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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没有产品管理，产品将会怎样 

为什么突然想起写这样一篇文章呢，主要是今天看到篇新闻，让我感触颇深。 

 

我能理解董大姐为了推销自己的大松电饭煲所尽到的职责，但是，作为一个资深糖

友，却深深的感到自己的智商被侮辱了，格力一直在宣传“掌握核心技术”，但是毕竟久病

成医，就算我不是糖尿病的专家，但是也知道，无论是米饭，面食，升糖的罪魁祸首都是

淀粉，难不成董大姐的电饭煲有如此神奇的技术，能够把淀粉降解为零？ 

同时呢，我还是一名产品经理，一名患有糖尿病的产品经理，看到这个新闻，就不由

的会胡思乱想，是不是格力的空调业绩已经到了天花板，开始往下走了，董大姐不得不开

始为大松这个电饭煲独立品牌造势，并且选中的目标人群是在中国拥有 1.1 亿的糖友们？ 

或许是，或许不是，但无论是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宣传，还是要通过电饭煲拿下上亿糖

友这块市场的造势，其实在我看来，都没有站在一个正确的产品观去做产品，因此，我就

想在本文中谈一点自己的想法，既然是谈想法，就不谈什么理论性的东西了，就是说说，

如果没有产品管理，企业的产品将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让营销体系来管理产品 

董大姐是销售出身，属于企业中营销管理体系的范畴，做营销，董大姐肯定是把好

手，格力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其实和董大姐的营销战略密不可分，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

下，如果让营销体系来负责产品的管理的话，那么，会做出什么样的产品呢？ 



 

 

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产品，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把产品卖的非常“好”，好到

什么程度呢？ 

他们绝对有能力把梳子卖给和尚，把电视卖给盲人，把冰块卖给爱斯基摩人，有些朋

友会说了，那不正好吗，能挣钱就行啊。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圈子内有个阿里的传闻，就是有一次，马云听一个员工的销售培训，这个员工在培训

上就讲了把梳子卖给和尚的案例，马云听完后，直接对人事部门说，把这个家伙开了，因

为在马云看来，把梳子卖给和尚，纯粹就是忽悠。 

或许在马云看来，不尊重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而单靠巧舌如簧的语言，夸大其词的说

法，脱离现实的忽悠，这样的做法肯定是做不好，做不长，做不大产品和企业的。 

在我这些年的工作中，我就不止一次听到一些销售和我说，没有我卖不出去的产品，

哪怕这个产品就是个垃圾，我都能给你卖出去。 

我是很反感这样的说法的，我们都说中国的市场经常是还没到顶，就已经见底了，为

什么会这样，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企业过于强调短期的利益，想尽一切办法把消

费者往坑里赶，消费者经历过几次后，自然就聪明了，缺乏了消费者的支撑，那还能是市

场吗！ 

因此，如果让营销体系来管理产品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忽悠消费者，造成消费者只会一次性购买，另一种就是不停的打价格战，让

企业的市场规模和收入水平不成比例，我总结了四个字：目光如豆。 

那是不是让研发体系来管理产品就好了呢？ 

这个也不好说，我还是说说我的看法。 

如果让研发体系来管理产品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这都是功能机时代，几款极具技术范的手机，即使用当时的眼光看，这几款手机都是

极具争议的，我来说一下。 

上面的几款手机，这种设计简直是反人类的，这些设计师除了缺乏美感以外，还可以

说几乎对用户体验一无所知，比方说那个三星的手机，如果不打开，你根本看不出这是个

手机，要不被称为是男人的粉饼盒呢，西门子的就不用多说了，整个系列的设计师估计以

前是做血糖仪的，像不像。 

下面的两款手机，先说 N91，这款手机外观设计没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配置太高

了，当别的手机普遍用内存作为储存介质的时候，这家伙已经上了 4G 的微硬盘了，那可

是 06 年，当然，配置高了，价格肯定不甘落后的，上市的价格 6750 元，N91 主打的是音

乐品质，但是不要忘了，花 6750 块钱买个听音乐的手机，哎，怎么说呢，能消费的起的

不会用手机听音乐，经常耳机挂在脖子上的也消费不起。 

第二款还是诺基亚的，棱镜手机，别的咱们不说，就说这个外观，大爷，你会要了贴

膜的小哥们的命的，手机的配套产业链早已成熟，不要忽视了下游贴膜产业的影响啊。 



 

 

研发管理体系来管理产品，说到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会习惯性的认为，好技术

必然造就好产品，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市场最需要的是“合适”的产品，而不是“最好

的”，或者“最时髦”的产品。 

因此，如果由研发体系来搞产品的话，那么，很可能也是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就是

过于挑战普通消费者的认知而让他们没有信心去尝试，另一种就是过于超前，而让普通消

费者没有足够的成本去尝试，总之，也是四个字：闭门造车。 

在我看来： 

优秀的技术能力不是用最好的技术给消费者设置障碍，而是用最合理的技术，消除消

费者的障碍。 

或许传统行业的朋友们会说，我们就不会，你说的都是科技行业的，还真不是，日常

生活中的很多产品同样如此，大家看下图： 

 

这可是蒸锅啊，你企业在做设计的时候，难道认为消费者的手都是隔热的？ 

很不幸，我就买了一个，还捎带买了副隔热手套，估计手套厂家和蒸锅厂家是全天候

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关于营销体系和研发体系管理产品会如何，就说这么多吧，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两大



 

 

体系做不出合适的产品，而是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因为体系毕竟是由人构成的，而人都是

