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MMANAGER 帮助文件 

在 PMMANAGER（以下简称为 PMM）发布的第一时间，阿泡就拿到了这个版本，其实

在 PMM 发布之前，我就知道 UCPM 这帮人在做这个事，只不过处于保密的原因，我一直

是守口如瓶。 

既然 PMM 在 3 月 4 日正式发布了，那么，很多事情就可以公开了，在 3 月 8 号的时

候，汤圆找到我，说能不能给 PMM 做点事，我说啥事，他说要不你做个帮助文件，我说我

不做，老子刚做产品经理的时候，就是从做帮助文件开始的，现在混了这么长时间了，还做

帮助文件，这是画了一个圆啊。 

但是姓汤的却说，让你做的不是那种帮助文件，我说，哪是哪种帮助文件，他说，就是

那种把和 PMM 当前版本的使用有关的产品管理知识点结合在一起的帮助文件，我说怎么这

么拗口，他说，咱们通俗点说，就是 PMM 是个管理软件，软件嘛，根本体现的还是管理思

想、知识和原则，你能不能写个东西，既有产品管理的知识性，又有 PMM 的使用指导性，

就是这样的帮助文件。 

我说，这还叫帮助文件吗？ 

他说，那你说叫什么？ 

我说，这要写完了，不就成一本产品管理知识点快速学习的小册子了。 

他说，不管最终是啥样子，反正实现刚才我提到的那两个目的就可以了。 

我说，好吧，我琢磨一下怎么来写，不过我可说好了，我可是义务给 UCPM 做这个事，

不准挑三拣四的。 

他说，那是自然，不过我就有一个要求。 

我说，什么？ 

他说，在写的过程中，别有事没事的提你们易扬的那些破事。 



靠，刚说了别挑三拣四的，这就开始了！ 

总之，我是答应了姓汤的，言必行，行必果，并且还得努力争取好结果，这就是一个优

秀产品经理的基本素养。 

不多说了，开始我们的 PMM 学习吧！ 

1、初识 PMM 

1.1 PMMANAGER 介绍 

简单介绍一下 PMM 的信息，当然，大家也可以略过这部分，因为这些信息都是汤圆提

供给我的，直接复制过来的。 

PMM 是由智汛科技推出的国内第一款基于产品管理业务思想的专业化产品管理软件。 

该软件适用于实施了产品管理的企业以及产品经理个人。 

目前版本为 1.0 版。 

在 PMM1.0 版本中，具备了以下八大功能： 

 

产品的管理 



 

版本的管理 

 

需求的管理 



 

文档的管理 

 

产品路线图的管理 



 

用户画像的管理 

 

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 



 

思维的管理 

1.2 成为 PMMANAGER 注册会员 

如果要使用 PMM，必须注册成为 PMM 会员，当然，注册是非常简单的。 

第一步：到 http://www.pm-soft.com.cn，下载 PMM 软件并安装。 

第二步：启动 PMM，会弹出登录对话框，点击图中所示按钮，见下图： 

 

第三步：点击该按钮后，会弹出注册界面，见下图： 



 

按照界面所示，填写用户信息，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注册。 

这里有个关键提示 

听汤圆说，他们为了保证会员的真实性，会对注册信息进行人工审核，在审核未通过之

前，大家是无法使用 PMM 的，在审核通过后，他们会通过 rs@pmmanager.com.cn 这个邮

箱向大家的注册邮箱发送一封审核通过邮件，大家注意查收就可以了。 

绿色通道 

姓汤的说了，人工审核的时间并不会太长，通常会在 1 个小时内给大家答复，当然，如

果大家急需使用 PMM，怎么办呢？ 

汤圆悄悄和我说了，他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大家只需要扫码以下二维码加入 PMM 交流

微信群，直接向管理员提出审核请求，他们会加快审核进程的。 

 



注册就是这么简单，除了审核需要等一会外，一切都很顺利，当然，审核通过后，大家

就可以体验 PMM 给各位在工作上带来的便利了！ 

好了，以上都是姓汤的提供的信息，我转述完了，接下来就是我的事了，各位请紧跟我

的步伐，咱们要开始 PMM 之旅了！ 

我在打开 PMM 的第一时间，我最现实和紧迫的想法是如何对我现有的产品进行管理，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如何快速的在 PMM 中设置和产品有关的信息。 

2、快速设置产品线和产品 

在设置产品线和产品之前，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个产品管理中的基础知识点，就是：产品

结构。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对此知识点做个简单的了解。 

2.1 知识点：产品结构 

产品结构是指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企业提供的所有的产品。包括产品单元、产品线、产品家族和产品群。 

从产品管理的角度看，产品结构是一个企业内级别最高的产品组织形式，那么，在产品

结构之下，还有哪些级别的产品组织形式呢，大家看下图： 



 

表格的形式是不是有些不形象，没事，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这是表现企业产品组织形式的产品树模型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其实我们日常说的“产品”是一种泛指，或者说这个“产品”包含了这四个

层级的具体所指，比方说，你是公司的 CPO，那可能负责的就是第一层级，如果是产品线

经理，那么负责的就是第二层级，如果你是产品经理，那么负责的就是第三或第四层级。 

就阿泡的体会和了解的情况来看，其实我们日常关注的焦点，或者最直接的工作方向其



实集中在第三和第四层级，也就是“产品群”和“产品家族”以及最小的单位“产品单元”，我以

“产品群”举个例子，见下图： 

 

这是一家家具企业的产品群示意图。 

卫生间家具、卧室家具和厨房家具构成了“产品群”（一个结合或打包在一起，形成一个

新的提供物的产品），衣柜、床、五斗柜、床头柜就是这个产品群中的产品成员（产品组中

的产品被称为“产品的成员”），普通床、榻榻米、水床等就是“床”这个产品成员中具体的“产

品单元”（独立于其它产品的能够被提供的个体产品）。 

这里不太好理解的其实就是“产品群”和“产品家族”，怎么来理解呢，做个类比，就以微

信群来说吧，如果你有个微信群，里面都是你的家人和亲戚，那么这个就是“产品家族（其

实之所以叫家族，就是指具有血缘关系，当然，产品中叫共享相同技术基础，简单说，就是

他们是有直接关联的）”，如果你还有个微信群，里面都是你的朋友、同事，或者因某个兴

趣爱好而结识的人，这就是“产品群（简单说，就是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血缘关系，只

是因为某个共同的方向而结合在了一起，是一种间接的关联）”。 

当然，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产品树的模型，那么，我们再去做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着眼



点在哪里了。 

这些概念的理解并不复杂，主要是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层级结构就可以了。 

那么，在 PMM 中具体如何操作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2.2 设置产品线 

在登录进入到 PMM 后，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界面（仪表盘），各位看下图： 

 

主界面 

在 PMM 中，设置产品线和产品只需要两步就可以完成，各位注意看主界面上标注的“1”

和“2”，分别是“产品线设置”和“产品设置”的按钮。 

我们先来完成“产品线”的设置，这个过程非常简单。 

第一步，点击仪表盘右上侧的“产品线设置”按钮，会弹出“产品线设置”的界面。 



 

产品线设置界面 

把产品所隶属的产品线的相关信息填入进去即可，以上示例为阿泡所管理的 V 产品线

的情况。 

很简单，是不是，不过这里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就是产品线的“状态”。 

在 PMM 中，我们把产品线的状态分为两种： 

 运营中：这个好理解，就是指处于正常发展状态中的产品线。 

 关闭：这个就是指已退出企业的正常发展的产品线。 

 

疑惑点 

Q：既然某产品线不运营了，为什么不直接删掉？ 

A：嗯，我们得这样考虑，在一些企业中，尽管某产品线现在是关闭状态，但是很有可

能在合适的时候会重启，但是，一旦删除的话，产品线下所有的产品信息也会同步删除，那

么，如果重启，各位的工作量就会增加，因此，我们考虑用“关闭”更为合适，如果真遇到重

启的情况，只需要把“关闭”状态调整为“运营中”就一切 OK 了，是不是很人性化。 



小技巧 

Q：如果我管理的产品涉及到多条产品线该怎么办？ 

A：点击产品线设置界面左下方的“新建”按钮试试。 

 

产品线设置完成后，我们再返回到主界面，再看看，是不是发现有一些变化了。 

 

产品线设置完成后的主界面 

仪表盘上的“产品线设置”项的数量已经从 0 变为 1 了，说明你的第一条产品线已经设置

成功。 

 

小技巧 

点击上图所示主界面左侧的“产品线”快速导航按钮，你就会看到“产品线列表”界面，见

下图： 



 

产品线列表界面 

设置成功的产品线会依次排列在这里，以后我们对产品线的操作就主要在这个界面上完

成了。 

产品线设置完成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设置产品。 

2.3 产品设置 

产品线设置成功后，我们就可以对产品进行设置了，大家点击主界面“产品线设置”右侧

的“产品设置”，就会弹出产品设置的界面，见下图： 



 

产品设置界面 

这个信息就比较多一些了，但也都是我们日常涉及到的： 

 产品名称：你的产品名字是什么，比方说阿泡负责的 IPlayer 

 所属产品线：在下拉框中选择已经设置好的产品线名称即可 

 产品目标：PMM 已经预置好五类最常见的产品目标，分别是：避免价格战；市场

领导者；占领新市场；现金牛产品（也是 IPlayer 的目标）；特定回报率。 

 生命周期：PMM 也预置好六个阶段，分别是：蓝图期（未进入市场）；进入期+成

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进入市场）；已退市（退出市场），大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就可以了。 

 备注：说明产品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即可。 

 版本对应名称：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因为 PMM 是针对全行业的，但是不同的行业

对最小的产品经理要关注的产品单位的名称定义是不一样的，软件行业多以“版本”

称之，其它行业可能会有“品种”、“型号”、“类型”、“种类”这样的名称，因此，大家

只需要根据自己行业的实际情况定好就可以了。 



 

提示 

对应名称是全局性的，只要这里定义好，以后在 PMM 中就全部显示这个名称了。 

 

小技巧 

如果你负责多个产品，需要设置多个产品的信息，只需要点击产品设置界面左下侧的“新

建”按钮即可。 

 

产品设置好后，我们再回到 PMM 的主界面，发现是不是又有了一些变化呢？看下图： 

 

设置好产品后的主界面 

在仪表盘的“产品数量”一项上，已经由 0 变为了 1，说明设置的产品已经成功，大家可

能注意到了，“已上市产品”这项的也变成了 1，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在设置产品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选项是生命周期，我为 IPlayer 选择的是成熟

期，而成熟期，则是产品在生命周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因此，PMM 会自动根据你设定的



