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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口碑营销的优势及其在互联网上 实现的渠道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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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来说, 并不是只有做广告才能打响
一个品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 广告客户信任
度已大大降低, 而运用口碑来宣传品牌会比通常
的广告模式更具有影响力和持久力。因为口碑
是人际关系的传播, 可以没有成本、或只需少量
的成本, 但却能产生巨大的宣传效应。企业利用
口碑进行网络营销的手段, 是一种传统产业和新
经济都不会拒绝的、最传统而又最现代的营销举
措。在互联网上, 人们的关系网络既没有空间限
制, 又没有距离障碍。互联网的口碑传播速度要
比现实中的快得多, 范围广得多。
一、
口碑营销的优势
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人已对每天商业广告的
狂轰滥炸麻木了。企业巨大的广告投入, 大部分
都会被白白浪费掉。而口碑传播的成本无疑是
最低的, 是任何一种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传播信
息是人类的天性, 经常交流购买及使用商品的经
验的消费者, 不仅会相互介绍购物场所、
介绍购
买和选择商品的经验、
推荐品牌、
介绍产品性能、
推荐具体的产品, 也会传播产品使用中失败的经
验或不好的感受, 这种人际关系的传播, 是不需
要成本, 或只需要很少的成本, 但却能形成巨大
的宣传效应。更重要的是, 人们对口碑这一信息
渠道的信任程度也超过其他渠道。企业可以通
过口碑效应来实现下面两个主要目的:
( 一) 发掘潜在顾客
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热衷于把自己的

经历或体验转告他人。譬如新买电脑的性能怎
样, 哪家空调厂商的服务好等等。据美国 Jupit er
公司的调查发现, 大多数网络用户都会向 4 至 6
名好友讲述某个网站的好坏。如果经历或体验
是积极的、正面的, 他们就会热情主动地向别人
推荐, 帮助企业发掘潜在顾客。美国的一项调查
表明: 一个满意顾客会引发 8 笔潜在的买卖, 其
中至少有 1 笔可以成交; 一个不满意顾客可以影
响 25 人的购买意愿。因此 用户告诉用户 的口
碑影响力是巨大的。
( 二) 缔结品牌忠诚
良好口碑是赢得回头客最重要的举措。企
业要能够拴住老顾客, 重要的一点是在消费者中
有着良好的口碑。老顾客不仅是回头客, 也是企
业的活动广告牌。而且, 争取一位新顾客所花的
成本是留住一位老顾客所花成本的 6 倍。
二、
企业在互联网上开展口碑营销的主要渠道
网络时代, 人际关系传播加上互联网这个工
具, 将使口碑营销发挥更大的行销力量。在互联
网上, 口碑传播快速、便捷、范围极广, 被现代营
销者称为 具有病毒特色的营销模式 。互联网
口碑营销可以通过下列几种渠道:
( 一) 在参考团体中变成主流意见
人们常会有一些价值观念模仿的对象, 这些
模仿的对象常引导某一群体的行为方式, 则此群
体称为参考团体。参考团体是影响消费行为的
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 人们以他们最常接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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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作为参考团体, 保守的需求是不要被这群
人比下去了, 炫耀性的需求则是自己的东西要比
这群人的更好。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亲戚、
朋友、
同事、
邻居等的消费行为是一个人最常参考的对
象, 也是这些团体的消费方式对一个人形成社会
压力, 形成人们比一比的思想观念。而在互联网
时代, 周围 的这群人恐怕还得要加上互联网上
的 周围 了。不 仅有近在咫尺的一群亲戚、朋
友、
同事、
邻居, 而且有常常在网上一起聊天、讨
论问题的一群网友。这时网友也就等同于现实
中的朋友, 成为比一比的对象。