有习惯性思维的，就好比同样是 5G 技术，做营销的就会从如何尽快拓展 5G 市场来思

考，做技术的就会从 5G 技术目前还有哪些缺陷来思考，谁都有道理，前者比较激进，后

者比较保守，这就需要一个立足现状，放眼将来，真正完全站在市场和消费者角度的体系

来平衡好这种关系，这就是产品管理体系。 

用产品管理的定义来解释的话，产品管理体系的最终价值就是：要把现状投射到未

来。 

但让人失望的是，国内很多的企业基本上是没有真正去了解这个价值的，再具体到产

品经理这个职业上，呵呵，一切随缘吧。 

还是回到董大姐这边，其实我是非常佩服格力和董大姐的，在国内，做实业难，格力

能做成实业中的一杆旗帜，不知经历了多少困难，但是，我之所以佩服做实业的，就是在

这个“实”上，实际而不浮夸，脚踏实地，实实在在，而这次董大姐的说法，真的让我感觉

有些“过”了。 

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有个朋友说让我“怼”一下，我说还是算了吧，毕竟已经到了牙

都开始掉的年纪了，怼不动了，不想怼了，只希望在牙掉光之前能看到产品管理在国内发

扬光大，毕竟产品管理在国内也飘的有点远了，有点偏了！ 

 

  



 

 

▼ 

▷ 我不去开会，谁去开会-产品经理的会议地狱 

又有一个兄弟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大家看下图：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很简单，就是开会的那点事。 

但是说实话，我认为这个问题比那个《找到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聊聊产品管理的目标

管理》这篇文章中提到的“目标管理”的问题还要难，还不是难一点，而是难很多。 

我这么说，应该没有朋友会反对，因为目标管理，只要掌握了这个工作的逻辑，按照要

求来就可以了，但是“开会”这事就不好说了，制度上是一回事，现实中又是另一回事，这个

尴尬的情况在“开会”这点事上无疑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我个人没啥好说的，大家遇到的我都遇到过，咱们就看看大家的反馈是什么吧，大家看

PPT1： 



 

 

 

备注： 

因为从 2017 年度开始，咱们修改了本题的选择项，因此，咱们再来看 2017 年度和 2018 年

度的情况，大家看 PPT2： 

 

从 PPT1 的数据中可以看出，2012 年-2014 年，大部分的朋友认为有一多半的会议没用，

2015 年-2016 年有所改观，大部分的朋友认为一多半的会议是有用的。 

而 PPT2 中的数据就更明显了，认为 50%以上的会议有用的占比小的可怜，分别只有



 

 

10.34（2017 年度）和 11.11（2018 年度）。 

综合这八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在产品经理参加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会议里，总是有

很大一部分是没用的。 

为什么这么多朋友认为在自己参加的会议里，有一大部分没有用呢？ 

总结了一下，很大可能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矩阵式管理天生具有的缺陷造成的。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都是采用的矩阵式的管理结构，我不知道大家的企业在构建矩阵式管

理的时候，对方是否和你说过矩阵管理的劣势？ 

如果说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可去可不去的会议

了。 

下面是矩阵式管理结构的示意图：  

 

产品管理的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矩阵结构，矩阵结构在产品管理上有其独到的优势，但

是，其中有一个劣势估计很多朋友不清楚。 

Despite their many theoretical advantages, matrix management 



 

 

structures have been criticized as having a number of weaknesses. 

For instance, they are typically expensive to maintain, partly because 

of more complex reporting requirements. In addition, many workers 

become disturbed by the lack of a chain of command and a seeming 

inability to perceive who is in charge. Indeed, among the most 

common criticisms of matrix management is that it results in role 

ambiguity and conflict. For instance, a functional manager may tell a 

subordinate one thing, and then a product/project boss will tell him 

or her something different. As a result, companies that change from 

a comparatively bureaucratic structure to matrix management often 

experience high turnover and worker dissatisfaction.  

尽管有许多理论上的优势，但矩阵管理结构也因为有许多不足而受到批

评。例如，它需要很高的成本去维护，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更复杂的报告

需求。此外，许多员工因为指挥系统和看上去似乎不知道谁来负责的缺

乏而受到困扰。事实上，在大多数针对矩阵管理的批评中，都是由角色

不明和冲突引起的。举例来说，一个财务经理或许告诉一个下属一件

事，然后一个产品/项目的老板将告诉他或者她的会是不同的。其结果

是，从相对官僚的结构转变为矩阵管理的公司通常会经历高流失率和员

工的不满。 

主要看粗体字部分，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发生文中所提到的情况（角色不明，不知道

谁来负责），那么，作为当事人会如何来处理呢？ 



 

 

肯定是通过一定的途径来明确角色，找到相关负责人，那么，这个途径是什么呢？ 

那就是开会啊，各色人等齐聚一堂，抽抽烟，喝喝茶，明确一下，你去做 A 产品的这个

事，他去做 A 产品的那个事，等到了 B 产品的时候，继续抽烟喝茶开会就行了。 

因此，“文山会海”是矩阵式结构一个典型的特征，尽管这个特征不是什么好的特征，当

然，如何避免这个不良特征带来的影响，这个，就不是咱们能做到的了。 

第二个原因：趋利避害的人性使然造成的。 

趋利避害，这是地球上大部分人天生的心理特质，因为人是社会化的群居生物，不管咱

们是否愿意承认，社会达尔文主义自古以来就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因此，个体为

了更好，更长的存在于社会中，那么，趋利避害自然就成为了一条生存准则。 

具体到企业中，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开这么多没用的会，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个体为了梳理清利害关系，然后评估出自己的风险得失，至于会议到底能解决什么

现实的问题，那个优先级就可以往后排了。 

具体到产品经理身上，理论上说，产品经理是典型的商业/业务管理岗，但是呢，工作

的开展又是 X-Function 的，这样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销售团队要制定销售计划，