生命周期阶段识别这个产品是已上市产品。 

各位可以尝试一下，把生命周期选择为“已退市”，看看仪表盘中产品会出现在哪个项中。 

接下来，大家可以试着分别点击左侧的“产品线”和“产品”按钮，看看都有什么变化，看

下图： 

 

设置好产品后的产品线界面 

 

设置好产品后的产品列表界面 



在“产品线列表”界面中，设置好的产品已经出现在对应产品线的下方，在“产品列表”界

面中，设置好的产品已经出现在产品列表中。 

一切都很顺利，是不是非常简单和快捷啊，没错，我在使用后的体会就是这样，只需要

两步的操作，PMM 就会把你现在管理的产品所涉及到的结构和关系自动的建立起来。 

 

提示 

我们通常是不会频繁的改变这种结构和关系的，因此，我们在使用 PMM 的时候，首先

要建立这种结构和关系，否则，日常的管理工作是无法在 PMM 中开展的，当然，事实上

PMM 也会自动识别结构和关系是否建立的。 

2.4 总结 

我们在 2.1 中了解了产品结构的知识点，那么为什么在 PMM 中并没有按照那四个级别

来设置结构和关系，而是只设定了两级呢？ 

我理解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级别（产品结构）是指企业所有的产品，而我们作为产品经理个人，日常的

管理工作是不大可能涉及到的，我们只会把焦点放到自己管理的产品上，因此，PMM 必须

聚焦到各位现实的工作中。 

其次，产品群和产品家族通常会涉及到垮产品经理的协作，大家也看到了，目前 PMM

是单机版的，因此，我考虑在后续版本中会增加这个功能。 

最后，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产品结构是一种网状的产品关系，产品群和

产品家族是一种横向的产品关系，而产品线和产品（也就是产品树模型中提到的产品单元）

是一种纵向的产品关系，而我们个人日常对产品的管理，纵向的管理状态会更多一些。 



就以阿泡为例，我日常考虑更多的就是我负责的V产品线下的几个产品（比方说IPlayer，

IVconver 等等）这些产品应该如何管理。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PMM 充分体现了产品结构的定义和原则，并基于个

体产品经理的现实工作情况对此功能做了足够的思考和优化，一方面紧贴现实情况，操作便

捷，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在管理产品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核心的体系作为支撑。 

好，今天关于 PMM 的介绍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3、快速设置版本/型号/品种/…… 

在本篇开始之前，先回答一个朋友提出的问题。 

A：PMM 会不会收集我的产品的一些信息？ 

Q：各位，PMM 是一个单机版的软件，除了在注册和登录的时候连接一下服务器进行

验证外，在你使用 PMM 的时候，完全不和服务器有任何联系，如果不信的话，你断网用

PMM 看看，因此，重要的事强调三遍：这是单机版，单机版，单机版~~~。 

 

好，本篇开始。 

在上一篇中，我和大家一起了解了在 PMM 中如何快速设置产品线和产品，也捎带手的

学习了一个知识点：产品结构。 

这步做完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 PMM 中的产品结构搭建起来了，产品结构有了，接下

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产品涉及到的具体的版本/型号/品种等进行管理了。 

 

注意 

版本/型号/品种等具体名称是在 PMM 中设置产品时设置好的全局名称，全局名称的设



置参见这里：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14 

 

大家或许还记得，在上一篇的知识点-产品结构-中，我们讲到了对于我们要管理的产品

来说，其实可以分为四级，其中最低一级，也就是第四级，是 Product Unit，产品单元，PU

是我们结构管理中的最低一级，但是，这是结构层面的，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的产品管理工

作来说，PU 并不是我们的工作焦点，因此，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本篇中的一个新知识点：

工作焦点。 

3.1 知识点：产品经理的工作焦点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见下图： 

 

工作焦点示意图 

这张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样来看： 

1）这是阿泡负责的 V 产品线，在这条产品线上有一定的产品（黄色区块表示），比方说

IPlayer。 



2）在 IPlayer 的路线图中，阿泡规划了两个版本，分别是“青春版”和“进取版”（蓝色区

块表示）。 

3）在每个版本的实现过程中，都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性工作（绿色区块表示）来推动

每个版本的实现。 

4）在“青春版”的目的实现后，才会开始“进取版”的工作。 

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解释本篇的知识点：产品经理的工作焦点。 

产品经理的工作焦点是什么，不是产品单元，而是“版本/型号/品种”，为什么这么说呢，

听我做个简单的解释。 

在具体的工作中，产品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工作视角”，也就是我们要看向哪里？ 

比方说，我已经明确了我的 IPlayer 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战略目标，也就是方向是

什么，但是，战略目标的实现靠什么，肯定是靠 IPlayer 在产品路线图中定义的不同阶段版

本的迭代来实现的，这些版本事实上就形成了我的工作单位，也就是说，在产品的战略目标

实现过程中，我始终是把眼光盯在版本上的，因为版本是具体的，而产品是抽象的，就像

PMM 出了 bug 的时候，姓汤的一定会问，哪个版本的 windows，而不是只知道是 windows

系统就去修改 bug 了，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每个版本的实现，又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工作连续推动

的，比方说青春版在前期规划的时候，阿泡就做了非常详尽的市调，这个市调就是一个阶段

性的工作，市调做完后，我们就要对市调中收集到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估，看看哪些问题是目

前比较紧急和重要的，然后再看看这些问题是否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能否形成一个有市场价

值的目标细分，等等。 

有朋友会问了，既然产品的发展是靠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来推动的，那么，为什么



不说这些阶段性的工作是产品经理的工作焦点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阶段性的工作是属于“项目管理”的范畴的。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市调，对于市调部门来说，就是一个

市调的项目，我们要做一次推广，那么，对于推广部门来说，就是一个推广的项目，我们要

完成开发，就是开发的项目，各个阶段具体的工作，都有具体的负责人在管理，这些人事实

上就是“项目经理（尽管有些部门不这么称呼）”，当然，我们自己在一些阶段也会涉及一些

小项目，比方说，你写个文档事实上也是在完成一个项目。 

 

小知识 

项目的六个特征：（1）一次性；（2）独特性；（3）目标的明确性；（4）活动的整体性；

（5）组织的临时性和开放性；（6）开发与实施的渐进性 

用项目的六个特征来衡量的话，是不是在产品的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工作事实上都

是项目。 

关于产品和项目的联系和区别这里就不多介绍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看这篇文章： 

两个 PM，你搞清楚了没？http://www.chinapm.com.cn/?p=2404 

因此为什么说，产品经理一方面要和项目经理成为好基友，另一方面自己也要掌握一些

项目管理的知识，不是说让你去做项目经理（当然，在没有项目经理的公司，产品经理在特

定阶段，也在扮演项目经理的角色），而是我们每个具体阶段工作绩效的产生，离不开项目

项目管理思想的指导。 

 

因此，在产品管理的定义中，我们把版本/型号/品种这些可以简单理解为完全在产品经

理控制之内的对象定义为我们的“工作焦点”，而那些由他人主导完成的则定义为“工作内容”。 



现在，同学们应该明白了工作视角、工作焦点、工作内容这三者的关系了吧，看下图： 

 

工作视角/工作焦点/工作内容示意图 

这张图可以非常清晰的说明在产品管理中三个非常关键的联系点： 

1）企业级别的产品结构和产品管理具体工作的联系点：产品单元。 

2）产品单元和产品经理具体工作的联系点：产品版本/型号/品种/款式/种类等等。 

3）产品版本/型号/品种/款式/种类和阶段性工作的联系点：项目。 

因此，同学们也应该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在上一篇中要讲 PMM 如何搭建产品结构了

吧，从联系点的角度看，这是完成了第一个联系点的建立。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第二个联系点在 PMM 中是如何建立的。 

3.2 设置版本/型号/品种等的信息 

在构建好第一个联系点后，第二个联系点的构建就很简单了： 

第一步：我们先进入到产品列表界面，看下图： 



 

产品列表界面 

第二步：点击“新建版本”按钮，就会出现“新建版本”界面，看下图： 

 

新建版本界面 

关于版本的信息，我们只需要填写图中所示的内容即可，都是非常简单的。 

 版本名称：这个根据公司的要求来就行，阿泡这个版本叫青春版。 

 状态：在版本中，有三种状态：规划中（图纸化阶段之前的状态）；开发中（技术



化和商品化阶段）；已上市（市场化阶段），大家选择好就可以了。 

 版本号：这个也是根据公司的要求来就行。 

 所属产品：默认为从产品列表界面中的哪个产品新建的，就是那个产品。 

 创建日期：什么时候建立的这个版本，默认为当前日期。 

 规划上市日期：打算什么时候发布这个版本，根据你在产品路线图中设定好的日期

就可以。 

 备注：简单说明一下这个版本的情况即可。 

这些都填写完成后，如果我们看到在产品列表界面下方区域出现了版本的信息，就说明

某个产品下的相关版本已经设置成功，看下图： 

 

版本设置成功界面 

是不是很简单啊，赶快把你管理的产品的版本都设置好吧。 

 

小技巧 

同样，我们可以点击界面上左侧的“版本”按钮，打开版本列表界面来看一下，看下图： 



 

版本列表界面 

注意 

版本列表界面是你所管理的所有产品的版本列表，这个列表是按照版本建立的时间顺序

排列的。 

如果你已经走到这里了，那么恭喜各位同学，你的第二个联系点已经构建完成了，接下

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构建第三个联系点，也就是如何构建阶段工作。 

3.3 设置阶段工作的联系点 

要构建第三个联系点，首先我们得明白一点，就是作为产品经理，我们对每个阶段的工

作主要集中在阶段成果的管理上，那么，阶段成果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目前来看，就是各种文档（看板也是文档的一种），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文档来推动每个

阶段的发展的，比方说，有了 BC 才可能有 BRD，有了 BRD 才可能有 MRD，有了 MRD 才

能有 PRD，当然，这是产品经理的四大关键文档，而要完成这些关键文档，还有一些配套的

文档来支撑，因此，设置第三个联系点的关键就在于你能否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文档体系来从



文字、图片、原型等形式管理好阶段成果。 

那么，在 PMM 中，是如何来体现的呢？ 

我们还是先看产品列表界面，看下图： 

 

产品列表界面 

如图所示，点击版本名称进入到版本管理界面，看下图： 

 

版本管理界面 



点击“建立文档”按钮，就会出现“文档管理”界面，看下图： 

 

文档管理界面 

在文档管理中，你可以根据自己产品的情况选择相应的文档，然后选择“文档库导入”即

可构建起自己的产品管理文档体系。 

 

提示 

在 PMM 中，我们已经按照产品管理的规范活动和阶段预置了对应文档的模板，同学们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这些文档足够你构建自己的文档体系了。 