( 二) 发掘能够成为代言人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可能是一个专家权威, 你因为对其
专业上的信任而接受其意见, 也可能是一个有权
力的人, 你因为服膺他的权柄而服从其意见, 但
最常 见的则是一个亲朋好友, 平常的情感带来
他( 她) 绝对不会骗我 的信任, 所以他( 她) 的亲
身经验就极具参考价值。同样地, 一个关系密切
的网友的亲身经验以及他( 她) 所说的和所做的
也极具参考价值, 极具影响力。如网络上经常有
明星为某产品或公司做形象代言人。
( 三) 让品牌和故事结伴传播
故事是传播声誉的有效工具。如 1893 年,
可口可乐公司获得美国国家专利局授予的注册
商标, 当时可口可乐的创始人很神圣地宣布, 可
口可乐之所以风味独特, 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被
命名为 7X 的特殊物质, 那份说明 7X 究竟何
物的秘密配方, 收藏在一家信用极佳的银行里,
全世界只有 7 个人知道这家银行的地址, 他们中
有 5 位持有存配方的保险柜的钥匙, 另两位知道
密码, 所以必须把 5 把钥匙同时转动, 并对准密
码才能开启保险柜。这个配方引起许多专家的
关注, 无数次对可口可乐成分的分析表明, 难以
找到 7X 。可口可乐又说, 7X 不可破译 , 7X
是永远 的秘 密 。于是, 神秘 性和 公众 性使 得
7X 成为新闻媒体百年不渝的谈论焦点, 可口
可乐也由此争取到难以计数的忠实消费者。又
如 2005 年 8 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中文
搜索引擎, 网络上到处充满该公司的传奇故事,
吸引大量网民的注意, 给该网站带来的更多的用
户。
( 四) Int ernet 教育网站
随着网络远程教育的发展, 互联网上教学网
站越来越多, 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企业如果能充
分利用这一渠道, 无疑会产生巨大的效果, 这一
渠道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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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 具感染 力和持 久力。Int ernet 教育 网
站为了更好地让学生理解营销理论, 更好地培养
学生的实战能力, 往往要把实践中营销作得较好
的企业整理成案例, 让学生去剖析、讨论和总结。
这样作为案例教学的企业在学生心目中便会留
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从而对学生本人走入社会后
的购买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
2. 可控程度大。口碑传播并不是自生自灭
的现象, 企业管理者也不是只能听之任之。事实
上, 一个企业如果拥有一个较为独特的产品, 完
全可以使用一些渠道来引导、
推动和控制口碑的
形成和发展, 使之为企业的发展战略服务。Int ernet 教育网站可以说是承 担这一任务的 最佳
传播渠道。
3. 传播的范围较广。和社会上分散人群一
对一传播相比, Internet 教育网站的传播信息范
围相对较大。网站传播方式都是一对多, 少则几
十人, 多则几千人几万人。如果考虑到学生和受
训人员可能进一步向其周围人传播的话, 其传播
范围可想而知。形象地说, Internet 教育网站就
像是个 口碑传播的发动机 。
4. 使 用费用 相对低 廉。 Internet 教育网 站
作为口碑传 播渠道没有设计费用, 没 有使用费
用, 它唯一要求企业要做的工作是定期地、及时
地把企业当前的营销新举措, 企业管理的经验,
以及市场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等信息形成
文字, 并把它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发送给这些网
站, 以便在网站的教学中及时把这些 信息融进
去。当然在融进去的过程中, 也就把企业的产品
形象和企业形象介绍给了公众。由此可见, 企业
在每年的促销预算中拨出很小的一部分就可以
圆满地完成这一工作, 可谓事半功倍, 这点费用
和耗资巨大的电视广告支出相比是不足挂齿的。
三、
企业实施互联网口碑营销的策略
( 一) 从好的产品与服务开始
口碑营销是一面双刃剑, 当你的产品信息在
人们之间、互联网之上传播时, 你控制不住传播