其实这个产品经理完全没有必要参加的，因为在前期的工作中，产品经理已经在营销策略和

年度营销计划中都说清楚了，但是，这个工作，从职能上说，是归销售部的，但是从业务上

说，又是按照产品经理制定的策略来的，销售团队就要琢磨了，如果我的计划出了问题怎么

办，还是拉上产品经理一起开个会吧。 

好，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拉产品经理开会，那也不用每次会都参加吧，有些纯粹是讨

论的会，真的没有那个必要，产品经理只需要了解最终的结果就可以了，再说了，销售计划

的批准又不是产品经理负责的。 

说到底，就是销售部不愿承担自己的风险，拉上产品经理，就等于是把职能的一部分风



 

 

险转嫁到了业务上，你说产品经理这锅背的合理不合理。 

这就和攻一个山头一样，参谋部已经把作战方案制定好了，剩下的就是前线指挥官制定

具体战术的事了，你总不能让参谋部帮你去攻山头吧。 

第三个原因：会议制度执行的形同虚设造成的。 

制度贴在墙上简单，但是要装在心里就难了。 

我相信几乎所有的公司都会有会议制度，但是执行的情况，很多朋友应该深有体会，除

了开会的时候，需要预约一下会议室被严格执行外，可能其它的规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简单，因为没有考核，因此，人们就不会重视。 

有朋友会说了，就是开个会，怎么还和考核挂上勾了？ 

这道理很容易理解啊，你每天就这么多时间，在没用的会议上花的时间越多，那么，你

做有用工作的时间就越少，这个时间一旦少了，你本应有的有效产出就肯定会受到影响。 

在会议管理上，我们能够想到如何来定制度，但是是否想过对制度的执行进行考核呢？ 

我在第二个原因中说了，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不让相关人感受到在开会

上做不好会有相应利益损失的话，那么，是没有人会从根本上重视起来的。 

三个原因分析完了，总结一下： 

第一个原因：组织结构的问题，这个我改变不了，我能搭建 PMS，但是公司结构搭建

不了。 

第二个原因：人性使然的问题，这个我更解决不了，我还希望世界和平呢。 

第三个原因：制度建设的问题，这个嘛，我倒是可以提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好，接下来就是案例时间。 

我先来说一种开会时非常普遍的情况。 



 

 

一般我们要开个会，大致的流程是这样的： 

1、通过相关途径通知参会人员，内容包括时间，地点，主题，参会人等； 

2、举行会议，一般有主持人，主讲人，记录人，形式有主题讲演，讨论等； 

3、会议结束后，记录人会把这次会议的过程做成会议纪要，然后留档。 

基本上就是这三步，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后来发现似乎哪里有不对的地方，经

过分析，我们发现有个环节如果能调整一下的话，会议的效果和效率都会有显著提升。 

哪个地方呢？ 

我来举个栗子，比方说这次的会议主题是“讨论一下汤圆帅不帅”，然后大家就开会，开

完会后，会议记录人就形成会议成果和会议纪要，然后存档。 

发现问题了没有，我来说一下，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发布会议主题->开展会议讨论-形成会议成果->存档会议纪要 

这是什么样的过程呢，这就好比是先射击，然后再画靶子。 

本来是要讨论汤圆帅不帅的，但是开着开着，主题就偏了，或许是因为一群人在一起，

发现了一个更好的主题，或许是因为时间控制的不好，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辩论上，而不是

促成会议成果上，总之，就是参会人的成果感不强造成的。 

说到这里，各位就应该知道怎么来调整了吧，肯定是先把靶子树好，然后再射击。 

这里的靶子不是指会议主题，而是指会议成果。 

比方说，还是要讨论“汤圆帅不帅”，你把流程改成这样： 

设定会议成果->发布会议主题->开展会议讨论->存档会议纪要 



 

 

关键在第一步上，这次会议，必须得出一个成果，无论汤圆帅还是不帅，都必须有个说

法，这样靶子一旦竖起来了，参会人就不得不强迫自己参与到这个主题中，至于其它的主题，

比方说汤圆和吴彦祖哪个帅，就是下一个会议的事了。 

只要在开会前明确了这次会议必须要产生什么样的成果，那么，整个会议的效率一定会

提升的，因为，没有成果，那么就说明这次会议是无效的，时间是被浪费的，参会人都是扯

淡的。 

我这只是从会议流程所涉及的一个环节上做的一点调整，当然，只调整一个环节就想改

善会议效率和质量，那肯定是不大可能的，还有很多和会议有关的因素是可以优化和完善的。 

我翻箱倒柜，终于翻出了我以前搞的一个东西，叫《产品管理的效率管理手册》，会议管理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抽点时间，把这个效率手册重新整一下，哪位朋友需要，可以预定啊。 

最后说一下，大家在开会这事上也别太郁闷了，国外的同行和咱们一样，大家看下

图：  

 

大部分的时间同样是在开会，看到这，是不是感觉心里暖了一些呢？ 

  



 

 

▼ 

▷ 产品设计中的功能分类---再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进行功

能分类 

不会挖坟的产品经理不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 

中秋节前，联盟给大家送了一波福利，有个兄弟竟然从 140 万字的资料中找到一篇文

章，说正好现在需要这篇文章，哪篇文章呢，就是我在很早很早以前，多早呢，这么说

吧，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估计有很多朋友还在中学混呢。 

这篇文章就是《再谈产品规划中的功能分类》，我在这篇文章中把功能的分类分为三

种：基本功能；扩展功能；增值功能。 

当时我举的是千千静听的例子，不过现在这个产品已经被百度折腾的差不多就剩最后

一口气了，也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这个产品，因此，我在本文中换个案例，我们就以

