才能保持住市场生命力。强势品牌应当获得强有力的资
金投入，这些投入主要用于品牌形象策划、传播和维护。
微软（Microsoft）对品牌做过多次改动，标准石油（Standard Oil）花费了 3 000 万美元重塑
标志，“宝洁”
（P&G）公司每年在本土投入 10 亿美元广告费宣传品牌。如果没有这些巨额的投资
保障，强势品牌的弱化迟早是会发生的。在内地，要养一个强势品牌，每年至少需要对该品牌投
入 3 000 万～ 5 000 万元。

6. 专业品牌管理
一个品牌取得强势，必须对其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在不断的培护、促进、规划下才能壮
大发展。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品牌充当的角色，小心地传播品牌代表的信息，仔细地琢磨品牌
的形象，谨慎地使用品牌扩张策略。在产品的质量上和性能上要充分体现出其优越性。要管
理好价格，做好定位，理顺渠道，不回避竞争。只有对品牌加以规范，扶其根本，品牌的力
量才会越来越大。
第 2 章开始系统地阐述品牌创建、维护与发展，引导读者深入地理解品牌对市场、消费
者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并了解企业为了打造品牌而采取的策略与措施。

阅读材料

可口可乐（Coca-Cola）
假如可口可乐的所有公司、所有财产在今天突然化为灰烬，只要我还拥有“可口可乐”这块
商标，我就可以肯定地向大家宣布：半年后，市场上将拥有一个与现在规模完全一样的新的可口
可乐公司。
—可口可乐创始人艾萨·坎德勒（Asa G. C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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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 Company）生产的一类含有咖啡因的碳酸饮料，中文译为
“可口可乐”，这种风味来自原料中可乐种子（Cola Seed）。可口可乐不仅是全球销量排名第一的
碳酸饮料，而且也是全球最著名的软饮料品牌，在全球拥有 48% 的极高市场占有率。在著名咨
询商 Interbrand 发布的最新 2011 年品牌价值 100 强榜单中，可口可乐以 718.61 亿美元的品牌价
值再获第一，这已经是可口可乐连续第 11 年在该榜单中拔得头筹。
百年品牌形象演变
1886 年 5 月 8 日，药剂师彭伯顿（Pemberton）在美国佐治亚州（Georgia）亚特兰大市家中
后院调制出新口味糖浆，并拿到当时规模最大的雅各布（Jacob）药房出售，每杯 5 美分。百忙之
中，助手误把苏打水与糖浆混合，却令顾客赞不绝口。
至此，彭伯顿的新产品终于诞生了！他需要一个好名字，它听起来应该是有趣而令人开心
的，彭伯顿的合伙人之一—弗兰克·鲁滨逊最后想出了“可口可乐”这个名字，大家一致叫好，
因为它不仅点明了两种主要成分（可拉和柯拉果），而且还押头韵。与当时大多数广告词相比，可
口可乐的广告词非常简短，开创了现代广告之先河。它最先使用的形容词“可口清新”几乎成为
可口可乐的同义词。
从 1885 年第一瓶可口可乐被发明，这个品牌就一直在不断开拓创新。其标志、包装、广告
都在不断演化、改进。从图 1-4 中我们可以看到，可口可乐标志从 20 世纪开始字体就一直沿用
鲁滨逊设计的斯宾塞体草书“ Coca-Cola ”字样，字体有一种悠然的跳动之态，给人以连贯、流
线和飘逸之感，100 多年来，可口可乐的标志进行了多次修改，但“ Coca-Cola ”的草书字样只
是做了细微的调整。

图 1-4

可口可乐标志发展史

据说 20 世纪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最流行的三个词分别是“上帝”、“她”和“可口可乐”。
品牌分析家认为，全球最有价值品牌仍然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未来仍将成为创造财富的领头
羊。从这个角度讲，可口可乐的品牌经营本身就是在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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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与传播
曾担任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 50 年之久的伍德拉夫（Robert Woodruff）有一句名言：“可口可
乐 99.61% 是碳酸、糖浆和水。如果不进行广告宣传，那还有谁会喝它呢？”1886 年，可口可乐
营业额仅为 50 美元，广告费却为 46 美元，占营业额的 92% ；1901 年，营业额为 12 万美元，广
告费也暴增至 10 万美元，占营业额的 83.3% ；至 2010 年，可口可乐每年的广告费已超过 6 亿美
元。92% 和 83.3% 惊人的广告费比重使可口可乐这样一种 99.61% 都是碳酸、糖浆和水的饮料，
销售额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宝座。的确，被国人戏称为“第一次尝起来如同咳嗽糖浆”的可口可
乐多喝无益，甚至因为含有咖啡因而饱受诟病，但是它依然成功了。成功的最大秘诀是依靠了大
规模的广告宣传。除了不惜血本的投入外，可口可乐的广告内容也是煞费苦心，总是紧跟时代与
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对任何一种产品来说，总是希望能通过某些特殊活动来丰富自己的品牌内涵，提高品牌形
象。可口可乐一向把“欢乐、活力”作为两大宣传重点，最佳创意表现当然是与音乐、运动相
联系。
虽然强大的广告攻势成就了可口可乐品牌的基础，但可口可乐从不期望从一条渠道获得品牌
的全面提升，而是一直坚持多条渠道并进。由于赞助体育赛事而得到了明显的好处，也使赞助企
业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对此，可口可乐可以说是深谙此道，从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就开始
提供赞助，并且赞助至今。可口可乐赞助奥运，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让观众无时无刻不见到它的身
影，借以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提高销售量。可口可乐还青睐另一项全球性体育活动—足球。自
1930 年第一届世界锦标赛以来，可口可乐公司支持足球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可口可乐”支持
全世界每一个层次的足球，从基层的计划到代表最高水平的国际赛事—世界杯。1974 年以来，
可口可乐公司一直与国际足联保持密切的联系。“可口可乐”与国际足联合作，成为每届世界杯
最主要的赞助商之一。可口可乐公司与所有六个洲际足联都有联系，并且赞助欧洲、亚洲、南
美、非洲四大足联的重大比赛。
风靡世界各国
如今的可口可乐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标志，但是在风靡全球的同时，可口可乐仍然
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固执己见地一味传播、销售美国观念，而是在不同的地区、文化背景、
宗教团体和种族中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比如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口号是“挡不住的感觉”
（Can ’t Beat the Feeling），在日本改为“我
感受可乐”
（I Feel Cola.），在意大利改为“独一无二的感受”
（Unique Sensation），在智利又改成了
“生活的感觉”（The Feeling of Life）。广告信息始终反映着当地的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依
托对象和显示途径、生成方式，无一不是随着具体的时空情境而及时调整自身在文化形态中的位
置，换言之，本土化随处可见。
拓宽市场
碳酸饮料市场日渐衰落，作为该领域全球老大的可口可乐自然首当其冲。为减少对碳酸饮
料的依赖性，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可口可乐不得不拓宽产品线，寻找更多的利润增长点。从这
个意义上来讲，多元化是顺应整个饮料行业趋势的必然选择。如今，可口可乐在 200 个国家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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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种饮料品牌，包括汽水、运动饮料、乳类饮品、果汁、茶和咖啡，也是全球最大的果汁饮料
经销商（包括 Minute Maid 品牌）。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可口可乐为其取得超过 40% 的市场占有率，
而雪碧（Sprite）则是成长最快的饮料品牌，其他品牌包括伯克（Barq）的沙士（Root Beer）、水
果国度（Fruitopia）以及大浪（Surge）。
多元化不仅给可口可乐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巩固了其在自身行业头把交椅的地位。

品牌审美与产品设计

美（Beauty）是一种感受，是人的某种情感与所见事物之间形成
的共鸣。美是全世界人都有的共同追求，如音律之美、自然之美等。
从古代到现在，人类也一直在追寻美的脚步。古希腊柱式中多里克
（Doric Order）的阳刚美、爱奥尼克（Ionic Order）的阴柔美，古埃及
的金碧辉煌之美，古罗马的宏伟之美。中国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中
国人长期受到佛家、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一直提倡真、善、美，
明朝心学圣贤王阳明也将“心”与“良知”结合为一体，直到如今也
流传着“良知体验美”的思想。
美的定义有多种，但是美的感受是可以相通的。重要的是要找到
这种共鸣，在品牌管理中，找到与品牌特点、当地文化共鸣的美感，
一个企业才能创造出出色的品牌。
其实，很多品牌管理者忘记了是什么为消费者带来了价值，是什
么让消费者感到真正满意。有一些产品追求顶级质量、卓越功能而忽
略了设计的重要性，一些产品片面地讲究设计而抛弃了高质量与高性
能，然而，这些品牌管理者们都忘了：那些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
消费者有着更深层的体验需求—质量与美结合的需求。
好质量和具有美感的设计可以让消费者满意、沉醉于产品的使用
过程中，并且美能使企业有机会通过不同的感官体验方式来吸引消费
者，而且这些机会不会仅仅限于奢侈品、娱乐业以及和美学相关的行

Brand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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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其实，无论是营利型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或是个体户，快速消费品行业、制
造业、服务业都可以利用美来获益。
我们可以发现，拥有强势品牌的企业往往非常注重美学。就以西餐厅为例，在饭桌上除
了要摆上可口香嫩的牛排之外，餐厅也需要为消费者提供一种全面的感官体验，做工精细的
餐具、手感极好的餐刀、欧式风格的装潢、略显暧昧但感到温暖的灯光等。如今一些中餐厅
也不仅仅只注重美味与服务，店面设计、环境布置、服务员衣着也越来越讲究美感。这些企
业和品牌能够成功，并非仅仅做其他企业或品牌正在做的事，而是把传统狭义的营销留给竞
争对手，自己通过美学体现使自己标新立异。
因此，美学可以为企业带来种种具体的有形价值，它可以带来大量的忠诚消费者，可以
提高消费者的心理价格而提高定价，更容易成为人们识别品牌的手段，也通常能在竞争中获
得保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众多的“果粉”，白领一族如此迷恋星巴克咖啡，时
尚达人热衷于穿着卡尔文·克莱因（Calvin Klein）的内衣，成功人士会挑选昂贵精致的瑞士
名表。
实际上，所有品牌与营销活动都离不开美学，新产品开发、产品设计、品牌传播也好，
品牌定位、品牌审计、品牌维护也罢，都涉及美学。许多西方企业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已经将美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

2.1

品牌与审美
审美（Aesthetics），即是欣赏美的过程。
审美，有经典之审美，也有时尚之审美，经典之审美就是经过时间长河所洗礼的美，

时至今日，仍然让人倾心的美。如黄金分割比例之美、希腊圆润之美、埃及数学之美（见
图 2-1）。而时尚之审美则是契合了当代人审美特点的美，如现代的超长宽比例之美、硬朗
的线条之美等。各品牌在应用美时要充分考虑各种审美特点的合理利用。

图 2-1

黄金分割比例之美、希腊圆润之美、埃及数学之美

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无功利的、
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人类从最早的造物开始，就存在有一种对形式和对形式美的认识
和追求，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审美是在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
观的具体统一上追求真理、追求发展，背离真理与发展的审美，是不会得到社会长久普遍赞
美的。由于审美活动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各人生活经验的影响，因此，审美活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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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观性、独特性和时代性。
消费者对汽车造型的审美变迁就直接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汽车造型风格体现出来（见图
2-2）。如大众旗下具有悠久历史的品牌甲壳虫（Beetle）和高尔夫（Golf）：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人们偏好圆润的曲线形态；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末，人们又普遍偏好硬朗的直线形态；
进入 21 世纪后，这种直线形态又慢慢向曲线转变。

大众甲壳虫
1939 年

大众高尔夫第一代
1974 ～ 1983 年

图 2-2

大众高尔夫第五代
2003 ～ 2009 年

大众高尔夫第七代
2012 至今

汽车造型改变可以看出审美变迁

美学产生于个体经验与社会群体经验的脱节以及社会个体化过程的推进，而这与品牌的
产生本质上一致。品牌世界丰富多彩，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品牌，正是因为个体意识的不断
增强，一方面生产者对于自身生产的产品有了一定的独占性，另一方面，消费者希望自己与
别人不同。而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分离，体现在品牌审美上，即是消费者对于品牌的
要求突破不仅仅是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自身的审美需求。
人类用审美观去从事造物活动和设计活动，而这些活动的结果又促进了人类审美价值的
提升，只有当设计结果与特定人群的审美价值观相一致的时候，设计结果才会得到肯定和喜
爱。这些消费者的审美体验是决定产品设计与品牌审美是否统一的重要一环，也是品牌能否
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 品 牌 打 造 与 传 播 的 过 程 中， 品 牌 审 美 意 识 越 来 越 重 要。 乔 治· 阿 玛 尼（Giorgio
Armani）的成功之道归结为一句话即是“审美哲学的经营之道”—将时尚、经典、优雅等
独特的阿玛尼风格深深植入集团内每个时尚男装品牌与产品线。不仅是对企业，品牌审美也
是对消费者深度终极关爱的表现。品牌就像是一部艺术作品一样，要产生永恒的价值，没有
审美的特征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品牌美学是品牌传播的结果，是消费者深度参与品牌构建的
具体体现。品牌美学思想是消费者在消费实践和消费体验当中，积累到一定时间段的产物，
是对产品审美实践和品牌实践的哲学概括。
品牌美学变成美学的一部分，不仅因为它在传播的过程中运用了艺术的手段，而且因为
它在塑造的过程中，考虑到了目标人群的感受，甚至对于非目标人群它也表现出温文尔雅的
气质，消费的人群感受到了功能利益的快乐，不消费的人群也感受到了美的享受。

2.1.1

品牌消费心理

品牌代表着卖者交付给买者的产品特征、利益和服务的一贯性承诺，它是消费者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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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全部体验。品牌不是产品，产品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品牌在更深的层次上是对人们
情感诉求的表达，它要满足的不仅是人的物质需要同时还有人的精神需要、社会认同等，它
映射出某种生活方式和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成为捍卫自我生活和身份的事物。
消费包含了诸多社会成分，对产品或品牌的认同就是对某种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认
同，消费的体验就是在生活中实施这些理想的体验。这些理想从社会方面看，包括自由、民
主、幸福、发展等观念；从个人角度看，包括个性、独立、私有、情感的张扬和自我的塑造
等观念。
因此，消费者对品牌进行消费，不仅是消费产品，同时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美感。这种
美感是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通过对品牌产品的占有、消费、体验，使自己的生命追求获得
精神满足。于是，消费这一最世俗、最实用、最经济的个体行为与人类精神生活中最精微细
致的审美活动以及最纯粹抽象的价值理想可以相提并论了。
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的审美化和娱乐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消费已
经不再局限于满足我们实际的生存需要。我们四周堆积着太多的商品，它们的魅力并非完全
来自其实用的功能。广告、包装、展览、促销也不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其中还包含了娱乐
成分，甚至艺术成分。
由于品牌本身所具有的人格化、精神化、情感化特征，它已经由单纯的商业领域逐渐渗
透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品牌甚至作为一种评估的标准、一种价值判断的观念全面进入我们
的生活。这背后，是以庞大的消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作为支撑的。正是整个社会空前的消费
行为（物质的、精神的）将产生于商品领域的品牌意识、品牌观念、品牌思维泛化，而这一
泛化过程与社会文化生活的互动更是直接地促使品牌成为一种在消费社会中相对独立的具有
精神品格的观念。
诸多豪华汽车品牌，如奔驰、宝马（BMW），从它们产品超出一般的宽大尺寸比例，以及局
部视觉形态的极度夸张程度，就可以看出这些品牌试图展现出来的不容侵犯的高贵格调与近乎
“傲慢”的态度。然而，这种品牌形象正是与奢侈品中追求极致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因此，它们
都具有了独特的精神品格。

品牌消费实际上是以物理性、现实性或精神性、虚拟性的方式满足着人们的精神追求，
因此，我们在品牌消费的实际中都能明明白白地看见审美属性。无论是作为能够让主体以精
神生命的方式或在精神的时空中获得生命满足的对象，还是作为能够让主体从中观照到自己
本质力量的对象，品牌都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审美对象。

2.1.2

关于品牌审美

品牌不仅具有外在的形象，也有内在的理念。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品牌美学的价值，
不仅仅在于设计产品的外观和特征，也在于一个产品的实用性、交互界面甚至是零售体验。
品牌外在形象的“美”，来自形态与色彩的认识与愉悦，一个优秀品牌产品的形象往往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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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美学的高度，让消费者感知形象的美感。
于是逐渐地，“品牌审美”（Brand Aesthetics）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品牌以及应用美学研究
领域，涉及了市场营销学、美学、传播学等广泛的知识。从字面意义上而言，品牌审美是消
费者对一个品牌美的感知，将美学观念与审美理论应用到品牌与产品上。
我们更多地可以把“品牌审美”这个概念从消费者审美体验的角度去理解：品牌审美是
产品设计、品牌规划和传播领域的普遍美学规律的重要内容，它包含了品牌美的哲学、品
牌审美心理学以及美学的应用，恰当的审美欣赏应当是对审美对象自身审美特性与价值的欣
赏。品牌美的哲学主要指向品牌美感消费的心源、研究品牌美感消费的本质和起源，品牌审
美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在品牌消费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从而阐释人们在品牌体验中的消费
动机，而美学的应用更关注品牌美学在建立品牌与传播过程中的具体方法，体现一个产品或
品牌的独特价值。品牌审美是消费者通过品牌符号与情感体验的审美沟通，这种沟通的行为
可以实现一个品牌溢价。
从消费心理的角度看，消费者购买一个品牌的商品或接受一个品牌的服务项目，他不仅
仅关心产品功能，更需要体验品牌个性，使他感到品牌个性适合于某一场合，或与自己的个
性相符。当生活里充满了品牌的时候，生活方式也跟着“品牌”起来，品牌的情感化、精神
化、人格化特征表明，品牌的内涵天然地与审美相连。
但是，由于美感是无形的，所以一个品牌要从产品的质量、价格、服务、销售环境等各
个方面来体会品牌是不是给消费者带来了内心的愉悦。即内在理念的“美”，来自品牌核心
的深度与魅力。品牌审美的真正价值就在于：锻造品牌由外而内的美感，既抓住消费者的眼
球，更赢得消费者的心，通过从内在理念到外在形式、从企业形象到广告传播的环环设计，
赋予品牌令人认同、向往的特质，从而为品牌凝聚新的价值。因此，品牌审美的提出，是源
自于心灵的需求，上升到了心灵感动层次上的消费行为。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品牌审美与一般的审美不同。一般的审美心理只探讨认知心理，
即感觉、知觉、思维和记忆，而品牌审美心理首先要探讨的是价值心理，即欲望、兴趣、
个性和感情。因为品牌美学的功用就在于通过影响受众的价值心理，诱导刺激其欲望，从
而促成购买。不仅如此，品牌应该从消费者的心理、价值取向和利益出发，在现代经济
高速运转、生存压力极大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更加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品牌美学通过
对消费者的心理行为分析而得出的沟通规律，可以使品牌管理者充分了解消费者行为中的
“暗箱”部分。
品牌审美价值在于抓住消费者的需求心理，给他们带来享受，满足他们的偏好和欲求。
那么什么是能感动人心的？无论是我们的传播，还是我们的产品功能，直指人心的才可能是
感动人心的。心灵交流的结果是让消费者具有充分的产品体验，然后是感动和心灵的满足。
品牌美学超越功能诉求，进而进入服务沟通，最后呈现于心灵交流的大境界。
美好的、令人难忘的东西能让人产生回味，产生回味就是感动，产品感动了消费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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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这个品牌的美感。这种美感所带来的享受和满足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文化和审美
的，例如，服装的气派、浪漫、悠闲、高贵、潇洒的承诺。
总之，品牌就是通过形象化的沟通手段，将消费者的欲望形象化、感性化，呈现出一种
情调或情趣，使消费者产生共鸣和联想。先使受众获得美感，再由美感对其消费欲望进行诱
导和刺激，形成购买前奏。品牌美学关注下的市场格局，在于创造商业化的艺术审美环境，
给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的美感体验、审美接受、产品审美文化等一系列内心活动以消费美感
的享受。因此，品牌塑造要借助现代审美心理的一些基本规律与大众进行沟通，诱导公众的
审美流向，使人们乐于接受。
从某种角度而言，品牌的市场之争，也是一种心理之争。随着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
到来，对现代品牌审美心理的强调或运用是同后现代式的表现融合在一起的，以一种非正规
的、变异的或杂糅的方式散落在人们欣赏、观看的流程之中。而当下的消费者往往更习惯于
以现代品牌审美心理的逻辑进入后现代式的结构或游戏、叙事中去。
我们在品牌消费的实际中都能明明白白地看见审美属性。品牌，无论是作为能够让主体
以精神生命的方式或在精神的时空中获得生命满足的对象，还是作为能够让主体从中观照到
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都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审美对象。品牌审美要求把产品尽量地精致化、
艺术化，在内容上丰富多样，强化产品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在审美形式、审美接
受上拓宽思路、善于变化，这样更能体现符合时代潮流的和具有一定人文关怀的精神品位。
品牌是美的创造性的反映形态，作为审美对象，它一方面反映或渗透着一定时代的审美观
念、审美趣味、审美思想，同时它也凝聚着品牌构思的心血和创造性的精神劳动。
其实，品牌审美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表层的视觉冲击与深层的情感激发。这两部分与产
品设计相对应，产品设计带给消费者的就是视觉上的感官体验，设计背后的故事以及设计本
身成为消费者的情感激发点。
产品设计与品牌审美的联系如图 2-3 所示。
品牌审美

形式
表层的视觉冲击

心理
深层的情感激发

产品的外观

设计背后的故事
以及设计本身

产品设计

图 2-3

产品设计与品牌审美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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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层的视觉冲击
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具有一种情感需要，而其中表现的方式之一即为审美需要。人的审美
需要反映在消费过程中，表现为要求产品有美感，消费者对于美的事物有一种天生的偏好，
产品美丽的形式表现能够带给消费者情绪上的快感享受。品牌利用产品设计满足消费者的审
美需求，带给消费者美学结构性上的价值。
因此，产品设计与品牌审美息息相关。首先，产品是品牌的基础，是品牌的物质载体，
而品牌又具有审美属性，进而产品设计与品牌审美之间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产品设计所
传递的视觉享受，正是品牌审美最为直接的体现。
这是一些塑料材质、制作精美的小动物搁架，有鹿、猫咪、企鹅等多种造型可选，它们共同
的特点就是，都必须要把红酒的软木塞填入其中，当
作身躯。然后，每款搁架都自带一个小巧的资料卡，
可以让你填下开这支红酒时的大概情况。

2. 深层的情感激发
产品能提供美学上满足的另一点原因是因为它们具有指示性作用，即深层地激发消费者
的情感。情绪及情感成了第一个吸引消费者掏钱购买的最大因素，产品所能带动的美感经
验 , 如娱乐奢华、情感都是驱使消费者行动的磁力，而美感则是最直接勾起人们温暖、愉快
回忆和经验的呈现。产品设计对于情感的激发，能够强化品牌审美，从而使消费者在受到表
层的视觉冲击之后继而产生深层的心理反应，最终产生对品牌的好感与忠诚度。
淘气小熊（TOUS）创始人淘斯（Tous）夫妇在一次环球旅行中，从橱窗
中摆放的泰迪熊获得了灵感，设计了后来成为标志的淘气小熊。作为淘气小
熊创意大师，淘斯夫人曾说：“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快乐、阳光与自信，这
就是淘气小熊传承不变的设计理念。”她的每一件产品，都是包含爱与温柔，
是混杂着现代美感的艺术品。

2.2

关于美学
品牌形象是产品、服务乃至企业投影在消费者心中的一张面孔，它不仅要传递品牌的客

观信息和内在含义，同时必须通过具有诉求力的感性渠道获得消费者的好感和青睐。“爱美
之心，人皆有之”，塑造被消费者认同的美好的视觉形象是品牌形象设计师研究和工作的重
点。“美学”一词源于德文“ Asthetik ”，词根有感知的含义。
美学其中两个重要的分支分别是起源于春秋时期的中国美学（Chinese Aesthetics）与
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美学（Western Aesthetics）。而真正将“美学”作为研究领域，西方国
家则要先于中国数百年之久，直到 20 世纪，随着西方美学理论逐渐传播进入中国，中国
美学研究学者开始移植西方的美学原理著作，并从一种世界文化比较的背景（而非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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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学”作为独立的一个美学分支）去探讨中国美学的独特性，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
中国美学。