 

小技巧 

同学们可以一次性导入要撰写的文档，也可以根据产品的发展过程逐个导入单个的文档

撰写，丰俭由人啊。 

 

文档导入后，你的产品和版本对应的文档体系就建立起来了，看下图： 



 

构建好的文档体系列表 

是不是太他娘的自动化和人性化了，当亮仔看到这个功能的时候，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嚷嚷着要把电脑上word的文档都删了，用这个管理就足够了，并且直接和版本结合在一切，

太到位了。 

我看他要删原来写过的产品管理文档，赶忙制止了他，对他说，别急着删，等做完一步

后咱们再删。 

他说是哪一步，我说别急，后面会讲到的。 

 

好，到这里，我们阶段工作的设置就算完成了，再结合第二篇中讲到的设置产品线和产

品，那么，我们要管理的产品就从产品线->产品单元->版本/型号/品种->对应文档整个体

系构建完成了。 

是不是感觉到 PMM 带来的便利和智能了，那还不赶快去试试啊！ 



3.4 总结 

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做产品管理工作的时候，经常感到缺乏体系，缺乏逻辑，东一下，

西一下的，原因何在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产品管理工作体系来支

撑工作的开展，而这个最基础的就是把要管理产品的工作体系建立起来，但是在没有 PMM

的时候，这种体系很多时候只存在于自己的脑袋中，还是不完整的，但是现在有了 PMM，

那么，就可以用一种直观的，可操作，可自定义的形式来表现，这对于工作的高效开展无疑

是大有裨益的。 

因此，各位同学一定要明白，PMM 作为一款专业级的产品管理软件，强调的是对“产品”

的体系化“管理”，而不仅仅是完成某个阶段的工作，那样的软件很多的，当然，也不是我们

这些产品经理真正需要的。 

我想，通过第二篇和本篇的 PMM 的学习，你能发现，构建自己的产品体系，其实就是

这么简单，但是，简单背后却是真正产品管理思想所涉及到的逻辑、流程、方法、工具的体

现，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就会按照 PMM 的八大功能详细讲解如何基于构建好的体系完

成产品管理的工作。 

4、PMM 全军出击 

4.1 案例：以小见大，了解 PMM 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在全军出击前，还是先回答两个朋友们关心的问题。 

A：有一种场景，我在公司电脑上安装了 PMM，但是某天，我需要回家使用 PMM，可

是呢，PMM 又是一个单机版，是的，我可以把 PMM 分别安装在公司和家里的两台电脑上，

但是数据呢，PMM 又不是 SAAS 的，怎么办？ 



Q：这点小难题能难住 PMM 吗，对于 PMM 来说，因为始终是把数据安全放在第一位

的，因此，没有推出 SAAS 版的，这就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这难不住产品经理，反而

是产品经理喜欢去挑战的，综合安全，便捷的需要，PMM 不但是单机版的，还是绿色版的，

这下明白怎么搞了吧，只需要一个 U 盘，把 PMM 的安装目录拷进去，随身携带就可以了，

数据还是放在自己身上安心啊。 

 

这就又可能涉及到一种场景。 

A：公司电脑是 windows 的，家里电脑是 MAC 的，怎么办？ 

Q：不发布 PMM，我们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产品人在用 MAC，但是，数据告诉我们没

有这么多啊。 

 

不过，还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一下： 



 

要不，你就加入那 33%的人群中，怎么样？ 

如果不想安装 windows 怎么办，那就更简单了，只能是为了 PMM 再买台 windows 系

统的电脑吧！哇咔咔！ 

废话说了这么多，到底是几个意思啊，其实就一个意思： 

目前使用 MAC 的朋友们，抱歉，暂时没法使用 PMM。 

 

好，正文开始。 

开篇的时候，阿泡就说了，管理软件，管理软件，管理是内在，软件是表现，在第二和

第三篇中，阿泡也带大家了解了几个产品管理中基础的知识点以及它们是在 PMM 中如何体

现的。 

在接下来的正式学习中，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 PMM 中还包含着那些产品管理的知识

点。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点时间首先了解一下 PMM 的主界面都有哪些区域构成。 



 

在 PMM 的主界面上，我们一共分了七个主要区域，每个区域的说明如下： 

 

关于相应功能的操作界面介绍，阿泡会在讲到该功能的时候进行介绍，这里我们还是先

了解一下 PMM 中都有哪些主要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都涉及到哪些知识点。 



 

在这个版本的 PMM 中，提供了八个主要的功能，我个人的感觉呢，每个功能都非常实

用，但是，我们也知道，产品管理涉及到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如果按照 UCPM 那帮人定义

的，要分为三大活动，十一个阶段和三十四项工作，这样，一个对于 PMM 的挑战就来了，

就是如何把这些工作思想，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尽可能的在 PMM 中体现出来，不过那就是

UCPM 要去考虑的了，我只是一个 PMM 的用户，PMM 能解决我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就行。 

好，咱们还是站在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说说 PMM 都有哪些实用的功能，第二和第三篇中



已经介绍了一点，不过那个说起来，还是差点意思，并且也不是高频操作，这次，我就再介

绍一个我认为非常实用，并且使用非常高频的功能，就是各种产品管理文档的撰写。 

还记得阿泡说过亮仔看到文档管理功能时冒鼻涕泡的事吧，他认为可以删除掉以前所有

写过的 doc 的文档了，我也认为可以，但是，还是别着急，有一步做完才可以这么搞，否则

哭死你。 

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跟着阿泡的讲解先简单了解一下啊。 

首先你要进入到版本管理界面中，看下图： 

 

然后点击图中所示的“建立文档”按钮，于是就会出现以下界面： 



 

介绍一下这个界面都有哪些关键的操作： 

A 区：文档模板库筛选操作区，按照 UCPM 的定义，产品经理涉及到的各类文档有 24

个，并且是按照活动->阶段->工作来划分的，那么，如何快速定位到某个文档上呢，用这个

就可以筛选出来。 

 

注意 

默认为按照三大活动、十一个阶段、三十四项工作的顺序排列文档。 

 

B 区：为文档选择区，只需要选择好你要撰写的文档就可以了，可以一次性选择你要写

的，也可以按照工作进展逐个选择来写。 

C 区：文档管理区，我认为这是文档管理中非常人性化和实用的一个功能，我想重点说

说这个 C 区、C 位的操作。 

 

文档库导入：对于暂时没有建立起文档体系的同学们来说，这可是一大福音，PMM 中



已经预置好了很多的管理文档模板，选择好你需要的文档模板，点击这个按钮，一个文档就

给你建起来了。 

外部文档：如果你现在已经写了很多的文档，但是又不想同时用 PMM 和 WORD 管理，

怎么办，简单，只需要点击这个“外部文档”按钮就可以把你写好的 DOC 文档信息导入到

PMM 的文档库中，看下图： 

 

我导入了一个我曾经写过的文档，看下图： 



 

这样，你就可以在 PMM 中管理好你所有的文档了。 

 

注意： 

目前 PMM 还不支持在 PMM 的文档撰写中编辑外部导入的文档，因此，PMM 只是管

理文档，如果要对外部文档进行操作，还需要调用相关的软件。 

不过，能够把文档集合到一个软件中进行管理，其实是解决了我们文档管理混乱的一个

痛点。 

 

自建文档：如果文档模板库没有自己需要的模板，而你呢，又具备自己创建文档的能力，

那么，用自建文档就可以了，看下图： 



 

我虚拟了一个自建的文档，看下图： 

 

继承文档：这又是什么操作呢？简单来说，就是你在 A 版本中已经写了相关的文档，但

是在新的 B 版本中发现 A 版本中的某些文档是可以复用的，那么，直接选择继承文档就可

以把 A 版本的复用文档搞到 B 版本中，大大节省了时间，提升了效率，直接就把 B 版本的

文档库建起来了。看下图： 



 

 

注意 

继承文档的前提是在某产品线必须存在至少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为已建立文档库的

版本。 

 

好，通过上面各种途径，我们就把自己的文档库建立起来了，接下来就是根据工作来撰

写文档了，好，我们就以 BC 为例，看看文档撰写有什么特色。 

点击版本管理界面中的文档名称，会弹出文档撰写界面，看下图： 



 

A 区：文档目录列表区，显示相关模板文档的目录。 

B 区：文档列表操作区，可以对文档目录进行“标题修改”、“增加标题”、“删除标题”、“标

题顺序调整”的操作。 

C 区：文档相关撰写项的撰写说明，如果你不知道某撰写项该怎么写，看这里就可以了。 

D 区：文档撰写区，这个就很简单了，平时 word 怎么写，这里就怎么写。 

 

提示 

1）点击文档名称旁边的“+”号图标和撰写说明旁边的“∧”图标，可以把撰写区域调整到

全屏。 

2）大家注意了没有，看文档的页眉和页脚，看下图： 



 

我们会发现，我们设置好的相关版本的信息已经自动带入到文档页眉和页脚区了，尽管

这看起来是个很小的应用，但是却体现出了 PMM 在细节上的把握，赞一个。 

 

好了，让我们开始撰写内容吧，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提示 

在 PMM 的文档撰写中，你只需要按照每个撰写项写完每个部分就可以了，然后 PMM

会自动把每个部分组装成一个完整的文档的。 

 

好，文档写完了，我们要交付给相关的人了，目前 PMM 支持 PDF 格式的导出，具体

操作见下图： 



 

点击第一个按钮，把当前文档保存到 PMM 的文档库中，点击第二个按钮，导出文档为

PDF 格式。 

为什么要导出为 PDF 呢，其实咱们也知道，官方的正式文件基本上都是以 PDF 格式交

付和传播的。 

 

是不是都很简单、便捷、相当智能啊，这就对了，管理软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提升工作

效率，强化管理规范，优化管理流程，PMM 也不例外，我们仅从文档管理这个功能中就可

以知晓 PMM 在设计上是花了心思的。 

好的，关于文档管理的这个案例就介绍到这里，不过我们也要知道，PMM 的文档管理

只是实现了“管理”，而文档呢，关键还是在内容的撰写上，这个怎么办呢？ 

透露给大家一个消息，那天我和姓汤的洗脚的时候，他说，接下来，会基于 PMM 去推

出一套工具版的学习内容，就以每个文档为准，全部用样例来呈现如何撰写每个部分，这个

可牛逼了，对于那些不知道怎么撰写内容的朋友来说，这可是服务到家了。 

最为关键的是，这个学习内容对于 PMM 的注册用户来说是免费的，其实这也是废话，



没有 PMM，怎么边学边练啊，反正我已经报名了，你呢，不过还是先下载 PMM 注册为会

员吧！ 

4.2.1 案例：有始有终，需求管理就是这么简单（1） 

在上一篇中，我们介绍了 PMM 的文档管理的常规操作，在本篇开始之前，我们再来补

充一个文档管理中常用的操作，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场景来进行说明。 

A：有一种场景，我通过 PMM 已经撰写好了一个文档，但是现在要交付给相关的人员，

比方说要把 PRD 交付给研发，并且研发要求用 doc 的格式，如何来做呢？ 

Q：这个 PMM 当然也考虑到了，具体怎么来操作呢，大家看下图： 

 