有道词典为例。 

先来看有道词典的基本功能是什么？ 

什么是基本功能呢？ 

基本功能就是指构成某个产品基本属性的功能。 

那产品的基本属性又是什么呢？ 

基本属性就是指产品本身定位所需要的元素。 

词典软件，基本属性是什么呢？就是查词，因此，查词就是这个产品的基本功能，大

家看下图： 



 

 

 

因此，在有道词典中，只要能实现查词这个功能，那么，产品的基本属性元素就有

了，如果是商业软件的话，就具备了基础的销售条件。 

但在实际的产品功能规划中，基本上不会这样去做，因为这些基本功能是这类产品必须

具备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作为产品经理，这类功能几乎不用去考虑，因为这就和“人饿了

要吃饭”这样的真理一样。 

当然，也并不是说这类功能不会有任何需求产生，也是会有的，但是通常这类需求往

往更偏重于技术端而非应用端，比方说 AI 技术能否更好的提升这类功能的表现。 

再来看有道词典的扩展功能是什么？ 

扩展功能又是指什么呢？ 

扩展功能就是指，由基本功能延伸出来的，无独立性，只是为了增加基本功能可用性

的功能。 

有道词典的扩展功能又是什么呢？ 

这个就比较多了，我们来举一个功能的例子，大家看下图： 



 

 

 

这个“自动检测语言”就是有道词典的扩展功能，我们想了，没有这个功能，有道词典

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用了，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功能，那么，就可以提升我们的使用体

验，但是同时呢，这个功能又不能够脱离有道词典的基本功能而独立存在，必须依赖查词

的基本功能来使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扩展功能都是基于基本功能延伸出来的，都是为基本功能服务

的，也都是为了使产品具有更好的使用体验而规划出来的，扩展功能只有依托于基本功

能，它们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最后再来看增值功能。 

增值功能又是什么呢？ 

增值功能就是指，附着于产品整体，具有独立性，不依赖基本功能就能实现其价值，

具有剥离性，并且能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功能。 

有道词典中的增值功能又是什么呢？大家看下图： 



 

 

 

在有道词典中，翻译，单词本，文档翻译就都是增值功能了，比方说“翻译”吧，这里

的翻译指的是全文翻译，在翻译类软件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词典类软件，一类

是全文翻译类软件，比方说金山词霸就是词典类软件，金山快译就是全文翻译类软件，它

们属于同一品类，这样说，大家就应该明白为什么翻译是增值类功能了。 

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网易在有道词典中不加入全文翻译这个功能，那么，有道词典

的定位和商业价值变了没，当然没变，但是一旦加入了这个功能，就会增加有道词典的商

业价值。 

我们再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把有道词典中的“翻译”这个功能独立出来，会不会影响

词典本身的定位，当然不会，并且，“翻译”这个功能还可以独立形成一个产品，就和金山

词霸和金山快译的关系一样，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 

尽管在上文中，我举的是软件产品的例子，但是绝不是说这种层次的功能分类仅仅限

于软件产品中，其实大部分的产品都可以这样来分，接下来，我就以乘用车为例再说一

下，大家看下图： 



 

 

 

汽车，基本属性是什么，就是一台通过各种动力把人或物从 A 点运送到 B 点的工具。 

基于这样一个属性，那么，汽车的基本功能（准确说，汽车的功能应该叫配置，不过

咱们还是以功能指代啊）都包括哪些呢，就是咱们常说的三大件，发动机（动力系统）、底

盘（车身承载系统）、变速箱（转向控制和制动系统），有了这三大件或三大系统，那么，

汽车的基本属性就有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民间人士都可以鼓捣出一部具有最原始属性汽

车的原因。 

但是，如果只有这三大件，我们认为消费者会为这个卖单吗，肯定不会的，因此，大

量的基于基本功能的扩展功能就出现了。 

比方说，各种安全配置中的气囊，气帘，发动机防盗、ESP 等等，各种和操控有关的

上坡辅助，陡坡缓降、定速巡航等等，各种提升驾乘舒适体验的全景天窗，感应后备厢、

方向盘加热等等，各种体现高科技的人机交互、自动驾驶等等，当然，肯定也少不了各种

装逼用的各种车灯。 

那么，汽车的增值功能又有什么呢？ 

这个，其实有个很好识别的特征，就是只要是能后装的设备，基本上都可以算是增值



 

 

功能，比方说行李架，车载冰箱，多媒体设备，行车记录仪、胎压监测等等。 

当然，对于主机厂来说，这些增值功能会根据车型的定位和要体现的商业价值有选择

的考虑。 

这是汽车这类产品，还有比方说食品，其实也可以这样来划分，当然，不能叫功能或

者配置了，具体怎么叫，我也说不好，我来举个例子，比方说中秋刚过，大家都吃月饼

了，月饼的基本属性是什么，就是一种承载了中秋寓意在内的短期快速烤制类食品，那

么，它的扩展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种中秋礼品存在，我们可以想了，只有中秋节才

会送月饼，我们总不会端午节送月饼吧，这就是扩展功能中所定义的，必须基于基本功

能，而不能独立存在，那么，它的增值功能是什么呢？这个似乎不太明显，咱们再看一下

增值功能的定义，附着于产品，具有独立性，不依赖基本功能就能实现其价值，具有剥离

性，并且能提高产品交换价值的功能，按照这个定义，那么，各种混搭的月饼礼包就应该

属于增值功能，礼包中除了月饼，还有其它的东西，比方说定制的中秋团圆酒，但是这个

酒必须附着于月饼，但是，酒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有独立的商业价值，而一旦酒和月饼

搭配起来，那么，整体的交换价值就会增长数十倍。 

举了三个例子，但是，我在本文中想要说明的并不是功能的三层分类，大家看本文的

副标题，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进行功能分类，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副标题呢？ 