2.2.1

中国美学掠影

最能反映中国美学观念的就是汉语“美”这个字。对于“美”这个字的构造和本源，中
国古代给出了“羊大为美”、“羊人为美”、“色好为美”、“顺产为美”这四种看法（见图 2-4）。
“羊大为美”体现出人类对个体生命保存的重视，“色好为美”和“顺产为美”体现出人类对
种族生命保存的重视，“羊人为美”体现出巫术在远古人类生存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四种说
法都说明了美的本质是对人性的肯定，对生命的肯定。

图 2-4

自右向左分别为“美”的骨刻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

中国美学源于以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建立在老子、庄子、慎到、杨朱等哲学家
的道家“自然”哲学基础上（见图 2-5）。道家以“道”为宇宙本体，用“无”与“有”两个
概念阐释“道”，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为“无”与“有”的统一。道家
哲学对“道”的这种阐释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境界奠定了基础。

图 2-5

自左向右分别为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慎到、杨朱

道家哲学将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称为仙境，“仙境”的一大特点是人与鸟兽共处、内敛
和谐，呈现出一片蓬勃的生机。著名的南朝文学家陶弘景在《寻山志》中写的“夕鸟依檐，
暮兽争来”、“鸥双双而赴水，鹭轩轩而归田”是优秀的生态环境。陶弘景将它视为仙境，正
好道出了人对环境的生态需求。
因此，中国美学一直倡导“美在境界”的意境。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也经常在寄情山水之
余，在建筑、家具、器物等方面彰显诸如气节风骨的自我主张，和琴棋书画、三教九流、茶
文化、酒文化等一起，将之定格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载体，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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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韵—含蓄、内敛、沉静、中庸的意境之美。
我们从中国古代家具材料的选择和采用适合的装配方法中就可以看出“天人合一”、“自然天
成”这些中国文化最根本、影响最广的东西。
中国古典红木家具是世界家具的主要体系之一，为中国家具走向国际在历史上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它更多地表现了历史性、装饰性、欣赏性，而在实用性方面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需
要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古典家具以明清时期式样最为有名，拥有优美的造型、严格的比例关
系、科学的榫卯结构、精湛的制作技艺、合理考究的用料方法、寓意吉祥的传统图案等诸多方
面。明式家具采用自然天成的黄花梨作为材料，表面打蜡抛光，彰显出木材本身的橙黄色泽和
亮点，带有美丽棕眼的木纹赋予了家具以纯正质朴、简洁明快、线条流畅的艺术品性和审美感
受（见图 2-6）。

图 2-6

明式黄花梨家具

从世界家具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新的风格都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和
西方文化之间的每一次交流都在美学领域中创造了新的风格。如中国半殖民地时期，出现了很多
中西合璧的优秀家具作品（见图 2-7）。

图 2-7

中国半殖民地时期中西美学合璧的家具

庄子认为自然朴素之美是理想之美，即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
匠无雕”的绝妙圣境。若是模糊了设计本质，为炫耀技术和财富，形成为新而新的雕饰镂削
之风，片面追求华而不实的富丽美，则会丢失了自然朴素的“大雅”之美。
“含蓄内敛之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提倡的美学意境之一。
例如，中国传统家具中的博古架就是隔断与家具结合的产物，造型多样、构成有序，天地融
合、左右贯通，断而相连、通透空灵，“藏”而有“露”、或实或虚，这些都是博古架的特点及对
空间分隔产生的含蓄魅力（见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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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博古架

“美在境界”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观点，是中国人对美的本质的认识。中国人的和谐
侧重审美主体的心理体验，注重“美”与“善”之间的相似性，常把家具的审美创作和欣赏
看作传播教化、塑造人格、独善其身的修身之道。虽然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存在这样的说法，
但是，从哲学角度去探讨美学的本质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很多民族的美学将美的本质归之于
宇宙本体，就像黑格尔将“理念”看成宇宙本体，“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一些西方美
学观念与“美在境界”的语意相通、异曲而同工，我们现在就来重点了解一下西方美学。

2.2.2

西方美学掠影

西方美学从古希腊美学发展到如今的现代美学，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从古希腊美
学、经验论美学、唯理论美学、德国古典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些主流美学一步步走到如
今的现代美学，如图 2-9 所示。
古希腊美学

对美和艺术进行哲学思辨性的反省与思考，强调了和谐与斗争。

经验论美学

审美主体、审美意识、审美经验，重生理与心理。

唯理论美学

理性作为审美的依据。

德国古典美学

马克思主义美学

西方现代美学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重视实践和感性经验，出发点为人、艺术美。

人类是按照美学的规律来创造美的事物、异化劳动。

加入社会学、心理学，逐渐由探讨美的本质转向探讨审美经验。

图 2-9

西方主流美学发展历程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沉淀了数千年的美学发展历程，来了解国外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
对美和艺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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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美学
公元前 6 世纪，希腊进入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工商业奴隶主掀起的民主运动，促进了
文学艺术的发展，悲剧、喜剧、音乐、雕塑等都达到了高度的繁荣。人们越来越重视自由辩
论和知识，它们与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众多古希腊学派和哲学家
（见图 2-10）对美和艺术进行哲学思辨性的反省和思考，产生和形成了希腊最早的美学思想。

图 2-10

古希腊美学的代表人物（从左至右）：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

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认为，数的秩序、比例和尺度，不仅构成了宇宙万物，
而且构成了宇宙的和谐。美就是从和谐中产生的。节奏、对称、和
谐等形式观念，是希腊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继承了关于和谐的观点，不过他认为
和谐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造成，而是由“互相排斥的东西结
合在一起”，从而“造成最美的和谐”，和谐是从斗争中产生的。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则提出文艺创作中灵感与模仿两个重要的美学观念。
到了苏格拉底（Socrates），希腊哲学的重点从宇宙论转为政治伦理，美学思想也强调对
于人类社会的效用。苏格拉底认为同样的东西，当它适合目的，对人有用的时候，是美的；
反之，当它不适合目的，对人无用的时候，就是丑的。
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对美和艺术进行了真正系统的哲学思考，建立起完整的体系，
从而成为以后西方美学思想的奠基者。
柏拉图（Platon）把美学思想融贯在哲学思想中，广泛地探讨了美与艺术的问题。他认
为，世界的根本是“理念”，现实世界是从理念世界派生而得的，事物的美也是从美的理念
派生出来的，美的理念是“美本身”。

2. 经验论美学
直到 17 世纪初期，美学才有了重大的进展。英国经验论美学促成了美学研究重点从审
美客体和美的本体向审美主体和审美意识的转变，并把审美经验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创
造性地提出了“内在感官”说和“审美趣味”论。它使美学由空泛的思辨研究转向具体经验
的研究，形成了以经验归纳和心理分析为特色的新范式，为美学注入了“观念联想”、“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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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这类新观念。
经验论美学代表人物之一，英国画家荷加斯（William Hogarth）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写了
《美的分析》一书，意在提供一把确定的、绝对的、非道德性的钥匙，
揭示美的秘密。他认为人们必须采用观察的方法来寻找美的原因，这
就是“用自己的眼睛进行观察”，而不是“草率地效法诱人的范例”或
以“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观察。
荷加斯考察了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造型艺术的线条特征，根据自
己的观察，认为对象是由一个紧密联系的线条组成的“壳”，所以分析
物体的美，就是分析物体形式的美，也就是分析它所组成的线条美。
组成物体的线条有直线、曲线、波状线、蛇形线等。相对而言，波状线与蛇形线可以称为美
的线条，而又以蛇形线最美。
蛇形线之所以最美，在于它灵活生动，同时朝着不同的方向旋
绕，符合六条法则中最重要的两条，既是适应人的目的，使人的
眼睛得到满足，使想象得到自由；又具有无限多样性；其次是因
为蛇形线的多少是判断对象美的高低程度的标志，证据是人体较
之其他物体具有更多的由蛇形线组成的部分，如骨骼、肌肉、皮
肤等，女性形体具有的蛇形线多于男性形体，所以女性形体比男性形体美。
从艺术史来看，几乎所有埃及、希腊或罗马神像都是刻着盘绕的
蛇、 丰 饶 角 或 其 他 类 似 的 曲 线 象 征，
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cules）胸像上
边两个女神小头像上的装饰物就是如
此；宙斯（Zeus）赠予仙女阿玛尔忒亚
（Amalthea） 的 羊 角 —“丰 饶 之 角”
也 同 样 具 有 代 表 性， 如 今 不 少 陶 瓷、
杯具都以“丰饶之角”线条制作。

另一个代表人物大卫·休谟（David Hume）把经验主义的感觉论推到
极端，以感觉经验为知识的唯一来源。他否认了美是事物本身的一种性
质，否定美的客观性：“美并不是事物自身的一种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
者的心里，不同人的心灵见出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另一个人可
能觉得美。要想寻求实在的美或实在的丑，就像要确定实在的甜与实在的
苦一样，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探讨。”
此后，爱尔兰政治学家博克（Edmund Burke）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些
关于“美”的定义。在博克看来，比例是知性的创造物，而不是作用于感
觉和想象的首要原因，不是因为长久的注意与探究才使我们发现对象的美，
美无须任何推理的帮助，也与意志无关，美的出现有效地使我们产生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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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爱，就像冰或者水使我们产生冷或者热的观念一样；比例是被度量发现的，美绝非计
量的对象；而且从经验上说，很多东西在比例上都可以差得很远，并不妨碍它们同样为美。
其次，美不是合适。博克说这种理论必须坚持不仅人造而且自然的物
体都是由各部分与其目的的合适才成为美的，但这种理论显然没有充分考
虑经验，否则猪就是最美的，楔状的猪鼻，端部带有粗糙的软骨，下陷的
小眼睛，头的整个构成都适合于掘泥拱土。所以适合也不能成为美的原因。
同样，美不是圆满，美女或多或少带着孱弱和缺陷，嗲声嗲气、蹒跚
行走，甚至病态都不影响她的美，惆怅美是最动人的美，不圆满的却可
以是美的。
休谟由感觉主义发展到怀疑主义和唯心主义，博克却由感觉主义发展
到有几分庸俗化的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美学的最大缺点在于缺乏历史发
展的辩证观点，由于过分重视生理和心理的基础，把人只看作动物性的
人而不看作社会性的人。这种美学过分重视审美的感性、直接性以及情
欲和本能的作用，忽视了理性的审美。这种片面的、机械的观点往下发展，第一步就成为达
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性的选择”理论（美是为了吸引异性），再进一步就成为弗洛
伊德（Sigmund Freud）派的艺术起于“欲望升华”说。
然而，经验论美学对现代美学的贡献很大，以至于许多哲学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
经验论美学是现代美学的起源。

3. 唯理论美学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唯理论”开启了 17 世纪
欧洲大陆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大门，他的文艺主张吹响了新古典
主义的号角。他的哲学观对感性经验表示了怀疑和否定，把理性作为认
识真理、创作文艺的前提。
另一个代表思想家布瓦洛（Nicolas Boileau）在笛卡尔的基础上把
“只有符合理性的内容、合乎逻辑的明确严整、部分与整体配合”才是
美的。由于理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故由理性所产生的美也是永恒和绝
对的。文艺应创造典型形象，不是对现实的机械模仿，应当高于现实，
力图为文艺创造出合乎理性、万古不变的规则。布瓦洛的美学理论要学
习古典，创造概括的、高于个人的、表现人性的形象。但是，这个理论
过分教条化、绝对化了，也引起了 18 世纪末启蒙思想家的反对。
不过在此之前，随着 18 世纪中叶的文艺复兴，“理性主义”美学（又称新古典主义美学）
作为新名词开始在法国出现，革新派的设计师们开始对传统的作品进行改良简化，运用了许
多新的材料和工艺，并在罗马兴起，迅速在欧美地区扩展。
“理性主义”美学一方面起于对 17 世纪出现的巴洛克（Baroque）艺术和洛可可（Rococo）

28 ∷

品牌审美与管理

艺术的反动，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以重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为信念。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
刻意从风格与题材模仿古代艺术，并且知晓所模仿的内容为何。
这种美学保留了古典主义作品典雅端庄的高贵气质（见图 2-11）。这一风格很快取得了
成功，欧洲各地纷纷效仿，新古典主义自此成为欧洲家居文化流派中特色鲜明的重要一支，
至今长盛不衰。

图 2-11 “理性主义”美学作品及家具

4. 德国古典美学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在德国以康德、费希特、谢林、歌德、席勒和黑格尔等为代表
（见图 2-12），形成了一个被后人称为“德国古典美学”的流派，是一股强大的唯心主义美学。
德国古典美学全面总结了以往的美学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以前规模最大、最有严谨科学
形态的美学思想体系。他们将辩证法和历史观全面引进，以抽象的哲学思辨（尤其是黑格尔
的美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来源。当时德国政经落后，社会依然存在上升的资
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德国古典美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主要目
标是要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寻求自由。

图 2-12

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从左至右）：康德、费希特、谢林、歌德、席勒、黑格尔

（1）康德（Immanuel Kant）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起初，他受经验论美学的影响，
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考察有关美学的问题。但是康德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使他重新
评价了美学的地位和作用，转到了承认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必要性。他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
理性主义的对立，实际上是提出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对于审美，他
提出了判断的四个契机：
· 审美趣味不凭任何利害计较，不涉及概念，没有目的又有合目的性。例如，观赏花不
须知道它是植物的生殖器官，只欣赏花的形式就能唤起主观情感之愉悦。
· 艺术是人凭理性、有主观目的性的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美的艺术品是鉴赏力与天才
的结合。有的作品有鉴赏，但缺乏审美意象的能力，就是欠缺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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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美意象是人的想象力创造出来、能够显现理性观念的感性形象。这个感性形象是高
于经验自然的创造，人的想象力是一种创造力的认识功能，根植于理性的原则。
· 任何艺术的本质都不在感觉的质料，即不在感官的刺激，而在符合观赏和评判目的的
形式。这个形式引起的快感本身就是一种教养，能使精神提高到观念的高度。
（2）费希特。如果说古希腊美学是在智慧中实现自我的存在，包括康德在内的启蒙哲学
与美学是在知识中确立自我的存在，那么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已洞察到行动与自
我存在的内在关系，为现代哲学的存在观设计了实践的真实元素。
费希特是一个关怀社会生活的哲学家，他的美学思想正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关怀，
突显了艺术在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在场性。
（3）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是从有限与无限两极对立的角度去
阐发美的本质的，认为“在有限的形式中表现无限就是美”，也就是说，美应当是具体的，
所以美总是具有有限的形式。但是一件艺术作品所赖以显现的真正美的要素不仅仅是形式，
而是高于形式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又是无限的。
谢林又从“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阐述美的特质，他认为理念世界和现
实世界的三种潜能是和“真、善、美”三个理念分别对应的：
“真”与“必然”相适应，“善”
与“自由”相适应，“美”作为理念之物与现实之物的统一。在谢林的观念中，美不仅是自
由和必然、理念与现实的统一，也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
谢林的上述三个“统一”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和发挥，尤其是“美是理念
在感性事物中的显现”的观点更是成为了黑格尔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思想的直接出
发点。
（4）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对美学的兴趣曾受到康德的启发。但是，歌德
并不是康德的忠实信徒，如果说康德更多面向抽象理论，那么歌德就是更多地面向实际。歌
德的美学思想并不否认外部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他十分重视实践和感性经
验的作用。歌德谈美更多谈的是艺术美。他认为艺术美主要表现在特征、内容和意蕴方面。
所以，歌德认为，艺术或艺术美应当是“有生命的显出特征的整体”。
（5）在美学史上，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是从康德的主观唯
心主义美学向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美学转变的重要环节，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席勒的
美学理论的出发点是人。他认为，要实现政治自由，先决条件是要有具备完整性格的人，
而这种人又只能通过审美教育才能培养出来。不仅以审美活动来教育人，而且“把审美活
动作为恢复或实现人的完整存在基本的也是唯一的途径”是席勒美学思想的核心。在现代
性前提下，美学的人文精神建构，把审美—艺术活动作为人自我实现的基本形式，即把美
的本质设定为人自我本质性的对象化，主体性、自由精神和独创性观念等则成为美学的基
本要素。
（6）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美学理论的结构是完整而严谨的，它有一
个贯穿始终的中心—“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对于美的定义，黑格尔是这样说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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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里有两重因素，首先是一种内容、目的、意蕴；其次是表现，即这种内容是现象与实在；
并且，这两方面相互融贯，外在的特殊的因素只为内在因素的表现。
从黑格尔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美包括三方面要素：一是理念、概念；二是它的感性
和个别的形象显现；三是两者的统一。美的外在形态来自客观现实形象，而它的内部体现着
理念、概念、思想、意蕴。美正是这两个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也就是理性与感性、内容与
形式、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他把美学正式命名为“艺术哲学”，认为美学的对象是艺术或美
的艺术，也就是艺术美，因此他的美学体系便以艺术美为中心。
在代表著作《美学》中，黑格尔首先指出艺术美学“必须从美这个理念出发”，然后描
述理念如何通过许多中介环节，一步步显现为感性的艺术形象 , 最后实现理念与形象完满统
一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还对各个艺术发展阶段的艺术门类作了具体划分，建筑是象
征艺术的代表，雕塑是古典艺术的代表，绘画、音乐、诗是浪漫艺术的代表。而这些艺术门
类的划分，也是按照理念与形象、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关系和变化原则进行的，也反映了艺术
历史的发展。例如，象征型艺术的代表是古代东方艺术，古典型艺术的代表是古希腊艺术，
浪漫型艺术的代表是罗马帝国的艺术。
对艺术的本质问题，黑格尔提出了“表现心灵”说，他认为艺术和艺术作品由心灵产生，
具备心灵的性格，而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它可以被认知、被说明。
黑格尔虽然强调艺术是心灵的表现，而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又十分重视，认为艺术是客
观的，也是真实的，只有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真实才能体现于艺术作品，这种真实要成为
艺术的真正内容。他又认为艺术真实要高于生活真实，它比起日常现实世界反而是更高的实
在、更真实的客观存在。
黑格尔自身的阶级局限和对于当时社会的妥协，使他用不彻底的辩证法考察艺术，只把
艺术置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目光止步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看到腐朽的资
本主义社会无法创造出表现绝对理念的艺术之后，他断言艺术将会终结。
在经过黑格尔所归纳的物质压倒精神、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共存以及精神压倒物质的博
弈之后，艺术非但没有解体，反而更加生机勃勃。事实上，在浪漫主义（Romanticism）之
后，又出现了印象派（Impressionism）、立体派（Cubism）、未来派（Futurism）以及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和现代主义（Modern）等流派，这是一个艺术由
探索理性分析和主观象征的并行，到强调自动自发地创造与反理性反逻辑的共生，再到发扬
人本主义回归人性的历程。
现代艺术中，莫奈（Claude Monet）和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都是印象派
的代表人物。莫奈是印象派画家中最先获得成功的人，尽管后来的野兽派、立体派、超
现实主义等艺术流派，并未遵循印象派创立的一些原则，但创立这些流派的艺术家，都
从印象派那里汲取过营养。而梵高一方面运用非理性的激情来表达工具理性下人的绝望
和对之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创造而追求着自由和理想。很多人认为梵高的艺术是

第2章

品牌审美与产品设计

∷ 31

现代艺术中真正的艺术。因此，现代艺术扬弃了古典艺术和大众艺术，并在通向融理性
与 非 理 性 于 一 体 的 精 神 的 道 路 之 中。 图 2-13 是 莫 奈 和 梵 高 的 代 表 作 品《睡 莲》、《向 日
葵》、《罗纳河上的星夜》与《星月夜》，值得一提的是，《睡莲》和《星月夜》2013 年在
纽约现代艺术馆展出。

图 2-13

莫奈和梵高的代表作品

5. 马克思主义美学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在已建立的哲学基础上提炼了关于美学的思想。在审美创造基础上，
人类创造美的活动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是按照
美学的规律来创造美的事物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美的规律的理
论充分肯定了审美主体的主体性，又不忽视作为审美创造材料的客
观事物的规律性，从而对于人类审美创造作出了深刻的理论概括。

6. 西方现代美学
进入 20 世纪后，出现了西方现代美学。现代美学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
潮流。前者受自然科学思想方法的影响，注重研究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后者较多地从人的角
度来思考美学问题。我们现在对这些流派进行一一介绍（见图 2-14）。
西方现代美学

