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近年来，中国品牌经济迅速发展，品牌作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代表一个企业的

利润和价值，已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面对市场上众多食品品牌，中国副食流

通协会联合中国数据科技集团、中数经纬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工商大学经济

学院相关专家组成“中国食品企业品牌力指数报告”课题组，致力于建立一套基于大数

据技术的品牌评估模型，推出各类食品品牌力指数排行榜，精准把握食品品牌的发展现

状和行业趋势，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2018 中国食品企业品牌力指数报告》就是这次合作研究的成果。本报告从品牌建

设和品牌影响两个维度入手构造品牌力指数评估模型，由行业专家从酒类、软饮料和休

闲食品三类食品企业中各遴选了 100 个优秀企业品牌，基于网络大数据进行详尽地测算，

最终针对三类食品品牌分别推出了“品牌力指数 TOP20”、“品牌建设指数 TOP20”和“品

牌影响指数 TOP20”三类排行榜，并针对排行榜和上榜品牌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以总结、

揭示食品品牌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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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指标体系构建

一、品牌力指数编制思路

品牌力指数是对品牌力进行评估，综合了品牌建设、品牌影响两个维度，涉及到品

牌形象、品牌传播、满意度、美誉度、安全性等众多方面情况。具体编制思路：

（1）建立科学全面的品牌力评价指标体系；

（2）确认评价计算模型和具体计量方法；

（3）采集各品牌的相应指标数据。

二、品牌力指标体系设计和数据采集

1. 指标体系设计

根据相关最新研究成果，课题组全面考虑了衡量品牌力的各个方面，认为首要考虑

两个维度为品牌建设和品牌影响。指标体系包括 8个一级指标，19 个二级指标及若干三

级、四级指标。见表 1.1。

表 1.1 品牌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品牌建设

品牌形象 品牌文化、品牌定位

品牌传播 网络媒体传播、公关传播、广告传播

品牌营销 渠道、价格、产品

品牌发展 生产工艺、R&D 能力

品牌影响

消费者影响 满意度、忠诚度、搜索指数

行业影响 市场份额、行业地位

社会影响 知名度、美誉度、社会舆情

企业影响 企业绩效

2. 数据的采集

（1）网络大数据获取。网络原始数据是由中数经纬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中国数据

科技集团负责。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进行采集，且定向覆盖 3千家主流媒体，5万个信

息源频道，13 万个网站站点，10 万+自媒体账号，包含门户、论坛、博客、社交、问答、

电商、视频、新闻 APP 等平台，并对各类媒体转发、点赞、阅读、评论数等进行采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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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数据源。

（2）消费者问卷调查。问卷围绕品牌知名度、满意度和忠诚度等几个指标进行排序

并保证逻辑一致性。通过检查问卷填写时间，设置答题限制，筛选被调查者填写的有效

问卷。

（3）专家权重评分。各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即专家打分法。由课题组

成员邀请相关专业人士填写，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权威。被调查的相关人士来自于全国各

省市包括北京、河北、河南、浙江、四川、湖南、山东等 985、211、双一流类高校的教

授学者以及相关行业内部的资深从业人员。

三、指数测算

在完成对品牌力指数的指标体系编制后，进入指数的具体测算阶段。在测算的过程

中，首先要解决各个层级中每个指标的权重大小问题，其次需要找到每个二级指标和一

级的数值计算方法，最后根据指数模型原理，运用相关公式计算得到各层级指数的数据。

（一）指标权重方法的确定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有很多种，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以及层次分析

法等，我们在确定各层级中国品牌评价指标权重时选择了层次分析法（AHP）。层次分析

法的特点如下：其一，简洁清晰。其二，利于定性成分分析。其三，系统性强。其四，

所需定量数据信息较少。

（二）品牌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由专家对一级和二级评价指标之间的重要程度两两比较，给出相关分值。根据专家

的打分结果，构造相应的判断矩阵，并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进行一一检验。对于通过检

验的专家权重和未通过的专家权重使用不同计算方法，从而得出最终权重。

另外，对于三级和四级评价指标，在对缺失数据进行剔除后，我们也采取了合理的

权重分析方法。

（三）数据标准化

针对不同类型的指标，标准化方法主要为三种方法。

1.经验分布函数变换。

2.二分类直接变换。

3.直接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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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牌各级得分计算

1.一级和二级指标计算（如图 1.1）：

S =

s1,1 ⋯ s1,n
⋮ ⋱ ⋮
s100,1 ⋯ s100,n

* w1,w2,w3,……,wn
T

图 1.1 得分计算方程

2.三级和四级指标计算（如图 1.2）：

S =

s1,1 ⋯ s1,n
⋮ ⋱ ⋮
s100,1 ⋯ s100,n

*
1
n
, 1
n
, 1
n
,……, 1

n

T

图 1.1 得分计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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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品牌力指数排名与分析

一、酒类品牌力指数 TOP20 榜单

酒类品牌力指数 TOP20 中，白酒品牌明显处于优势，占据榜单 16 席，啤酒有两个品

牌入围，红酒和黄酒则均仅有 1个品牌。在白酒品牌中，9个为浓香型白酒，体现出了浓

香型白酒的行业优势地位。从品牌归属主体看，江苏苏酒集团入选 3 个品牌，成为此次

酒类品牌力指数 TOP20 的最大赢家，而四川泸州老窖集团和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也各有 2