那么，这个文档库在哪里呢？就在你的 PMM 安装目录下，大家看下图： 



 

按照上图所示顺序就可以找到撰写完成的文档，然后把这个文档交付给研发就可以了。 

很简单，是不是，赶快去把写好的文档导出来吧！ 

 

回到本篇，在本篇中我们要介绍 PMM 的哪个功能呢？ 

就是我个人认为所有产品经理日常做的第二多的工作：需求的管理。 

为什么不是第一多呢，第一多的是写各种产品管理文档，呵呵。 

首先各位产品经理得大致了解一下产品管理中的需求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大家看

下图： 



 

关于这个过程就不详细介绍了，大家只需要清晰两点就可以： 

1）产品管理工作中的需求管理不同于项目管理、也不同于研发管理中的需求管理过程，

因此，套用这些需求管理过程是不合适的。 

2）产品管理工作中的需求管理只是我们整个产品周期管理中的一个环节，它贯穿整个

产品周期，但不代表整个周期中就只有它。 

那么，在 PMM 中，需求管理工作是如何体现的呢？ 

好，接下来，就跟着阿泡的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来了解。 

在 PMM 中，需求管理功能是独立操作的，大家看下图： 



 

这样就会打开目标产品的管理界面，大家看下图： 

 

点击上图中所示的按钮，就可以打开独立的需求管理操作界面，大家看下图：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需求管理主界面的各个区域，大家看下图： 

 

好的，各区域的情况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来看看 PMM 中是如何体现

和需求有关的管理思想的。 

我们应该知道，所有的需求都来自于消费者的问题，因此，我们管理需求的前提是，你

必须要对消费者的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和分析，这就涉及到我们产品管理中一个很重要的思

维：问题分析矩阵思维。 

简单说，就是我们需要对每个问题进行 P（Problem）S（Solution）F（Feature）B（Benefits）



的分析，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P：问题，这个好理解，不啰嗦了； 

S：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尽管这里提的是解决方案，但在这个阶段，不是指那种详尽

的实现层面的方案，而是指你能够想到的一切可能性，简单说，就是你在这个阶段，先不用

去想你构想的方案能否实现，先去天马行空的去想； 

F：你所构想的解决方案所具备的差异化现有产品的特征，大家注意一点，这里的产品

不仅包括竞品，还包括你已有的产品，不仅包括直接竞争者，还包括品类，替代等竞争者。 

B：你所要呈现的产品特征能够给目标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能够体会到的利益，这种

利益大致就包括四种：成本上的；收益上的；体验上的；心理上的。 

好，关于这个我们就简单介绍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PMM 中如何体现这个思维

的。 

我们先点击需求管理主界面上“D”区的第一个按钮，这个按钮是“新建问题”，我们就打

开了“添加新问题”界面，大家看下图： 

 



具体操作很简单，无非就是按照格式进行输入就可以了，输入完成后，就会在“全部问

题”界面看到问题列表，大家看下图： 

 

一切都很顺利，是吧，大家开始输入问题吧。 

大家先输着，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和大家说一下。 

 

提示 1 

A：问题的名称该怎么起？ 

Q：我哪里知道该怎么起啊，大家拿到的问题各种各样，比方说像这样的： 

我第一次发送我所关心的问题时没有得到回答!! 

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这个程序，支付了费用，并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我的用户 ID 和密钥#—

—现在我的问题和顾虑是—— 

1、当我输入我的用户 ID 和关键#然后退出程序并重启它，显示我的用户 ID(罗伊)但关键#

的都没有——我一定要放在关键# ' s 每次我使用这个程序——当我收到秘钥#的,问他们说,这是

第一次——他们都是大写的，我输入的是正确的。 

2、我无法改变数据速率中的任何东西——它仍然是灰色的，并设置为 150——它会变得更



高吗? 

3、我真的很想要一些反馈：我的担忧，我甚至没有从我的第二封电子邮件得到回复，正如

我所说的，他们也没有在我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中得到答复——一个快速的回应将非常感谢。 

4、我得到了这个程序，但是我现在却沮丧的坐在那里。 

我手里有上千个这样的问题，当时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千万别指望消费者会按照你的

标准模板提问题。 

因此，像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起名呢，我的建议是，大致过一下问题，然后根据核心内

容用几个关键字作为问题的名称，比方说，我把这个问题就起名为：体验&功能&心理。 

 

提示 2 

A：提出者怎么来定？ 

Q：因为在易扬，产品经理是要求必须抽时间直接面对最终用户的，因此，我有很多问

题都是知道是哪个用户提出的，而不仅仅是说明来源于公司哪个部门，因此，我这里就直接

写的是最终用户的姓名，当然，这个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定。 

 

小技巧 1 

你每次录入的提出者，PMM 会自动帮你记录下来，这样你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后进行统

计，大家看下图： 



 

这个记录可以在“参数设置”进行查看，关于参数设置，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讲到，暂时先

略过。 

大家可以对提出人进行增/删/改的操作，不过，PMM 也知道，这些信息很多都是很关

键的，如果有个闪失可怎么办，没事，PMM 都替你想好了，看到参数设置界面下那个“操作

日志”的按钮了吧，来，各位，点一下看看。 

于是乎，就出现了这个界面： 

 

这里会用日志的形式记录你对参数设置的操作，并且进行对比，这个我认为也是 PMM

非常人性化的，想知道自己啥时候做了啥操作，这个让你一目了然，也就是有个后悔药能吃，



对吧。 

 

小技巧 2 

大家在输入问题的时候，是否注意到了，在界面的左下侧，有个“隐藏”的选项，这个选

项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认为消费者提出的问题都应该被记录，但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

某个问题可能你暂时没有想好，或者目前感觉这个对这个问题没有思路，但是呢，又不想让

它出现在问题列表里，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式，很有可能就把这个问题删掉了，但是这往往

是不正确的，因此，在 PMM 中，你可以把这类问题隐藏起来，这样就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再

调用出来进行操作，大家可以任意选择一个问题，然后选择“隐藏”，问题是不是消失了，那

么，这些被隐藏起来的问题到哪里了呢？ 

大家回到“全部问题”界面，看右上侧是不是有个“回收站”的图标，点击看看，是不是这

些问题都到这里了，大家看下图： 

 

又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应用，当然，这本质上还是产品管理中的一个原则：所有的问题都

应该被记录，不要想当然的判断问题的留存。 



好，到这里，我们就把问题都输入进去了，那么，如果你想看某个问题的详细情况该怎

么办呢，很简单，点击问题列表中的某个问题，就会打开“问题信息表”的界面，大家看下图： 

 

这里记录了某个问题在导出需求之前所有的信息，尤其是右侧的信息，会和这个问题导

出的需求进行关联，这样，我们就能一目了然的知道问题和导出的需求之间的钩子在哪里。 

因为这里还没有分析问题，导出需求的操作，因此，这里只有原始的问题信息，后续我

们讲到的时候，大家就会感受到这个功能给大家带来的便利了。 

到这里，输入问题的操作就介绍完了，在下一篇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对问题进行

分析，各位，开始输入问题吧。 

4.2.2 案例：有始有终，需求管理就是这么简单（2） 

在上一篇中，大家跟随阿泡的脚步，了解了如何在 PMM 中输入问题，以及和问题有关

的一些简单的操作，在本篇中，我们就继续和阿泡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如何对已输入的问题

进行分析。 



假设我们已经把收集到的问题输入完成，大家看下图： 

 

点击界面左侧的快速操作（标注为 1）或者问题列表上方的按钮（标注为 2）都可以通

过对问题状态的筛选进行快速的定位： 

 全部问题：指所有已录入到 PMM 中的问题，包括录入的未分析的问题、已分析的

问题和已解决的问题。 

 未分析问题：指处于录入结束，但未进行下一步操作的问题。 

 已分析问题：指已经通过问题分析矩阵进行分析的问题。 

 已解决问题：指已经导出为需求，并已实现的问题。 

 

注意 

已解决问题状态和需求有直接关联，大家看下图： 



 

 

小技巧 

在上一篇中，我们提到了，PMM 会通过日志的形式对大家在“参数设置”中的操作进行

记录，这样可以让大家有个后悔药吃，毕竟是管理软件嘛，同样，我们在管理问题的时候，

一样也会有日志的记录，大家点击问题编号列中的问题对应的数字，看看出现了什么界面。 

 



再次强调，PMM，一切以产品管理为本，^_^！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解一下，如何对问题进行分析。 

我们先点击“未分析问题”按钮，这样就会打开“未分析问题”的列表界面，大家看下图： 

 

对于未分析问题的操作主要有三个（红色框部分），分别是：问题分析；问题修改；问

题删除。 

当然，在这些操作中，问题分析是最关键的，这就涉及到如何使用问题分析矩阵的思

维了。 

在上一篇中，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问题分析矩阵是什么，简单说，就是 P（客观问

题）S（问题方案）F（方案特征）B（特征利益），在本篇中，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再详细

解释一下。 



 

这里我们就以去年闹的沸沸扬扬的滴滴安全事件为例来进行说明。 

1）客观问题：大家注意了，我这里说的是用户遇到的“客观”问题，关键点在“客观”这

两个字上，什么是客观问题呢？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问题是可以通过“例证”来进行说明的，大家看上图中我所提到

的例证，这都是客观的，已经出现的问题。 

在滴滴这个案例中，大家可以看出，其实这个问题和 APP 没任何关系，它是司机和乘

客之间存在的一种安全问题，但是，如果只在 APP 上加个一键报警的功能，能很好的解决

这个问题吗，其实效果有限，也仅仅是给某些滴滴的用户一种心理安慰而已，对吧。 

因此，作为产品经理，要关注的问题是产品在整个市场流程中的问题，这些问题至少

还包括价格、渠道、推广、服务、供应商、品牌等等，而不仅仅是一些用户在使用产品时遇

到的功能、性能上的问题。 

2）问题方案：一说到方案，很多同学就容易陷入到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的思路中了，

这里告诉大家，离技术解决方案还远着呢，这里的方案指的是一种思路的构想，先不用去想

是否具备可行性，先去天马行空的想，这个时候是最体现产品经理创造性思维的，你可以想



N 多个构想。 

3）方案特征：特征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不同于现有同类产品的特点，同样，和问

题一样，特征也不仅仅包括功能、性能这些技术范畴的特征，依然包括产品在市场整个过程

中可能具备的特点。 

4）特征利益：利益又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带给用户可以感受到的与众不同的价值，

利益可以包括心理上的，成本上的，收益上的，体验上的。 

滴滴的一键报警就是心理上的，电子商务，就是消费者购物过程整体成本上的，我们

买房子，就是收益上的，投资嘛，特斯拉就是体验上的。 

问题分析矩阵的思维理解了，那么，在 PMM 中如何对问题进行分析就简单了，我们

点击“操作区”的第一个按钮，就会打开操作界面，大家看下图： 

 

在这个界面中，大家只需要按照问题分析矩阵的思维，把自己针对 SFB 的思考结果填

写进去就可以了。 

比方说，在我的问题库中，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第一次发送我所关心的问题时没有得到回答!! 