1900 ～ 1950 年

1950 ～ 1960 年

1960 年至今

表现主义美学

自然主义美学

结构主义美学

形式主义美学

现象学美学

后现代美学

精神分析美学

符号论美学

解释接受美学

分析美学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

神学美学

存在主义美学

社会批判美学

图 2-14

西方现代美学流派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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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现主义美学
代表人物之一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哲学上，他是新黑格尔主
义者，承袭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
学体系，称自己的哲学为“精神哲学”。克罗齐试图确立艺术的独立自
主性，划清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的界限，把艺术从科学、经济、
道德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他的美学以“直觉”概念为基础，包含两个最
基本的命题：直觉既表现，艺术即直觉。
表 现 主 义 美 学 的 另 一 个 代 表 人 物 是 英 国 哲 学 家 科 林 伍 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克罗齐的思想终点是科林伍德美学理论的起点。
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具有表现性和想象性两个特征，因此，“艺术必然是语
言”。想象性指语言的内容，表现性指语言的功能。语言，包括与语言
表现方式相同的任何器官的任何表现。表现某些情感的身体动作，只要
它们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我们意识到控制它们时，把它们设想
为表现这些情感的方式，那它们就是语言。
（2）形式主义美学
形式主义美学是主张通过纯形式表现情感的一个美学流派。它产生于 20 世纪第一个十
年，盛行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贝尔（Clive Bell）和
加拿大神学家弗莱（Northrop Frye）。形式主义美学的产生同 19 世纪末期以来法国后期印象
派绘画的兴起有紧密联系。
贝尔美学的出发点是视觉艺术品所引起的审美情感。
他认为一件艺术品的根本性质是有意味的形式，而有意
味的形式是对某种特殊现实感情的表现。
弗莱美学的起点也是审美情感。他认为人具有过双
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生活，一种是想象生活，
而艺术就是想象生活的表现。
（3）精神分析美学
《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让我们知道了弗洛伊德。
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他把人类性的冲
动，作为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成就的最大贡献原因—
艺术的功能被理解为愿望的发泄或满足，艺术的本质与功能、艺术的欣赏
与目的，都是性欲的升华。欲望不仅构成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最深层
动因，而且也构成了它们的最终目的。
当然，弗洛伊德的理论充满了争议，这个理论对美学的最大影响是把“无意识”引入文
艺批评领域，主张揭示文艺创作的无意识内容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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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美学
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的创始人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哲学家摩尔（G. E.
Moore）。他在一生唯一的著作《伦理学原理》中，提出了一种直觉主义
的伦理学理论，首创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认为“善本身是单纯
的、不可分析的、不能下定义的。”审美价值本身就是善的，是一种内在
价值。如果给美下定义，只能说美是指对事物的欣赏本身就是善的。这
样一来，这个定义就只剩下价值的一个不可分析的属性，即善。
摩尔主张对“善”和“美”都不能下定义。这却对西方美学产生了
意想不到的影响，一批思想家追随他的足迹，成为了分析美学家，最著
名的要属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他把美学、哲学、伦理学归为一类，认为它们都是不可表述、说不清楚
的学科。这类学科的命题和问题都是超验的，无法在事实中得到证明，
因此就没有意义，“凡是能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
情，就应该沉默”。
（5）存在主义美学
存在主义美学是现代西方美学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美学流派，它以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现象
学美学为基础，形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 20 世纪 50 年代达到鼎盛。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存在主义美学的创始人，
胡塞尔认为现象即意识，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即存在。他给艺术下了一个
定义：“艺术就是真理在作品中的自行置入。根据希腊词源的诠释，美、
存在、真三者都是无遮蔽性，都是一回事。作为艺术作品中真理的这种
存在的显现，作为作品的显现，这就是美。”
（6）自然主义美学
自然主义哲学产生于 19 世纪末，所对应的自然主义
美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逐步发展完善，主要流行于美国。
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
和门罗（Thomas Munro）。自然主义美学是在自然主义哲
学影响之下形成的一个美学思潮和流派。自然主义美学的
主要特点是：把美感经验和艺术活动作为美学探讨的中心，
从生理学、心理学乃至人类学、文化史等各个方面去研究美学。
自然主义美学还强调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实用、功利的一面，并且可以采用生物学、进化
论的观点来解释艺术和审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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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象学美学
现象学兴起于 20 世纪初的德国，创始人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他的现象学方法
和理论对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现象学美学解释了作品是特殊的审美客体—意向性客体，即人为
了具体目的而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客体。这种客体不是纯粹的实物，也
不是纯粹的意识。作品创造了一个独立世界—和现实世界有联系但又
不是和它同一的世界。
同时，现象学美学提到了艺术模仿现实并不是任意决定的，而是现
实期待自己的意义得到表达。自然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意义必须有人，现
实需要艺术家把自己表现在作品之中。但是，对艺术表现的自然而言，
艺术是手段，艺术家是工具。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这就使现实发生了变异，参与了存
在的命运，所以艺术家在自己的行为中，不仅揭示了现实的意义，同时也创造了自己。
（8）符号论美学
符号论美学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50 年代在美国成为占统治地位
的美学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把审美和艺术现象归结为文化符号。
在创始人之一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看来，艺术是一种
构造形式的活动，它一方面是生命的自我构造，另一方面又是对生活和
自然世界的构造，这种构造活动的结果便凝结为“纯粹的形式”，因此，
艺术作品就是人性或内在生命在直观、形象的感性形式中的显现，在对
艺术作品纯形式的审美直观中，人可以看到自己，也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另一个创始人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发展了卡
西尔的符号理论，把符号论美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她认为直觉是
一种基本的理性活动。由这种活动导致的是一种逻辑的或语义上的理解，
它包括对各式各样的形式的洞察，或者说包括对诸种形式的特征、关系、
意味、抽象形式和具体事例的洞察和认识。直觉又是对事物“外观”的
直接洞察力。它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表现为顿悟，不假造于概念和推
理，但包含某种理解。
（9）格式塔心理学美学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是在格式塔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美学
流派。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又名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心
理学将心理现象视为有机整体，认为整体虽由各个部分组成，但它并不
等于部分之和而是大于部分之和，并且认为，整体先于部分并决定部分
的性质。这就是所谓“格式塔质”。格式塔心理学强调心理实验，是一
种现代的实验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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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是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流派的代表人
物，他对西方现代派抽象艺术采取一种为之辩护和褒扬的态度。认为现实主义艺术充其量不
过是“对应该如此或能够如此存在的事物所进行的真实模仿”。他认为这种“真实模仿”无
异于艺术生命的自杀。
（10）社会批判美学
1923 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
以刊物《社会研究》杂志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
即“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自称从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出发，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形成了
一整套理论，统称“社会批判理论”，它的美学理论即
为“社会批判美学”。德籍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德国美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成为了这个美学学派的代表人物。
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之上。他十分
重视和强调艺术和美学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在他看来，艺术和美学由于自身追求自由等特
点，具有摧毁现实根本结构的政治潜能，于是创立了这种服务于本能革命或感觉革命的美学。
阿多诺的美学时常被称作“否定的美学”，它是以其“否定的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
他从现代艺术经验出发，对艺术的本质作了重新界定。他认为，从本质特征上看，艺术是不
同于现实的东西，他称之为“异样事物”（Das Andere）。阿多诺还对艺术的内容、形式、真
实性、技巧、风格、自然美等传统美学范畴作了重新界定，提出了反艺术这个概念。反艺术
是社会变迁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全面异化是反艺术产生的直接根源。反艺术拒斥消费的艺
术，坚持自己之为艺术，反对把自己变成消费品和商品，于是就把自己变成了反艺术。
（11）结构主义美学
法国文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运用语言的结构和模式来
研究、解释文学现象，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影响了现代西方美学思潮。
它不关心作品所表现的客观世界，而是研究语言信息场内语言的美学功
能，力图以此规定出文学的本质、功能，以及作品与社会的关系、作品
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
（12）后现代美学
后现代美学志在向“美学霸权主义”发动挑战，旨在取消传统美学家人为设置的形形色
色的僵硬界线，特别是取消美学与非美学的区别。
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艺术从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强调日常生
活的艺术化、审美化；强调审美观念的“无处不在”。后现代主义美学的这一要求并非是空
穴来风，而是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现实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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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解释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Receptional Aesthetic）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
文艺学教授尧斯（Hans Robert Jauss）在 1967 年提出的。接受美学的核
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尧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
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
（14）神学美学
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神学美学的兴起。神学美学是以神学视
角思考和讨论美学问题而形成的重要理论形态。

2.3

产品设计与品牌美学
随着人类哲学和美学不断拓展与完善，在这个多元需求盛行的时代里，人们对于美

的需求展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姿态。众多的哲学和美学理念需要一个作品或者产品通过设
计来表现。
设计是人类改变原有事物，使这些事物变化、增益、更新、发展的创造性活动。设计是
构想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它涉及一切有目的的价值创造活动。诚如每个人都能作出一定的设
计一样，几乎每个人都能给出一个关于设计的定义。如设计是“一种针对目标的问题求解活
动”、设计“是在特定情形下，向真正的总体需要提供的最佳解答”等。
按照不同的对象，设计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现代建筑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广
告设计以及织品与服装设计。制造一个新型机械零件是设计，排版一个精美广告是设计，创
造一款新颖汽车外形是设计。
从设计的目的角度来理解设计，可以对设计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从根本意义上说设
计的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人为实现自身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与方式，往往表现为一个过程，
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人是设计的根本和出发点。
形形色色的文字、产品说明了设计的存在与形式（见图 2-15）。建筑同样说明了设计
的存在与形式。黑格尔就是最早将建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者，他视建筑为艺术之始，把它
作为艺术发展的第一阶段— 象征型艺术的代表。他认为建筑是与象征型艺术形式相对应
的，它最适宜于实现象征型艺术的原则，因为建筑一般只能用外在环境中的东西去暗示移
植到它里面去的意义。黑格尔论述建筑美的全部意义和根本目的在于
说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建筑设计历来被视为一门艺术，与雕刻、音乐、
绘画相提并论。德国文学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V. Schlegel）、歌德、谢
林等人比喻“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至今人们还耳熟能详。对此，黑格尔
做出了更完善的解释：施莱格尔曾经把建筑比作冻结的音乐，实际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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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艺术都要靠各种比例关系的和谐，而这些比例关系都可以归结到数学。

图 2-15

文字与产品说明了设计的存在与形式

此后，西方建筑设计流派纷呈、主义繁多，如“形式随从功能”、“国际主义风格”、“机
器美学”、“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装饰就是罪恶”等主张，如未来派、构成派、风格派、造
型主义等流派，它们都倾向于功能主义的美学取向。随着技术的进步，建筑设计的技术美学
逐渐成为主流，它影响并试图改变人们传统的艺术和审美观念，显示出对建筑技术个性的关
注与热情，与黑格尔建筑美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这在风格派和包豪斯学派表现
得最为明显，我们将在此后再次提到。
20 世纪末，西方环境美学创始人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结合前人的理论，把建
筑设计与人类环境美学结合起来，将建筑的审美特性概括为存在（建筑物巨大的物理体量）、
处所（特定物理、文化环境对建筑物存在合理性的规定）与功能（建筑存在的独特意义）。这
三项均准确地揭示出建筑设计区别于其他艺术对象的本质（见图 2-16）。

图 2-16

建筑同样说明了设计的存在与形式

秩序可以产生美，精致可以产生美，细节也可以产生美，因此，产品设计（Product
Design）在生活中也发挥着史无前例的作用。人们已逐步从基础的物质需求转向高层次的精
神需求，根据人们逐渐提升的需求层次，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要结合美学，将产品的功能
价值及情感价值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在此对比一下中西方建筑设计的差异。
西方崇尚人工美、形式美，是一种古典的美，着重对建筑形态的表现，而中国是传统建筑艺
术，显示出的是自然美、情趣美，是一种浪漫的美。我们以园林为例，西方园林以意大利文艺复
兴园林和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为代表，不仅布局需要对称、规则、严谨，连花草树木也修剪得方方
正正，从而呈现出一种几何图案美和强烈的节奏韵律感。可见，西方人造园立足于人工手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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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它的自然状态，体现出对于形式美的刻意追求（见图 2-17）。

图 2-17

西方园林讲究形式美

而中国园林所呈现的是另外一种状态。如同书法一般，园林既不追求对称，也没有任何规
矩可寻，山水环抱，曲折蜿蜒，保持花草树木的自然原貌、参差错落。我们习惯把景色与自然融
合，醉心于诗情画意般的意境中（见图 2-18）。

图 2-18

中国园林讲究意境美

好的园林总是赏心悦目的，中国园林重在赏心，而西方园林意于悦目。当我们看到西方传统
建筑，它们都以“面”为基本构成要素，观感强烈的“ 块体”建筑物独立地向四周放射，可以直
接供人观赏。中国传统建筑更多以组群为审美客体，犹如欣赏一幅绘画，围墙只是图框。我们需
要进入巨大的“画面”中，移步换景，在虚与实的空间交互中体味建筑艺术内涵的神韵所在。可
以说，中国的建筑主要是以“线”为基本构成要素，墙面、走廊、殿台、亭阁、钩栏、池岸等由
“线”的粗细、浓淡、曲直与长短来增添它们的美感。

2.3.1

走进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是一个企业运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将栅格设计（Grid Design）风格推广
至全球的设计师拉尔夫·依克斯特朗姆（Ralph Eckerstrom）所说：“产品设计作为一个独立
存在的行业，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个具有创造性、连续性的力量，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状
况与销售活动，反映着一个企业、一个品牌的个性、形象等方方面面。”
下面我们来了解产品设计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构成设计的各类元素。

1. 起源与发展
其实，产品设计从中国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存在，而青铜器、陶瓷、园林、家具、建
筑、 服 装 以 及 西 方 古 罗 马 时 期 的 设 计、 巴 洛 克 式 设 计， 这 些 无 一 不 是 设 计 起 源 的 佐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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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1）。
表 2-1

石器时代环形饰品设计一览

陶环饰
A型

a

b

玉石环饰
a

8

17

1
9
2

B型

10

18

A型
a

b

a

B型

骨环饰
D型
a

b

24

蚌环饰
B型
a

A型
b

61
34

49

41

76

56

25

66

62

26

35

19

42

C型
a

63

57

36

11

43

28
4

12

38
13
5

6

29
21
22

14

7

16

23

39

31

33

40

65

80

52
59

81
73

46
54
60

48

72

53
69

b

47

79

68
D型
a

C型
a

45

30

32

15

51
58

44

78

67

64

37

20

77

50

27
3

A型
b

70

C型
a

74
82

55

71

75

起源时期的设计，摆脱不了宗教、权力的束缚，不管在东方还是
西方，设计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审美需求，一件件精美匀称的作品，
基本为统治者所独享。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到了中国明清时期以及西方
17 ～ 18 世纪，中国市民阶层兴起，西方公民思想进一步解放，设计
也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园林设计达到顶峰，家具等生活
用品的设计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更多的普通市民也可以享受到精美
的设计，满足自身的审美需求。而在西方，则涌现许多如今仍可以堪
称经典的设计风格，如贝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
《圣德列萨的神迷》的透视设计，
洛可可式的极尽奢华，还有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艺术与技术的结合。
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设计仍是以手工创意设计为主，几乎没有技术上的成功案例，达
芬奇的技术设计几乎没有一样做成了实体。当然也由此可见，创意设计和技术设计是相辅
相成的。
真正的现代设计源于 20 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里。随着设计开始大众化，人们的生活品
质也随之提高，设计界的先驱们开始期望改变以往的设计服务对象，对劳苦大众提供设计服
务，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国家工业技术发展迅速，提倡
装饰简单几何状（见图 2-19）、中性色彩以及功能主义，并把经济问题置于设计之中，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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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经济、实用的目的。从而把千年以来依附于手工制作、原始材料的传统打破了。开始采
用新技术、新材料。

图 2-19

椅子的简单几何设计

我们就以跑车为例。由于国情、民风、消费者偏好的不同，不同款式的跑车设计理念存在
不小的差异性，经由多年来的经验与传承，每个品牌都有属于自己不同风格的款式。一般地，超
级跑车（Super Car）、旅行房车（Estates）、运动顶棚式跑车（Convertibles）、运动型跑车（Sports
Car）、赛车（Track Car）加上经典款跑车（Classic）构成了跑车款式的大家族。它们各自拥有不
同的外形设计，如图 2-20 所示。

超级跑车

旅行房车

运动顶棚式跑车

运动型跑车

图 2-20

经典款跑车

赛车

跑车的几何设计

而且随着跑车设计越发概念化，新技术、新材料越来越被运用到跑车设计上。如 2008 年，受
到弹性纺织物包裹建筑的启发，宝马设计总监克里斯·班格勒（Chris Bangle）所带领的团队发布了
一款织物材料概念跑车“ GINA ”。这款概念车以经过聚氨基甲酸乙酯涂料处理的莱卡纤维布作为
外壳车身，具有良好的弹性和耐久性，而织物下是铝制框架结构支持，比普通跑车轻 30%。
由于是弹性织物，这款车的车身可以根据行驶的速度改变形状，前盖还可以像拉开拉链一
样从中间打开并且折叠到左右两侧，便于对发动机进行维修。车前大灯关闭时被织物覆盖，而开
启时织物的表层会在小马达的作用下向后拉开，就像睁开眼睛一样。虽然这只是一款概念性的设
计，但是确实给人们对于汽车的固有设计带来了冲击（见图 2-21）。

图 2-21

宝马概念跑车“ GINA ”

第2章

品牌审美与产品设计

∷ 41

当然，就某一个设计而言，自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很多设计刚问世时并不为人们所接
受，比如说西班牙设计师高迪（Antonio Gaudi i Cornet）设计的圣家族大教堂（Chiesa di San
Cataldo）、法国埃菲尔铁塔、中国台北 101 大厦等。
由此可见，设计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被逐步认知的过程。设计发展之初可能就是世人眼中
的一个“异种”。对产品设计的认知、消费者自身审美素养、社会大背景，这三者之间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三者在不断的交互中发展。

2. 产品设计背景要素
通常，市场环境、技术、审美以及人这些要素构成了产品设计需要考虑的背景。
（1）市场环境要素包括销售方式与手段、市场统计、市场开发等。设计部门与企业及企
业外部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产品设计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设计师的水平与努力，还受到企业
和外部环境要素的制约与影响。
（2）技术要素是指产品设计时要考虑的生产技术、材料与加工工艺、表面处理手段等各
种有关的技术问题，是使产品设计构想变为事实的关键要素。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产
品设计中不断运用尖端科技成果、新型材料，大大地提高了产品的性能，但是，另一方面，
精湛的手工艺始终传承着历史，一直为众多奢侈品品牌所推崇。
（3）审美要素决定很多方面，包括消费者的教育程度、价值观，还有个性等。现代时尚
的设计更注重人的情感化和个性化，消费者面对多样性的产品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说现在
的产品设计形式已经几乎不受技术的约束，各种风格争奇斗艳，对于它是否被市场接受，关
键在于它是否符合某个群体消费者的需要。
（4）当然，“以人为本”也是工业设计的宗旨，随着时代进步，设计发展将更关注于人、
机以及环境的协调发展。
产品设计本质上是技术上描述企业商机演绎发展为产品设计说明书（产品定义）的过程。
产品设计是确定产品价值的决定性阶段。产品价值发展包含了三个主要原则：“产品要满足
企业对市场的需求与变化”、“相对竞争能力”以及“可否商业化 / 可生产性”（见图 2-22）。
这三个原则是产品设计的基础，组成了设计过程的最高评价准则。
产品设计作为工业设计的核心，是一项复杂的工
作，它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在特定的物质条件

市场需求
与变化

下，人们为了满足一定的需求而进行的一种创意思维
活动的实践过程。产品设计并不是孤立的，它和企业
营销、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的每一个过程都紧密
联系，不仅仅是创造了某一物质，更是创造了企业无
形的生命—市场。

相对竞争能力

可否商业化 /
可生产性

产品设计需要全面确定整个产品的结构、规格，
从而确定整个生产系统的布局，因而，产品设计具有

图 2-22

产品价值发展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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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重要意义。如果一个产品的设计不科学，那么生产时就将耗费大量费
用来调整和更换设备、物料和劳动力。相反，杰出的产品设计，不仅具备优越的功能，而且
便于制造，生产成本低，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很强。许多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的企业都十分注
意产品设计的细节，以便设计出造价低而又具有独特功能的产品。
工业产品设计与企业品牌的联系是以产品的形式作为媒介表现出来的，产品设计的最终
目的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获取更大的收益。产品设计一定要有市场
为其买单，这就要求企业需要平衡“引领”和“迎合”的关系：不能一味地“自恃清高、一
意孤行”，也不能“谄媚逢迎、一味讨好”。产品设计以一种高于消费者预期甚至是出乎消
费者预料的形式去满足这种需求，反过来消费者会发现原来自己确实有这种需求，进而感到
欣慰，产生对品牌的依赖感，从而树立品牌忠诚。

2.3.2

产品设计理念

产品设计源于设计师的灵感与创造性思维。创意是传统的叛逆，是打破常规的哲学，是
破旧立新的创造与毁灭的循环，是思维碰撞与智慧对接。创意思维是指具有创意的思维活
动，可以分为创意理性思维和创意感性思维，创意理性思维注重创意内容的实用性与生产的
经济性，创意感性思维注重创意内容的感受性与消费者的接受性。从专业角度上而言，创意
思维是一种类似于特异或突破的思维形式，总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它的目的是通过特
殊的思维构建体现寻求突破的思维过程，传达标新立异的创造欲望。
每个设计师都有梦想成为大师，但不是每个设计师都能成为大师；每个产品设计都希望
能够轰动市场，但也不是每个产品都能万众瞩目。做产品设计一定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
也不能忽视脚踏实地的工作。
如今，有两种产品设计的做法风靡全球：一者为快速设计，另一者为经典设计。
Zara 和 H&M 就是采用快速设计的做法，它们都养了上百名的设计人员，在与市场潮流同步
的“快速设计、快速生产、快速更新”策略下，一件新款式的生命甚至不到一个星期。这种设计
的做法往往更加偏重于对市场的“迎合”。
而像苹果、迪奥的设计则更偏重于“引领”，它们的产品设计往往能够轰动市场，产品设计
的生命周期较长，被更多地认为是经典设计。

两种方法不能说孰优孰劣，一个市场中必定会存在快速设计和经典设计，只是对于一个
企业来说，需要根据自身的品牌定位以及资源实力来确定自己所要采用的产品设计方法。
所有品牌都有最根本的策略与优势，所以设计的着力点便是将品牌实体化。所有的产品
设计都要与品牌内涵与传统相一致，比如路易威登与村上隆合作的一系列产品（迷彩系列、
樱桃包系列、彩色标志系列），这些设计都没有脱离路易威登的“根”
（见图 2-23），而一旦脱
离，可能如同它印有“大 LV ”的腰带，虽然市场效果很好，但是饱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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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威登与村上隆合作产品

当然，产品设计也不只是时代的潮流，而是实际存在的“活动”，所有认同设计可以创
造价值的企业与设计者，最后会在这个“活动中”创造新的历史。
能够带给我们创新、丰富我们的文化或是充实我们自身的，并不是新材料的发现，而是
科学家、设计者、手工匠和建筑师解读新材料、找到新的用途和加工方法来转化它们的过
程。在克里斯·莱夫特瑞（C. Lefteri）
《欧美工业设计 5 大材料顶尖创意》系列中，我们看到
了很多材料在设计师的笔下焕发出的无限魅力与非凡创意。

1. 玻璃
玻璃具有各向同性、无固定熔点、介稳性、渐变性与可逆性四个通性。玻璃通透的质
地、流畅的线条，体现出独特的简约之美。许多玻璃作品融入了艺术家的创见与思想，反映
了现代生活，很具备艺术价值、装饰价值、人文价值、收藏价值。
在西方国家，玻璃用品发展有 3 500 年的历史，对玻璃的研究也很透彻，而且罗马时期
玻璃几乎就是日用品了，但玻璃成为艺术品的时间并不长。直到 1970 年，英国皇家美术学
院第一次确立了玻璃艺术品的学术地位，距今不过 40 余年的时间。
玻璃艺术品对艺术家的艺术理解力和技艺要求极为苛刻，优秀作品一件难求，因此在西
方主流收藏界很受追捧，一些名作的市场价值已达到百万美元。“重材质、轻工艺”是现当
代玉器收藏的特色，也是中国藏家在器物收藏方面的一个标准。
设计大师提莫·萨帕涅瓦（Timo Sarpaneva）是芬兰近代最
著名的玻璃设计大师之一。人们说，最接近他内心的，应该仍
是玻璃，因为他曾说：“玻璃是一种空间的材料，特别适合用来
给予光亮。”也正是那些从玻璃不同角度反射出的光亮，让人在
寒冷的冬夜里，也能看到一份美的希望。

2. 塑料
塑料是一种以高分子量有机物质为主要成分的材料，它在加工完成时呈现固态形状，在
制造以及加工过程中，可以借流动来造型。相比于黄金、宝石、陶瓷，塑料更体现在它自身
的质地，一个杰出的塑料作品往往也更取决于它的设计与功能。
法国著名设计师菲利浦·斯塔克（Philippe Starck）享有“设计鬼才”、“设计天才”、设计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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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等重量级美誉。他的每一件设计品都围绕着市场需要，融合着菲利浦·斯塔克招牌式的“情
感式行销”理念，更充满了孩童般的天真烂漫和毫无拘束。他的路易斯幽灵椅
（Louis Ghost Chair）是为知名意大利家具品牌 Kartell 设计的，由聚碳酸酯压铸
生产，这种化学材料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耐冲击性，椅子优雅简洁的造型，给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陶瓷
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总称，是以天然黏土以及各种天然矿物为主要原料经过粉碎混炼、
成型和煅烧制得的各种制品。陶瓷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文化之一，它凝聚着创作者的情感
以及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陶瓷文化与绘画、书法的关系是
非常密切的，这些艺术部类，都是最为典型的中国民族艺术。从其实质来说，都是共同的，
都是共通的。青花、斗彩、釉里红、粉彩、新彩等是最常见的陶瓷釉彩（见图 2-24）。

图 2-24

青花、斗彩等是最常见的陶瓷釉彩

瓷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 18 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更是象
征了皇室贵族的财富与地位。全球知名的瓷器品牌，包括皇家哥
本 哈 根（Royal Copenhagen）、 皇 家 道 尔 顿（Royal Doulton）、 威
基伍德（Wedgwood）、雅致（Lladró）等，都流露着优雅高贵的气
质、皇家级的品质、精湛的工艺以及至高无上的品位。
坐落于巴黎赛福大街八号（8 Rue de Sèvres）的爱马仕旗下
品牌「上下」
（Shang Xia）第一家海外空间，设计师以巴黎深厚的
历史与文化为灵感，演绎巴黎之家独一无二的节奏与美感。空间
由纤薄精巧的 6000 余片白瓷片营造出一个云状空间。自古至今，
瓷作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长久以来受到欧洲乃至世界
人士的青睐。结合法兰西的浪漫与东方的文明，崭新的空间由轻
灵的白瓷片承托起一个全新的梦想，润泽剔透，光影流转之间，
“如其在上，如其在下”—一个包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东方雅致生活展现在世界眼前。

4. 木材
木材具有很独特的优良特性，木质饰面给人一种特殊的优美观感，贴近自然、绿色、可
降解，具有较高的保温性，具有天然的美丽花纹（见图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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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家具

来自“时尚之都”意大利的 Listone Giordano 地板，关注现代
生活中的高端人群需求，以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加工
工艺，开创了地板行业的品质传奇。Listone Giordano 的“水平—
垂直—全方位”的创新理念给身临其境的人们带来崭新而深切的触
动。Listone Giordano 用极为严谨的态度对待生产出的每一块地板，
力求以精美卓越的品质为您提供细致入微的感受。

红木家具起源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它不仅仅是一件家具，更是时代文化的
象征，是包含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传统艺术和文化底蕴的瑰宝。红木家具是时代的奢侈品，
是人们崇尚的传统，其以实用性、艺术性、健康性、传承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
爱。红木分两种科、五个属、八个类（见图 2-26），共计 33 种红木（见表 2-2）。

图 2-26

八类红木图

尤其在中国明清时代，红木家具非常流行（见表 2-3）。每一件红木家具，每一个不同的
图案和符号，都是一种象征并有着不一样的寓意。红木家具在皇宫贵族里是地位的象征、财
富的象征；在现在，红木家具代表着一种对典雅、传统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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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紫檀木类
紫檀属

