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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级产品管理者，做好这些事就可以了 

先来说一下什么是 B 级产品管理者，大家看下图： 

 

在产品管理中，通常会把产品管理者的层级结构分为三级，级别的称谓很多，我这里

就简单用 A 级，B 级和 C 级来代表了。 

在 C 级中，通常会分为 SPM（战略级产品经理）；PPM（规划级产品经理）；TPM

（战术级产品经理）；APM（助理级产品经理）。 

关于这四类产品经理的详细说明，大家可以参看这篇文章：《【重磅系列】跟着老汤一

步一步建立产品管理体系-第三篇-人力管理体系（1）-企业该如何分类产品经理！ 》 

在 B 级中，按照国内的习惯，一般就是包括产品总监，产品部经理，产品主管这样的

称呼。 

至于这些职位名称是否合理，本文中就做太多解释了，咱们以国内习惯性称谓为准。 

在 A 级中，通常只包括 CPO，但是为什么我这里写有 CEO 呢，因为在一些没有 CPO

的公司，CEO 会肩负类似 CPO 的职责，比方说，有些产品经理就是直接向 CEO 汇报的。 



 

 

在我几乎所有的文章中，几乎都是围绕 C 级在写的，关于 B 级的写的很少，貌似就写

过一篇：《产品总监 · 做好三件事！就够了！》。 

但是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太宽泛，感觉木有写到位，因此呢，我就想在这篇文章中多写

一些，大家可以理解为本文是对《产品总监 · 做好三件事！就够了！》这篇文章的扩写。 

实话实说，B 级产品管理者看起来是个比较风光的职位，好像就是和老大们开开会，

给兄弟们安排安排工作，具体操作的事也不怎么做，工资还挺高。 

怎么说呢，表面看起来是这样，但如果一个真正负责的 B 级产品管理者确实承担起了

他这个级别该有的职责，那么，所谓的“风光”背后其实也不乏各种悲催和挑战。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来看一张图： 

 

我也不说什么大道理，我就以现实情况说一下： 

我们假设一个 B 级下面有 5 个 C 级，每个 C 级有自己的产品团队（也就是 PT），每个

PT 中有 10 个成员，对于 C 级来说，只需要带领好这 10 人的团队就可以了，但是对于 B 级

来说，不但要管理好 5 人的 C 级团队，事实上，他要面临的是 50 人的产品团队。 

有 C 级不同意了，B 级又不直接面对我的团队，他算哪门子面对啊。 



 

 

问的好，这就是我要说的 B 级要做的第一个类型的工作，我把这个类型的工作称为是

“业务润滑剂”。 

工作类型 1：业务润滑剂 

我们知道，个体的产品经理通常面对一个个体且独立的市场（比方说上图中的 C 级 1

面对的是 A 市场），那么，五个个体的产品经理就会面对 A-E 五个市场，工作的焦点也会

集中在各自的市场上，这是 C 级的核心职责。 

但是，对于 B 级而言，他就不是只看某个市场了，而是要基于公司全部市场做出自己

的思考。 

工作内容 1：做出某个时间段内的整体业务优先级决策 

我们相信，每个个体的产品经理都会针对自己的产品发展排列出业务的优先级，我们

看下图： 

 

比方说，C 级 1 这个产品经理在 Q1 的一月份有 3 个优先级最高的工作，而 C 级 2 这

个产品经理在同样的时期内有 2 个，以此类推。 

每个产品经理都认为必须优先安排这些工作的实现资源，但是，因为企业资源的限



 

 

制，现实中很难出现每个产品经理的工作在资源安排上都能面面俱到，一视同仁的情况，

靠产品经理们去协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B 级的产品管理者们就需要出面来解决这个

问题了。 

毫无疑问，这个工作的核心目标就是： 

消除分歧，让 C 级们认为你所排定的整体优先级是足够正确的。 

当然了，如果某些 B 级做不到这一点，那就需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是自己能力不

够，还是在 C 级中缺乏权威，或者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这里提示一点，我这里说的优先级是业务级别的，不是产品功能级别的，功能级别的