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这个程序，支付了费用，并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我的用户 ID 和密

钥#——现在我的问题和顾虑是—— 

当我输入我的用户 ID 和关键#然后退出程序并重启它，显示我的用户 ID(罗伊)但关键

#的都没有——我一定要放在关键# ' s 每次我使用这个程序——当我收到秘钥#的,问他们

说,这是第一次——他们都是大写的，我输入的是正确的。 

那么，在 PMM 中如何来分析呢？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不就是写点文字吗，太简单了，阿泡觉得不是这样的，觉的简单，

是因为表现形式的简单，而不是这个过程的简单，作为产品经理，要对每个问题都按照问

题分析矩阵的思维进行分析，首先不说工作量，就说思考过程吧，你真的认为就是随随便

便写一下的事儿吗？ 

大家别忘了，问题是我们开展产品管理工作的基础，我们最终能拿出一个什么样的产

品，根儿其实就在我们能否把这些汇总来的问题思考和分析到位，因此，我也总说，产品

经理是既费力，又费脑的工作，但首要的是费脑。 

我们把每个问题都分析完后，这些问题就会进入到“已分析问题”的列表中，大家看下



图： 

 

问题分析完了，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问题导成需求了，这个我们放在下一

篇中进行说明。 

 

小提示 

现在，我们点击“已分析问题”列表中的问题名称，打开“问题信息表”界面，看看问题信

息是不是有了变化了，大家看下图： 

 



4.2.3 案例：有始有终，需求管理就是这么简单（3） 

通过上一步（参见 4.3 案例：有始有终，需求管理就是这么简单（2））的操作，我们

已经完成了对客户现实问题的处理，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问题导出为需求了，具体

怎么来操作呢，我们先看下图： 

 

我们首先点击“已分析问题”按钮（红色“1”标注），就会打开“已分析问题”列表（红色“2”

标准），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对每个问题进行需求导出的基本信息操作（红色“3”标注）。 

在操作区域，共有三个操作，从左到右分别为： 

1、需求信息：对该问题所涉及到的需求基本信息进行管理 

2、问题修改：对该问题已产生的信息进行修改 

3、问题删除：对该问题进行删除 

在本篇中，我们主要的操作集中在“需求信息”上，点击这个按钮，就会弹出以下界

面，大家看下图： 



 

在这个操作上，主要有六项需要填写，分别是：1、需求名称；2、优先级；3、需求类

型；4、关联型号（版本，品种等）；5、需求说明；6、需求情况。 

这里重点说说 4 和 6。 

“关联型号（版本，品种等）”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产品在很多时候是多个版本同时存在于市场上的，因此，在产

品管理中，就会有不同版本的需求存在，而这些需求又同时隶属于同一个产品，例如，在

windows 这个产品中，有 7、有 8、有 10、甚至还有 XP 这些版本，那么，用户提交上来

的需求就可能分布在这些版本中。 

但是，我们在做需求管理的时候，要秉承“集中+分布”的思路，集中在产品上，也就是

要有一个统一的产品需求管理池，而在涉及到具体需求的时候，要分布到不同的版本上，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说明某个需求是和哪个版本联系的，这就是关联型号（版本、品种）

的意思。 

“需求情况”又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你要说明某个需求在市场上存在的情况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在实际



的工作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需求并非来自我们的已有客户，而是竞品的客户，

也就是我们的潜在客户，比方说，阿泡在做 IPlayer 的时候，在看官方论坛留言的时候，就

经常会看到，有人拿其它厂商的产品，比方说 MSP 和 IPlayer 做比较，说 MSP 有什么问题

一直没解决，要是 IPlayer 能解决的话，他就购买。 

因此，我们在这里，需要对导出的需求进行一个市场情况的简单标注，这样不但有助

于我们更好的对需求所在的市场进行管理，还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分析如何做好自己的特

征。 

 

小提示 

需求情况这个部分怎么来做呢？ 

很简单啊，你需要标注什么样的市场情况，就把不需要的文字删掉就可以了，比方

说，阿泡的 IPlayer 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看下图： 

 

默认是六项的，IPlayer 只需要两项备注，我把其它四项删掉就可以了。 

 



小技巧 

有朋友会说了，删掉了不就没有了，后面的需求怎么办啊？ 

放心了，在 PMM 中，这默认的六项是预置好的，不但是预置好的，而且大家还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删改，具体操作在哪里呢，大家看下图： 

 

点击“1”所示，会打开“参数设置”界面，然后选择“需求情况”标签，就可以在这个界面

中对需求情况的内容进行操作了，比方说，我增加了一条需求情况：只有我们想实现这个

需求。 

增加完成后，再打开“需求信息”界面，我们就会看到已经增加了这条需求情况，大家

看下图： 



 

通过以上步骤的操作，我们就把一个问题导出了需求，大家看下图： 

 

这是“需求管理”中“全部需求”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所有需

求的情况，包括需求名称、需求说明、登记日期（也就是何时做的导出操作）、评估日期

（何时对需求进行的评估）、分配日期（何时把该需求分配到相关的执行人）、执行日期

（什么时候执行的该需求）、变更（该需求是否出现了变更）、关联问题编号（该需求来源

于哪个问题）。 



不过，“全部需求”界面中只是对全部需求的一种情况呈现，我们接下来还是要通过一

步步的操作来完成需求的管理，在正式开始需求管理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了解一下在

PMM 的需求管理中，需求都会经过几个阶段，大家看下图： 

 

在下一篇中，阿泡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如何在 PMM 中完成需求的管理。 

4.2.4 案例：有始有终，需求管理就是这么简单（4） 

按照 4.2.3 一文中的操作说明，我们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导出为了需求，大家看下图： 

 



问题导出为需求后，我们就进入到了需求管理“”操作区，点击“全部需求”（标注为 1 的

按钮），右侧界面就会显示出全部需求的列表（标注为 2 的区域）。 

 

小提示 

Q：在 PMM 中，全部需求是指什么？ 

A：在 PMM 中，全部需求是指某产品所涉及到的需求的全部状态，这些状态包括五

种： 

1）未处理需求：指由问题导出的，初始状态下的需求； 

2）已评估需求：指通过需求评估矩阵评估完后的需求； 

3）已分配需求：指已经分配到相关业务部门和人员之下的需求； 

4）已执行需求：指已经处于完成状态的需求； 

5）已变更需求：指在需求管理过程中出现变化的需求。 

在以上五种需求状态中，前四种需求状态为递进关系。 

我们仔细看上图中区域 2，PMM 会对以上五种状态的操作时间进行记录，大家看下

图： 

 

 

在全部需求列表中，最后一列的“关联问题编号”是指什么呢？ 

这个就是指需求列表中的某个需求来源于哪个问题，比方说编号为 5 的需求来源于编

号为 2 的问题，当然，我们点击对应的编号，就可以打开“需求信息表”，快速查看这个需



求对应的详细信息是什么，大家看下图： 

 

当然，这个信息表中的相关项会根据需求的状态自动完善，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了解了“全部需求”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需求的第一种状态-未处理需求

-看看在这个状态中，我们都可以进行哪些操作，大家看下图： 

 

点击左侧的“未处理需求”，右侧会出现“未处理需求”列表，在这个列表中，主要的操作

有三个（红色框选区，从左到右）： 

1）评估：基于需求评估矩阵对该需求进行评估； 



2）修改：对当前需求已有的信息进行修改； 

3）删除：删除当前需求 

在这个三个操作中，主要的操作就是第一个：评估。 

具体怎么来做呢，大家看下图： 

 

操作很简单，只需要针对每一个评估项拉动滑杆，确定评估值就可以了，但是，这里

有个很关键的操作思路需要了解一下。 

在 PMM 的需求评估中，我们分为两个维度： 

一个是需求所带来的收益价值，也就是定性分析； 

一个是实现这个需求所需的成本，也就是定量分析； 

在每个维度下，分别预置了四个常见指标，具体见上图中红色框选部分（以定性分为

为例，定量分析指标可自行查看）。 

这些指标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我们实现每个需求，根本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价值的交换，这

个价值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客户获得的价值，一个是企业获得的价值，这两个价值并不



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因此，我们在评估每个需求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如果实现了这

个需求，那么，最现实的，能够为企业带来什么价值，也就是收益。 

这种收益可能会体现在一些方面，比方说是否会改善产品介质的性能，举个例子： 

现在购车的消费者希望车子一方面要达到环保的要求，要尽量省油，另一方面，还要

保证动力的强劲，简单说，就是更少的油耗，更强的动力。 

对于企业来说，这就是消费者的需求，那么，怎么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比方说可

以这样来满足，一个就是把自吸发动机的压缩比做起来，但是高压缩比需要更高标号的汽

油，另一个就是用涡轮增压发动机，但是涡轮的寿命和维护成本问题就又出现了。 

但是，无论用哪种方案，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在油耗和动力平衡上的需求。 

因此，我们在评估这个需求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改善产品介质-这个评估项，给予比

较高的分值，比方说 90 分，看下图： 

 

同理，我们对这个需求所涉及到的每个评估指标进行认真评估后，把分值定好就可以

了。 

 



小技巧 

Q：在对需求进行评估时，是不是只能按照 PMM 中所定的评估项进行评估？ 

A：肯定不是了，PMM 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的使用，预置了一些常见的评估项，大家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定评估项，并且也可以尽可能的细化。 

那么，具体怎么来操作呢，大家看下图： 

 

 

评估项和分值定好后，PMM 就会自动生成一个需求矩阵表出来，看下图： 

 



在“需求矩阵表”中，有两个主要的操作： 

1）点击左侧矩阵图中的数字，可以查看对应级别的需求； 

2）可以把当前需求矩阵表中的需求导出为列表形式以方便传递，见下图： 

 