花梨木类
香枝木类

豆科

黄檀属

黑酸枝木类
红酸枝木类

崖豆属
铁刀木属
柿树科

柿树属

鸡翅木类

檀香紫檀（小叶紫檀）
越柬紫檀（老挝花梨）■ 安达曼紫檀
■

条纹乌木类

■

刺猬紫檀

■

印度紫檀

大果紫檀（缅甸花梨）■ 囊状紫檀 ■ 鸟足紫檀

降香黄檀
刀状黑黄檀
■

巴西黄檀
■

■

亚马逊黄檀
■

黑黄檀
■

■

■

阔叶黄檀

■

东非黑黄檀

■

奥氏黄檀（缅甸红酸枝）■ 微凹黄檀

厚瓣乌木

苏拉威西乌木

■

巴西黑黄檀

交趾黄檀（老挝红酸枝）■ 绒毛黄檀

非洲崖豆木（非洲鸡翅）■ 白花崖豆木
■

■

伯利兹黄檀 ■ 卢氏黑黄檀（大叶檀）

赛川黄檀

中美洲黄檀

乌木

乌木类

表 2-3

红木种类表

■

毛药乌木

■

■

铁刀木

蓬赛乌木

菲律宾乌木

中国明、清两代红木家具比较
清代

明代

客厅系列

餐厅系列

卧室系列

书房系列

休闲系列

5. 金属
金属材料包括纯金属、合金、金属材料金属间化合物和特种金属材料等，每一种金属都
拥有独特的属性。金属材料因其硬度、光泽、良好的延展性、可塑性，表现出简约、现代、
时尚、干练的风格，在产品设计中应用广泛，在跑车、腕表、服装、配饰、箱包、厨卫、电
器等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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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顶级定制银器品牌 Christofle 创立于 1830 年，在欧洲，它被称为“欧洲皇室御用供应
商”，例来以奢华细节和卓越品质著称。它在餐具、器皿、瓷器和水晶制品方面，
都有其独特的创造，同时 Christofle 还出品一些设计精美的首饰。限量般的纯手
工高级定制的特点让它的每件作品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被许多艺术爱好者和收藏
家视为珍品。

2.3.3

产品设计艺术风格

设计作为一种艺术性的造物活动，它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虽然“美”并不是设计的唯一属性和最终目的，但就设计成果而言，美的因素却
成为考察其优劣程度的标准之一。美是唤起和激发人的最高享受的心理状态，它是人类设
计、创造本质的最深刻反映。“美”的设计能使产品有效地使用，并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和视觉印象，提升产品的审美体验。美是抽象的，但同时它又是可感的。
产品设计是以产品这一实物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它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和艺术方法按
照功用规律和审美的规律来创造。设计的独特表现形式使美学这个主题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地介入了人们的生活。产品设计迫切要求人们正确认识产品的形式与审美的关系，用“美”
的尺度，设计制造富有形式美感的现代“艺术品”—产品设计。
长此以往，设计师们逐渐拥有了各自产品设计的独特风格，如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
格、抽象艺术以及波普艺术等，下面一一介绍之。

1. 巴洛克风格
巴洛克（Baroque）是一种欧洲艺术风格，是 17 世纪初至 18 世纪上
半叶流行于欧洲的主要艺术风格。它的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
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烈的色彩，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追
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艺术境界。巴洛克
风格以其奢华富丽，一直为奢侈品所钟爱。
一向强调视觉冲击的意大利品牌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2013 年秋
冬女装就延续了一贯的巴洛克奢华宫廷风—紧身胸衣、宽大的衬裙裙撑，
用精致高贵的绣花、耀眼灿烂的金线装饰凸显了繁复奢华的工艺。

2. 洛可可风格
洛可可（Rococo）艺术是法国 18 世纪的艺术样式，发端于
路易十四时代晚期，流行于路易十五时代，风格纤巧、精美、浮
华、烦琐，又称“路易十五式”。洛可可风格的基本特点是纤弱
娇媚、华丽精巧、甜腻温柔、纷繁琐细，室内装饰和家具造型上
凸起的贝壳纹样曲线和莨苕叶呈锯齿状的叶子，C 形、S 形和涡
旋状曲线纹饰蜿蜒反复。创造出一种非对称的、富有动感的、自由奔放而又纤细、轻巧、华

48 ∷

品牌审美与管理

丽繁复的装饰样式。
洛可可服装的必备要素包括夸张的裙撑、打褶的花边、繁复的缀饰、低胸衬裙、印花布
料。洛可可风格的服装给人优雅、梦幻、浪漫、柔美的女性化时装感觉，属年轻类的流行时
装。洛可可风格服装在造型设计上多以古典优美的“ X 形”轮廓为中心，运用合体且古典式
的紧身形造型，强调裙及袖的层次和量感。服装细部处理十分精巧，多采用柔美精巧的花草
纹样，加进金属的闪光提花织物或手工性强的手绘印花及刺绣面料。

3. 抽象艺术
20 世纪初期，抽象艺术（Abstract）完全打破了艺术原来强调主题写实再现的局限，把
艺术基本要素，进行抽象的组合，创造出抽象的形式，因而突破了艺术必须具有可以辨认形
象的籓篱，开创了艺术新的发展天地。
图案都如同现代艺术，几何构成、绘画笔触、泼溅效果、
仿生图像、电脑数学图形等，所有你想得到的抽象和超现实图
案都可以在 T 台上找到。而一些传统或具象的图案也被抽象
化：添加亮片等装饰材料，不同图案叠加在一起，或运用复杂
的对比色彩，或将不相关的影像组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新
的佩斯利花纹、放大或缩小的格纹、变化的动物纹或花卉，其
中孔雀羽毛元素的设计受到 BCBG 等多个品牌的重视。

4. 波普艺术
波 普 艺 术（Pop） 又 称 普 普 艺 术， 在 1956 年 由 英 国 的 艺 术 评 论 家 劳 伦 斯· 艾 伟
（Laurence Alloway）提出。波普艺术创作特征是直接借用产生于商业社会的文化符号，进而
从中升华出艺术的主题。它的出现不但破坏了艺术一向遵循的高雅与低俗之分，还使艺术创
作的走向发生了质的变化。
2009 年，法国 My Dot Drops 推出了波普风格 DIY 旅行箱，可以让购买者自己定制彩色点组
成的图案（见图 2-27）。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行李传送带上的“撞箱”的尴尬，可这款波普风格
的旅行箱一经推出却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因为其使用了单元的微粒组成了各种具象形状的图案，
更能体现使用者的个性，波普风格也更适合年轻人的口味。

图 2-27

My Dot Drops 的波普风格 DIY 旅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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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包豪斯风格
德国“包豪斯学院”创办人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主张以团队合作的方式
及客观方法，积极拯救因机器大量生产造成的家庭无序，并探讨设计品质，使之回归到符合
人本目的、感情及基本需要，避免人类成为机械的奴隶。包豪斯风格（Bauhaus）是在荷兰
“风格派”和俄国“构成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具有高度理性化、功能化、简单化、减少
主义化和几何形式化的特点。
瑞士钟表品牌摩凡陀（Movado）在 1947 年曾邀请美国包豪斯学派艺术家
南森·霍威特（Nathan George Horwitt）设计了一款表盘上看不到任何数字、只
在 12 点位置设有一个圆点的简洁表款。而这一单一圆点表盘设计的创始款型
表款，在短短 10 多年后就被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代表的 20 多家知名博
物馆作为永久藏品收藏。同时，这个表款也得到了钟表历史上最简洁表款的美
誉，并推波助澜地将包豪斯风格的影响力扩散到全球。

6. 栅格设计风格
栅格设计（Grid Design）风格源于包豪斯风格。20 世
纪 50 年代，栅格设计风格在德国与瑞士得到发展，通过
瑞士平面设计杂志的宣传，将瑞士苏黎士（Zürich）和巴塞
尔（Basel）两个城市的设计家从 20 世纪 40 年代探索的成
果全面展示，并影响世界各国，因此也被称为“瑞士平面
设计风格”（Swiss Design）。由于这种风格简单明确，传达
功能准确，因而很快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可，成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最大的一种平面设计风格，也是国际
最流行的风格，因此又被称为“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 Style）。
此后，拉尔夫·依克斯特朗姆把“强调平面设计上的
标准化，采用方格网络为设计依据，旨在提供极佳的视觉传达功能”作为设计宗旨，大量应
用于网页和平面设计，取得了巨大成功。

2.3.4

产品设计传播

通常，产品的设计可能需要品牌管理者将它的设计理念或者风格公之于众，其中最实
用、最成功的传播方法就是“讲故事”。
故宫就是设计故事最多的地方之一。故宫里的每一件宝物的设计都是超越时空的，背后都是
故事。故宫的宝物是非卖品，但宝物的“设计故事”可以让人们更了解故宫。故宫是千载难逢的，
但是设计也是要把故事创造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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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创造设计故事，是设计最前端源自于某个简单又有趣的情节或说法，这也成了设计
最重要的精神。这个故事拉近观看者与设计师的距离，产生某些爱好，更好的情况是观看者
觉得这个故事表达的设计精神，符合自己的某种生活态度，想要拥有这个设计。
卡地亚猎豹系列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体现了女性独立、优雅的
气质，连公爵夫人也被它吸引。灵活自如的猎豹，时而凶猛、时而高
傲、时而迷人，是卡地亚的代表性图腾之一。卡地亚与猎豹的渊源始
于 1914 年，路易斯·卡地亚（Louis Cartier）委托插画家乔治·巴比尔
（George Barbier）设计一张以“淑女与猎豹”为主题的邀请卡。插画
家采用美好年代晚期的风格设计，描绘了一名身着皱褶长裙的年轻女子，一只猎豹伏在脚边。同
年，黑白相间的豹纹图腾成为卡地亚装饰元素之一，出现在两枚女式腕表上。

甚至，设计师的灵感来源也可以作为设计的卖点。
迪奥（Dior）前首席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从千变
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素材中得到灵感，设计了一系列的高级时装和成
衣。他的灵感来源取材丰富，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迪奥“ New Look ”、
爱德华式的花花公子、马萨部落小姐、印第安或是印度公主，弹奏震耳
欲聋音乐的 RAP 歌手、京剧名伶，甚至可以是街头流浪汉。这些都是
一个产品设计可以讲的故事。
钢 笔 是 发 明 于 19 世 纪 初、 人 们 普 遍 使 用 的 书 写 工 具， 万 宝 龙
（Montblanc）、派克（Parker）与威迪文（Waterman）是并称世界的三
大名笔品牌（见图 2-28）。中高端钢笔品牌中，德国凌美（Lamy）钢
笔是其中的佼佼者，凌美 2013 年荧光黄限量版的成功就是来自设计师灵感来源的故事。凌美
设计师一直想要寻找一种荧光黄的颜色，但怎么都无法配出他满意的效果。直到有一天，当他在
印度旅游时，无意间发现了一辆荧光黄色的汽车，正是他所想要的那种效果，他立刻将那辆车的
颜色拍下，回到工作室潜心研究。终于，2013 版凌美 Safari 限量版诞生了。在凌美销售柜台，当
消费者在荧光黄和其他颜色的款式中抉择不下时，销售人员往往会向他们讲述荧光黄这个颜色的
来源。听完这个故事，通常消费者都会选择购买荧光黄色，也会向周围的朋友讲述这支笔设计背
后的有趣故事。

图 2-28

凌美钢笔与三大钢笔品牌

设计的故事不是凭空捏造的，那是在深信设计师的设计直觉后，将品牌的情感投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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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历时间化为一则动人的故事，让设计作品看上去是活的，有一股强劲的生命力。再专
业的设计最终还是要转化、回归到大众了解的语句，那就是设计的故事。

2.4

品牌形象美学
我们知道产品设计非常重要，它已经成为消费者购买一个产品的重要因素。其实，不仅

仅是产品外形和功能的设计，品牌形象（Brand Image）的美也至关重要。一般地，我们把
品牌名称、品牌标志以及字体与色彩称为品牌形象，它更关系到一个品牌、一个产品、一家
企业乃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因此，形象的设计必须与品牌规划相一致。一般
地，有四大原则需要设计者借鉴。
（1）个性化原则。个性化原则指一个企业对产品、品牌形象进行策划、整合，并力求显
示出独特的识别性，形成差异化，即所谓使品牌“远离竞争者”。
（2）民族化原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由此决定企业的经
营宗旨、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等企业理念的内涵须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同时，品牌形象都
会因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的差异打上民族烙印。
例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馆内外运用了“中国红”与中国古代建筑、家具主要结构方
式之一的“榫卯结构”，简明地体现了中国的品牌形象，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见
图 2-29）。

图 2-29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中华文化

（3）社会化原则。一个产品塑造并传播企业形象，目的在于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因
此，品牌形象必须做到引领社会心理、顺应时代潮流才能发挥它的效用。
（4）标准化原则。品牌标准化原则要求企业进行设计时，必须统一品牌各个要素，才能
给消费者信心，增加可信度。
下面我们将一一阐述品牌形象的三大要素。

2.4.1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成功的品牌名称应该是消费者在第一时间就能回忆起来
的，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品牌名称不只是个简单的名字，也是经营理念、行业产品、

52 ∷

品牌审美与管理

服务特点、市场定位和消费心理的综合体现，是社会道德、文化观念、心理因素等映照下的
言语行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1. 品牌命名
若 要 成 功 创 建 一 个 品 牌， 必 须 精 心 设 计 品 牌 名 称。 品 牌 名 称 的 选 取 涉 及 语 言 学、
修 辞 学 、 社 会 学 、 心 理 学 、 美 学 、 营 销 学 等 多 方 面 的 知 识 ，“ 善 始 者 起 于 名 ， 善 终 者
成 于 名 ”。
（1）短音节。音节是命名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品牌名称应该能够易于发音，音节数量过
多，必定会给消费者造成记忆负担，从而影响品牌名称的传播力。很多情况下，两三个音节
的品牌名称占绝对优势。因为两三个音节的品牌名称长度适中，表意丰富，节奏感强，朗朗
上口。如著名比萨品牌棒约翰（Papa John’s），既便于称说，又易懂好记，符合文字的表达
习惯，能最大限度地传播，从而博得消费者的广泛认同和接受。
（2）产品相关。品牌名称作为企业、产品的商标，具有功能性和标志性。因此，在设计
品牌名称时，要与产品特点相结合，尽可能将有利于企业、产品的信息浓缩其中。例如“妇
炎洁”、“一梳黑”、“五粮液”、“珍珠口服液”，能够简洁准确地表达产品的性能和功用，都
不失为好名称。
（3）亲和力。品牌名称的亲和力主要取决于用词的风格、特征与倾向，有亲和力的品牌
更利于消费者接受和传播。
如大众护肤品牌“小护士”（MiniNurse），让人感到温柔、细腻、体贴入
微，能给人以呵护，富有人情味，特别是带有明显女性化的倾向，吸引了成
千上万的女性消费者。
“康师傅”作为品牌名称，熟悉而亲切，“康”又有健康之意，对消费者
的心理能产生强烈的吸引和情感鼓舞，“康师傅”系列产品走俏大江南北就在
情理之中。其他如“农夫山泉”（Nongfu Spring）、“乡巴佬鸡蛋”拉近了与普
通消费者的距离，这些无疑都是成功的品牌名称。
“娃哈哈”作为产品品牌，既突出了消费时的感受，又传
达出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让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感受品牌
的价值理念。谐音“哇哈哈”是个拟声词，是对儿童发出的爽
朗笑声的模拟，也可以是成人得到某种美好的事物时的不由自主的欢心。这样将品牌与消费者联
系，既有亲和力，又成功显示了品牌力。

（4）新颖独特。品牌名称是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识别标志，独创性是品牌命名的根
基，因而品牌名称的设计还要考虑构思独特，给消费者新颖、奇异的感觉，这样才能吸引消
费者，创造消费热点，引领消费潮流，如“傻子瓜子”等。
但是，我们不否认品牌名称具有商业性质，品牌名称的确需要借助新颖别致的表现方式
来吸引消费者。品牌命名求新、求奇、求异自然无可厚非，但必须有个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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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曾经饱受争议的儿童食品品牌“泡妞”、奶茶品牌“青蛙包二奶”、卫浴品牌“净国神社”
等，这些名称都有损于人们的心理健康，或有损于国家民族的感情，都是应该被抛弃的。中国商
标法也明确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文字或图形，不得作为商标。

2. 品牌命名方式
许多品牌直接以企业品牌命名品牌，如日立（Hitachi）、东芝（Toshiba）；有些品牌以动
物、花卉名称命名，用形象美好的动物、花卉名称命名，可以引起人们对商品的注意与好
感，并追求某种象征意义，如“凤凰”
（Pheonix）自行车、“相宜本草”
（Inoherb）护肤系列等。
还有的品牌根据人名或地名命名。这种名称或以人和产地的信誉吸引消费者，或以历史、
传说的人物形象引起人们对商品的想象，如青岛啤酒（Tsingtao）、李宁（Li-Ning）运动鞋等。
若以具有感情色彩的吉祥词或褒义词命名，可以引起人们对商品的好感，如“百丽”
（BeLLE） 女 鞋 让 女 性 更 加 美 丽，“金 利 来”（Goldlion） 领 带 给 人 带 来 滚 滚 财 源，“联 想”
（Lenovo）给人以无限想象。
特别地，有些品牌以杜撰的词语命名。以别出心裁、不含意思的词语打破商品名称表
意的惯例，达到异乎寻常地引人注目的效果，如“海尔”
（Haier）空调、“ COCO 都可”奶茶
（COCO）等。

品牌名称除了要具备上述特征之外，还应该有美好的联想，不仅字义好，还要注意
谐 音， 不 要 有 不 吉 利 的 联 想。 若 考 虑 使 品 牌 进 入 国 际 市 场， 则 必 须 要 避 开 某 些 国 家 的
禁 忌。 此 外， 品 牌 的 命 名 要 能 体 现 思 想 和 时 代 精 神， 同 时 也 要 符 合 法 律 要 求， 可 以 依
法注册。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品牌定名为“荣威”（ROEWE），产品定位于不同级别
细分市场中的中高端车型，目标客户是有知识、有修养、事业发展成功、勇于创新突破、积极
向上、追求品位的消费者。这类消费者都需要有很好的荣誉，所以取意“创新殊荣、威仪四海”
之意。

3. 品牌译名
品牌译名也是品牌命名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首要环节就
是品牌译名。为了让商品能够迅速打开市场，博得消费者青睐，一个杰出的品牌译名显得尤
为重要。成功的品牌译名必须符合一定的美学特征，一般地，美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音韵
美、意境美、文化美、情感美和简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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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韵美。音韵美指品牌译名应发音响亮，节奏明快，抑扬顿挫，从音韵的角度满足
中国人的审美要求。为实现品牌翻译的音韵美，大部分译者采用头韵、尾韵、叠韵、象声、
拟声以及平仄等方法，使译名读起来朗朗上口，富于想象力和感染力。
如饮料品牌可口可乐（Coca-Cola），名 Coca（古柯）和 Cola（可乐）是两种植物名称，其中
古柯叶含有一种叫可卡因的碱，这种碱用于麻醉药甚至应用于毒品。如果直译势必影响该品牌在
中国市场的销售。而可口可乐这一译名，一方面摒弃了品牌直译的尴尬，另一方面保留了品牌原
有的头韵“ K ”，采用了双声叠韵，使韵律和谐，富有乐感。
再如化妆品牌可伶可俐（Clean & Clear）。该译名也保留了品牌原有的头韵“ K ”，同时采用
平仄结合将伶俐结合在一起使译名富于音律变化，产生了音韵美的效果。还有一些国外品牌的汉
语译名采用尾韵，使韵律和谐，富于美感，如力士（Lux）、雪花秀（Sulwhasoo）等。

（2）意境美。品牌译名通过形象描写该商品原语中的意境和情调，采用虚实结合、情景
交融的方法，旨在让消费者触景生情，听弦声而知雅意，进而诱发消费者开拓自己的审美想
象空间，激发消费者展开丰富的联想，从而形成了品牌深远、悠长的意境美。
如休闲饮品—咖啡品牌雀巢（Nestlé）。“雀巢”一词源自清代诗人张骅描写“桐山八景”
之一“浮山夕照”的诗句：人驱古道牛羊下，风送归巢鸟雀忙。这种夕阳西下、百鸟归巢和人马
休息的休闲意境给人以轻松愉悦的享受，充分展示了一种意境美，因此这一译名给人带来无限的
遐想，能产生巨大的购买欲望。
再如香格里拉（Shangri-La）酒店。香格里拉位于云南省，是融雪山、峡谷、草原、高山湖
泊、原始森林和民族风情为一体的多功能旅游风景名胜区。这种高山、峡谷、草原、森林的优美
意境能够让人充分感受高品位的享受。这种意境美能够轻松地展示出来。
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是美国雅诗兰黛公司旗下化妆品旗舰品牌，以抗衰修护护肤品闻
名。从这种品牌翻译中我们可以读出优雅、年轻、自信与极富魅力。雅，即优雅；诗即如诗一样
流畅优美；兰乃花之四君子之一，是自信、幽香的典范；黛，本是青黑色染料，是古代女子画眉
的材料，更好地契合了品牌主题，同时传达出了悠久的历史底蕴。

（3）文化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传播。品牌译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
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媒介。它既要表现不同的文化特性，又要融入目的国的文化系统，满足该
国民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取向，感染该国消费者，为品牌在该国拓展市场提供保障。
品牌译名要想真正体现文化美就必须融入该国的文化体系。
法国高端化妆品牌兰蔻（Lancôme）的译名深刻融合了中国文化因素。“兰”在中国是一种植
物科类，兰科植物富含香气。蔻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植物，比喻少女，女子十三四岁被称为“豆
蔻年华”。Lancôme 翻译为“兰蔻”给人的印象是该化妆品是一种植物精华，使用后可使人年轻，
这正符合化妆品的使用目的，因此具有很深的文化美。
再如法国另一个化妆品品牌依泉（Uriage）。依泉本是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温泉名字，
那里的温泉专门用于治疗皮肤问题。作为一个化妆品品牌，“依泉”是一个体现文化美的翻译。
在中华文化中，泉水首载于《本草拾遗》，古本草认为新汲的、未被污染的井泉水均有某种医疗

第2章

品牌审美与产品设计

∷ 55

价值。将 Uriage 翻译为“依泉”，在展示该品牌组成成分和产品功用的同时也融合了中国文化，
真正体现了文化美。
麒麟（KIRIN）。日本三大啤酒公司之一的麒麟麦酒酿造会社，也是世界前十大啤酒集团。麒
麟品牌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昌盛吉祥的象征—麒麟来命名。世界上有很多以动物名命名的品牌成
功案例，而麒麟借用东方的吉祥文化底蕴，阐述的是不一样的品牌与历史。

（4）情感美。情感美指品牌译名顺应了消费者审美的心理情感，迎合了消费者的消费心
理，满足了消费者的民族心理认同感。好的品牌译名能够在情感上亲近消费者，引发他们产
生感情共鸣并激发他们的尝试心理和购买欲望。
如宝洁公司旗下品牌帮宝适（Pampers）。该品牌译名直截了当地展示了商品的适应对象与功
效，表现出能够帮助宝宝在尿裤子时感到舒适，这就很自然地激发了家长们的购买欲。事实也证
明了该品牌译名的成功之处。再如旗下另一品牌护舒宝（Whispers）。这个译名也是成功地将情感
美运用到了品牌翻译过程中。中国讲究含蓄美，护舒宝不仅能够体现女性的婉约之美，更是把情
感美运用得恰到好处。
表现情感美的品牌译名还有紫色香水百爱神（Poison）、婴儿用品牌强生（Johnson & Johnson）
等。包大人（Dr. P）是成人纸尿裤的品牌，包大人是人们对“包拯”这一历史清官的昵称。包大
人这种称呼在中国有很好的传播性，同时包大人有很好的形象联想，同时照顾到成人的感受，是
个品牌译名情感美的典范。

（5）简洁美。简洁美体现在品牌译名应简洁明快，避免生僻字，充分运用汉字的优
点—蕴含多义信息，不仅便于消费者记忆，还能使人产生无穷的想象。
打印机品牌惠普，若采用直译原名 Hewlett-Packward 会是很长的一个名字，而将其译为“惠
普”，两个字便于记忆，而且意义丰富，惠普给人直接感觉是能够给普通大众带来恩惠。
再如洗发水海飞丝（Head & Shoulders），如果直译为“头和肩膀”会使人不知所云。如果音
译为“海伦仙度丝”也让人一头雾水。这两种译法都存在致命的缺陷，就是冗长复杂，而译为
“海飞丝”则简洁明快且易于记忆。其他如 LV、H&M 等，都是用简洁的字母缩写代替冗长的名
字，让人记忆深刻，同时凸显产品的简洁与高端。

