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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马德里成为最强大的足球俱乐部品牌 

 皇马超越巴萨成为最强大的足球俱乐部品牌 

 曼联是最有价值的足球俱乐部品牌，其品牌价值达 17.33 亿美元 

 皇马是在中国第三大受欢迎的外国足球俱乐部，仅次于曼联和拜仁 

 英超俱乐部品牌在排行榜中占主导地位，占比所有足球俱乐部品牌价值的 46％ 

 

全球领先的品牌估值和战略咨询公司 Brand Finance 对世界领先的足球俱乐部品牌进行品牌实

力和价值的评测。“Brand Finance 足球俱乐部品牌 50 强”是率先将 2016/17 赛季成绩融入

到品牌评测报告。 

Brand Finance 足球俱乐部品牌 50 强报告点击此处 

皇家马德里完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赛季，在西甲联赛和欧冠联赛中都获得了胜利。白衣军团击

败巴塞罗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足球俱乐部品牌。这两个俱乐部的品牌影响力已经是世界上任

何其他俱乐部无可匹敌的。 强劲的对手国家德比在欧洲舞台有主导地位，他们在足球风格上

既赏心悦目又高效，这帮助德比打造其德国，法国，英国或意大利的对手都望尘莫及的品牌影

响力。过去，巴萨一直相对皇马保持微弱的领先优势；在今年的评测中，皇马品牌实力指数从

2016 年的 94.6 上升到 96.1，领先于巴塞的 95.4。皇马亦从巴塞手中夺走西甲联赛冠军，第

12 次夺得联赛冠军。  

皇马在赛场上无与伦比的声誉，可更多地被利用到商业战场上。虽然它与阿迪达斯签署了亿万

欧元的交易，但它对其品牌资产的利用远远不及曼联，尚无法与曼联一样发展同样级别的合作

伙伴关系网络。即使，曼联仅在英超联赛中排名第六，但以其俱乐部品牌价值来讲，17.33 亿

美元的估值，高于皇马 14.99 亿美元的品牌估值约 16%。  

查看 50 个最有价值的足球俱乐部品牌的列表 

曼联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弗格森的光环效应。然而，最关键的因素是俱乐部对商业价值的敏感度，

和将赛场上的成功转化为横跨多个行业和国家丰厚利润的能力。根据 2017 年的“Brand 

Finance 中国足球粉丝研究”和“Brand Finance 足球俱乐部品牌 50 强报告”，曼联在欧洲足

球俱乐部品牌中最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市场，强化了品牌的整体价值。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受访

者被要求从世界各地挑选 5 个最喜欢的俱乐部。研究表明，广州恒大是最受中国粉丝欢迎的俱

乐部； 34％的受访中国粉丝评选其作为最喜爱的足球俱乐部之一，曼联以 31%的支持率紧随

其后。在社交媒体上，恒大也拥有最广泛的粉丝群，曼联在所有平台的（除去 QQ）排名第二。  

拜仁慕尼黑是中国第二最受欢迎的海外俱乐部，23％的受访者评选其作为最喜爱的足球俱乐

部之一。该俱乐部正在通过其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来弥补与其欧洲竞争对手的财务表现差距。拜

仁在上海新设了办事处，成为所有欧洲足球俱乐部中第一个在中国内地开设办事处的俱乐部。

拜仁今年还在青岛和深圳新设了两座足球学校，这增加了年轻球员对品牌的熟悉程度。拜仁同

时也增加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投入。作为世界第三强及第五最有价值的足球俱乐部品牌，拜仁

慕尼黑保持了其领先地位。拜仁在当地的影响力拥有无法撼动的主导地位，但拜仁在更广的国

际舞台上仍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未能达到欧冠半决赛可能意味着 2017 对于拜仁来说是一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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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庸的赛季。虽然今年的表现未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拜仁在其品牌价值的表现上大

放异彩。 

最强大的足球俱乐部品牌皇马以 21%的支持率位居第三最受欢迎的海外俱乐部，在曼联和拜

仁慕尼黑之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齐内丁·齐达内分别被选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球员和

经理.  

Brand Finance 的市场调研总监安迪•摩尔（Andy Moore）评论说：“皇马落后于联合和拜仁的

许多指标表明，世界上最强的足球品牌并没有充分利用其优势。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对于足球产

业在不断增加，而且这一趋势反映在中国运作良好的俱乐部和仅开始意识到中国市场潜力的俱

乐部之间的品牌价值的差异。欧洲俱乐部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球迷的需求，并进一步努力与他