你完全可以交给 C 级们去搞定。 

工作内容 2：产品团队组织的保障者 

独立的 C 级们通常只是产品团队的管理者或领导者，但很少是组建者，毕竟产品团队

是 X-Functions 的，C 级们很少有权限去调动其它团队的人力资源。 

这个时候，就需要 B 级们为 C 级们把关了，有三件事可能是在这个工作中比较重要

的。 

1）C 级们都是什么情况，比方说 C1 的脾气秉性，资历经验适合带领什么样的团队，B

级们必须门清。 

2）基于 C 级们的个人情况，什么样的 X-Functions 团队是适合的，B 级就要为 C 级

们谋划谋划，并积极和 C 级们沟通，努力形成共识。 

3）如果 C 级们和 X-Functions 团队出现组建上的分歧，那么，B 级就要积极和其它业

务团队的领导们进行协商，确保团队组建能够顺利，并且这个团队对产品目标的实现是有

保障的。 

工作内容 3：帮助 C 级们积极宣传产品的价值 



 

 

在这个工作中，B 级们有两个工作需要去做。 

1）产品管理价值的宣传 

企业构建了产品管理体系，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对产品管理的价值有足够的了解，如

果是这种情况，那么，C 级们在开展业务工作的时候很容易受到一些阻碍，要尽量避免出

现这种情况，那么，B 级们就得对产品管理的价值要做好“三讲（清晰的讲，系统的讲，持

续的讲）”。 

2）产品价值的宣传 

都说产品经理是产品价值的“布道者”，但“布道者”要搞好“传播”的工作，没有“教主”的

支持，效果肯定也不好。 

因此，作为 B 级们，在 C 级们把产品价值什么的都设计好，准备向 X-Functions 团队

“布道”的时候，一定要助他们一臂之力，这样一方面有助于产品价值的有力宣传，另一方

面也有助于 C 级们感受到“教主”带来的温暖，让自己感觉自己也是有娘的孩子。 

工作类型 2：C 级团队防火墙 

先介绍一个名词，叫“product janitor syndrome”，可以翻译为“产品门卫综合症”，这

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就是其它业务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会建议产品经理应该怎么去做，比方说： 

对于开发人员而言，他们要求产品经理 7*24 小时在岗，因为他们需要和产品经理不

断确定一些要开发的东西； 

对于销售而言，他们要求产品经理必须参加每一次新客户的电话会议和每一次的技术

合作会议。 

对于营销而言，他们要求产品经理下个季度必须组织 6 个行业活动，并创建 4 个特定

于细分市场的产品推介以及每周做一次网络研讨会。 



 

 

…… 

这些工作从业务团队的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从产品经理的角度看，问题就多

了，很简单，因为这些工作一旦真正合并为产品经理要去做的工作，那么，这就成了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C 级们很难有条件去反击这种无限铺开的工作范畴，那怎么办，B 级们就要出

面了。 

重点做两件事： 

1）合理的帮助 C 级们拒绝某些工作，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 C 级们心太软，脾气太

好，责任心太强，总觉得拒绝一些工作会影响团结，但是，团结不是靠不断的妥协得来

的，这个时候，如果 B 级发现某个 C 级出现了这个情况，就要及时指明并和不合理的工作

进行积极的斗争。 

2）斗争的同时，作为 B 级，还要给 C 级们制定合理的、正确的工作方针，比方说，

你需要告诉你的 C 级们，你们的工作时间应该这样来分配，战略活动工作要占到 50%，规

划活动工作要占到 30%，战术活动工作要占到 15%，其它工作最多只能占到 5%。 

之所以把这个工作类型称之为是“C 级团队防火墙”，就是因为防火墙最大的作用就是

能够判断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让合理的进来，把不合理的拒之门外，更重

要的是，最终要通过一套定义好的防护策略机制来让产品管理系统处于“安全”之中。 

工作类型 3：成长助推器 

工作内容 1：经验上的辅导 

产品经理必须要面对这样一条鄙视链： 



 

 

 



 

 

这条鄙视链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作为产品经理，我们很难用强迫的形式去让团队成员

努力的工作，既然强迫无果，那么，就必须换个思路，或许激励是个更合适的方式。 

怎么去激励团队成员呢？思路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他们忘掉产品经理，去面对能够让

他们兴奋起来的事情。 

比方说，对于开发而言，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你现在解决的这个问题，将会让客户更