由此看来，品牌翻译的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音韵美、意境美、文化美、情感美和简洁
美。事实上，好的品牌译名往往体现的不是单一美学，而是集中多重美学。
我们再来看一些奢侈品品牌的译名。
Bottega Veneta 于 2013 年公布了品牌官方新的中文名—“葆蝶家”以替换原来的“宝缇嘉”，
品牌方指出这个中文名不但是品牌谐音，且每个字都暗含深意，更指出蝴蝶一直是品牌的隐性标
志。为何“宝缇嘉”这个早就为大众熟知的优雅品牌译名会被放弃呢？其实，我们上网搜索一下
“宝缇嘉”就发现这个译名已被其他公司注册转让，而且各个品类都已被注册，甚至包括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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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因此，备选译名“葆蝶家”成为了正式中文名。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 Hermès 上，原本首选译名是“爱玛仕”，后来发现早已被国内其他厂商
注册使用，于是改为“爱马仕”。这个巧妙的改名却正与 Hermès 的品牌文化合拍，代表着一种
贵族、优雅的象征。现在，“爱马仕”这个译名早已深入人心，相信“葆蝶家”也会如此。

其实，比起品牌译名，有时产品译名更关键，有些未必是品牌的官方叫法。
比如，爱马仕 Birkin 包在国内取名为“铂金包”，为这款产品加分无数。珑骧（Longchamp）的
Le Pliage 尼龙折叠手袋也被形象地称为“饺子包”。蔻依（Chloé）前创意总监菲比·菲罗（Pheobe
Philo）入主思琳（CÉLINE）后推出的包款被称为“笑脸包”，赢得了无数消费者。这些简单直白，
又能产生联想的产品名在中国市场传播效果奇佳，可能远胜过那些高端杂志上的插图广告。

2.4.2

品牌标志

品牌标志指品牌中可以被认出、易于记忆但不能用言语称谓的部分，包括符号、图案或
明显的色彩或字体。品牌标志与品牌名称都是构成完整品牌概念的要素。品牌标志自身能够
创造品牌认知、品牌联想和消费者的品牌偏好，进而影响品牌体现的质量与消费者的品牌忠
诚度。
品牌标志是一种“视觉语言”。它通过一定的图案、颜色来向消费者传输某种信息，以
达到识别品牌、促进销售的目的。品牌标志图形比其他艺术样式视觉感更集中，更有冲击力
和代表性，具有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特点。因此，在品牌标志设计中，我们除了最基本的
平面设计和创意要求外，还必须考虑营销因素和消费者的认知、情感和心理。
我们列举了一些高尔夫品牌的标志（见图 2-30）。

图 2-30

高尔夫相关用品品牌

我们从狭义的产品品牌中脱离开来看一些有趣的标志，如 NBA 球队（见图 2-31）、足球俱乐
部（见图 2-32）、银行，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品牌，这些形形色色的标志也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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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支 NBA 球队标志

一些著名足球俱乐部标志

每家银行的品牌标志绝非随意设计，都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中国银行，它的标志由香港著名商标设计家靳埭强先生设计，曾在国际设
计展中获奖。这个标志用中国古代的铜钱为意象，融合汉字“中”，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这是一个银行的形象，并且采用“红色”作为色彩，简洁明了并极具民
族特色，是相当成功的标志设计。
中国建设银行以古铜钱图形为基础，“方圆”特性代表着严格、规范、亲和
与融通。图形右上角的变化，形成重叠立体的效果，代表着“中国”与“建筑”
的英文缩写。标准色为海蓝色，象征理性、包容、祥和、稳定，寓意中国建设银
行像大海一样吸收容纳各方人才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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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的标志是以一个隐性的方孔圆币，两边对称，体现出银行与
客户之间平等互信的依存关系。图案中心是经过变形标志的“工”字，中间断
开，使“工”字更加突出，和外圆所寓意的是商品流通，表明中国工商银行作
为国家办理工商信贷的专业银行的特征；“工”字图案四周形成“四面八角”，
象征工商银行的业务发展和在经济建设中联系的广泛。
招商银行以英文名首字母 C、M、B 为基本设计元素。视觉中心“ M ”型
稳实有力，象征招行全面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的发展态势。“ M ”下加横线构成
“ B ”的造型，又与充满速度感的平行射线，形成扬帆出海、资金畅通的图形寓
意；七条平行射线代表招行最初的七家股东，传达出明确的亲和性与时代性。
标准色选用代表活力、热情的红色，象征招行的经营活力和服务热情。
1983 年，奥地利设计师石汉瑞（Henry Steiner）选取香港汇丰银行简称“汇
丰”设计，简单的六角形标志，好似指南针，指着不同的方向，象征着来自世
界东南西北的交易，象征银行集团迅速成长。即使在无比熙熙攘攘与目迷五色
的闹市，也超群出众。这个设计现已成为全球最著名的品牌标志之一。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标志象征着美国国旗，体现了爱国主义精
神。线条的重复加强了情感联系和熟悉度。主体颜色的红蓝搭配则是体现了力
量、信任与激情。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UBS）的标志是三只交叉
的钥匙，这个标志是沿用瑞士银行公司（Swiss Bank Corporation）于 1872 年开
始使用的标志，代表信任、安全及慎重（confidence, security, discretion）。
苏格兰皇家银行（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RBS）由 4 个变形的箭头结合
为一个圆形，而箭头的排列恰好又组合成一个方形。在一个设计中用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天圆地方的概念。在标志的简称上没有做过多的修饰，直接采用厚重的
字体设计将图案与字体融为一体。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标志在 1974 年推出。德意志银行从 140 个
建议中选择了标志性的广场“斜线”，由平面设计师安东·斯坦考斯基（Anton
Stankowski）设计。而这条对角斜线也表现了德意志银行稳中求发展，暗示了无
限的生命力。

广义上，学校也可以看作一个品牌，而标有学校名称的校徽即是学校品牌的象征与标志，佩
戴校徽有一种自豪和荣耀感，也是对学校的归属之情。纵观全世界所有高校的校徽，绝大多数以圆
形、盾形、椭圆形以及长条形为主，其中以圆形和盾形最多，长条形在 20 世纪 80 年代比较流行。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最早的校徽上有拉丁文“ Ve-ri-tas ”
（真理），
分布在三本书上，周围环绕着“ pro Christo et ecclesia ”，即“为基督及教会”。
校徽中两本书是向上翻开的，象征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知识；另一本书则朝下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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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象征人类对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奥秘，人对上帝应
有敬畏之心。如今的校徽保留“ Ve-ri-tas ”，但三本书都是向上翻开的，周边有
着宗教意味的拉丁文消失了，意味着宗教变革。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校徽由黑色与橙色组成，曲直对称。
盾形内部上方有一本打开的书，书上用拉丁文写着“旧约与新约”。下面缎带
上的古体大写拉丁文是 DEI SVB NVMINE VIGET，也是校训。英译是 Under
God’s power she flourishes（因为上帝的力量，学校欣欣向荣）。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坐落于美国纽约，它的校徽用鲜艳热烈的
红色，喻指着任何人的青春都能在康奈尔校园内燃烧。校徽设计很简洁，图案
组合像人的眼睛和嘴，盾形中轴线上摊着一本打开的书，上面是两个小盾牌，
两个盾牌一个代表纽约州，一个代表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盾形校徽中间有三个皇冠，皇冠上
有十字架。当时英国国教是基督教，国王也是国教的首领，它的设计就是由此
而来的。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校徽其实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徽章，
一个独特的符号，用来代表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市政当局甚至是国家，这
个徽章作为校徽随着剑桥悠久的历史一直传承到了现在。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校徽由三颗王冠组成（上二下一），中间为
一本展开的书，上写“ DOMINUS ILLVMINATIO MEA ”
（主照亮我），这表明了
起源于中世纪的牛津大学，宗教对它的深远影响，强调“启示”是知识和真理
的源泉。
都灵大学（Torino University）的校徽中，鹰代表的是一只被饿死的鹰。鹰
为了实现飞遍全世界的远大理想，苦练飞行，却忘记觅食技巧，最后在征途中
饿死。而那匹奔马是一匹被剥了皮的马。都灵大学创办者设计此校徽为了时刻
提醒学生：把人们从饥饿、痛苦和贫困中解救出来的是劳动和生存技能，而非
不切实际的知识。
清华大学的校徽是由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圆面。外环上下是英文校名，中环
左右并列着“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清华大学以此孔子名言作为办学的精
神标志，为了注重传统教育的研究，同时也培养学子新型君子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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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鲁迅先生设计的北京大学校徽上，“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其中“北”
构成背对背两个侧立的人像，“大”构成一个正面站立的人物，突出了“以人为
本”的理念。
复旦大学老校徽“复旦”字样上方写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
训，如今改为了英文 FUDAN UNIVERSITY，下方则是“1905”字样，意味着
学校建立的年份。
上海交通大学校徽为齿轮、铁砧、锤链和书本。校徽中心为铁砧、铁锤，
铁砧上置四本平放的线装书和三本竖放的现代书籍，表示工程教育工读并重、
融汇古今、学贯中西之意。“1896”表明了学校创办的年份。

品牌标志是种象征符号，要体现品牌核心价值，同时要与品牌有很好的相关度。好的标
志要有好的颜色、形式、比例、搭配等，同时还需要考虑时下流行的平面设计趋势。

1. 品牌标志的作用
品牌标志能够引发人们对品牌的联想，尤其能使消费者产生有关产品属性的联想。例
如，法国汽车品牌标致（PEUGEOT）的标志是一只狮子，它张牙舞
爪、威风凛凛的兽中之王的形象，使消费者联想到该车的高效率、大
动力的属性。
品牌标志能够促使消费者产生对产品或服务喜爱的感觉。风格独
特的标志能够刺激消费者产生幻想，从而对该品牌产品或服务产生好
的印象。例如，米老鼠、快乐的绿巨人、凯勃勒小精灵以及骆驼牌香烟上的骆驼等。这些标
志都是可爱的、易记的，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并使他们对其产生好感。而消费者都倾向
于把某种感情（喜爱或厌恶）从一种事物上传递到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事物上。因此，由于品
牌标志而使消费者产生的好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转化为积极的品牌联想，这非常有利于品
牌经营者开展市场营销活动。
品牌标志是公众识别品牌的信号灯。风格独特的品牌标志是帮助消费者记忆的利器，使
他们在视觉上有一种感观效果。
当消费者看到三叉星环时，立刻就会想到奔驰汽车；他们会到有黄色大写“ M ”的地方就餐；
在货架上，看到“两只小鸟在鸟巢旁边”，就知道这是他们要购买的雀巢咖啡等。

检验品牌标志是否具有独特性的方法是认知测试法，将被测品牌标志与竞争品牌标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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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让消费者辨认。辨认花费的时间越短，就说明标志的独特性越强。一般来讲，风格
独特的品牌标志会被很快地找出来。
在酒世界中，尤其是葡萄酒，酒瓶标志通常由艺术家设计，这种标志不仅仅用于区分产
品或品牌，更代表一种艺术、文化和审美理念。
葡萄酒越来越受到大众消费者的欢迎。葡萄酒分为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与桃红葡萄酒。红葡
萄酒经葡萄皮和汁混合发酵而成，白葡萄酒则是肉与皮分离发酵而得，桃红葡萄酒与红葡萄酒类
似，但是葡萄皮和汁在一起浸泡的时间相异。
把葡萄按品种分，红葡萄品种有佳丽酿（Carignan）、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蛇龙
珠（Cabernet Gernischt）、 解 百 纳（Cabernet Franc）、 黑 比 诺（Pinot Noir）、 梅 洛（Merlot）、 席
拉（Syrah/Shiraz）、 巴 贝 拉（Barbera）、 玛 尔 贝 克（Malbec）、 内 比 奥 洛（Nebbiolo）、 桑 娇 维
塞（Sangiovese） 等， 而 白 葡 萄 品 种 有 雷 司 令（Riesling）、 白 羽（Rkatsiteli）、 贵 人 香（Italian
Riesling）、 白 比 诺（Pinot Blanc）、 霞 多 丽（Chardonnay）、 长 相 思（Sauvignon Blanc）、 白 诗 南
（Chenin Blanc）、赛美蓉（Semillon）、灰比诺（Pinot Gris）。
在很多关于葡萄酒的书籍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葡萄酒产区有“旧世界”与“新世界”之分。通
常，我们把拥有悠久酿酒历史的传统葡萄酒生产国称作“旧世界国家”，也就是欧洲版图内的葡萄
酒产区，如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
工业革命以后，人们开始探索欧洲之外的广大葡萄种植地，欧洲新移民潮也把欧洲葡萄品种
传到了美洲，美国、澳大利亚、南非、智利、阿根廷和新西兰等欧洲之外的葡萄酒新兴国家就被
称为“新世界”。最著名的产区非美国加州纳帕谷（Napa Valley）莫属。
提起“旧世界”葡萄酒，我们一定会联想到法国。虽然法国不是最早酿制葡萄酒的国家，也
不是葡萄酒产量最大的国家，但却拥有最多好酒的土地。法国生产世界上最优秀的葡萄酒，无论
是波尔多的名庄、勃艮第价值连城的佳酿，还是带贵族气息的香槟，都令世人倾倒。
法 国 有 八 大 葡 萄 酒 产 区（见 图 2-33）： 波 尔 多（Bordeaux）、 勃 艮 第（Bourgogne）、 香 槟
（Champagne）、罗纳河谷（Cote du Rhone）、卢瓦尔河谷（Loire）、阿尔萨斯（Alsace）、普罗旺斯
（Provence）以及朗格多克（Languedoc）。而其中，波尔多以产浓郁型的红葡萄酒著称，也是法
国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因为波尔多被吉隆河（Gironde）穿过，我们就把波尔多拆分为左岸和
右岸。左岸有名的酒区有梅多克（Médoc）大区内的波亚克（Pauillac）、圣朱利安（St-Julien）与
玛歌（Margaux），格拉夫（Graves）也是波尔多左岸历史最悠久的酒区之一，是波尔多白葡萄酒
酒区的代表。圣爱美侬（St-Emilion）和波美侯（Pomerol）是波尔多右岸酒区里的台柱，两者都
有不少的“天价酒庄”。除此之外，右岸还有圣爱美侬卫星酒区（Satellites St-Emilion）、冯萨客
（Fronsac）、卡斯提雍丘（Côtes de Castillon）以及芙虹丘（Côtes de Francs）等。勃艮第则以产清
淡型的红葡萄酒和清爽典雅型白葡萄酒著称，香槟区酿制世界闻名、优雅浪漫的汽酒。
波尔多的红酒名满世界，单是著名酒庄也有两三百家之多，而在这众多的酒庄中，有八家锋
头最劲，它们各自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代表了波尔多乃至世界的最高酿酒水平。它们分别是拉斐
庄（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拉图庄（Château Latour）、奥比安庄（Château Haut-Brion）、玛歌
庄（Château Margaux）、武当庄（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白马庄（Château Cheval Blanc）、
奥松庄（Château Ausone）和翠柏庄（Pétrus），法国顶级的红酒几乎都产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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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法国八大葡萄酒产区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 1945 年起，武当庄每年在酒标的上部用一幅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作为标
签的装饰，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之重孙让·雨果（Jean Hugo）、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
根（Francis Bacon）、上海书法家古干、艺术家徐累、查尔斯王子（Charles Philip Arthur George）
都设计了酒标，这些酒标囊括了印象派、抽象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
以及涂鸦艺术等 20 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美术流派，几乎堪称是一部浓缩的 20 世纪世界美术史。这
成为武当庄的标志之一，也是武当精明的传播方式的代表（见图 2-34）。很多人仅仅是为了收藏
酒标而要将武当庄酒买齐，这一方法后来也被其他酒庄效仿。

图 2-34

武当酒庄部分酒标

我们现在看的例子就是来自波尔多及勃艮第的美酒—法国新创立的葡萄酒品牌艺术之
桥（Pont des Art）。Thibault Pontallier 和 Arthur de Villepin 先生于 2010 年将艺术与葡萄酒相
结合创立了艺术之桥葡萄酒。艺术之桥将著名华裔画家赵无极的作品化成葡萄酒标，推出 6
款来自勃艮第和波尔多的收藏酒品，让艺术与酒结合的美妙跃然于瓶上（见图 2-35）。
赵无极擅长融合中国传统与欧洲艺术精髓，风格别树一帜，作品长年于各地展出。他到处游
历吸收新灵感，慢慢建立起自家的画风，擅长把富有东方色彩的写意画法及西方的抽象意念相连
接，很快便得到收藏家的靑睐。赵无极先生就是用油画的方式画出了东方哲学的一种意象，而这
种就是人类共通的一种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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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玛歌酒庄总酿酒师 Paul Pontallier 携子 Thibault 与好友 Arthur de Villepin（法国前总
理 Dominique de Villepin 之子）家族一起与赵无极先生促成合作，将葡萄酒零售品牌 Bordeaux
Etc 糅合艺术与佳酿，独家发售限量版 Pont des Arts 系列红酒。Pont des Arts 也由此一跃成为最
成功的葡萄酒品牌之一。

图 2-35 赵无极经典酒标油画之一（左）与以 6 898 万港币价格拍卖成交的作品（右）

2. 品牌标志设计原则
如果我们将世界众多知名品牌的标志放在一起，便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正
是它们成功的因素。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标志的发展从形式上经历了由烦琐复杂到简洁明快、
从绘画到图形风格、从具象形态到抽象形态的过程。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标志总是以一定的
形式作为象征，借以表达特定的含义。
（1）独特性。独特性是标志设计最基本的要求。标志的形式法则就要求标志要具备各自
独特的个性，不允许有任何的雷同，这就要求标志的设计必须做到独特别致、简明突出、追
求创造与众不同的视觉感受。品牌标志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用以区别于其他产品或服务品
牌。如果标志与其他品牌类同，那将会大大减弱品牌标志的识别性能。因此品牌标志设计既
要与企业的形象、产品的特征联系起来，又要体现构思新颖、别出心裁的风格。图 2-36 是
别克 110 年品牌标志变化的掠影。

1904

1905

1939

1959

1942

1975

图 2-36

1911

1947

1990

1913

1950

1999

1937

1951

2008

别克（Buick）110 年品牌标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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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洁性。品牌标志设计的形式主要有具象表现形式（如法拉利、兰博基尼的标志）、
抽象表现形式（如中国银行、耐克的标志）和文字表现形式（如
加多宝、麦当劳的标志）三种。而这三种形式必须是对现实对
象、思想的高度浓缩与提炼，并且具有理性的秩序感和强烈的现
代感。
物质丰富的社会，品牌多如牛毛，人们不会特意去记忆某一个品牌，只有那些简单的标
志才能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苹果是人们最熟悉的品牌标志之一，“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非常简单，却
让人过目不忘。创业者当时以苹果为标志，是为纪念自己在大学读书时，一边研
究电脑技术，一边在苹果园打工的生活。但这个无意中偶然得来的标志恰恰非常
有趣，让人一见钟情。苹果电脑作为最早进入个人电脑市场的品牌之一，一经面市
便大获成功，这与它简洁明了、过目不忘的标志设计密不可分。
耐克的红色一勾也同样简单明了，但它无处不在，给人以丰富的联
想。小时候，我们做完作业，等着的就是老师那红色的一勾，它代表着
正确、表扬和父母的笑脸。长大了，这一勾仍然如影相随，开会签到、
中奖了领奖，甚至在我们小小的记事本上，都要在已经来过的人或已经
完成的事的前面打上一个勾，它代表着顺利、圆满。当年设计出这个标志的一名大学生只得到了
35 美元的报酬，但今天，这一勾已经价值上百亿美元。

（3）准确性。品牌标志归根到底是为品牌服务，标志要让人们感知到这个品牌是干什么
的，它能带来什么利益。比如食品行业的特征是干净、亲切、美味等，房地产的特征是温
馨、人文、环保等，药品行业的特征是健康、安全等。品牌标志要很好地体现这些特征，才
能给人以正确的联想。
“ M ”只是个非常普通的字母，但是在许多小孩子的眼里，它不
只是一个字母，它代表着麦当劳，代表着美味、干净、舒适。同样是
以“ M ”为标志，与麦当劳圆润的棱角、柔和的色调不一样，摩托罗
拉（Motorola）的“ M ”标志棱角分明、双峰突出，以充分表达品牌的
高科技属性。

（4）瞩目性。黑格尔将形式美的构成因素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构成形式美的感性质
料（主要指色彩、形状、声音）
，另一部分是感性质料构成形式美的组合规则，即形式美的法则。
这些美的法则是人类在创造美的活动中，不断熟悉和掌握各种形式因素的特点，并对各种形式
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而总结出来的，它包括自然中各种感性质料的有规律的组合。
在标志设计中，形式美的法则主要有：反复（奥迪标志）、对称 [ 大众（Volkswagen）标志 ]、
对比与调和 [ 斯巴鲁（Subaru）标志 ]、律动（别克标志）、渐变 [ 华为（Huawei）标志 ]、均衡 [ 凯
迪拉克（Cadillac）标志 ]。
造型要优美流畅、富有感染力，保持视觉平衡，使标志既具静态之美，又具动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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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可乐的圆球标志，是成功的设计典范，圆球上半部分是红色，下半部分是蓝色，中间是
一根白色的飘带，视觉极为舒服顺畅，白色的飘带好像一直在流动着，使人产生一种欲飞欲飘的
感觉，这与喝了百事可乐后舒畅、飞扬的感官享受相一致。

（5）标准性。有些标志图案可以完美地用在名片或图章上，如右图名片极具创意，但是
放大运用在广告牌上时，却容易失真；有的则正好相
反，大的标志压缩变形后，原来的设计精神和形象变
得荡然无存。因而在标志设计中，要注意这种放大或
缩小引起的变形。因此在设计品牌标志时，我们必须
考虑标志的美学尺度，并制定严格的大小标准。
（6）通用性。在设计时对可能引起公众和消费者
心理错觉的地方作某种修正。例如，设计的是垂直线，
由于其他部分斜角的影响，使它看起来歪了，要纠正
这种错觉，就得把线条略向相反一方微斜，使之平衡。
标志设计还应注意实际使用问题。如品牌可能在很小的空间使用，要求标志实际尺寸很小，
应能用通用的工艺制作。
（7）文化性。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品牌标志时必须考虑不同国家
对色彩的偏好和禁忌。品牌标志的设计受到营销原则、创意原则、设计
原则等各方面的规范，以前随便画一个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的图案已远
不能满足品牌的发展需要。激烈的品牌竞争对品牌标志的设计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把设计的程序推上了更专业化的道路。
（8）时代性。品牌需要不断成长，然而在品牌理念不断丰富的同时，
品牌的外在形象的核心—品牌标志也应该不断变化，以适应全新的适应时代特征的品牌理念。
本田原先以生产摩托车为主，最早的本田标志是一个老鹰翅膀，象征着高速的驾驶感、飞跃
的本田技术和前途无量的品牌，采用红色配色。1969 年，本田公司为了将“ H ”与鹰的形象相
融合，而使用了纵长的“ H ”商标。1980 年，为了体现本田年轻、技术先进和设计新颖的特点，
决定使用形似三弦音箱的“ H ”标志，把技术创新、团结向上、经营有力、紧张感和轻松感体现
得淋漓尽致。“ H ”字母的设计，加上外方框的环形设计，融合现在标志设计中常见的金属质感，
在汽车企业标志设计中算是比较沉稳的风格（见图 2-37）。

1948 年，第一代

图 2-37

1969 年，第二代

1980 年，第三代

本田品牌标志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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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例子，2013 年，雅虎（Yahoo ！）宣布将更换自己现用的品牌标志，这是雅虎成立 18
年以来第一次大幅度改变形象标志。新标志继续保留了感叹号和紫色色调。字体则采用全新设计
的无衬线体，并且在字体中加入了棱角效果，整体将显得更加现代（见图 2-38）。

