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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简介 

“卓闻数据 · 全球品牌资源数据库”是北京卓闻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开

发的大型数据查询系统，支持各类有关品牌的数据查询需求，支持政府相

关部门制定政策时参考使用、支持企业品牌的经营决策数据参考查询、支

持高校师生与科研机构对品牌研究的学术活动等。 

卓闻数据涵盖：全球品牌数据库、填呗 App 数据采集系统、卓闻品牌

指标计算与评价系统三大板块。 

卓闻数据特点：拥有独立知识产权自开发的“填呗”App 软件，进行

全球品牌数据自采集。通过对数以万计的用户进行问卷调研，实时获得一

手数据。 

“卓闻数据·全球品牌资源数据库”支持中国品牌数字化建设。一站式

实现对全球品牌数据的采集、计算、评价与结构化存储，实现了最新最准

确的数据资源，开放给广大用户，可供即时查询使用。 

二、操作指南 

1.访问方式 

打开卓闻全球品牌资源数据库主页 https://www.zhuowendata.com/#/query 

进入“卓闻数据·全球品牌数据库”，如图 1-1 所示 

https://www.zhuowendata.com/#/query
https://www.zhuowendata.com/query.html


 

图 1-1 

2.注册登录 

目前只有在查看品牌数据报告及下载报告时才需要进行账号登录。其他查询数据

库操作不需要账号登录。已注册填呗 APP 的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号验证码直接登

录数据库。 

2.1 账号注册 

点击“注册”按钮，弹出账号注册界面，如下图 2-1-1、2-1-2 所示 

 

图 2-1-1 



 

图 2-1-2 

 

注册账号时，手机号、密码和验证码为必填项，然后点击阅读《卓闻品牌数据库

用户服务协议》并勾选已读。其中用户名、性别、出生日期、学历和居住城市为

选填。 

用户名及密码填写格式规则如下： 

1) 用户名长度为 6-16 位字符,用户名仅支持英文小写、数字、下划线的组合。 

2) 密码长度为 6-16 个字符，不能含有中文和空格。 

点击注册按钮。提示注册成功界面。如下图 2-1-3 所示  

 

图 2-1-3 

注册成功后，界面会自动跳转至登录界面，输入账号（手机号）、密码进行登录。



如下图 2-1-4 所示 

 

图 2-1-4 

2.2 账号密码登录 

输入账号（手机号）、密码进行登录。如下图 2-2-1 所示 

 

图 2-2-1 

登录成功后，会提示“登录成功”。且在数据库右上角显示用户名/手机号信息。

如下图 2-2-2 所示 



 

图 2-2-2 

2.3 验证码登录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号及短信验证码直接登录数据库。若未注册的用户，登录后将

将直接创建数据库账号。如下图 2-3 所示 

 

图 2-3 

2.4 忘记密码 

用户如果忘记登录密码，可以通过手机号短信验证进行重置密码。如下图 2-4-1

所示 



 

图 2-4-1 

第一步，输入手机号及短信验证码，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2-4-2 所示 

 

图 2-4-2 

第二步，输入新的登录密码，两次输入的密码要求一致。如下图 2-4-3 所示 

 

图 2-4-3 



第三步，输入成功后，提示修改密码成功，点击进入登录界面。用新的密码登录。

如下图 2-4-4 所示 

 

图 2-4-4 

2.5 修改密码 

用户登录账号后，可以通过手机号短信验证进行重置密码。 

第一步，输入短信验证码，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2-5-1 所示 

 

图 2-5-1 

第二步，输入新的登录密码，两次输入的密码要求一致。如下图 2-5-2 所示 



 

图 2-5-2 

第三步，输入成功后，提示修改密码成功，界面 3 秒后自动关闭。如下图 2-5-3

所示 

 

图 2-5-3 

3.关键词检索 

输入要查找的品牌关键词，关键词包括：品牌名称、所在行业、所在地区。 

例如:查找所有酒类的品牌报告，检索条件如图 3-1 所示 



 

图 3-1 

4.分类检索 

4.1 选择地区 

通过地区查找品牌数据，需要先选择国家，然后选择相应国家所属地区。国家只

能选择一个。选择国家后选择所属地区，如省市地区，可以选择多个。 

4.1.1 选择国家 

例如:查找地区是“中国-四川”的品牌数据，检索条件如下： 

先选择国家，选择“中国（含港澳台）”。如下图 4-1-1 所示： 

 

图 4-1-1 



4.1.2 选择所属地区 

然后选择所属地区，在“所有省市”中选择“四川省”。如下图 4-1-2 所示 

 

图 4-1-2 

 

点击“确定”确认筛选条件，点击“查询”显示筛选结果。如下图 4-1-3 所示 

 

图 4-1-3 

4.2 选择时间 

可通过采集时间检索品牌数据。可自定义时间检索，也可按时间段检索。 



4.2.1 自定义时间检索 

例如:查找采集时间是“2016 年”的品牌数据。检索条件如下图 4-2-1-1 所示 

 

图 4-2-1-1 

点击“确定”确认筛选条件，点击“查询”显示筛选结果。如下图 4-2-1-2 所示 

 

图 4-2-1-2 

4.2.2 按时间段检索 

例如:查找采集时间是“2016 年 3 月-2017 月 7 月”的品牌数据。检索条件如下



图 4-2-2 所示 

 

图 4-2-2 

4.3 选择行业 

可通过选择行业检索品牌数据。支持多个行业组合检索。 

例如:查找行业是“酒类”的品牌数据，检索条件如下图 4-3-1 所示 

 

图 4-3-1 

点击“确定”确认筛选条件，点击“查询”显示筛选结果。如下图 4-3-2 所示 



 

图 4-3-2 

4.4 选择排序方式 

排序方式默认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可通过选择不同的指标维度进行排序。可按品

牌影响力、知名度、认知度、美誉度、忠诚度排序。 

例如:按“知名度”由高到低检索的品牌数据，检索条件如下图 4-4-1 所示 

 

图 4-4-1 

点击“确定”确认筛选条件，点击“查询”显示筛选结果。如下图 4-4-2 所示 



 

图 4-4-2 

4.5 选择标签 

可通过选择标签检索品牌数据。支持多个标签组合检索。 

例如:查找标签是“三晋老字号”的品牌数据，检索条件如下图 4-5-1 所示 

 

图 4-5-1 

点击“确定”确认筛选条件，点击“查询”显示筛选结果。如下图 4-5-2 所示 



 

图 4-5-2 

5.查看报告 

点击检索结果列表后面的“查看报告”。可查看品牌详细数据报告。如下图 5-1

所示 

 

图 5-1 

详细报告如下图 5-2 所示 



 

图 5-2 

6.下载数据 

用户可以通过 excel 下载品牌数据。在数据库列表中勾选品牌数据，勾选后点击

“批量下载数据”。目前数据库仅支持每次下载 50 个品牌数据。如下图 6-1 所

示 



 

图 6-1 

下载后的品牌数据如下图 6-2 所示 

 

图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