个品牌入选指数 TOP20，体现出传统名酒企业的品牌优势。

图 2.1 酒类品牌力指数 TOP20

二、软饮料品牌力指数 TOP20 榜单

从 TOP20 中上榜品牌的企业所在地来看，内蒙古拔得头筹，以 4个品牌上榜高居榜

首，紧随其后是北京，上榜 3个品牌；国外品牌上榜 5个，包括消费者熟知的“可口可

乐”、“雪碧”、“芬达”等品牌。TOP20 榜单的前两名都是国内品牌，国内品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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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可见国内品牌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并不弱于国外品牌。

图 2.2 软饮料品牌力指数 TOP20

三、休闲食品品牌力指数 TOP20 榜单

从图 2.3 中可以都看到，除了“旺旺”凭借较大的优势占据了榜首以外，TOP20 榜单

中的其他品牌间差距并不是很大，可见休闲食品行业内竞争基本处于良性竞争状态，各

家品牌都非常重视品牌工作；从品牌发展战略来看，多元化品类经营仍然是该类品牌发

展壮大的主要战略方向，榜单 TOP3 的品牌“旺旺”、“喜之郎”及“徐福记”均靠着多

元化的品类战略不断拓展市场份额，打响品牌知名度；从品牌经营的品类来看，坚果炒

货类细分品类异军突起，“三只松鼠”、“百草味”击败众多老牌品牌强势上榜；从品

牌来源地上看，接近一半的品牌，如德芙、奥利奥，来自国外行业巨头玛氏、亿滋、雀

巢等，他们靠着公司强大实力的背书，在中国市场抢占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对本土品牌

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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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休闲食品品牌力指数 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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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典型品牌分析

一、五粮液

五粮液在八个一级指标上都表现优异，尤其在品牌营销、社会影响、消费者影响和

企业影响指标上的领先说明其强大的营销能力、盈利能力和行业地位。在各方面没有明

显的短板并保持均衡是五粮液获得冠军的秘密所在。“做精高端、品牌年轻化和品牌国

际化”是五粮液两大发展战略，五粮液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产

生更大的品牌影响；同时，进行白酒国际化战略，倾力打造东西方酒文化交流平台。

图 3.1 五粮液品牌力指数的构成

二、蒙牛

蒙牛摘得 2018 年度软饮料品牌力指数 TOP20 的冠军，在各方面表现都十分亮眼，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尤其是在消费者影响、行业影响、企业影响和品牌发展等方面表现强

劲，但由于蒙牛成立时间较短，远无法与“王老吉”等中华老字号企业相比，因此在品

牌形象塑造上的得分稍显劣势，但是蒙牛发展迅猛，其旗下子品牌特仑苏也成功入选品

牌力指数 TOP20，列第 18 名。

图 3.2 蒙牛品牌力指数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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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旺旺

在品牌力指数的八个评价指标中，除了品牌发展这一维度稍逊一筹，其余得分均超过

行业的平均标准，其中消费者影响、行业影响和企业影响三个维度的得分更是遥遥领先。

旺旺一直坚持多品牌策略和渠道差异经营策略。除三大业务板块，旺旺还在不断地研发

各种新产品，迎合消费者越来越强烈的健康诉求。在渠道上，旺旺选择差异化的渠道经

营策略，在现代渠道上率先发力，继续深耕传统市场，打造“品牌+通路”的行销模式，

对于不同渠道推出客制化、差异化的产品。

图 3.3 旺旺品牌力指数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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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食品行业品牌发展趋势

一、品牌日益成为食品企业的核心战略资源

在市场不断变化和产品不断更迭的时代，唯一不被淘汰的是企业在消费者中间日积

月累形成的品牌形象。在市场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品牌的竞争正逐步成为企业竞争的胜

负手。

二、文化元素在品牌建设中仍具重要价值

在当前产品、渠道甚至运作模式都高度同质化的今天，品牌要想在同类之中脱颖而

出，就必须要充分挖掘企业内在的品牌文化内涵，让产品及品牌获得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以及内在张力。

三、“互联网+”在食品品牌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各种电商购物平台和新媒体的兴起，显著改变了食品企业的

产品销售方式和品牌建设方式。

四、年轻消费者在食品品牌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目前，年轻消费者群体正成为酒类、饮料和休闲食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也成为各个

食品企业品牌传播的重点人群。

五、创新在消费升级时代可以重塑品牌影响力

食品企业不仅要善于继承，更要跟进创新，随着消费升级，应对消费者提出的健康

化、多元化、时尚化、年轻化等需求的唯一出路就是创新。

六、健康理念日益成为食品品牌新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养生”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必备口头禅，“健康”的消费理念将会成为

食品品牌新的核心竞争力。

七、差异化是食品企业品牌战略的制胜法宝

为了捕捉市场新商机，食品企业在品牌建设上要通过丰富子品类与其他品牌差异化，

以更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八、食品安全是品牌建设的关键生命线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公共安全,更是食品企业的安身立命

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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