我想起刚做产品经理不久，我的老大和我说的一句话：不要总想着你想做什么功能，

而要多想想消费者真正想要什么功能，因为消费者只会为他们想要的功能付费。 

也就是说，我们对产品的功能进行分类，千万不要是为了分类而分类，最终的目的还

是要想清楚我们做的这些功能，消费者会为此付费吗？ 

去年的时候，因为家里的电视坏了，我想买一台新的，因为我有网络机顶盒，因此，

只想买一台最普通的电视，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几乎不开电视了，但是，跑遍了线下家电



 

 

卖场，都没有符合我需求的电视，各种电视概念让我眼花缭乱，各种功能听起来都很诱

人，但是细细一想，我几乎都用不到，尽管价格都不是很贵，但是我还是想买台最普通

的，呵呵，最后才在线上的狗狗家买到一台可能已经属于库存货的电视。 

这就给了我们这些产品经理一个启示，堆砌功能真的能够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吗？真的

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为此付费吗？真的能够让消费者在购买我们的产品上有持续性

吗？ 

有些企业，有些产品经理或许对我的这个想法嗤之以鼻，你看，我就堆砌功能了，消

费者不还是在买我的产品吗？ 

我想说的是，你完全搞错了，不是消费者想买你的产品，而是因为企业采用的各种经

营策略而让消费者没的选，如果消费者有的选，他一定会选择能提供给他最合适产品的企

业。 

市场上需要的是最合适的产品，而不是最好的产品。 

这就是我说的，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进行功能的规划和分类，因为消费者最明白他

们想要什么，他们也愿意为他们能够得到的而付费，而现在很多的企业，产品经理同行们

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进行功能的规划和分类。 

当然，我并不是说功能的分类只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而是说，要强化消费者这个角

度，因为一个功能的规划、分类和确定，要涉及三个角度，分别是企业，产品经理、消费

者。 

尤其是企业和消费者在利益上会存在一定的不同，甚至是极大的分歧，那么这个时

候，就需要产品经理来进行整体的考虑，这个道理其实不用多说，就是咱们都知道的一句

话：产品经理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 

这是咱们工作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基于这个原则，那么，在功能分类上同样会体现



 

 

出来的。 

因此，在确定每个功能属于哪个层次上，必须兼顾三方的考量，这里提供一个我以前

设计的一个评估表，叫 12 点评估表，大家看下图： 

 

其实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产品管理的鼻祖-尼尔.麦克埃洛-在总结产品管理时说的一

句话：知道消费者想要什么，然后给他们！ 

  



 

 

▼ 

▷ 不要在子品牌的道路上越走越不靠谱 

对于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都越多越好，比方说人口，同样，对于企业来说，也不是

提供给市场上的交付物越多越好，比方说品牌。 

为什么突然想到写一篇关于品牌的文章呢，两个原因吧，一个就是作为产品经理，我

们肯定知道，作为产品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的品牌，肯定是要纳入到我们的管理工作中

的，再说了，在某些行业，产品经理和品牌经理是划等号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段时

间看到一些企业构建品牌的案例，想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以哪个行业的产品为例呢，还是以我很关注的乘用车产品为例吧。 

关注乘用车行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一汽大众把捷达这个原本挂大

众标的产品独立形成了一个品牌-捷达。 

当然，我不知道一汽大众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有一点我是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

捷达这个独立的品牌很大程度上是走不好，甚至是走不远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简单分析一下。 

捷达，中国乘用车市场的老三样，经过将近 30 年的发展，确实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但是，产品口碑的积累最终是落到了大众这个品牌上，从品牌的角度看，也就是说，捷达

这款车型其实是为大众这个主品牌成为国内强势品牌添砖加瓦的，类似的还有上汽大众的

桑塔纳。 

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大众这个品牌是第一位的，而非捷达，直白点

说，就是购买大众旗下产品的消费者，首要看重的是大众这个品牌，而非捷达这个车型，

不是有个戏谑大众的话，大众的车标就值 3 万块。 

但是，现在，捷达独立成为了一个子品牌，也就意味着捷达要脱离大众品牌的影响，



 

 

事实上是大众车标的溢价，而单纯依靠捷达这个看起来是品牌，但其实只是一款车型名称

的独立品牌来争夺已经竞争非常白热化的入门级乘用车市场，一汽大众显然是高估了捷达

这个品牌的影响力。 

主要原因有三个： 

1、品牌构建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 

捷达火在什么时候，其实就是火在国内入门级车型还非常少的时期，消费者没多少选

择，这样就把捷达显露了出来，但是现在呢，入门级乘用车市场已然是一片血海，在轿车

领域，排名前十的几乎就是日系三杰和大众品牌的天下（见图 1），而在 SUV 领域，自主品

牌，日系，大众就基本上瓜分完了前十（见图 2）。 

 

图 1 



 

 

 

图 2 

当消费者有更多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不选同门，甚至是同平台的挂大众标的那些捷达

的堂兄弟们？ 

毕竟，大众的品牌在很多消费者心目中是这样的固有印象。 

 

如果捷达这个品牌能早十年独立出来，或许机会会更多一些。 

2、品牌的目标消费人群早已发生变化 

什么人对捷达的感受最深，最好，就是两类人群，一类是出租车司机，一类是国内早



 

 