图 2-38

雅虎更换品牌标志

最早的肯德基（KFC）标志就是最简单的白底黑字加上肯德基上校的头像以及 Q 版效果。此
后肯德基品牌标志跟随了时代与审美潮流，不断更新。1997 年，肯德基上校穿上了西装，预示
着提供更加高端、绅士的服务。9 年后，肯德基再次更新了标志，上校脱下了西装外套，穿上围
裙，意在表现“想必他已经准备好为您服务了”。新品牌标志背景还增加了一个动态效果，意味
着更快速的服务（见图 2-39）。

1952 年，第一代

1978 年，第二代

图 2-39

1991 年，第三代

1997 年，第四代

2006 年，最新

肯德基的品牌标志变迁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使用 BASIC 语言，花了不到
一天时间，设计了第一代标志。此后，第二代标志的字母“ O ”别具特色，被微软公司员工亲切地
称为“ blibbet ”。1987 年，第三代标志更新后，很多消费者包括微软员工仍然对“ blibbet ”念念不
忘，因此，第三代标志很少被微软使用。同年，设计师斯科特·贝克尔（Scott Baker）为微软设计
了第四代标志。这个标志的字母“ O ”右下角被砍掉了一点，看起来就像是著名的《吃豆人》游戏
（Pac-Man），为了强调微软的“软”，并传递出一种运动和速度的感觉，这个标志被绝大多数人接受。
18 年后，微软终于再次更新了品牌标志，标志的英语部分使用了 Segoe 字体，与微软的产品以及
传播中使用的字体保持一致，图案是一些色块，体现了微软多元化的产品组合（见图 2-40）。

1975 年，第一代

1982 年，第二代

1987 年，第三代

图 2-40

1987 年，第四代

微软的品牌标志变迁

特别地，有些品牌标志设计与以上诸多原则不符，甚至格格不入，但是有其中很小一部
分品牌获得了巨大成功。无印良品（MUJI）即是其中的代表。
无印良品创始于日本，本意是“没有商标与优质”。虽然极力淡化品牌意识，但它遵循统一
设计理念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无不诠释着“无印良品”的品牌形象，它所倡导的自然、简约、质朴
的生活方式也大受高品位人士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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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绝大多数品牌产品不同的是，无印良品产品摒弃一切外在“标签”，不断简化：拿掉商标，
去除一切不必要的加工和颜色，简单包装，简单到只剩下素材和功能本身，提醒人们去赏识原始
素材和质料的美感。这使得在日本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假如有人看到一
个没有品牌标志的产品就会预测，“这是无印良品吗？”由此，无印良品巧妙
地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品牌差异化：世界被人为地分成了两极，一极是所有的
品牌，而另一极就只有无印良品。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刻意追求低调反而
成为著名世界的“无品牌”
（No Brand）。
值 得 一 提 的 是，MUJI 旗 下 的 MUJI LABO 品 牌
的 标 志 设 计 也 十 分 独 到。 比 如 MUJI 旗 下 的 高 端 系
列 MUJI LABO。LABO 是国际通用词，即是“实验”
的意思。MUJI LABO 的符号引用了日本禅宗里的理
论—圆。圆这个图形其实是从中国传播至日本的，代表宇宙万物的生存之道。日本画家画一个
圆代表宇宙，人间是三角形，方块代表土地，成为宇宙的三个符号。LABO 的符号并不是圆规画
的圆，而像是水墨的痕迹，它让 MUJI 的本质在每个地方得到渗透。MUJI LABO 是自由想象的
创作实验室，圆有界又无界，包含万物而不争。

2.4.3

字体与色彩

在设计过程中，字体必须符合企业形象，对字符的间距、笔画和线条的粗细、编排的形
式、统一的造型等都要周密考虑，严谨制作。在字体设计时应做到根据品牌理念以及消费者
对各种字体所能产生的印象和对商品的联想，选择符合表现力的适当字体。
在应用中，字体首先要体现产品特征，例如，食品品牌字体多以明快流畅的字体，以表
现食品带给人的美味与快乐；化妆品品牌字体多为纤细秀丽，以体现女性的秀美；高科技品
牌字体多为锐利、庄重，以体现其技术与实力；男性用品字体多为粗犷、雄厚，以表达男性
特征。其次，字体要容易辨认，不能留给消费者去猜，否则不利于传播。最后，字体要体现
个性，与同类品牌形成区别。
无论哪种字体的笔画、结构都要遵循规则，虽然可以适当装饰或简化，但要符合现在企
业高速度、高效率的精神，具备准确、易读的特点，达到传递信息的效果。标准字设计的成
功与否取决于造型因素，要使其富有美感、亲切感和创新感。
如可口可乐，以文字作为自身品牌标志，在文字图形化的过程中，文字
保持了其易识别的特性，同时通过设计赋予了文字以灵动飘逸的感觉，具有
很强的亲和力。此外，在中文和英文的文字设计中均能够给消费者传达同样
的视觉形象和品牌理念。

在色彩的运用上，首先要明白不同的色彩会有不同的含义，给人不同的联想，适用于不
同的产品。当然，作为个体的人，对于色彩的感觉有时会差异很大，由于人们的生活经历不
同，红色也可以联想到暴力和恐怖，白色也可以联想到生病、死亡等。其次，相同的颜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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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为地区、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联想。因此，进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
时需要对色彩因地制宜，进行调整。
对于品牌的标准色彩而言，色彩要能够代表品牌形象。它适用于所有的视觉传达媒体，
通过色彩带给人的知觉感知和心理反应，达到表现品牌理念的目的。由于色彩最容易形成具
有特定情绪化的环境以及每种色彩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被赋予了独特的性格内涵。在室外广
告中，最重要的是标志的标准色，次之是图形，最后才是文字。
因此，品牌的标准色彩对于品牌形象的塑造具有决定性影响。在色彩的设计中，设计师
通过对色彩三属性：色相、明度、彩度的选择和调整，给人们独特的品牌形象联想。在若干
设计经验中，我们会发现表达高端感，就离不开黑色；表达奢侈感，就离不开金色；表达科
技感，就离不开蓝色；表达环保理念，大多选择绿色；表达年轻活力就选择明度和彩度都比
较高的色彩；相反，表达成熟稳重就选择明度和彩度都比较低的色彩。如爱马仕偏橙的金色
系，既高端又不落俗。
在进行品牌色彩设计时，必须考虑企业本身的理念、特性以及民族习惯、大众心理等因
素，此外，还必须考虑流行色的变化趋势。
此外，构成品牌的其他外在元素，包括品牌理念、品牌愿景、品牌目标等。
品牌理念（Brand Mind）是指能够吸引消费者，并且建立品牌忠诚度，进而为客户创造
品牌（与市场）优势地位的观念。品牌理念应该包括核心概念和延伸概念，必须保持品牌理
念概念的统一和完整，具体包括企业业务领域（行业、主要产品等）、企业形象（跨国、本土
等）、企业文化（严谨、进取、保守）、产品定位（高端、中端、低端）、产品风格（时尚、新
潮、动感）等的一致。
一个卓越品牌的塑造首先从规划清晰的品牌愿景开始。
《圣经》里有一句话：“哪里没有愿景，人们即将灭亡”（Where there is no vision，the People
perish）。无论是万宝路、可口可乐、奔驰，还是 IBM、强生、吉列，每一个卓越品牌的背后都有
一种无形的力量引领着品牌前进的方向，就像迷雾中的灯塔，激励着员工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而奋斗，这就是品牌愿景。

品牌愿景（Brand Vision）是关于一个品牌未来的最重要的描述，它描绘了“我们的品牌
想要创造什么”的美好蓝图，它告诉消费者、股东及员工：品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品
牌未来要达到什么目标，品牌为什么存在。品牌愿景能够给人一种清晰的品牌聚焦和激励人
心的凝聚力、感召力，一经确定就能形成一种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品牌不断前进。
很多企业在推出品牌时会提出要倡导某个理念，其实不管理念有多好，最终能否占据公众的
心智就成了品牌成败的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外著名企业的品牌愿景：
• 3M：创造性地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 惠普：为人类的幸福和发展做出技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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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肯锡（McKinsey）：帮助杰出的公司和政府更为成功。
• 默克（Merck）：保护和改善人类生活。
• 耐克：体验竞争、获胜和击败对手的感觉。
• 索尼（Sony）：体验发展技术造福大众的快乐。
• 沃尔玛（Wal-mart）：给普通百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买到与富人一样的东西。
• 迪士尼：建造迪士尼乐园—根据我们的想象，而不是根据工业标准。
• 波音（Boeing）：在民用飞机领域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把世界带入喷气式时代。
• 苹果：让每个人拥有一台电脑。
• 微软：计算机进入家庭，放在每一张桌子上，使用微软的软件。
• 麦当劳：成为世界最佳用餐体验的快速服务餐厅。
• 肯德基：服务至上、追求卓越的肯德基企业文化。
• 星巴克：为客人煮好每一杯咖啡。
• 福特：成为世界领先的汽车产品和服务的公司。
• 通用电气（GE）：使世界更光明。
• 杜邦（Dupont）：致力于创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让全球各地的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更安全
和更健康。
• 华为：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
• 万科（Vanke）：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持续领跑者。
• 苏宁（Sunning）：打造中国最优秀的连锁服务品牌。
• 吉利（Geely）：让世界充满吉利。
• 格力（Gree）：缔造全球依靠的空调企业，成熟格力百年的世界品牌。
• 康佳（Konka）：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强势电子品牌。
• 茅台（Moutai）：酿造高品位的生活。
• 李宁（Lining）：我们以体育激发人们突破的渴望和力量。
• 统一（PRESIDENT）：“三好一公道”，就是品质好、信用好、服务好、价钱公道。
• 立天唐人（NHH）：只做最好的商业平台。

其实，也有公司没有主动为自身品牌注入内涵，而是通过包装、说明、企业宣传及消费
者使用等产生一种理念或感觉。
尽管普通消费者一般根据有限经验及知识会对某一品牌形成自己的认知，但他却认为那
是正确的，尽管那可能会跟客观情况不一致，但“心智认知就是品牌”，消费者还是根据他
自己的认知去消费。
品牌目标（Brand Goal）是品牌管理者按照企业的经营方向，推出品牌时所要达到的理
想中的状态，是品牌战略方向的具体化与定量化，如质量水平、市场占有率、市场影响力、
品牌美誉度等。有的品牌目标只是过渡性的，营造一个品牌只是为了暂时地打造声势，企业
的终极目标可能是整个企业的统一形象而不仅仅是某一个产品品牌。有些品牌目标则是长期
的，如海尔：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世界名牌。这对企业发展长期促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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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

蒋友柏谈设计
台湾橙果设计公司董事长蒋友柏是蒋经国之孙，遵从父蒋孝勇之训不碰政治，19 岁进军商
界，2003 年 7 月，蒋友柏与弟弟蒋友常创立了橙果设计公司（DEM Inc.），蒋友柏担任 CEO，定
位所属公司为“方案解决提供者”
（Solution Provider）。2007 年，他到中国大陆各个高校演讲，在
演讲中谈论了对于事业、美学与设计的种种想法。
我们挑选了其中的精华部分与读者分享。
时尚美学 = 设计高帽，那设计呢？
设计，真的无所不在吗？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概括地说，“设计”是归属于艺术家的特权。艺术家往往在经历过一
段惊世骇俗的人生故事、画下句点后，这份特权才得以发挥─作品受到世人注目与增值。但这
样的设计特权，是我们需要的吗？ 20 世纪 60 年代，因为战后需求，物品被机械化大量生产，但
只停留在“实用”层次，和“设计”画不上等号。真正将实用“物品”转化为“产品”，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设计开始大众化，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随之提升。电视的发明与普及，更让
产品直接对消费者说话，展示设计。20 世纪 80 年代后，全球经济逐渐攀向顶峰，产品的设计与
包装开始了异化现象（dissimilation），不论是独尊设计材质、制程或美学等，成了一顶顶“设计
高帽”，和时尚结合之后，新的“时尚美学”产生了，但也逐渐失去“设计”该有的纯粹实用功能，
设计有成为无聊收藏品的危险。
一杯加了冰块的葡萄汁，刚开始喝起来超爽快，有味道，又冰又过瘾，但放久了，味道却因
冰块融化稀释而变淡。“冰块”对葡萄汁而言，是一种设计，让葡萄汁更有风味。但如果你停止
了加入冰块／设计，时间久了，冰块反而是造成葡萄汁风味变差的主因。重点在于，设计需要不
断寻找新的方向与内容。服务就是现今设计的新方向，是为顾客寻找解决方案的新内容。不只是
为单一产品，而是必须思考到整体（品牌）。所以，“设计”是帮客户做梦，也帮客户检视梦醒之
后的现实。明基（BenQ）为了提升自己为国际品牌，勇敢做梦，以小吃大，买下西门子手机部
门。在极端残酷的商场厮杀下，花了股东们一年 267 亿新台币（约 55 亿人民币）后，又能勇敢地
设下停损。就现代设计观点来看，这是何其气魄。并购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寻找失败，但在失败／
梦醒的边缘喊停，梦醒的勇气比做梦的勇敢更难得。这一课何其珍贵，是别人无法学习复制的经
验。冷静检视自己的伤口，往往会让对手不寒而栗。就凭这一点，明基比其他台湾自创品牌更有
机会成功。因为他们了解自己─这一连串“设计”的初衷。
时尚、设计是什么？
时尚是什么？大师级人物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心境、一种感觉、一种气息、一种味道。这么
说来，只可意会吗？
设计是什么？创意高手会给你一件作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外加一段使用说明。当然，
绝佳的设计，是不必说明的；遗憾的是，大部分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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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尚看设计，就像以大象的眼睛看地上的蚂蚁，看到的只是一大片黑压压（或是红通通），
看似静而不动，这就是时尚的宏观；群聚的蚂蚁们，不断地再生与创造，从生活中不断再发现，
这是设计的微观角度。每一个设计创意人心中都应该要有大象与蚂蚁，并且要让它们积极对话。
当大象和蚂蚁可以闲嗑牙，就是时尚与设计开始结合。设计者以时尚美学的概念领导细节；从艺
术发想，再回归实用。
如何卖设计？
我的方法有 4 个关键：深信直觉、创造故事、忠于选择、包容市场。
深信直觉
先谈第一个关键：深信直觉。设计直觉，是设计人必备的天赋，如同神赋予生物的直觉一样，
是一种生存本能。
是不是一定要设计大师才能定调？才能质疑设计的好与坏？设计人深信自我的设计直觉，我
的体会是，要卖设计，先要学会抓住脑袋中一闪的感觉，否则很容易在市场中随波逐流，忘了设
计的坚持。不只是对设计的直觉，也要有对客户与市场的直觉。这种直觉只能从市场真正的肉搏
战中养成，是不断跟客户鞠躬弯腰，忍受无止境的挑战换来的。
正因如此，现在碰到欣赏设计的客户，橙果可以不管利润地卖命。像捷安特那样为了一个设
计投资上千万的模具费，我更有义务带头协助公关营销规划与宣传产品设计。这是我们所谓的保留
客户。这次捷安特 City Storm 卖得好，连橙果的客户都要我帮忙预购，这种成就感不是金钱可以衡
量的，那种快乐只有经历不断挑灯夜战、彻夜难眠，终究实践自我价值的人才能真正体会的。
创造故事
卖设计的第二个关键是“创造故事”。
iPod 与 iPhone 的例子代表着一个完整的设计故事，常常是持续演化的，而一个设计故事被
营销与贩卖也不是几天的事。近三年来，我有很多机会与国外设计界的佼佼者接触，问起他们对
于台北的印象时，大都会提到 101 大楼。很少人会记得 101 在三年前曾经被许多设计师与时尚专
家认为是最丑的设计。101 创造故事的元素不仅包括它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还有建筑采用中国
宝塔浮屠概念，以及古铜钱与祥云符号。但是在许多评论者文字下，它成了“不中不西”且丑陋
的巨兽，有杂志形容像是一个大墓碑。
时至今日，大家已不再记得这些批评了，大众对 101 的想法也跳脱设计的美丑想法。完工后
的 101，历经两次全球最高楼层的跨年倒数，铜钱与浮云成为这栋大楼的重要识别元素，今天，
它成为台北的地标。101 为什么会成功？从刚落成时美丑的争议，一直到成为世界最高的建筑，
这一连串的创造性说法─从负面到中性再到正面，造就 101 成为最具故事性的大楼。或许有人
会认为 101 的成功是营销而来，但是我相信设计者在设计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故事，经营
者才有办法抓出重要元素，把故事传播出去。设计的故事不是凭空捏造的，那是在深信你的设计
直觉后，将你对设计作品的投入与感情，经历时间转化为一则动人的故事，让你的设计作品看起
来是“活”的，有一股强劲的生命力。
创造故事来卖设计，有时不能不太在乎一时的批评。而设计没有让人心动的故事，就像所有
想用更高的规格、更好的材质向 iPod 挑战的品牌，再好的设计都是市场竞争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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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选择
卖设计的关键三，就是要忠于自己的选择。
许多设计领域的人无法推销自己的设计，常因为他们没有忠于自己的理念与选择。台湾产
业对设计师严厉的考验，逼得很多人放弃坚持自己的理念。这种放弃不仅在于部分客户的目光浅
短，更在于设计产业的不确定性。设计本质上充满不确定性，设计师卖的不是客户摸得到、感觉
到的实体产品，越是创新，技术与生产的挑战越大，最后逼得许多人承受不了这种不确定性而打
安全牌，不敢冒险创新。从怀疑自己的选择到放弃自己坚持的选择，这是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放弃自己的选择等于放弃创新。没有了创新精神的设计，价值在哪里？
就像以设计征服全世界的乔布斯，曾经因为 Apple II 被骂到臭头并下台。从苹果第一代到今
天的 iPhone，乔布斯即使在被打击成过街之鼠时，也从没放弃他对设计与科技产品的热情。至于
时尚设计界，最戏剧性的例子，大概就是米扎里（Isaac Mizrahi）这个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美国
好莱坞捧上天的金童设计师。他成名前从平价成衣设计师到卡尔文·克莱恩的助理都做过，爆红
后成立自有品牌，赢得好莱坞一线女星的热爱。
最后该品牌却因为幕后大老板香奈儿抽银而倒闭，新闻还上了《纽约时报》头版。接着他委身
形同美国佐丹奴的 Target 成衣，负责“设计师”系列的产品。米扎里以前设计的高级服饰一件甚至
高达十几二十万新台币，到了 Target 变成了一件千元左右的衬衫或裙子。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表
示他没有设计上的水土不服，只是布料成本差了数十倍。终于，2005 年新金主看上他，为他在全
美五大城市设立 Boutique Shop，2006 年，米扎里将再度站上睽违多年的纽约时尚周的舞台。
包容市场
时尚设计媒体最喜欢问一个问题：什么是风格？你的基因是什么？
“没有答案”就是答案。这就是卖设计的第四个关键：包容市场。市场是现实的，无所谓残
酷或美好。这里有 4 个我对“包容市场”观点：
（1）我接受台湾设计产业的不成熟。博客这一个多月来的响应，有很多人不赞同我对市场的
看法，这就是例证。如果他们真的仔细用心看我的文章，就会了解台湾设计产业的问题。
（2）过去 10 年，台湾的广告公司为了争取广告合约，会为客户提供品牌营销服务。我接受
了这样的市场环境，并从中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是用设计来创造品牌的附加价值，和广告公司竞
争，而不再只是代工设计。橙果在此找到了新的出路。
（3）从商业的角度思考设计，有大部分的设计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设计并非客户经营的核心
价值，这是真实的状况。我接受（客户）商业需思考的是成本与盈利之间的关系，设计并非主轴。
正因为如此，反而制造出更多的空间，让我来证明设计在市场上的价值。在市场面上，产品的大
卖是因为设计而非成本时，这就是设计人的机会。
（4）我可以接受市场不如我所想象中的完美，且不抱怨市场。相反，我更积极地试着将数
种不同的商业运作模式结合，用以在市场里获取最大利益。我坚持橙果的设计作品在市场上是贵
的，因为我们用心设计，为客户及消费者带来设计该有的价值，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台湾很多设计同业无法接受现实的市场，抱怨市场不成熟让他们的设计作品难以成功并得到
认同。看到这样的状况，我只想告诉大家：当你不接受市场的现实时，市场也会同样拒绝你的参
与。市场的不完美，透过设计人的不断修补，是可以往上提升的，什么时候配合市场的需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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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该为市场激励，卖设计到此，可以说是存乎一心的艺术。
设计是未来式
我们不断挑战新的设计概念与团队作战方式，今天写在博客上的设计概念，明日可能就会被
改写，这就是设计的专业特质─创意，不只专为设计对象而思考，同时反馈自我创造机制。
我们前面讨论做设计的四项要诀：深信直觉、创造故事、忠于选择、包容市场。博客专栏经
常更新，网友响应的意见虽然宝贵，但很容易用放大镜检视单一设计要诀，这样的讨论常会引导
出“橙果只是一家营销的公司”
“设计只要会说故事”等误解。甚至我的“蒋”姓都成了设计的一
环，很有创意，但也有令人遗憾之处。

品牌资产

20 世纪 80 年代的企业收购热潮，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品牌资产，
有关理论也逐渐发展起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无论对企业自身而
言，还是对消费者来说；无论从国内现状考虑，还是从国际发展要求
出发，品牌资产显得更加重要。
品牌资产这一概念也就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随后兴起了
世界著名品牌的兼并狂潮，各大跨国公司期望借助品牌的洗牌运动，
整合品牌资源，扩大市场份额，这些热潮使品牌资产这一概念被关注
和深入研究，并引发了人们对有关品牌资产的定义、测度及运行机制
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品牌资产进行了解、评估，恰恰是企业实施品
牌战略，进行品牌兼并、收购和合资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3.1

品牌资产基本要素
像应用类学科的其他概念一样，品牌资产的内涵和外延一直是一

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品牌资产确实存在，它超越一般资产的价值，
并且这种价值又基于品牌对消费者的动员力。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其
知名度高、美誉度好，甚至存在不同程度的品牌忠诚度，消费者为了
选择该品牌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究竟何谓
品牌资产。

Brand Aesthetics

and Management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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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品牌资产含义

一般地，我们把品牌资产（Brand Equity）定义为只有品牌才能产生的市场效益，即是产
品在有品牌时与无品牌时的市场效益之差。品牌的名字与象征相联系的资产（或负债）的集
合，它能够使通过产品或服务所提供给顾客（用户）的价值增大（或减少）。
在很多会计、经济学、管理学以及营销学教材上经常出现四个名词，分别是：品牌资产、
品牌权益、品牌财产、品牌价值。那么这四者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

1. 品牌资产、品牌权益与品牌财产
在许多品牌战略教材中，经常会提及品牌财产（Brand Assets）这一概念。其实，品牌
财产是一个基于会计学原理的财务概念，后来由于很难用于品牌具体管理，因此在品牌研究
中，品牌财产被品牌资产替代。同样在不少中文参考教材中，Brand Equity 被译为“品牌权
益”，但这一译法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财务意义色彩，在品牌研究中，为了更易于使用和理
解，本书将 Brand Equity 统一译为“品牌资产”。

2. 品牌资产与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与品牌资产之间的关系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品牌价值的核心在于：它能够给客户带来利益，度量价值高低的标准就是利益与成本之
间的差额，它是用类似有形资产评估方法计算出来的金额，一般是市场价格。
而品牌资产则是其自身所拥有的一种无形资产，指只有品牌才能产生的市场效益，或者
说，产品在有品牌与无品牌时的市场效益之差。品牌的资产主要体现在品牌的核心价值上，
传递高的品牌价值本身就是品牌资产的培育过程，其结果也将会带来品牌资产的提高，从而
产生一种良性循环。