们进行中文沟通，因为研究表明，88％的受访者希望以其母语看到网站和内容。“ 

英超联赛俱乐部在品牌商业化方面继续领先世界;全球十大最有价值的足球品牌中有六个是英

国球队。冠军对手切尔西和托特纳姆本赛季战绩辉煌。切尔西在新任经理安东尼奥·孔佩的带

领下，重振雄风。在商业战场上，切尔西与耐克的为期 15 年的 9 亿英镑交易及扩大斯坦福桥

体育馆的投资，来创造商业收益。托特纳姆也在扩大赛场容积。新的白鹿巷球场经过创新设计，

将为 61,000名观众提供观看比赛的机会。托特纳姆的品牌价值去年上涨了 58％，切尔西的 61％

达到 12.88 亿美元。 

所有英超联赛队将继续受益于与 Sky 和 BT 的最新广播权交易带来的巨大收入。相对衡平的广

播权分配对与规模较小的俱乐部尤其有帮助；这解释了伯恩茅斯俱乐部（两年前加入英超，来

自一个仅 18 万居民的城市）在维持其品牌价值方面比一些历史更悠久的欧洲顶级俱乐部，如

奥林匹克里昂，国际米兰和罗马等，表现地更稳定。失去超级联赛资格对品牌价值的影响相对

显著。遭降级的阿斯顿维拉及桑德兰跌出了今年的 50 强榜单。 

纽卡斯尔赶超桑德兰。 以“喜鹊”为名的俱乐部品牌推广收效显著，预期收入将因此显著增

加，泰恩内斯俱乐部在国际视野内的曝光率也显著提升。因此，纽卡斯尔的品牌价值上涨了

92％，达到 2.47 亿美元，成为今年增长最快的足球俱乐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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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主要术语，估值方法和更多故事的更多定义，包括十大足球俱乐部品牌的简介，请咨询

Brand Finance 足球俱乐部品牌 50 强报告。 

Brand Finance 网站上的品牌价值以美元报告。 如要转换为人民币，请将鼠标悬停在“I”按钮

上，然后从选项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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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Brand Finance 

Brand Finance 是世界领先的品牌估值和战略咨询公司，在超过 27 个国家设有办公地点。我

们通过量化品牌的商业价值为营销人员，品牌所有者和投资者提供对品牌的清晰解读，及深入

分析。 Brand Finance 利用管理战略，品牌评估，市场研究，视觉营销，金融，税务和知识产

权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客户做出最大化品牌和商业价值的优化决策，成为营销与金融之间

的沟通语言。 

品牌估值方法 

品牌定义 

在广泛意义上，品牌是客户，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所有期望和意见

的综合产物。然而，当把品牌看作可以买、卖和特许经营的商业资产时，需要更准确的定义。

Brand Finance 是国际公认的品牌估值标准 ISO 10668 的主要撰写者之一。ISO 10668 将一个

品牌定义为“与营销相关的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标志，符号，商标和设计，或是

这些无形资产的混合体，目的在于指认这些服务， 产品及企业，或者其混合体，在利益相关

者的头脑中创造出独特的形象和联想，从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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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品牌对一家公司的贡献是这个公司在市场被第三方卖买的溢价。 “品牌贡献”是指企

业从其品牌中获得的总体经济利益，从通用销售数量到价格溢价到对不太完善品牌竞争对手的

成本节约。 

品牌强度/品牌力 

品牌强度是我们分析中最直接和最容易受到营销人员和品牌管理层影响的部分。为了确定品牌

的实力，我们建构了品牌强度指数（BSI）来帮助量化品牌价值。Brand Finance 在 BSI 的基

础上分析营销投资，品牌资产（与客户，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积累的商誉），及品牌对业务

绩效的贡献。根据该分析，每个品牌被指定百分制的 BSI指数，其被馈入品牌价值计算。基于

得分，排行榜中的每个品牌以类似于信用评级的方式被分配 AAA +和 D 之间的评级。 AAA +

品牌力最强大，管理效绩最优异。 

方法 

Brand Finance 使用“特许权费节省法”计算其排行表中的品牌的价值。此方法使用一个品牌的

预期销售，并且计算对于“品牌使用”收取的使用费率，即所有者将使用此品牌必须支付的费用

（假设它尚未拥有。） 

 

此过程中的步骤如下： 

1．品牌强度/品牌力指数（BSI）：从人们对品牌的情感联系，品牌自身业界表现和可持续发

展的多个维度从 0 到 100 对品牌力进行打分。这个分数被称为品牌强度指数。 

2. 确定相应行业品牌的特许权费率。这是通过审查可比的许可协议。这些许可协议的数据来

自于 Brand Finance 自有的强大数据库以及其他第三方数据库。 

3. 计算使特许权费率。品牌强度指数用于决定使用费率范围，以获得该品牌的特许权费率。

例如，假设某行业的品牌特许权费率范围为 1-5％，一个品牌的品牌强度指数为 80，则该品牌

在某行业的使用费率将为 4.2％ 。 

4. 确定品牌特定收入，估算归属于特定品牌的母公司收入比例。 

5. 使用历史收入，市场分析师预测和经济增长率的函数确定预测品牌具体收入。 

6. 将专利税率应用于预测收入以推导品牌收入。 

7. 品牌收入在税后折现为等于品牌价值的净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