期购车的消费者，出租车司机是没的选，公司购什么车就是什么车，而早期的购车者，在

那个时候就能买的起车，现在肯定是鸟枪换炮的阶段了，捷达，早已是低端车的代名词

了，就是换，也是按照大众的车型路线在换，捷达换成迈腾，迈腾换成辉昂。 

从捷达发布的三款车型的报价看，显然捷达这个独立品牌是想打年轻群体的第一部

车，这个人群主要集中在二线-五线城市中，25-30 岁之间的男性群体中，这些人肯定知道

捷达这个车，但是，对捷达这个品牌又有多少认可和信任呢？ 

当然，一汽大众可以说，我要重新打造捷达这个品牌，但是，如果真要是这么想，我

觉得这个思路真是让我佩服，有着大众品牌的加持不继续用，是不是觉得打造一个品牌很

容易啊！ 

3、品牌的定位不清不楚 

一汽大众是怎么来定位捷达这个品牌的呢？官网上的介绍是： 

一款帮助中国消费者启蒙用车生活的汽车产品。 

各位看了这个品牌定位后，有啥感觉呢？ 

我是没啥感觉，反而这个定位显然已经脱离了实际，中国现在的汽车消费者已经不需

要启蒙了，一汽大众显然还沉浸在捷达早期的光环中。 

然后就是说明捷达安全可靠、性能卓越、经济节能，很显然，这些也不是捷达独有的

可以承载品牌的内含，相反，这三项恰恰是所有乘用车品牌都想极力呈现给市场的，说白

了，这就是一款 A 级买菜车必须有的，用咱们的话说，这不是特征，只是大家都有的基本

功能而已。 

那么，捷达这个品牌到底能呈现什么呢？如果是照搬大众品牌的那些已建立的品牌定

位，那捷达事实上就要挑战自己的爹，但是如果不照搬的话，自己又没有办法和其它品牌

形成明显的差异化，不清不楚，很尴尬啊！ 



 

 

关于捷达这个大众子品牌的分析就简单说这么多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多少谈点和子

品牌构建有关的知识。 

或许对于很多国内企业来说，构建一个子品牌似乎是可以彰显企业实力的，好处当然

是有的，比方说可以借助主品牌的力量让新产品，新品牌降低上市的风险和压力，最大限

度的利用主品牌的优势；可以让目标人群获得一定的个性化感受；可以节省品牌的营销费

用等等。 

但是，我们思考一个子品牌的建立，不能只看到好处，忽视了构建条件和可能带来的

问题。 

比方说，在子品牌的构建中，就有一种情况是不合适的，而捷达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 

在企业品牌或产品主品牌已经定位明确，品牌使用范围又基本界定的情况下最好不用

构建子品牌。 

大众在中国市场已经辛苦耕耘了将近 30 年，这个主品牌已经深入人心，在消费者心

目中已然是皮实耐用，还颇显档次的印象，所有的车型无一不是这样的形象，就算一个小

POLO 都在大众车标的光环下把发动机轰的嗡嗡响。 

而捷达呢，哎，说一汽大众点啥好呢，干点靠谱的事有那么难吗？ 

品牌组合和产品组合一样，同样有四个维度要控制好，宽度，长度，深度和关联度，

能够加子品牌的时候就加，不能加的时候就不加，可加可不加的时候依然不加，毕竟这样

失败的案例遍地都是，乘用车行业中就一大把，前些年的时候，自主品牌不知道发了什么

疯了，先是奇瑞搞了一堆子品牌，咦，好像现在又搞了三个，接着就是吉利也走了一遍奇

瑞的路，一汽大众是怎么着，也想重走一遍长征路吗？ 

我不知道一汽大众是怎么说服大众总部的那些官僚们的，你看看人家上海大众的头脑



 

 

就非常清晰，知道大众的标是个金字招牌，就靠一个挂大众标的桑塔纳就差不多养活了整

个企业，要不是斯柯达是大众的全球化品牌之一，估计上海大众都不想接这个活。 

就是哦，斯柯达，大众现在不就在品尝着子品牌消化不良带来的胃痛，胃胀，斯柯达

这个子品牌现在在国内市场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了，说起斯柯达，我们能想到什

么呢，或许只有一点：这个品牌的车型和大众是一个平台的。 

你看，还是离不了大众！ 

当然，我说这么多，是因为这是咱们产品经理平时学习的一种习惯，而市场可不是和

你墨迹的，一切以市场表现说话，咱们看看斯柯达在 8 月份一共买了多少台车吧。 

斯柯达明锐：4755 

斯柯达昕锐：4402 

斯柯达速派：1832 

斯柯达昕动：789 

斯柯达轿车合计：11778 

斯柯达柯米克：6078 

斯柯达柯迪亚克：2829 

斯柯达柯珞克：2815 

斯柯达 SUV 合计：11722 

而在轿车 8 月份的销量中，排名第十的丰田凯美瑞一款车就卖掉了 15441 台，而在

SUV 的销量中，排名第十的丰田 RAV4 就卖掉了 12322 台。 

有朋友问了，那斯柯达这些车型的排名都是多少啊，都这市场表现了，还不要谈什么

排名了吧，多伤人啊！ 

对了，咱们再来看看捷达 8 月份的销量： 



 

 

轿车（VA3）：4345 

SUV 还没有销量统计，那我们再看看同样是挂大众标的老三样之一的桑塔纳，销量是

20534，差不多是捷达的 5 倍。 

说一千，道一万，品牌这玩意，就是把双刃剑，做的好了，可以在市场上见鬼杀鬼，

见神杀神，做不好了，就是被反杀的那个，总之，市场会用大嘴巴告诉你怎么去做品牌

的！ 

  



 

 

▼ 

▷《YES！产品经理（番外篇）》—一个摆地摊的产品经理—

第八篇：定个合适的价格好挣钱！ 

在没有看到我这一大堆玩具之前，我认为定价应该不是个太难的事情，大大小小的超市、

便利店里有着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种的商品，他们能把价格定出来，而我只有几十种要销

售的商品，还都是属于同一类的，我想我也能，I CAN！ 

但是，当这一堆玩具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想把 I CAN 改成 I MAY BE 了。 