3.1.2

品牌资产形成元素

品牌资产的确存在，但品牌资产是一种无形资产，它不可能由有形的实物资产来表示，
而必须借助于别的因素，如品牌的名称、标志、包装等。由于品牌资产形成的基础和意义在
于消费者看到品牌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行为，因此，要使消费者对品牌所标示的商品
和服务进行购买和消费，就需要投资于品牌形象，获得消费者的认同和亲近，从而让消费者
接受这一品牌，形成品牌忠诚度，最终达到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积累品牌资产。
品牌资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品牌资产的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品牌资产是基于消费
者对该品牌形成相对稳定的形象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对该品牌产生偏好和忠诚，形成品牌资
产的无形要素；而品牌资产的有形要素则为无形要素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层面的支撑。
根据长期数据显示，麦当劳的员工平均与一位顾客接触，希望他们留下良好的品牌印象，就
要把握顾客平均在店里 40 分钟，广告 4 分钟，总共 44 分钟的接触时机，贴近顾客提供服务，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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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他们，让他们有物超所值的感觉。
掌握关键“44 分钟”
这个“44 分钟”过程，就不只是品牌的塑造，更是品牌管理的问题了。麦当劳的品牌管理
的重点在于，对于一个国际知名的老牌子，想要展现“青春、活力、欢乐”的品牌感觉，那真要
有良好的品牌策略，更要有很好的执行力，才能收效。
全球 120 个国家都有麦当劳，如何把品牌策略 40 分钟的服务经验、44 分钟的广告，彻底执
行并达到效果，同时在全球任何国家都可被理解与接受，就要靠企业不断求新求变、不断接受刺
激与挑战。
品牌就像金字塔建构，要靠一块一块石头堆放起来。麦当劳品牌个性是青春、活力、欢乐，
透过环境与服务提供顾客享受生活。总公司制定品牌形象与策略的主轴，但是品牌管理则要根据
不同地区、不同市场的特性，去实现全球品牌形象目标，因此品牌策略充满自由活力，也让各区
域的经理都可以发挥能力，做好品牌管理。
麦当劳新品牌策略的执行，先由全方位沟通计划着手，以“ PASSION ”的内涵整体串联：
• P（people）人员
• A（advertising）广告
• S（sound）声音
• S（swing）韵动
• I（interactive）互动
• O（outlook）外观
• N（news）新闻
以上述角度作全方位相关的活动，推展全新品牌。
相同的创新品牌策略，以不同的手法呈现在各地的麦当劳，品牌广告歌词也以各国的语言唱
出来，“挑逗”各地的消费者注意这个全球品牌新策略。在许多新国家的麦当劳店请来新的设计
师，新改装餐厅，以标榜活泼、青春的模样与气氛。
不断擦亮“金拱门”标志
麦当劳全面动员推动新的品牌策略，从定位到达成共识的规划，以致推展到许多国家地区，
还要改变场所的设计，营造新品牌形象的味道，更落实到员工的教育训练与各种广告传播策略。
逐个阶段的进行，真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
一个品牌取得成功不容易，背后有无数人创意与心血的奉献。品牌是所有企业竭尽心力想要
建立的利基，透过认知、经验、信任与 感觉，像盖座金字塔一般，长期建设才能构筑成功，这是
企业与顾客建立独特而无法取代的关系，麦当劳不断擦亮它的“金拱门”标志，使其品牌价值永
远青春有活力。
“创意”营销引领风潮
因此，麦当劳品牌使命与品牌形象清晰，品牌使命就是卓越的营运
加上卓越的营销，以达到成为顾客最喜欢的餐厅与用餐方式。展现麦当
劳的品牌精神则是“永远年轻”
（Forever young），品牌目标就设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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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的且创新的；
（2）传统的且现代化的；
（3）可预期的且有惊喜的；
（4）大人喜欢的且小孩热爱的；
（5）永续经营的且引领潮流的。
从品牌精神的“定位”，不难明白麦当劳这个老字号的全球化公司正努力在新时代找出新的
利基，更要展现“创意”营销，持续扮演引领时尚风潮的角色，不会因为企业的年龄变大、变老
就退缩，局限自己的品牌使命与品牌精神，持续抢攻大人与小孩市场，不畏惧新品牌或新竞争者
的挑战。

3.2

品牌资产来源
我们在第 1 章说过，品牌是一个复杂的符号标志，它能表达六个层次的意思，即属性、

利益、价值、文化、个性以及用户。只有让品牌的内涵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即让
消费者对品牌所包含的意义有所认知、感受和体验，并在消费者的头脑中占有一席之地时才
能形成品牌资产。

增加消费者
的购买信心
有利于消费者
更 容 易、 快 速 地
了 解、 整 理、 记
忆品牌信息
同等产品
可获溢价

提高消费者
产品感知价值
和使用满意度
品牌资产
提高老消费者的购
买频率和数量，吸引
新消费者购买

降低成本
降低对促
销的依赖

获得高利润

图 3-1

3.2.1

品牌资产
为消费者创
造的价值

品牌资产
为企业创造
的价值

形成竞
争壁垒

品牌资产创造价值

品牌资产构成因素

戴维·阿克（David Aaker）对品牌资产先后提出了五星模型和十要素模型。
阿 克 于 1991 年 首 先 提 出 了 五 星 模 型（Five-Star Model）， 认 为 品 牌 资 产 是 由 品 牌 知
名 度（Brand Awareness）、 感 知 品 牌 质 量（Perceived Brand Quality）、 品 牌 联 想 度（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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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品牌忠诚度（Brand Loyalty）和其他品牌专有资产 5 部分所组成，其中其他品
牌专有资产指品牌标志、专利等知识产权、客户资源、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企业形象等。
其中品牌知名度、联想度等概念在后面章节中会详细阐述。
5 年后，阿克进一步提出了十要素模型（Brand Equity Ten），从五个方面衡量品牌资产：
忠诚度、品质认知 / 领导能力、品牌联想或差异化、品牌认知与市场行为，并提出了这五个
衡量指标的十项具体评估指标（见表 3-1）。借助市场研究方法可以检测上述这些因素，针对
品牌经营者所设定的目标和策略，品牌的资产和其他竞争品牌拥有的资产不同。
表 3-1
忠诚度
品质认知 / 领导能力

品牌资产十要素模型
1. 差价效应
2. 满意度 / 忠诚度
3. 品质认知
4. 领导型 / 受欢迎度
5. 价值认知

品牌联想或差异化

6. 品牌个性
7. 企业联想

品牌认知
市场行为

8. 品牌知名度
9. 市场占有率
10. 市场价格及渠道覆盖率

十要素模型为品牌资产评估提供了一个更全面、更详细的思路。其评估因素以消费者为
主，同时也加入了市场业绩的要素。它既可以用于连续性研究，也可以用于专项研究。而且
十要素所有指标都比较敏感，可以以此来预测品牌资产的变化。其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具体
某一个行业品牌资产研究，十要素指标要作相应的调整，以便更适应该行业的特点。例如，
食品行业的品牌资产研究与高科技行业品牌资产研究所选用的指标就可能有所不同。
此后，阿克、凯文·凯勒（Kevin Keller）、贝尔（Alexander L. Biel）等诸多学者结合前人
研究以及自己理论的基础上，从消费者的角度进一步完善了以“品牌”为核心的品牌资产主
要因素：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品牌偏好度、品牌联想度、品牌满意度与品牌忠诚度。

1. 品牌知名度
品牌知名度指目标消费者对品牌名称及所属产品类别的知晓程度。品牌知名度越高表明
消费者对品牌越熟悉，而熟悉的品牌往往更令人感到安全、可靠，并使人产生好感。因此，
一般相对而言，品牌知名度越高，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喜爱程度越高，选购的可能性越大。
在品牌喜爱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品牌知名度越高，它的市场占有率越大。在同类产品中，知
名度最高的品牌往往是市场上的领先品牌，即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品牌。因此，几乎所有强势
品牌都具有极高的品牌知名度，常常是同类产品的代名词，同时也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购买
（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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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晓品牌名称

弱势品牌

与消费者的关系—弱
在品牌上花费较少的钱

强势品牌

与消费者的关系—强
在品牌上花费较多的钱

了解产品
熟悉产品

消费者
对品牌的感知

可能购买
偏好
购买

图 3-2

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的影响

若 比 较 所 有 洗 发 水 的 知 名 度 可 见， 飘 柔（Rejoice）、 海 飞 丝、 夏 士 莲（Hazeline）、 潘 婷
（Pantene）、沙宣（Vidal Sasson）、舒蕾（Slek）等品牌知名度非常高，这些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
地位已经根深蒂固，是当前洗发水行业的强势品牌。

正因为品牌知名度如此重要，提升品牌知名度已成为品牌管理的一项基本任务。然而，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随着大众媒体广告费用越来越高，利用大众媒体提高知名度的做法逐渐
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践说明，只有针对目标消费者开展能凸现品牌特性的活
动，才能使消费者在活动中亲身感受到品牌特性，从而将品牌铭刻在心中。这是提升品牌知
名度的最佳途径。

2. 品牌美誉度
品 牌 知 名 度 反 映 的 仅 仅 是 该 品 牌 被 用 户 记 住 或 识 别 的 程 度， 而 品 牌 美 誉 度（Brand
Favorite）则反映了消费者在综合自己的使用经验和所接触到的多种品牌信息后对这个品牌
感知品牌质量及价值认定的程度，品牌美誉度是形成品牌忠诚度的重要因素。
根据 2012 年在中国最新一次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消费者喜欢的国际手机品牌与国内
品牌，尽管国内品牌在技术与外观上大有改善，但还是没有被消费者排在最喜欢的品牌最前
列。中国消费者最喜欢的三大品牌依次为：苹果、三星（Samsung）、HTC。苹果和三星凭借
高端、时尚、新颖的外观设计和给消费者“技术先进”的印象，获得了极高的品牌美誉度。
很多强势品牌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品牌美誉度，还在于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高品质和
高质量，例如，麦当劳的黄金准则是消费者至上，消费者永远第一。提供服务的最高标准
是质量（Quality）、服务（Service）、清洁（Clean）和价值（Value），即 QSCV 原则，这样的
原则使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所品尝的麦当劳食品都是同一品质的，同时还享受到热
情、周到、快捷的服务。同时，麦当劳由此传达了“向消费者提供更有价值的高品质”的理
念，而使消费者对其产生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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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品牌美誉度来自消费者之间的口碑传播，口碑传播是非常重要、非正规的信息渠
道，但是不同的产品、不同方面的信息是通过不同的人群进行传播的，因此为了更高的品牌
美誉度，不仅仅要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同时还要注意传播产品的正面信息，否则，“高知
名度＋低美誉度＝臭名昭著”。

3. 品牌偏好度
其实，消费者在采取购买行动之前，已有确定的品牌偏好（Brand Preference），只有极
少数的消费者会临时起意产生冲动性购买。即使消费者的购买是无计划性的、无预期性的，
仍将受到心中既有的品位与偏好的影响。事实上，品牌与品牌之间的战争是一场由营销传播
与促销所构建成的消费者心理战争，每个品牌都竭尽所能去击败对手，获取最高的品牌偏好
度。每位广告主都不断地拉高自己品牌的声音，只为引起消费者的高度注意与兴趣。这意味
着营销人在策划与促销产品时，应特别留意消费者内心世界里的“喜欢”或“不喜欢”如何
形成，才能为品牌贯注正面、强力的偏好度。

4. 品牌联想度
品牌联想（Brand Association）是消费者记忆中与某品牌相关联的每一件事，是品牌特
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具体表现。当人们想起一个特定的品牌时，会很自然地与某种特定的产
品、服务、形象甚至愉快的场景联系起来。有时，当消费者对某种产品、服务存在需求，或
者体验到某种场景时，就会和某一特定品牌对接起来，这些都是品牌联想的具体表现。
当一个品牌具备联想功能，我们就说这个品牌具备了回忆（Recall）属性。图 3-3 表明了
回忆对品牌联想的作用，通常被称为“墓地模型”（Graveyard Model）。在这一模型下，一
类产品中的品牌被列在一个表明“认知度”和“回忆度”的图上。每一个品牌的认知度和
回忆度都可以被测量出来，测量数值为每个品牌在图上做了定位。通过对多类产品的研究
表明，品牌倾向于按照图中显示的曲线分布。但存在两种例外的情况，它们都反映了回忆

高

的重要性。

认知度

墓地

低

利基品牌

低

回忆度

图 3-3

认知度与回忆度：墓地模型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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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例外是经营良好的利基品牌（Niche Brand）。所谓利基品牌是指在非常狭小市场
中的品牌，通常包括顶级奢侈品品牌和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品牌。它们落在曲线下方，因为大
多数消费者都不知道这些品牌，品牌认知度相对较低。但在各自的忠诚消费群中，它们的回
忆度非常高。因此，低联想度并不一定代表市场表现差，并且优秀的利基品牌有时还有潜力
扩大品牌联想度，同时扩大消费群的基数。
第二种例外情况是墓地，位于图 3-3 的左上角，指代那些认知度较高但回忆度很低的品
牌。处于墓地位置非常危险：消费者知道这些品牌，但考虑购买时经常无法联想到它们。逃
离墓地会受到高认知度的阻碍，因为人们没有理由去听一个熟悉品牌的什么故事，无论这个
故事多么新颖。墓地模型表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结论：高认知度并不一定是强势品牌、强大品
牌资产的标志，它同样与弱势品牌相伴。

5. 品牌满意度
品牌满意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一种心理状态，来源于消费者对某种品牌所产生的感受与自
己的期望所进行的对比，它建立于品牌认知、品牌美誉、品牌偏好以及品牌联想之上。品牌
满意度是一个变动的目标，能够使一个消费者满意的品牌，未必会使另外一个消费者满意；
在不同的品牌使用环境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品牌满意度。

6. 品牌忠诚度
品牌忠诚（Brand Loyalty）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的一种嗜好，消费者在不断购买此类产品
时，仅仅是认品牌而放弃对其他品牌的尝试。忠诚的消费者是企业宝贵的财富。
美国商业研究报告指出：多次光顾的消费者可为企业带来 20% ～ 85% 的利润，固定消费者
的数目每增加 5%，企业利润就会增加 25%。因此，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是企业品牌战略
极其重要的内容。

品牌忠诚度反映了一个消费者在与品牌的接触过程中，由于品牌所标示的产品或服务的
价格、质量因素，甚至是由于消费者独特的心理和情感方面的诉求所产生的一种依恋而又稳
定的感情，并由此形成偏爱而长期重复购买该品牌产品的行为。品牌忠诚度是消费者对某品
牌产生的感情的度量，它是品牌资产最高的衡量维度，是基于前五种维度升华而得的最有力
的品牌资产。
中华老字号在历史上曾经是区域的强势品牌，如今的经营困境实质上是品牌资产的流失带来
的，因此全面审视老字号品牌资产，是发展老字号品牌的基础和前提。
作为历史上的强势品牌，老字号当年的忠诚消费者拥有相当的数量。然而，由于历史的原
因，这些老字号逐渐没落，消费者不断流失。如今，仍然忠诚于老字号的消费者越来越少，并且
以中老年为主，忠诚度已经趋于老化。
老字号历来具有较高的品牌认知度以及良好的品牌美誉度。老字号都是过去信誉卓著的品
牌，如胡庆余堂、北京同仁堂、全聚德都凝聚着传统的商业美德，都秉承诚信的商业理念。
老字号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经数十年、上百年的岁月，其间的人或事都已经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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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形成题材丰富的品牌故事。虽然历史品牌联想丰富，但现代品牌关联缺乏。可以说，大多
数老字号品牌在现代市场处于弱势品牌的地位。要把老字号发展成为强势品牌，老字号的优势是
拥有少量的忠诚顾客作为品牌发展的基础，同时拥有较高的美誉度，知道其质量较好，并且其独
特的历史品牌故事为创造品牌差异提供了基础。而老字号品牌也拥有非常明显的劣势：忠诚顾客
群体太小，品牌在顾客中影响力较小；同时现代顾客对老字号缺乏新鲜、直接的品牌联想和体验，
这阻碍了老字号成为现代市场的强势品牌。

3.2.2

品牌资产增值

品牌资产是企业的重要资产，是节约企业市场活动费用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企业产品
溢价的源泉，又是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法宝。提升品牌资产价值，可以促进品牌声誉的价值
溢出，促进品牌资产的扩张，可以建立有效的壁垒以防止竞争对手的进入。提升品牌资产有
以下四个最主要的途径。

1. 提高差异化价值
差异化优势表现在产品的质量、性能、规格、包装、设计、样式等带来的工作性能、耐
用性、可靠性、便捷性等的差别；也可表现在由服务带来的品牌附加价值，如服务的快速响
应、服务技术的准确性、服务的全面性、服务人员的亲和力；还可表现在塑造品牌联想和个
性，品牌联想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心理、态度和购买动机。所以品牌能够提升消费者的感
知价值，反过来，也可以促进品牌价值的提升。

2. 品牌延伸
通过理性品牌延伸走外延提升品牌资产之路。
利用品牌资产实施兼并与合作是资本运营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实
现低成本扩张、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品牌资产价值的有效手段。因为创建强势大品
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持续获取更好的销售与利润，而无形资产的重复利用是不花成本的，只
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过人的智慧来规划品牌延伸战略，就能通过理性的品牌延伸与扩张，充分
利用品牌资源这一无形资产，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将在第 7 章详细阐述品牌延伸的
意义与作用。
2013 年夏天，对百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夏天百丽先以超过 7 亿元收购了日本
服装品牌巴罗克（Baroque）部分股权，跨界进军女装行业之后，又以 7 亿元左右的资金收购美国
添柏岚（Timberland）、圣伽步（SKAP）品牌母公司龙浩天地的全部已发行股本。
龙浩天地是一家专业从事国际知名品牌营运、产品设计、技术研发、批发、零售等业务的连
锁经营企业，旗下品牌常以自然、舒适、健康、经典的风格，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百丽的收购标
志着其正式进军国际高端市场，是为了提升略为萎缩的品牌资产而做出的决策。

但是，诸如公司并购等品牌扩张战略是一项风险相当大的业务，为了有效地促进并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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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的增长和品牌资产价值的提升，必须慎重地制定策略。

3. 品牌叙事
纵观国际、国内市场，那些具有良好声誉、在行业市场拥有良好表现的品牌，必然是一
个品牌要素齐全、给人留下美好印象和回味的完美品牌。品牌叙事以存在主义的纽带形式把
消费者和品牌联系起来，它是品牌力量的基础和源泉。品牌叙事对于深化消费者对品牌的理
解与认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完美地体现品牌的核心价值理念。品牌核心价值理念是品牌带给消费者利益的根本
所在。品牌叙事就是通过形象化、通俗化的语言和形式，将之传递给目标受众。不同行业甚
而同行业中的不同品牌，由于其经营方式、追求目标的不同，它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迥然不
同的。
（2）增进与消费者的情感交流与心灵共鸣。品牌叙事通过娓娓道来、形象生动的故事讲
述，消除目标受众对品牌的陌生感和隔阂感，达到增进与密切目标受众的情感交流，进而实
现品牌与目标受众的心灵共鸣。
（3）形象巧妙地传递品牌信息。品牌叙事的另一个明显的作用，就是通过传播渠道传递
品牌的相关信息。品牌叙事更多的是以一种经过精美包装的形象化形式，将所要传递的品牌
背景、品牌价值理念和产品利益诉求点（USP）等品牌信息，诉诸人们的视觉感官，使人们
在欣赏玩味、潜移默化中接受品牌提供的信息，增进目标受众对品牌的识别和认可。
玫琳凯（Mary Kay）品牌的叙事主题是：“你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雅
诗兰黛品牌的叙事主题是：“美丽是一种态度。”正因为这些主题反映了品牌的核心价值理念，恰到
好处地迎合了女性的心理，所以俘获了众多爱美女性的心，使品牌历久弥新，成为畅行全球的经典
品牌。主题缺失或者主题游离的品牌叙事，犹如缺乏灵魂的行尸走肉，难以给人清晰、明了的品牌
思想和理念，因此，也就难以给人留下印象，更不用奢谈给人美感、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了。

4.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对一个企业而言，外部环境不容易改变，提升品牌资产需要从企业内部挖掘潜力，因为
企业自身的资源相对而言容易控制。从企业内部的角度出发，很多需要考虑的元素需要品牌
管理者经常审视。
（1）品牌意识。凯恩斯认为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观念
可以改变企业的命运。现实中，很多企业把品牌喊得很响，但是真正涉及建立品牌资产的投
入时，却总是认为这只是一笔费用，而不是长期投资，没有真正从内心认识到建立品牌资产
的长远意义，因此，转变观念就显得尤为迫切。
（2）长期投入。品牌资产的作用在于可以为企业投入的资产带来未来超额收益，而现期
的投入是获得未来收益的基础。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表明，企业通过消耗有形资产来建立无
形资产，企业资产特别是核心资产日趋无形化，无形资产尤其是品牌资产逐步成为企业价值
的主体。因此，建立和提升品牌资产价值应该有长远的眼光和打算，眼睛不能只盯在眼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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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上，要舍得去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
（3）个性化。品牌的建立一定要有明确的定位，结合自身的优势打造品牌的个性。市场
竞争的激烈导致产品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因此，一个品牌的鲜明个性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这
可以从不同的途径来实现，比如技术领先、产品差异化和市场专一化等。
品牌资产增值可以影响新的消费者和留住旧的消费者，给予消费者更充分的购买理由及
使用后更多的满足感。品牌资产价值高的品牌能够支持较高的价位，品牌资产价值高者能够
提供更多的成长及品牌延伸机会等。
相反，品牌资产能够影响定价的形成。品牌资产包含超越产品功能之外，在人们心目中
的抽象形象的部分，是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主观认知和无形评估，有许多企业可以通
过品牌资产增值来提高产品定价的途径。
（1）产品品质 / 服务增值。提高品质、加强品质管制是提高品牌产品定价的基础。消费
者因为产品、服务能实现某一些功能、满足自身的需要才会购买。消费者购买品牌产品，最
主要的需求是产品本身的质量。只有保证卓越的品质，才能使消费者对品牌建立长期的信
心，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所谓消费者剩余，就是消费者对
一个产品或服务的评价和定价的差额。高消费者剩余表现在一个品牌同样的产品能比竞争品
牌卖出更高的价格，这个附加值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品牌溢价（Brand Premium）。长期的信誉
是品牌溢价之本。
（2）产品 / 服务创新。产品 / 服务创新是品牌产品定价提高的动力。在当前品牌众多的
市场，为与其他品牌竞争，就必须赋予自己产品更多的特性，进行差别化竞争。消费者多支
付的品牌溢价，必须以一定的差别化功能作为补偿，并且，随着同质化产品越来越多，品牌
溢价能力越来越小，只有注重产品创新，才能使自己品牌麾下产品区别于其他品牌，获得更
多的品牌溢价。此外，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个性化，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消费观念形成
也促使产品 / 服务创新，赋予品牌更多的内涵。
（3）提高消费者心理预期价值。消费者对品牌的心理需求主要包括品牌知名度、品牌美
誉度、消费的满足感以及荣誉感等。
使用万宝龙（Montblanc）钢笔能让消费者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并受人尊重。这些都反映在品牌
产品的文化、市场力、道德、社会责任、诚信等消费者情感诉求的特性上。又如浪琴（Longines）
腕表的品牌核心价值是“优雅人生”，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优雅的人生，这种联想是消费者所向
往的，所以能打动消费者的内心世界。像香奈尔女士那样将自己的魅力转嫁到品牌上，如此品牌
的美誉感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其他绝大多数同类品牌望尘莫及的。

这些品牌之所以能获得很高的溢价，主要是因为消费者购买这些产品品牌的主要驱动力
是情感诉求，功能型已退居为十分次要的地位。因此，品牌产品定价的提升关键就是不断提
高品牌在消费者中形成的心理预期价值。
《中国好声音》的歌声如今已飞入千家万户，不可估量的品牌资产更是惹得各商家红了眼，
加多宝以 6 000 万元豪赌打包冠名权，插播广告以每 15 秒广告费从 15 万元涨至 50 万元，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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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九美子更是以 2 479.5 万元天价拍得 45 条硬广告。
加多宝以 6 000 万元作为冠名费冠名《中国好声音》，冠名成功会带来巨大的品牌效益与
品牌资产，这有过成功的范例。2005 年，蒙牛酸酸乳以 1 400 万元冠名
《超级女声》，随后追加了 8 000 多万元用于带有超女元素的产品包装、
路演、广告宣传等，使蒙牛酸酸乳的销售量从 2004 年的 7 亿元飙升至
30 亿元。在《中国好声音》中，主持人高频语速念叨的加多宝广告，屏
幕下方不断闪烁的加多宝饮料瓶，让处于品牌权纷争的饮料品牌赚足了
眼球。
《中国好声音》从第一季伊始至结束，广告费从每 15 秒 15 万元升至 50 万元。而保守估计，
《中国好声音》每期仅凭广告就能带来近 2 000 万元的收益。2012 年，《中国好声音》第一期总决
赛广告招标会，15 秒广告 111 万元中标，12 条 15 秒广告卖出约 1 100 万元，刷新了 15 秒广告
的新纪录。
其实，《中国好声音》是立足于原版—荷兰 The Voice 这一巨人的肩膀上，但两者在赚钱的
模式上却不尽相同。制作团队灿星制作真正实现制播分离，而且与播出平台浙江卫视达成协议，
如果节目收视率达到一定标准，将由双方共同参与广告的分成。《中国好声音》还将明星导师作
为打造产业链的合作伙伴，吸引明星们长期共同投入。
在引入原版 The Voice 的其他国家中，节目结束于那一季冠军的产生，除了节目本身的衍生
品或是线上歌曲的继续销售之外，歌手签约、演唱会、唱片发售等获利环节都与节目的制作方没
有任何关系。但灿星制作把选手签约以及签约之后的商业演出等项目都收归自己所有，并跟明星
导师们合作，开发音乐学院、演唱会、音乐剧、线下演出等在内的全产业链。全新的运营模式随
着《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开播，使好声音品牌资产增值越发强势。