 

小提示 

为了保证需求列表和 PMM 中需求信息的一致，导出的需求列表不可以编辑，如果需

要修改某个需求，必须在 PMM 中进行修改，并重新导出。 

 

关于需求的评估在 PMM 中的操作其实很简单，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定好评估项，然后

评分就可以了，剩下的 PMM 都会帮你完成。 

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些需求的执行优先级。 

有朋友会说了，上面那个图中不是有优先级一项吗，这里我解释一下，这里显示的优

先级是市场角度的，准确说，应该是“重要性”，这个在下一个版本中会修改一下。 

我们这里说的执行的优先级，那么，这个需求矩阵表中如何来看呢？ 



在很多企业内，一般优先级是怎么来定的呢？大家看下图： 

 

无非就是“A-D”、“I-IV”、“P1-P4”这样的表示，然后每一级都有说明，但是，为什么某

个需求是 A 而不是 B，其实这个分析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而 PMM 在需求评估上其实重点

就是用一种较为科学的形式来记录这个分析过程。 

事实上，PMM 这个需求矩阵表和上图中的优先级级别是大同小异的，解释一下： 

1）右上象限：处于这个象限中的需求是必做的，因为这些需求既能给企业带来价值收

益，并且也是企业资源所能承担的； 

2）右下象限：处于这个象限中的需求是需要调整价值收益目标的，尽管资源能做，

但是可能对企业的价值不是太大； 

3）左上象限：处于这个象限中的需求是需要调整企业资源的，收益目标没问题，但

是可惜了，就是企业资源现在实现不了，或者实现程度上有问题。 

4）左下象限：处于这个象限中的需求自然是不去考虑的了，因为至少从目前看，既

不符合目标，企业资源也实现不了。 

我们再回头看需求优先级级别的解释，是不是就对上了，大家看下图： 



 

这个需求矩阵表的优先级说明，关键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左上象限”和“右下象限”中，为什么“左上象限”的需求优先级要高于“右下象

限”中的需求呢？ 

这其实涉及一个产品管理中的需求执行原则，这个原则就是： 

以需求实现的价值收益目标优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道理也简单，我们想了，一个需求可以带来的价值收益目标是明显的，但是呢，

现在企业的资源暂时做的不太好，但是不代表不能做，那么，咱们就先做起来，先朝这个

目标前进，在前进的道路上通过资源的积累和完善慢慢实现目标。 

举个例子，比方说，现在几乎所有的车企都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但是性能有好有

坏，但大家都要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趋势，是消费者对于车的核心需求，就算现在咱

们技术差点，但是得上，技术差距可以慢慢弥补，但必须得有。 

简单说，左上象限的需求其实更关注的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对于大部分的企业来

说，目标如果没问题，那自然是先保证“有”，然后再保证“好”。 



但是，右下象限中的需求那就是“对还是不对”的问题了，资源再好，点错了产品树，

那就很有可能是一条不归路了。 

这下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这样来划分优先级了吧。 

关于需求评估就讲这么多，其实说到底，还是这几天发的： 

《我是汤圆，老板要让我用 BCG 产品矩阵（内含 BCG 产品矩阵原始材料）》 

《举一反三，把 GSM 玩起来—谈波士顿 Growth Share Matrix 的灵活应用》 

这两篇文章中的 BCGM 思想在需求评估上的应用。 

当然，并不是说这种评估方法就没有缺点，任何一种管理方法都是有前提的，只要有

前提，就一定会有不足，我也会继续完善这个工具，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提出宝贵

意见和建议。 

4.2.5 案例：有始有终，需求管理就是这么简单（5） 

已评估需求状态的管理 

在 4.2.4 部分中，我们对导入的需求进行了评估并自动生成了需求矩阵图，那么，这

些需求的状态成为了“已评估需求”，大家看下图： 

 



我们主要看右侧的需求列表区域，从左到右分别是：需求编号；需求名称；需求说

明；需求类型；评估结果；相应操作和评估日期。 

 

小技巧 

1）点击“需求编号”，可以查看我们对某个需求的操作日志，大家看下图： 

 

通过对每个需求操作日志的浏览，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都对每个需求进行了哪些操

作。 

2）点击“需求名称”，我们可以查看和某个需求有关的信息，也就是“需求信息表”，大

家看下图： 



 

 

小提示 

如果大家对比 4.2.4 部分中的“需求信息表”，大家看下图： 

 

我们就会发现这两张信息表在标签上有一些不同，在 PMM 中，“需求信息表”的信息



标签会随着需求状态的变化而自动变化，是不是很人性化啊。 

一旦需求进入到“已评估”状态，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评估完的需求进行分配了，大

家看下图： 

 

这些项都非常好填，无非就是“谁来执行这个需求”，“什么时候开始做”，“预计什么时

候完成”三项。 

 

小提示 

我们知道，需求需要转换成对应的产品规格说明其实才可以真正开始执行，也就是，

我们要把“市场需求”形成为“产品需求”才行，因此，这里的需求分配只是简单的记录需求分

配的信息，而并非产品规格层面的分配，这就涉及到相对应文档（PRD）的说明，关于

PRD 的撰写，可以使用 PMM 中“文档管理”模块。 

 

小技巧 

在需求分配界面中，“执行人”一项有两种填写方式： 

1）如果你的产品团队成员并不固定，那么可以直接填写执行人； 



2）如果你的产品团队成员是固定，那么，可以通过下拉进行选择。 

那么，如何设置固定的产品成员呢？大家看下图： 

 

设置完成后，在“执行人”下拉列表框中就会出现设定好的产品团队成员列表，大家看

下图： 

 

 

小提示 

“执行人”设定为全局性的，只要设定好，在 PMM 中所有涉及到执行人的地方都会显示。 

 



已分配需求状态的管理 

按照以上说明，我们在“已评估需求”状态中把相应的需求分配完成后，这些需求就进入

到了“已分配需求”状态，大家看下图： 

 

在这个状态中，主要有两个操作： 

1）需求执行结果记录（标注为 1 的按钮） 

我们知道，需求被分配后，就是执行的过程，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我们会根据需求执

行设定好的起止时间来评估某个需求是否完成，因此，在 PMM 中，我们只需要对需求执行

的结果进行记录就可以了，大家看下图： 



 

这个记录很简单，无非就是两种状态：未完成；已完成。 

如果某个需求按时按标准完成了，那么，点选“已完成”，并简单记录一下该需求在完成

过程中的情况即可，大家看下图： 

 

如果某个需求没有按时按标准完成，那么，我们点选“未完成”即可，同样，我们也需要



对该需求没有完成的原因进行说明，并要说明该需求下一步会怎么做，大家看下图： 

 

2）需求分配信息修改（标注为 2 的按钮） 

如果某个需求在执行人，或者起止时间上发生了变化，那么，点击修改按钮既可以对这

些信息进行修改。 

已执行需求状态的管理 

需求的执行情况进行记录后，这些需求就进入到了“已执行需求”状态，大家看下图： 

 



一旦需求进入到这个状态，也就意味着需求按照正常的执行完了全部过程，那么，我们

如何查看某个需求在全部过程中的信息呢，这就需要再次请出我们的需求信息表了，大家看

下图： 

 

这个阶段的“需求信息表”就是最完整的了，我们可以仔细看，从这个需求来源于哪个问

题，到需求发展的关键状态的信息记录，再到和操作有关的时间日期等信息，统统都记录了

下来，做个比喻，这个信息表就和一个人的档案一样，每个关键阶段的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

需要查看这个需求什么样的信息，打开这张表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贴心，很实用，很好用啊！ 

到这里，PMM 对需求正常发展过程的管理就差不多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啊，就是动

动鼠标，敲敲键盘的事，但是，我这里说的是“正常”的发展过程，那意思是说还有不正常的

发展过程，当然有啊，这就是我们这些产品经理都不愿意面对的“需求的变更”。 

接下来，我们就对需求的变更在 PMM 中如何操作进行一个介绍。 

需求变更状态的管理 

首先要说明一下，在产品管理中，我们认为需求的变更存在于两个阶段：评估完的需求



和分配&开始执行的需求，在 PMM 中，则显示在“已评估需求”和“已分配需求”这两种状态

中。 

也就是说，在这两种状态中，我们可以对某个需求的变更进行操作，大家看下图（以已

评估需求状态为例）： 

 

我们只需要把某个要变更需求的相关信息填写进去就可以了，这些信息都很简单，其实

最主要的变更控制就是在“需求变更基线”上，在 PMM 中默认设定为四级，分别是：委员会

级；产品高层级；产品经理级和执行团队成员级，大家看下图： 

 



 

小提示 

PMM 中的四级变更基线只是默认设置，大家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设定，具体设

定方法见下图： 

 

同样，在需求变更中涉及到的“批准人”选项，同样是在这个“设置”界面中完成。 

 

需求变更信息输入后，PMM 会对这次变更操作进行记录，大家看下图： 

 



当然，这里只是记录变更的操作，接下来，我们依然可以按照正常的过程对该需求进行

后续过程的操作。 

 

小提示 

同样，如果某个需求出现了变更，在“需求信息表”中同样会有相应的记录。 

需求删除状态的管理 

除了需求的变更外，还有一种非正常的操作，就是“需求的删除”，有朋友会说了，删除

一个需求不是很正常吗？ 

是这样的，在产品管理中，通常认为每个需求都是有价值的，区别仅在于价值实现的时

间，如果我们现在删除了某个需求，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被删除的需求其实是有很

大的机会的，那么，我们就很难再想起这个需求的全面信息，因此，在 PMM 中，尽管我们

提供了需求删除的功能，但是，这里的删除并非真的删除，只是把这个需求放到了“回收站”，

如果需要恢复这个需求，只需要从回收站中恢复就可以了，大家看下图： 

 

操作很简单，点击“回收站”按钮，就会打开“已删除需求”列表，点击列表中要恢复的需

求，会打开“需求信息表”，然后点击“重新启用”按钮即可恢复该需求。 



好，关于 PMM 中需求管理模块的介绍就到这里，在需求管理模块中，还有很多有意思

的功能值得挖掘，这个就留个大家了，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让我们把这个模块，整个 PMM 做的更好。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继续挖掘 PMM 中实用、好用的功能。 

4.3 产品路线图的管理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产品路线图以及它为什么在产品管理中是每个产品经理

都绕不开的工作，大家看下图： 

 

那么，我们常见的产品路线图是什么样的呢？或许很多朋友看到的是这样的，大家看下

图： 



 

这肯定是产品路线图了，但是，这只是路线图中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外部路线图，也就