的内容, 可以是好的口碑, 也可以是坏的口碑, 所
以一定要重视产品的质量及售后服务。只有令
人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得到好的口碑, 否则,
得到的恐怕是刚好相反的口碑宣传。
例如, 1995 年 Int e1 的 Pentiumn 芯片有 缺
陷, 这个缺陷就是在网络上有关 Intel 的新闻组
中传出的。Int el 在获得有关资料后不是积极应
对, 而是采取掩盖办法, 结果适得其反。由于网
络的口碑传播速度及快范围极广, 在很短时间内

这个产品缺陷就传遍 Int el 公司分布在全球的大
规模用户中, 最后大量用户的呼声迫使 Int el 公
司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收回已销售的芯片, 来挽
回已造成极广泛的坏影响。做网络营销的企业
应该时刻关注网络上用户对本企业及产品的评
价, 及时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 否则将陷入被动
状态。
( 二) 推荐式 口碑营销
我们常在网上看到的诸如 告诉一个朋友
或 推荐给朋友 之类的点击链接。对于一些娱
乐网站, 告诉一个朋 友 的使用率可能 会高一
些。但对其它大型网站, 这种方法是不够的。使
用率主要取决于所推荐内容的类型和用户群特
点。但这种形式可以低成本并快速执行, 其效果
还可以通过引入竞赛和幸运抽签得以增强。
如惠普笔记 本促销。2001 年底, 惠 普公司
笔记本电脑事业部准备大张旗鼓推广惠普笔记
本电脑。公司营销部对当时的笔记本电脑市场
状况做了细致的分析, 发现惠普笔记本电脑的品
牌知名度落后于几个重要的竞争对手, 急需提高
品牌知名度。营销部经研究发现, 利用互联网的
口碑传播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非常有效而又
节省成本的方式, 同时, 举办 F lash 创意大赛 可
能会使营销效果达到最优化。惠普公司寻找到
一家知名的 F lash 专业网站合作, 通过为期两个
多月的 Flash 创意大赛, 收集到 200 多个制作精
良的 Flash 作品, 包括 与惠 普笔 记本 相关的 动
画、
情景剧、小游戏等。这些作品除了在大赛网
站上 刊登, 还通过惠普公司 的邮件列表进行发
布。很多优秀的 作品在其他 Flash 推荐 网站上
也得到广为传播, 加上网民中的相互推荐, 宣传
效果非同一般。据不完全估计, 包括一等奖作品
小惠和小普 在内的优秀作品的传阅数量不下
100 万人次; 其他 150 余个参评作品平均的浏览

率也在 10 万人次。惠普公司网站笔记本专区由
此获得了总计约1 500万次的浏览点击, 访问量
激增; 免费电话客户互动中心的问询电话也增加
不少, 从而带来惠普笔记本电脑销量在之后几个
月的时间内持续增长。
( 三) 传递式 口碑营销
对大部分 QQ 用户来说, 这是一个很受欢迎
的活动。每当我们收到有趣的图片或很酷的网
站的网址, 我们通常把它发给朋友。而他们也顺
次把该网址发给他们的联系者。这种滚雪球效
应可以轻松 创建起一个分销渠道, 在 几小时之
内, 到达成百上千的人们那里, 而起始不过是一
条 QQ 的小信息。
( 四) 提供服务式 口碑营销
如 Hotm ail 网站提供免费 E- mail 服务, 一
开始他们发现在发出的邮件底端使用一个收尾
线, 放上一个短小的玩笑以及他们的网址, 每天
发出去的 E- mail 的反馈率就会显著提高, H otmail 由此得到启发, 大量使用这种营销手段, 大
大加强了公司与用户之间的联系。而这些用户
又把 Hotm ail 发出的 E- mail 转发给自己 的朋
友, 从而使公司获得更多的新用户, 公司由此得
到快速发展。最 后 Hot mail 的 950 万用户 使它
成为互联网上访问人数居第 14 位的网站, 引起
微软和网景的注意, 微软以大约 3- 4 亿美元收
购了 H otmail。
综上所述, 网络媒体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一条电子信息能够在几秒钟内被成千上万人接
收到, 这是传统的离线口碑营销望尘莫及的。企
业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特点, 重视发挥互联网
口碑营销的巨大优势, 采用多种营销手段、
策略,
综合运用各种网络工具进行网络口碑营销, 从而
达到促进产品销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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