3.3

品牌资产评估
品牌资产评估在品牌资产研究中是关键的一环，通过品牌资产评估，企业可以对拥有的

无形资产有一个定量的把握，为品牌并购、品牌特许使用等活动提供依据。
构成各种品牌资产评估方法基本要素可以分为三大类：财务要素（成本、溢价、附加现
金流）、市场要素（市场表现、市场业绩、竞争力、股市）和消费者要素（态度、行为、信
仰；认知、认同、购买意愿）。表 3-2 归纳了各种评估方法。
表 3-2
评估方法要素

品牌资产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的特点

代表性方法

评估方法 I

财务要素

品牌资产是公司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是会计学意义的
概念

成本法
股票市值法
市价计量法
收益计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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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评估方法要素

评估方法的特点

代表性方法

评估方法 II
财务与市场双要素

品牌资产是品牌未来收益的折现，因此，对传统的财
务方法进行调整，加入市场业绩的要素

Interbrand 法
Financial World 法

评估方法 III

财务与消费者双要素

品牌资产是相对于同类或竞争品牌而言，消费者愿意
为某一产品所付的额外费用

溢价法
消费者偏好法
品牌 – 价格抵补模型
联合分析法

评估方法 IV
消费者定量评估模型

品牌资产是与消费者的关系程度，着眼于品牌资产的
运行机制和真正的驱动因素

电通模型
趋势模型
引擎模型

受到现实中不同的评估目的（如并购等财务的需要、品牌管理的需要、市场竞争及战略
的需要等）的影响，人们更重视方法的选择和可比性，而并不强求建立统一的评估模型。

1. 财务要素法
财务要素法利用会计学的原理来测量品牌资产，主要有以下四种，我们将进行简单介绍。
（1）成本法。依据用于建立和发展品牌的实际投入费用（如研发费、广告费等）来估算
品牌资产。
对于一个企业品牌而言，其资产的原始成本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对一个
品牌的评估应从购置品牌资产或开发的全部原始价值，并从品牌再开发成本与各项损耗价值
之差两方面考虑。前一种方法称为历史成本法，后一种方法称为重置成本法。
历史成本法考虑直接依据企业品牌资产的购置或开发的全部原始价值进行估价，计算对
品牌的投资，包括设计、创意、广告、促销、研究、开发、商标注册，甚至专属于创建该品
牌的专利申请费等一系列开支等。
重置成本法需要考虑品牌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和成新率（Newness Rate），二
者的乘积即是品牌资产的评估价值。重置成本是第三者的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 WTP），
相当于重新建立一个全新品牌所需的成本。重置成本法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品牌评估价值 = 品牌重置成本 × 成新率
其中，有
品牌重置成本 = 品牌账面原值 ×（评估时物价指数 / 品牌购置时物价指数）
品牌成新率 = 剩余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限 + 剩余使用年限）×100%
其实，对于评估品牌，更注重的应是其价值，而不是成本。而且，成本法没有把市场竞
争力作为评定品牌价值的对象，因此，现在已经很少使用成本法评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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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票市值法。股票市值法由美国芝加哥大学西蒙（Simon）和沙利文（Sullivan）提
出，以公司股价为基础，将有形与无形资产相分离，再从无形资产中分解出品牌资产，适用
于上市公司的品牌资产评估。
第一步计算公司股票总值 A ；第二步用重置成本法计算公司有形资产总值 B，无形资产
总值 C = A – B。无形资产由 3 部分所组成：品牌资产 C1、非品牌因素 C2（如 R&D 和专利等）
以及行业外可以导致获取垄断利润的因素 C3（如法律等）；第三步确定 C1、C2、C3 各自的影
响因素；第四步建立股市价值变动与上述各影响因素的数量模型，以得出品牌资产占公司有
形资产的百分比（也可导出不同行业中品牌资产占该行业有形资产的百分比）。由 B 即可得
出品牌资产 C1。
（3）市价计量法。市价计量法是资产评估中最便利的方法，如今也有人将其适用于品牌
评估之中。通过市场调查，选择一个或几个与评估品牌相类似的品牌作为比较对象，分析比
较对象的成交价格和交易条件，进行对比高速估算出品牌价值。参考的数据有市场占有率、
知名度、形象或偏好度等。
（4）收益计量法。收益计量法通过估算未来的预期收益（一般是“税后利润”指标），
并采用适宜的贴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借以确定品牌价值的一种方法。超额利润
（Super-normal Profit）、折现系数（Discount Factor）、收益期限（Duration of Return）是这种
方法的主要影响变量。

2. 财务与市场双要素法
下面我们引入非财务因素进行调整，其中最著名的两种方法以其创立机构命名，分别
是：Interbrand（国际品牌公司）法和 Financial World（财务世界）法，这两种方法主要加入
了反映品牌市场业绩和市场竞争力的若干新评估因素。
（1）Interbrand 法
英 国 Interbrand 公 司 被 公 认 是 世 界 上 最 著 名 的 品 牌 资 产 评 估 公 司，1990 年 发 表 第 一
本 国 际 范 围 的 World’s Top Brands 评 估 结 果，1996 年 书 名 改 为 World’s Greatest Brands。
Interbrand 认为，与其他资产一样，品牌资产也应是品牌未来收益的折现。因此，Interbrand
方法评估品牌资产分为两步：首先确定品牌收益和现金流，随后根据品牌强度确定折现率。
依据 Interbrand 方法，品牌资产价值等于品牌收益乘以品牌强度。
其中，品牌收益（Brand Earning）指品牌的获利能力。Interbrand 方法中品牌收益的衡
量方法非常复杂。品牌收益的计算虽然可以从品牌销售额中减去品牌的生产成本、营销成
本、固定费用和工资、资本报酬以及税收等，但是品牌收益的计算还要考虑许多其他因素。
首先，并非所有的收益或利润都来自品牌，可能有部分收益或利润来自非品牌因素，例
如，分销渠道因素。其次，品牌收益不能用某单一年份的利润来衡量，而应该用过去 3 年历
史利润进行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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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brand 法中品牌强度（Brand Strength）是决定品牌未来现金流入的能力值，最大值
为 20。Interbrand 先后提出了两套计算品牌强度的模式：七因子加权综合法和四因子加权综
合法，均运用 Interbrand 设计的详细问卷收集品牌在各因子表现的得分。
其 中， 品 牌 强 度 七 因 子 加 权 综 合 法 包 括： 市 场 领 先 度（Market Leadership）、 稳 定 性
（Market Stability）、市场特征（Market Features，如行业增长能力、进入障碍等）、国际化
能力（Internationality）、发展趋势（Development Trend，如与消费者的相关性）、品牌支持
（Brand Support）以及法律保障（Legal Protection）。
四因子加权综合法包括：比重（Weight，同类产品中的市场占有率）、广度（Breadth，
市场分布）、深度（Depth，品牌忠诚度）以及长度（Length，品牌延伸程度）。
（2）Financial World 法
Financial World 杂志每年度发布世界领导品牌的品牌资产评估报告，所使用的方法与
Interbrand 方法基本接近，主要不同之处是 Financial World 更多地以专家意见来确定品牌的
财务收益等数据。
Financial World 法强调品牌的市场业绩，首先从公司销售额开始，基于专家对行业平均
利润率的估计，计算出公司的营业利润。然后再从营业利润中剔除与品牌无关的利润额，例
如，资本净收益（根据专家意见估计出资本报酬率）和税收，从而最终得出与品牌相关的收
益。此后，根据 Interbrand 品牌强度七因子模型估计品牌强度系数，品牌强度系数的范围大
致在 6 ～ 20。最后可以计算出 Financial World 品牌资产
品牌资产 = 纯利润 × 品牌强度系数
Interbrand 法和 Financial World 法这两种方法多年发表评估结果，已形成了国际性地位，
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通用性，可用于任何产品类别或品牌。特别在品牌收购、兼并或租赁等
市场行为中，用途较广。
但两者存在的不足表现为：只提供品牌总体绩效指标，却没有揭示品牌资产内部的因果
关联，对品牌管理指引不够；过于简单化，难以确定品牌资产中有多少价值来自母品牌，又
有多少价值来自子品牌。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品牌资产评估方法，我们以 1992 年万宝路的数据为例，采用 Interbrand
法与 Financial World 法综合评估万宝路的品牌资产。
我们再回顾一下品牌资产估算公式
品牌价值 E = 品牌收益 I× 品牌强度系数 G
其中，品牌强度系数在 12 ～ 20 间取值。
第一步：调查“万宝路”品牌产品 1992 年全年在全球的销售收入为 154 亿美元。
第二步：计算“万宝路”品牌产品税前的营业利润。
税前利润：154×22%=3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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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利润率的确定，为了评估的客观性，根据咨询人员、竞争对手和烟草行业专家的估
计，众多咨询公司调查了万宝路近些年来的营业利润率，再结合相关专家的建议，认为万宝路的
营业利润率应为 22%。
第三步：从营业利润中扣除企业的正常投资回报，以计算“调整后的品牌营业利润”，经济
意义在于品牌所能够带来的超额利润。
（1）估算与该销售收入规模相对应的企业正常投入资本。
根据分析，1 元的销售收入需要使用 0.6 元的资本，即每产生 1 元收益，需要使用 0.6 元的
厂房、设备和营运资金等。
正常投入资本：154×0.6=92.4（亿美元）
（2）估算投入资本的正常回报。
在不考虑使用品牌的前提下，资本投入的正常回报率为 5%。
资本正常回报：92.4×5%=4.62（亿美元）
（3）扣除正常回报，计算品牌带来的超额收益。
品牌的超额收益：34–4.62=29.38（亿美元）
第四步：计算税后品牌净收益即品牌的利润贡献（I），公司所得税为 43%。
品牌净收益：29.38×（1–43%）=16.75（亿美元）
至此，万宝路的品牌利润贡献（I）已经求出，为 16.75 亿美元。
第五步：专家根据品牌影响因素打分确定品牌强度系数。
万宝路当时为世界最强的 10 个知名品牌之一，因此品牌强度系数（G）取为 19。
第六步：税后品牌价值计算。品牌价值（E）= 16.75×19 = 318.25（亿美元）。

3. 财务与消费者双要素法
此方法尽管引入消费者的新角度进行评估，但没有摆脱财务方法的影响，视品牌资产
定义为：相对于同类无品牌产品（或服务）和竞争品牌（或服务）而言，消费者愿意为某
一品牌产品或服务所付的额外费用。这是两种要素组合基础上的评估。比较代表性的方法
有：溢价法、消费者偏好法、“品牌—价格抵补”模型（Brand-Price Trade Off）、联合分析法
（Conjoint Analysis）。具体操作采用实验模拟，向消费者提供品牌和价格的多种组合，让消
费者进行选择，从而通过专用的统计软件计算出品牌资产价值。其特点是运用实验方法，操
作比较繁杂，且过分依赖消费者的直观判断和电脑统计过程。

4. 消费者定量评估模型
随着品牌资产理论越来越重视品牌资产与消费者的关系机理，出现了以下三种最具有代
表性的基于消费者关系的定量评估模型。
（1）电通模型（Dentsu Model）。电通模型由扬·罗必凯广告公司（Young & Rubicam）提
出，它使用了邮寄自填问卷，每三年进行一次消费者调查，覆盖了 19 个国家 450 个全球性品
牌。调查中由消费者用以下四个指标对每一个品牌的表现进行评估：差异性（Differentiation，
指品牌在市场上的独特性及差异性程度）、相关性（Relevance，指品牌与消费者相关联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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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个性与消费者适合程度）、品牌地位（Brand Esteem，指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受尊敬或欢迎
的程度以及认知质量）、品牌知晓（Brand Knowledge），指衡量消费者对品牌内涵及价值的认识
和理解的深度。
电通模型在消费者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引入了两个因子：①品牌强度（Brand Strength），
等于差异性与相关性的乘积；②品牌高度（Brand Stature），等于品牌地位与品牌知名度的乘
积。进而构成了品牌力矩阵，可用于判别品牌所处的发展阶段。
电通模型突出了从品牌力的角度进行评估，有利于品牌资产的诊断和品牌战略管理（见
图 3-4）。它的优点是比较简单，可以覆盖品牌范围及产品的种类范围很广，模型摆脱了传
统的“认知 – 回忆”模型，因而比较新颖。
差异性

品牌在市场上的独特性及差异性程度

相关性

品牌与消费者相关联的程度，品牌个性
与消费者的适合程度

品牌地位

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受尊敬或欢迎的程
度以及认知质量

品牌知晓

衡量消费者对品牌内涵及价值的认识和
理解的深度

品牌强度
品牌价值

（生命力，增值
潜力）
品牌高度
（当前品牌力）

图 3-4

电通模型

但是，该模型也存在局限。它必须以数据库作为基础，并且很难解释品牌选择及品牌忠
诚的原因。
（2）趋势模型（Equi Trend）由美国整体研究（Total Research）公司提出，每年调查
2 000 位美国消费者。1995 年的调查包括 100 多个产品类别的 700 个品牌，尽管其调查
的范围和问卷的长度都不如电通公司的模型，但该模型由于经过多年的调查积累了较大
的数据库，因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各品牌的品牌资产的运行机制及效果。
模型主要由消费者衡量品牌资产的以下 3 项指标。
1）品牌认知程度（Brand Salience）：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比例，也可以分为第一提及、
提示前及提示后知名度。
2）认知质量（Perceived Quality）：这是阿克“五星模型”的要素之一，也是趋势模型的
核心，因为消费者对品牌质量的评估直接影响品牌的喜欢程度、信任度、价格以及向别人进
行推荐的比例。趋势模型的相关研究说明了认知质量与使用率或市场占有率极其相关。
3）使用者的满意程度（User Satisfaction）：品牌最常用户的平均满意程度。
综合每个品牌在以上三个指标的表现，能够计算出一个趋势模型的品牌资产得分。根据
趋势模型的数据库及调查结果，美国领导品牌多年来的排名顺序都比较稳定和一致。但模型
的不足之处在于太依靠认知质量这项指标（这项指标只能解释消费者为什么去买该品牌，但
却不能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高质量）；由于认知质量和使用者满意程度两项指标的基数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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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认知质量和使用者满意程度两项指标的相关性并不高，而且，趋势模型并没有解释“各
项指标的权重是如何得到的，是否对于每一个消费者都是一样的”的问题。
（3）引擎模型（Brand Equity Engine）是国际市场研究集团（Research International, RI）
的品牌资产研究专利技术。此模型认为：虽然品牌资产的实现要依靠消费者购买行为，但购
买行为的指标并不能揭示消费者心目中真正驱动品牌资产的关键因素。品牌资产归根到底是
由消费者对品牌的看法，即品牌的形象决定的（见图 3-5）。
信任
0.43
品牌权威

创新
0.42

0.30

品牌资产

0.35
继承
0.15
品牌亲和力

0.32
联系
0.42

0.70

0.33
品牌认知

关注
0.38
怀念
0.20

利益能力
品牌认可
接受
0.36

背书
0.28

图 3-5

声望
0.36

引擎模型

引擎模型将品牌形象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硬性”属性，即对品牌有形的或功能性属
性的认知；另一类属性是“软性”属性，反映品牌的情感利益。
引 擎 模 型 建 立 了 一 套 标 准 化 的 问 卷， 通 过 专 门 的 统 计 软 件 程 序， 可 以 得 到 所 调 查
的 每 一 个 品 牌 的 品 牌 资 产 的 标 准 化 得 分。 得 出 品 牌 在 亲 和 力（Affinity） 和 利 益 能 力
（Performance）这两项指标的标准化得分，并进一步分解为各子项得分，从而可以了解每
项因素对品牌资产总得分的贡献，以及哪些因素对品牌资产的贡献最大，哪些因素是真正
驱动品牌资产的因素。
国际市场研究集团的这项技术着眼于从品牌形象的角度来评估品牌资产，从而进一步摆
脱了传统的“墓地模型”，有助于发现品牌资产的真正驱动因素。它既可以用于连续性研究，
也可以用于专项研究。不足之处是，测量问卷要针对具体行业品牌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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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

万宝路（Marlboro）
我们在之前估算了万宝路的品牌资产超过了 300 亿美元。但是，在中国，许多年轻一代消费
者都不熟悉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其实，在欧美消费者的心目中，万宝路是知名度最高
和最具魅力的国际烟草品牌之一。在多项权威性的国际品牌资产评估排行榜中，万宝路总是出现
在榜单的前列，在 1995 年甚至居全球品牌之首，品牌资产高达 446 亿美元。从销售而言，全球
平均每分钟消费的万宝路香烟就达 100 万支之多。 1
风靡全球的万宝路香烟在 1854 年以一家小店起家，1908 年正式以品牌 Marlboro 形式在美
国注册登记，1919 年才成立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主要产品品牌是万宝路香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宣布倒闭。然而 1954 年，万宝路彻底改变品牌战略与广告策略，在 1955 年，万宝路香烟
在美国香烟品牌中销量一跃排名第 10 位，之后便扶摇直上。1989 年，万宝路在全世界售出 3
180 亿支香烟，比瓶装可口可乐或罐装 Campbell 汤的销量还大。若将万宝路以一家独立公司来
看，1989 年其营业额高达 940 亿美元，当年在美国《幸福》杂志全球 500 家大企业中排第 45 位。
1995 年，美国《金融世界》评定万宝路为全球第一品牌，品牌资产价值高达 446 亿美元。在全
球“反烟”浪潮高涨的 21 世纪，万宝路虽然排名有所下滑，但仍在全球品牌中稳住地位。
在万宝路的成功之路上，品牌资产起到了关键作用，能够使万宝路在近半个世纪中屹立于世
界香烟之林，并创造了一个世界顶级品牌的奇迹。
在万宝路品牌早期，它只把香烟卖给女性。它的广告口号是：像 5 月的天气一样温和。可是，
事与愿违，尽管当时美国吸烟人数年年都在上升，但万宝路香烟的销量却始终平平。女士们抱怨香
烟的白色烟嘴会染上她们鲜红的口红，很不雅观。于是，莫里斯公司把烟嘴换成红色，可是这一切
都没能挽回万宝路女士香烟的命运。莫里斯公司终于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停止生产万宝路香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吸烟人士继续增多 ，万宝路把最新问世的过滤嘴香烟重新搬回女子
香烟市场并推出三个系列：简装、白色与红色过滤嘴，以及广告语为“与你的嘴唇和指尖相配”
的一种。当时美国的香烟年消费量达 3 820 亿支，平均每个美国消费者要抽 2 262 支之多，然而
万宝路仍不受欢迎，吸烟者中很少有人青睐万宝路，甚至知道万宝路的人也极为有限。
1954 年。莫里斯公司决策层对香烟市场进行审慎分析之后，做出了几项重大决策，改变了
万宝路的品牌方针，如表 3-3 所示。
莫 里 斯 公 司 进 行 的 一 系 列 产 品 及 形 象 改 变 中， 最

表 3-3

万宝路品牌战略改变前后比较

旧万宝路

新万宝路

重 要 的、 起 决 定 作 用 的 就 是 对 万 宝 路 所 做 的“变 性 手

淡烟

重口味香烟

术”—把原来定位为“女士香烟”的万宝路打造成为

香料少

香料多

没有过滤嘴

有过滤嘴

白色包装

红白色包装

重塑品牌形象，焕发新生

老旧形象

现代化形象

李奥·贝纳是美国广告界最有名的大师之一，也是

针对女性

针对男性

功能诉求广告

形象诉求广告

“男子汉香烟”。

世界广告学的奠基人之一，当时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威望。

资料来源：孙鹏 . 万宝路的品牌策略 . 企业研究 [J].1997.11. 李洋 . 准确的品牌定位—从传播学角度分析
万宝路的成功之路 [J]. 新闻世界 .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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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过周密的调查和深思熟虑之后，大胆地改造了万宝路的形象。
（1）品牌标志。品牌标志以 Marlboro 字体为设计焦点，形成金字塔形构图，而“ Marlboro ”
拆解为“ Men always remember ladies because of romance only ”。以红
色的主调表现以人为本，并能成就年轻人的抱负与梦想的理念。万宝
路的红色倒 V 形设计，红色块包围的三角形寓意世界的顶峰，也正是
这个倒 V 形红色块不用文字或名称，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万宝路香烟。
倒 V 形 与 Marlboro 文 字 相 映 衬， 更 有 一 种 挑 战 极 限、 完 善 自 我 的 精
神。品牌标志整体来看使人感觉到美好家园的大乡村景色，令人感到亲切美好。运用以小见大的
手法，以简练而精巧的设计带给人丰富的想象，并赋予品牌无限的生命力。
（2）包装。包装采用当时首创的平开盒盖技术并以象征力量的红色作为外盒的主要色彩。
（3）广告形象。广告上的重大改变是：万宝路广告不再以女士为主要诉求对象，广告中一
再强调万宝路香烟的男子汉气概，吸引所有喜爱、欣赏和追求这种气概的消费者。按李奥·贝纳
的创意，这种理想中的男子汉也就是后来在万宝路中充当主角的美国西部牛仔形象：一个目光深
沉，皮肤粗糙，浑身散发着粗犷、原野、豪迈英雄气概的男子汉；袖管高高卷起，露出多毛的手
臂，手指间总是夹着一支冉冉冒烟的万宝路香烟；跨着一匹雄壮的高头大马驰骋在辽阔的美国西
部大草原。“万宝路男人”来自“万宝路世界”并总是伴有电影 Magnificent Seven（《豪勇七蛟龙》）
中的打击音乐，这就使万宝路广告成为广告史上最成功的广告概念之一。因此很多人说：在万宝
路世界，男子汉气概等只不过是广告商涂抹在万宝路香烟上的人工色彩而已。
（4）品牌联想。品牌联想度作为构成品牌资产的重要因素之一，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一个
触动人心的品牌联想有利于使消费者产生心灵的共鸣。
而万宝路的品牌联想更是数十年没有改变。1962 年后，所有万宝路广告采用的人物形象被
选定为具有美国西部背景和原型的牛仔。虽然在此之前，万宝路也曾用过几种具有男子汉气概的
男主角，如飞行员、消防员、远洋渔民等，但不久就抛开了这些形象而用牛仔并一直坚持至今。
万宝路的品牌造型历久不衰，产品印象深入人心。牛仔的特写，有的夹着烟，有的不夹烟，有的
指间夹着火柴，有的夹着打火机。在万宝路烟上不必打上 Marlboro 品牌，任何人一看那粗犷的
牛仔，就知道是万宝路香烟。当然，消费者看到万宝路香烟也会联想起充满男人味的西部牛仔，
“哪里有男子汉，哪里就有万宝路”。
万宝路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自由、野性与冒险。万宝路形象如同美国西部牛仔的形象一样根植
于人们心中。这种形象是稳固的同时又是无形的，是人们被万宝路传播长期感染而逐渐形成的。
（5）品牌知名度。在中国，处处显示出万宝路牛仔形象与中国国情的完美结合。20 世纪被
媒体和舆论炒得热火朝天的“1995 年万宝路甲 A 足球联赛”让中国男人牵挂了整个赛季，其中
足球队员具有的精神恰好吻合了牛仔的形象。而 1996 年新春的“万宝路贺岁锣鼓比赛”又着实
敲出了中国男人的大丈夫气概。锣鼓喧天的气势、恢宏的真实场面、粗犷的西北汉子、红得夺目
的基调……这些正是组成万宝路广告概念的要素。鲜红的背景颜色让人们联想到万宝路的红色 V
形包装设计；来自中国广袤西北的男性鼓手，也让人们联想到了美国的西部牛仔。
1987 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对 1 546 个万宝路香烟爱好者的调查表明，真正使烟民们着迷
的不是万宝路香烟与其他品牌香烟之间微乎其微的产品上的差异，而是广告商涂抹在万宝路香烟
上的男子汉气概给烟民们带来的满足感和优越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