以前倒是也了解过一点定价的知识，都是些什么定价法的，比方说以需求为导向的定价

方法，具体包含什么撇脂定价法、渗透定价法、产品线定价法、挂零定价法、产品组合定价

法等等，易扬的产品就是产品组合定价法，但是那是软件，我这是玩具，直接套用过来看来

是行不通的。 

看来，我还得向零售企业学习怎么来定价，网上查了查，唉，除了软文就是软文，就是

偶尔有几篇文章，也都是泛泛而谈，比方说最近在国内很火的好市多，他们是怎么定价的呢，

网上的资料就一句话：他们会设定一个利润率，然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允许超过这个利润

率，并且还会抽查，看是否有哪些商品超过了，然后调整。 

这种定价方法不就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定价法，具体叫目标利润定价法，我知道的，那么，

我这样的玩具能采用这种定价方法吗？ 

行不行的，咱们分析一下。 

我这次摆地摊的目标利润是多少呢？1000 元，我的进货成本是 500 元，也就是说，我

的利润率得达到 200%才行，比方说有一个玩具叫愤怒的小鸟相机，进价是 1.85 元，按照

200%的利润率去计算的话，它的售价应该是在 5.55 元，利润是 3.7 元，还有一个玩具叫灭

火器水枪，进价是 1 元，那么，售价就应该是 3 元，利润是 2 元。 



 

 

我就以上一篇中给大家看的那十六样玩具为例，单件玩具的成本合计是 31.1 元，那么，

利润就应该是 62.2 元，如果按照这样测算的话，1000 元的利润目标，只要每样玩具卖出 16

个就能实现了。 

由此可以看出，用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去定价的话非常简单，但是，当我一手拿着小鸟相

机，一手拿着灭火器水枪，认真的看了又看后，我脑袋中不由涌起一个疑问： 

如果我是孩子家长的话，我会花 3 元钱买一个这么小的水枪，或者花 5.55 元买一个小

鸟相机吗？ 

比方说这个水枪，有多大呢？高度是 11cm，直径是 4cm，也就是说，这个水枪的高度

只有现在智能手机高度的一半，够小吧，这只是一点，还有一点，这是个塑料制品，不值什

么钱，我估计还都是二料做的。 

就这么一个灭火器水枪，或许对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无论是从色彩，还是从造型上说，

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小朋友们没有什么判断力，但是掏钱的是家长，他们可是有自己的判断

力的，就这样一个塑料小玩意，就要买 3 块钱，人家两元店的一个塑料漱口杯才两元，还比

这玩意大。 

想到这儿，我就感觉可能按照目标利润定价法去定价的话，可能会对销售产生一定的影

响，定价方法倒是简单了，但很有可能对销售过程产生不利的影响，像这种塑料小水枪，如

果按照目标利润的价格去卖的话，肯定大多数家长没法接受，但是，咱们反过来再想，同样

的道理，像小鸟相机这样的玩具，卖 5.55 元，我会不会少挣了呢？ 



 

 

 

“定价的核心逻辑就是两条线，一条线是成本线，一条线是价值线，定价不能低于成本

线，不能高于价值线，而所有的定价策略和方法其实都是在两条线形成的范围里进行设计”，

泡哥给我讲定价的时候，开篇的一句话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不能低于成本线，那是自然，没有哪家企业是会做赔本的买卖的，尽管有时候他们包装

的很像是在赔本赚吆喝，但那仅仅是一种短期的战术行为，而肯定不会是长期的战略原则。 

那价值线又该如何理解呢？ 

我又拿起一个玩具，这可是个大家伙，孔明灯，这玩意打开的尺寸是高 108cm ×底部

40cm ×顶部 60cm，不小吧，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见过别人放这玩意给女朋友看，我挺羡慕

的，倒不是羡慕孔明灯，而是羡慕人家有女朋友，我打听了一下，这玩意在线下买 20 一个，

因此，我就想既然摆地摊了，也进几个玩玩，一看进价，妈的，1.55 元一个，奸商们竟然在

线下卖 20 一个，还有没有点人性啊！ 



 

 

 

这玩意卖给我才 1.55 元，批发商进货的成本更低啊，估计 1 块钱就够了。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线下一卖，价格就能翻了 20 倍。 

我盯着淘宝上的孔明灯，一阵柠檬意不由产生，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要不我以后就专门

倒腾玩具吧，太挣钱了。 

孔明灯/荷花灯/许愿灯/爱情类 

我被这行字吸引住了，许愿，爱情，再想起学校给女朋友放孔明灯的那个哥们，我似乎

对定价中的那个价值线有了想法。 

这个哥们肯定也知道孔明灯这玩意单从成本上说是非常低的，无非就是阻燃纸加了个固

体燃料，但是，他为什么舍得在线下花 20 块钱买一个呢，或者说，这 20 块钱到底买的是

什么？ 

肯定不是孔明灯这个产品介质本身，而是他向女朋友所呈现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爱的表达

方式，也就是说，他通过孔明灯这种产品承载了对女朋友的一种情感，当别人还在送花，送

巧克力的时候，他用孔明灯，又便宜，又拉风，又令人难忘，当然，是不是有装逼的成分，

我就不好说了，反正那天他女朋友激动的都快哭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很多产品一旦具有了超越产品介质本身的属性，比方说精神、情感方面的属性，那

么，其价值就会大大增加，而溢价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但是，这种价值的认可、接受和持续，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企业决定的，企业只是设计

价值而已，这是由消费者决定的，消费者只会接受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只会购买他们认

为对的东西，并且基于他们对价值的判断而评估你的产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这个哥



 

 

们通过放一个孔明灯就能让女朋友感动的一塌糊涂，花 20 块钱，绝对值了。 

这就好比我不喝白酒，那么，在很多酒友眼中是一种炫耀的飞天茅台，在我眼里就一文

不值，爱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是 3000 块钱一瓶，还是 30 块钱一瓶，对我都无所谓。 