是一种可以对外发布的路线图，与之相对的，自然还有内部路线图，也就是只供在内部使用

的路线图。 

简单来说，内部路线图是外部路线图的基础，外部路线图是内部路线图的对外呈现。 

因此，根本来说，作为产品经理，其实这个工作的核心是在制作“内部路线图”上，那么，

这个内部路线图该如何来做呢？ 

准确来说，这个内部路线图其实应该是一个文档，大家看下图： 

 



我们打开 PMM 中的“文档管理”模块，导入“产品路线图”文档模板，左侧是这个文档的

目录，很简单，在这个文档中，重点的部分就是 3.2 章节，也就是右侧所显示的表格，大家

看下图：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表格填写完成就可以了。 

当然了，在 PMM 中如果只是帮助大家写这个文档，那就体现不出 PMM 的强大了，我

们返回 PMM 的主界面，大家看下图： 

 

点击 PMM 主界面右侧边栏的“产品路线图”功能按钮，就会打开“产品路线图”功能模块，



大家看下图： 

 

A 区：功能操作区 

B 区：成果呈现区 

C 区：日期选择区 

那么，具体如何来制作产品路线图呢？ 

我们点击 A 区的“编辑路线图”，就会打开“路线图”编辑界面，大家看下图： 

 

我们按照编辑界面中的内容项，把相关的你所分析完成的结论信息填写好就可以了，大

家看下图： 



 

小提示 

我们在选择“产品目标”时，PMM 提供了颜色选择来区分不同的产品目标，大家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大家看下图：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在 B 区（成果呈现区），你填写的某个日期范畴内的产品路线已

经呈现出来了，大家看下图： 



 

小提示 

把鼠标停留在已设定好的某个路线区块上，则可以显示该日期范畴内的产品路线分析的

详细信息。 

 

我们按照以上的操作，把规划日期内的产品路线分析信息全部填写完成，那么，一张产

品路线图就呈现出来了，大家看下图： 

 

点击“新建”按钮，即可开始填写新的产品路线分析信息，该写的都写完后，一个产品的

产品路线图就做出来了，大家看下图： 



 

小技巧 

修改已填写信息的方式有两种： 

1）点击“编辑路线图”按钮，打开“编辑界面”，在左侧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产品即可进行

修改； 

2）直接点击“成果呈现区”中要修改的某个路线图的色块，即可直接定位到该产品上，

直接修改即可。 

 

这张图事实上就形成了外部路线图，我们只需要把这张图导出为图片，那么，一张可以

对外发布的路线图就生成了，点击“保存为图片”即可，大家看下图： 



 

 

小提示 

点击 C 区（日期选择区），我们可以根据“年”和“月”来查看产品路线图，大家可以试一试

啊。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我管理的不止一个产品，那么这个模块能搞定吗？ 

当然了，操作也非常简单，主要操作按照上面的说明即可，仅仅需要在“编辑路线图”界

面增加不同的产品即可，大家看下图： 

 



还有朋友会说了，我不但管理的不止一个产品，而且还管理着不同的产品线，PMM 能

搞定吗？ 

这算什么难事，同样不在话下，只需要在 PMM 中增加你的产品线，然后按照上面的操

作即可，大家看下图： 

 

针对产品路线图的操作是不是很简单啊，简简单单的操作几步就搞定了，这就是 PMM

的魅力所在。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介绍 PMM 的什么功能呢？请大家拭目以待！ 

4.4 用户画像的管理 

说起在产品管理中对用户的分析，其实主要的工作就是三个，大家看下图： 



 

如果把这三项工作总结一下，那么，我们对用户的分析，其实就是一句话： 

什么样的用户因为有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他们会如何使用产品来解决问题。 

我们只要把这些分析到位了，其实也就搞清楚了我们的用户是什么情况。 

那么，在 PMM 中是如何来支持大家完成这三项工作的呢？ 

用户需求就不介绍了，在 4.2.1-4.2.5 这五篇中，就是对需求管理模块的介绍，那么，用

户用例呢？大家看下图： 

 

在 PMM 的文档管理模块中，PMM 提供了用户用例文档的撰写模板，具体怎么来写，



大家可以参考《手把手教你构建一套优秀的产品管理文档体系》这套免费课程中的相关内容，

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在本篇中，我们把重点放在在 PMM 中如何使用“用户画像”功能。 

用户画像功能在哪里启用呢？大家看下图： 

 

这样，我们就会打开“用户画像”主界面，大家看下图： 

 

A 区：“用户画像”列表区，你建立的所有“用户画像”名称会显示在这个区域； 

B 区：“用户画像”行为变量信息呈现区； 



C 区：“用户画像”描述性变量信息呈现区； 

D 区：“用户画像”功能操作区； 

E 区：“用户画像”关联产品/型号（版本、品种等）筛选区。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来讲解一下如何使用“用户画像”功能。 

第一步：点击 D 区的“新建用户画像”按钮，就打开了“画像设置”界面，大家看下图： 

 

在“画像设置”界面中，主要分为三个信息操作部分，大家看下图： 



 

A 区：描述性变量信息填写区； 

B 区：用户画像形象选择区，目前 PMM 提供十种用户形象的选择，大家可以根据用户

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C 区：用户画像关联产品/版本（型号、品种等）选择区。 

第二步：我们把相关的“描述性变量信息”填写完成后，就会自动出现“用户画像”信息呈

现区，大家看下图： 



 

同时呢，“用户画像”主界面的 A 区中也就出现了我们新建立的用户画像名称、形象、描

述性变量信息、关联产品信息和建立时间，大家看下图： 

 

第三步：我们双击 A 区需要编辑的用户画像名称，返回到“画像设置”界面，开始添加“行

为变量”信息，大家看下图： 



 

点击图中所示按钮，界面就会切换为“行为变量信息呈现区”。 

 

小提示 

在 PMM 中，默认提供了“姓名”、“年龄”、“性别”、“婚姻”、“子女”、“地区”、“职业”、“收

入”和“人群类别”这九项“描述性变量”的常见填写项，但是，大家在具体的工作中，肯定有时

候不止这九项，那么，怎么来增加自己需要的项呢？ 

大家点击上图中“编辑画像信息”按钮，就可以进行自定义项的填写，大家看下图： 



 

填写完成自定义项后，在“用户画像”的“信息呈现区”和主界面的 C 区，就会显示出自定

义好的“描述性变量”信息，大家看下图： 

 

 

我们继续“行为变量信息”的添加，它的填写过程和填写自定义的“描述性变量信息”的操

作是一样的，大家看下图： 



 

我们把需要的“行为变量信息”全部填写完成后，在“用户画像”主界面就会呈现出这样的

一张用户画像图，大家看下图： 

 

 

小提示 

在“行为变量信息”的添加中，PMM 支持一个“行为变量类别”对多个“行为变量信息项”的

添加，比方说在上例中，“购买动机”是“行为变量类别”，而它所针对的“行为变量信息项”则是



“更灵活的出行”和“更舒适的出行体验”两项。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计。 

 

到这里，用户画像就算是制作完成了，有朋友会问了，我怎么和我的团队进行交流呢？ 

在 PMM 中，是支持把用户画像导出为图片的，大家点击主界面 D 区的“保存为图片”即

可。 

 

小技巧 

如果你设计的用户画像比较多且分布于多个产品中，那么，可以通过主界面中的 E 区的

筛选操作进行快速定位。 

 

小提示 

如果需要对某个用户画像的信息进行修改，只需要双击主界面 A 区的用户画像名称即

可打开修改界面。 

 

拓展应用 

我们在求职投递简历的时候，经常会想如何能够让简历新颖一点，能够吸引 HR 的眼球，

其实 PMM 中的这个功能可以帮助大家做到这一点，我们看下图： 



 

我们想一下，对于求职的朋友来说，你的简历内容无非也是由“描述性变量”和“行为变量”

这两类信息构成的，我们只要按照本文中提到的操作过程把简历内容做成用户画像的形式，

然后导成图片，这种形式对于 HR 来说，是不是更有新鲜感呢？ 

不过我说一下啊，上图中的推荐度印章和个人能力雷达图是我后来 P 上去的，有这个能

力的朋友可以基于基础画像图美化一下啊。 

 

好，关于 PMM 中用户画像这个功能的使用就介绍到这里，是不是很简单啊，当然了，

PMM 就是要通过简单的操作帮助各位产品经理在一个平台上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提升工

作效率，提高工作质量。 

在下一篇中我们来介绍什么功能呢？继续拭目以待！ 

4.5 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 

在介绍这个功能之前，咱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产品生命周期（PLC）的相关知识，大家看

下图： 



 

PLC 的定义和曲线咱们都是耳熟能详的，关键是定义中提到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

征，从而也就会形成不同的阶段策略，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呢，大家看下图： 

 

好，关于 PLC 这个知识点的介绍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在 PMM 中是如何

对 PLC 进行管理的。 

我们先来看那一下 PLC 管理的界面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看下图： 



 

A 区：产品状态显示区，不可操作； 

B 区：数据筛选区，可以独立查看和产品有关的销量，收入和成本数据，是否显示数据

值，以及根据时间进行筛选。 

C 区：功能区，目前有两个功能，一个是 PLC 预测，一个是导出为图片； 

D 区：图表显示区，显示所需的数据图表。 

 

界面很简单，那么，这些数据都是从哪里输入进去的呢？大家看下图： 

 



这样，我们就会打开 PLC 录入界面，大家看下图： 

 

录入界面分为两个部分，上部分是“信息录入区”，下部分是“信息呈现区”，都很简单，

就不展开讲了。 

 

小提示 

1）销量的单位是什么？ 

我们看到了，在录入区，“收入”和“成本”都是有单位的，为什么销量没有呢？ 

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的产品不同，因此，销量的单位也有可能是不同的，比方说，有些

以“件”为单位，有些以“台”为单位，有些以“辆”为单位，有些以“盒”为单位，既然无法统一，

因此，在 PMM 中就没有统一单位，大家只需要输入数量即可。 

除此之外，在传统的 PLC 定义中，纵向维度是指“销量”，但是在某些行业中，可能就不

是销量，比方说在互联网产品中，“注册量”可能就是评估指标，因此，如果哪些朋友以此为

评估指标，可以华丽的忽视“销量”，而把它理解为“注册量”即可。 

2）“说明”文本框该填什么？ 



这个没有确切的要求必须要填什么，在这个文本框中可以填写和销量，收入，成本有关

的一些支持信息，比方说有些产品是线上，线下渠道同步销售的，那么，在这个文本框中就

可以填写，某销量来自于哪个渠道，例如，销量 10000，来自于线上渠道。 

 

好，接下来，我们就实际操作一次，大家看下图： 

 

我们现在有了某产品在 2019 年 1-12 月之间的销量表，现在把表中的内容输入到 PMM

中。 

Input start 

…… 

Input end 

输入完成，我们回到 PLC 管理主界面，就看到这样一张图，大家看下图： 



 

红色曲线表示的是销量； 

绿色曲线表示的是收入； 

灰色曲线表示的是成本。 

 

小技巧 

1）点击主界面 B 区上相关的图标，就可以根据所需进行查看，比方说，点击一下“销量”

图标，则“图表呈现区”中会隐藏“销量”曲线，只显示“收入”和“成本曲线”。 

再点击一下即可恢复“销量”曲线显示。 

2）点击“标签”图标，则可以隐藏/显示对应的数值。 

 

小提示 

B 区中图标可以复合点击，比方说，如果点击这三个图标，那么，三条曲线都会隐藏，

图标呈现区就会显示为空白。 

 

特别说明 



在 PMM 的 PLC 管理中，会自动统计销量，并进行呈现。 

比方说，在例子中，我们采用的是 2019 年 1-12 月的销量，PMM 后台会自动统计 2019

年的总销量，为 1300，这样，假设我们有了 2020 年每个月的销量，PMM 后台同样会统计，

这样，我们尽管输入的时候是按照“月”输入的，但是同样可以基于“年”来查看。 

目前，PMM 的查看周期设定为“日->周->月->季度->半年->年”，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输入，并按照输入周期的上一层周期进行查看，也就是说，如果大家以“周”作为输入

周期，那么，可以按照“周”以上的周期进行查看，但是不能按照“天”进行查看。 

 

小提示 

某个产品相关的 PLC 数据输入进去后，在 PMM 的主界面也会呈现，大家看下图： 

 

 

好，到这里，PLC 在 PMM 中的管理就讲完了，感觉是不是很简单啊，确实简单，但是，

咱们别忘了，PLC 的呈现简单，难的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要基于产品所呈现出来的情况，从中发现问题，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关于这

个，大家可以参考本篇中的第二张图开展工作。 



 

构建一个 PLC 的预测水晶球 

PLC 的基本操作做完了，好，我们返回去看一下 PLC 的定义，其中提到了，引入期之后

的 PLC 的阶段是不太容易预测，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现在的产品目前处于“引入期”，对

应的时间是 2019 年，那么，是否能预测一下到哪一年会进入到“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

期”呢？ 

如果能预测出来，那就太有帮助了，比方说，我们可以提前制定对应阶段的产品策略，

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那么，PMM 能成为 PLC 阶段预测的水晶球吗？ 

不要怀疑，还真能。 

具体怎么操作呢？ 

其实都不用操作，既然是预测 PLC 的阶段，那么，只要你输入了已有的数据，那么，

PMM 会自动为你预测出来，这年头，连水晶球都自动化了，太神奇了吧。 

具体怎么操作呢，大家看下图： 

 

一条 PLC 的曲线（蓝色曲线）是不是就出现了，并且已经标注了在什么时间点会进入



到哪个阶段，比方说，在 2020 年 9 月就有可能进入到“成熟期”，进入的标志是这个月的销

量达到 159 左右，而我只是依赖 2019 年 1-12 月的销量数据预测出来的。 

当然，预测嘛，总有走眼的时候，我们希望是这样，但实际可能是那样，因此，我们会

通过实际销量情况（红色曲线）和预测销量情况（蓝色曲线）进行对比，这样可以让大家基

于对比做出分析，找到差距的原因，并做出方案。 

 

小提示 

我们知道，任何模型的设计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PLC 的预测也是如此，在 PLC 的预测

模型中，我们假设周期性的销量是增长的，其实想想也是如此，PLC 的曲线本身就是一条曲

率为正的连续值，因此，只有销量持续为增长才会持续为正值。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产品的销量有时候会出现波动，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就需要我们对统计周期进行调整，比方说，2019 年总销量是 1300，但是其中 12 个

月中其中有俩月销量是降低的，曲线就无法生成，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年”来预测话，假设

2020 年销量是 1450，尽管其中有三个月销量是下降，但是从“年”来看，是增长的，那么就

可以预测了。 

其实想想，企业也是这样要求咱们的，在正常情况下，肯定每年的销量指标是会增加的，

当然，不可预测的情况也是有的，比方说今年 2 月份车市销量的腰斩，那个惨啊！ 

总之呢，不管什么模型，都有优势，也有不足，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到某个模型上，当然，

我们希望的还是我经常说的，现在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完全按照产品管理设计出来的非常有针

对性的模型、方法和工具。 

而 PMM 恰恰就是要实现这个目的，怎么样，是不是感觉 PMM 更有意思了，别急，接

下来 PMM 中还有哪些实用的功能呢，咱们下一篇继续挖掘。 



4.6 产品思维/进度/归档的管理 

在本篇中，我们来了解一下 PMM 中还有哪些功能可以高效的支持我们的工作。 

1、产品思维管理 

产品思维管理是 PMM 提供的一个辅助功能，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记录和某个产

品有关的个人的一些想法。 

具体如何来操作呢，大家看下图： 

 

就会弹出“产品思维管理”界面，大家看下图： 

 



A 区：产品思维分类操作区； 

B 区：产品思维操作区； 

C 区：产品思维内容撰写区。 

 

这个功能的操作很简单，我做个简单的演示。 

第一步：新建思维分类，大家看下图： 

 

第二步：新建思维，大家看下图： 

 

 

小提示 

因为在 PMM 中，每一个记录的思维都必须对应相关的产品，因此，在关联选项中，必

须先设置好产品和相关的版本/型号/品种才可以选择，关于如何设置产品线，产品，版本/型

号/品种，请参考以下内容： 



阿 泡 带 你 全 面 掌 握 PM 和 PMM--->2---> 快 速 设 置 产 品 线 和 产 品 ！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14 

阿泡带你全面掌握 PM 和 PMM--->3--->快速设置版本/型号/品种/……！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16 

 

第三步：撰写思维内容，大家看下图： 

 

这样，我们就记录下一条和魔某个产品有关的思维。 

操作非常简单，就讲这么多。 

2、产品进度管理 

在 PMM 中，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产品开发进度的管理功能，大家看下图： 



 

PMM 并没有把进度管理的功能做的很重，主要有两个原因： 

1）对于产品经理而言，更多的应该是控制一个较长期的产品发展过程，管理好每个关

键点即可，毕竟我们不是项目经理； 

2）已经有很多专业的进度管理软件，PMM 的进度管理还是要落在产品管理上，而不是

项目管理，开发管理上。 

因此，我们会看到，在 PMM 的进度管理上，只设定了四个关键点： 

1）产品创建点：也就是什么时候产品纳入了企业的整体产品结构中； 

2）规划完成点：也就是什么时候完成了产品的整体规划； 

3）开发完成点：也就是什么时候产品达到了规划中的要求； 

4）上市日期点：也就是什么时候产品完成了发布/上市。 

以上四个关键日期点事实上就是产品经理在管理一个产品时现实的进度情况： 

1）产品创建点代表着我们新产品的想法得到了认可，纳入了企业的整体产品计划中； 

2）规划完成点代表着我们对产品的战略、规划阶段相关工作的完成。 

3）开发完成点代表着研发生产管理体系按照我们设计的产品规格做出了产品； 

4）上市日期点代表着我们完成了商品化的工作，即将交付营销管理体系去实现市场交



换。 

那么，具体怎么来操作呢？大家看下图： 

 

我们在打开“进度管理”操作界面后，怎么来操作呢？大家看下图： 

 

操作是很简单的，只需要在计划列中把你对产品的四个关键时间点的计划日期选择好就

可以了。 

 



小提示 

“产品创建时间点”和“产品上市时间点”默认为你在 PMM 中增加产品的版本/型号/品种

时规划的日期，可以进行修改，大家看下图： 

 

 

在关键日期点设置完成后，有朋友会发现，在“进度管理观察区”没有什么变化啊，这又

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刚才说的，PMM 在进度管理上是比较轻的，我们只需要关注好四个关键日期点就

行了，中间过程可以用专业的进度管理软件来记录，当然了，PMM 在后台是会记录的。 

当然，在进度管理中，PMM 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大家看“进度管理”的操作界面，在右

侧显示的是“实际”列，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就是 PMM 会对“计划日期”和“实际日期”进行记录和对比，找到差距，并发现

原因，从而能够指导我们在后续的工作中如何提升效率，大家看下图： 



 

我们可以看到，和规划有关的工作提前了 1 天完成，和开发有关的工作延后了 15 天，

上市的工作延后了 5 天，净延后了 19 天。 

为什么要记录这个呢？ 

这就和产品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差距分析-有紧密关系了，关于差距分析，大家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系列推荐】转型与重构-产品经理们如何为企业构建产品管理体系-第四篇：实施工作 

http://www.chinapm.com.cn/?p=6817 

换而言之，还是那句话，在 PMM 中，一切以产品管理为核心着眼点，所有的功能适度、

适合即可。 

3、产品归档/存档 

有细心的朋友肯定发现了，在“进度管理观察区”的最右边，有个“归档日期”的标签，这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得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归档产品，大家看下图： 



 

很容易理解，存档产品就是指那些从企业产品结构中被删除的产品，但是某个产品删除

了，不代表它就从世界上消失了，总得在某个地方留有一些记录以便以后能够查阅或复出。 

存档产品可能包括半途而废的产品，可能包括退市的产品，可能包括暂时停止的产品，

等等吧。 

那么，在 PMM 中哪里来记录呢？大家看下图： 

 

归档操作很简单，如果某个产品要成为“归档产品”了，在操作界面中写明归档的原因，

然后点击“归档”按钮即可。 



如果某天，这个产品又要复出了，那么，点击“撤销归档”即可恢复到正常状态。 

 

小提示 

归档日期默认为归档信息填写的日期，不可修改。 

 

好，到本篇为止，PMM 八大核心功能就全部介绍完了，内容比较多，我来做个总结： 

1）产品的管理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14 

2）版本/型号/品种的管理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16 

3）产品需求的管理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18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19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20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24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25 

4）产品路线图的管理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26 

5）用户画像的管理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27 

6）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28 



7）产品文档的管理 

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view=thread&id=17 

以及本篇讲到的产品思维/进度/归档的管理。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版本的 PMM 仅仅提供了产品管理中很小一部分的应用，有些

功能还做的不够完善和全面，我们会通过不断的迭代来让 PMM 更加实用，适用，好用，感

谢大家对 PMM 的支持，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随时和我们交流： 

官方论坛：http://pmsoft.chinapm.com.cn/?page_id=2345 

微信群：UCPMTangYuan，加我微信即可进群 

 

我们还提供了视频操作说明，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