但是，企业在基于价值线定价的时候，最难的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如何让预设的价值

设计点和消费者心中的价值判断点尽量能够适配起来。 

看着堆在地上的玩具，我知道我要攻克的难点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玩

具中，哪些必须是高价，哪些必须是低价，即使进价很高。 

也就是说，我必须得按照不同类别的玩具在家长心目中的固有印象来进行定价，低价的

不一定好卖，高价的也不一定不好卖，关键还是你定的价格和家长所认可的价值形成的价格

判断能够形成一致。 

我把这些想法和泡哥交流了一下，泡哥最后回给我一句话： 

记住，所有的定价策略都是为了促进更好和更快的价值交换，而不是去定一个说不清，

道不明的数字出来。 

附：制定价格策略的基本流程 

 



 

 

往期阅读 

▪《YES！产品经理（番外篇）》—一个摆地摊的产品经理—第一篇：做出来，证明自己的观

点！ 

http://www.chinapm.com.cn/?p=6354 

▪《YES！产品经理（番外篇）》—一个摆地摊的产品经理—第二篇：500 块钱能干什么？ 

http://www.chinapm.com.cn/?p=6369 

▪《YES！产品经理（番外篇）》—一个摆地摊的产品经理—第三篇：站在旁边偷偷的看你！ 

http://www.chinapm.com.cn/?p=6375 

▪《YES！产品经理（番外篇）》—一个摆地摊的产品经理—第四篇：同样的小朋友，不一样

的家长！ 

http://www.chinapm.com.cn/?p=6392 

▪《YES！产品经理（番外篇）》—一个摆地摊的产品经理—第五篇：1000 块钱的小目标就靠

他们了！ 

http://www.chinapm.com.cn/?p=6415 

▪《YES！产品经理（番外篇）》—一个摆地摊的产品经理—第六篇：一本菜谱教会我怎么挣

钱！ 

http://www.chinapm.com.cn/?p=6455 

▪《YES！产品经理（番外篇）》—一个摆地摊的产品经理—第七篇：一脸嫌弃我的供货商！ 

http://www.chinapm.com.cn/?p=6486 

  



 

 

 

 

 

 

〓 大讲堂 〓 

所有大讲堂音频和 PPT 同步发送在联盟网站、千聊和喜马拉雅 

联盟网站 

http://www.chinapm.com.cn 

千聊 

 
喜马拉雅 

 

  



 

 

▼ 

▶ 从“头”说一说商业模式的成败得失 

千聊收听地址 

从“头”说一说商业模式的成败得失（上） 

https://m.qlchat.com/topic/details-audio-

graphic?topicId=2000006006229490 

从“头”说一说商业模式的成败得失（中） 

https://m.qlchat.com/topic/details-audio-

graphic?topicId=2000006028946011 

从“头”说一说商业模式的成败得失（下） 

https://m.qlchat.com/topic/details-audio-

graphic?topicId=2000006027844066 

喜马拉雅收听地址 

从“头”说一说商业模式的成败得失（上）

http://m.ximalaya.com/100460222/sound/210140139 

从“头”说一说商业模式的成败得失（中） 



 

 

http://m.ximalaya.com/100460222/sound/210141830 

从“头”说一说商业模式的成败得失（下） 

http://m.ximalaya.com/100460222/sound/213285386 



 

 



 

 

 

 



 

 

▼ 

▶ 劣势资源的企业如何做好产品 

千聊收听地址 

https://m.qlchat.com/topic/details-audio-

graphic?topicId=2000006152773837 

喜马拉雅收听地址 

http://m.ximalaya.com/100460222/sound/213285386 



 

 

 

 

  



 

 

 

 

 

 

〓 免费课程 〓 

所有课程同步发送在千聊 

千聊 

 
  



 

 

▼ 

✪《手把手教你写一套优秀的产品管理文档》- 课程介绍 

收听地址

https://m.qlchat.com/topic/details?topicId=2000005526339591 



 

 

 
  



 

 

▼ 

✪《手把手教你写一套优秀的产品管理文档》- 全面了解产

品管理文档体系 

收听地址

https://m.qlchat.com/topic/details?topicId=2000005526342014 

 



 

 



 

 

 

 

 

 

 

 

 



 

 

▼ 

 

扫描汤圆二维码，就可以加入联盟大家庭啦 

 

  



 

 

▼ 

中国产品经理联盟，前身为“产品经理之家（http://www.promaner.com）”，产品经理

之家网站于 2004 年 12 月 26 号开通，于 2005 年 7 月 15 日由产经理之家改名为中国产品

经理联盟，并启用新域名：http://www.chinapm.com.cn。 

中国产品经理联盟是国内最早的面向产品管理人群和企业服务的专业组织，服务的人群包括

和产品管理相关的产品经理（专员），产品总监（产品部经理），企业高层和对国内产品管理

体系关注的人士，所服务的人群遍及国内所有行业和地区，到目前为止，UCPM 注册会员已

经超过 70000 人，并得到了国内众多产品管理人员和企业的认可，已经成为在产品管理领

域最值得关注的，大型的，专业的职业人群专业机构。 

中国产品经理联盟的定位是“交流、学习、发展、生活”，希望为产品管理人群提供一个产品

管理交流和服务的平台。UCPM 在多年的发展时间内，已经逐步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培训机

构，学术团体和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旨在通过联盟线上和线下的各种活动的开展，为产

品管理相关人士提供获取知识，个人信息交流的平台，积极促进和推动产品管理在中国的发

展与进步。 

联盟宗旨：共建共享 

联盟定位：交流 学习发展 生活 

联盟目标：致力于推动产品管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和职业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