加满意，从而愿意继续给我们的产品付费。 

当然，通常这个工作会交给 C 级们去完成，但是，咱们也必须承认，很多 C 级是缺乏

这种经验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让 B 级们出面了，毕竟 B 级们是见多识广的。 

比方说，B 级们可以组织一次整体产品的愿景介绍会，告诉所有团队成员目前我们的

产品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希望通过大家的智慧来一起寻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并告诉

他们这才是“有意义”的事，不要一天到晚对产品经理吹毛求疵。 

当然，类似的经验辅导应该涉及方方面面，因为对于 B 级而言，C 级们是你的下级，

但更应该是你的徒弟，把他们带出来，你不是就能更轻松一些了。 

工作内容 2：提供清晰的职业成长道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走产品管理的道路，一腔热血是无法面对现实工作的挑战的，

其实有很多 C 级们正在这条道路上左右摇摆，作为 B 级，你必须敏锐的意识到这种情况，

大致需要做两个工作： 

1）对于那些真正热爱这个工作的人，你要为他们量身打造清晰的职业成长道路，让他

们感觉只要和你在一天，那么每一天都是有进步的，无论是在技能上，还是在经验上，不

要把这个工作完全交给 HR 去做，毕竟他们擅长的是“识别”，而不是“培养”。 

2）对于那些摇摆不定，心生退意的 C 级们，你要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是暂时的情

绪所知，还是去意已决，这个明确以后，你要为他们的后续发展开拓道路，情绪所致的，



 

 

要及时排解“负能量”带来的影响，去意已决的，要耐心听取他们的想法，并且愿意为他们

在公司内外寻求他们期望的道路。 

其实以上这些工作只是我个人认为现在很多 B 级缺失的，事实上，B 级们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比方说在一些公司，B 级也会负责某几个产品的管理，如果是这样，那么，按照

C 级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 

总之呢，在我看来，B 级既然是 C 级的领导，那领导是什么，其实就是“领”和“导”，

“领”是要带领 C 级们走好产品管理这条路，“导”是要指导 C 级们不断的成长，成为他们在

这条道路上的“明灯”。 

往小了说，这是 B 级们的职责所在，要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成功的产品，往大了

说，这是不断推动企业组织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的一种组织变革。 

如果有些 B 级们认为这个级别只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的话，或者，你只是一个“华而

不实”的 B 级，那么，这篇文章完全可以阅后即焚。 

最后，祝愿所有的 C 级，所有的 B 级能够在产品管理体系的实践上同心同力，成为推

动企业产品发展的最强集体。 

▼ 

▷ 三级头，三级甲---除了 BCGM，产品经理还有哪些 

业务分析工具可用？ 

这几天算是和 BCGM 干上了，一会汤圆，一会元宵的，一人分饰两角，真以为我是李

玉刚啊。 

通过两篇关于 BCGM 的文章，咱们大致了解了 BCGM 如何应用，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毕竟 BCG 把这个工具做出来就是让咱们用的，但是，天下牛逼的公司也有不少，有些公司

就认为 BCGM 不好用，于是也就是设计了一些其它的工具，那么，都有哪些工具呢，在这



 

 

篇文章中，我就简单做个总结。 

说不说 BCGM，但是在开篇的时候还得稍微提几句，说什么呢，就说说为什么有些公司

认为的 BCGM 的不足都有哪些。 

主要有两个： 

1）BCGM 的评估维度（也就是变量）只有两个，因此呢，BCGM 往往建议作为一种较

大范围的组合分析的输入工具，而不是一种单一的基础分析工具； 

2）被过度简化的技术操作，BCGM 的流行，其实是和我们把这个工具过于简化有直接

关系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企业缺乏对 SBUs 的认识，就算是 SBUs 搞清楚

了，那么，BCGM 中所需的 SBUs 的相关数据如何科学的统计出来又是个有挑战的事。 

怪不得 BCG 会这么大方的把这个工具公开于世，因为人家知道，想真正用好 BCGM，

大部分的企业还得找我们来做。 

但是，有些企业就不愿掏这个钱，求人不如求己，咱们自己干，于是，我们就见到了一

些其它的分析工具。 

1）The Ansoff Matrix：安索夫矩阵 

简单介绍一下安索夫矩阵的背景，这个矩阵可以说是战略分析工具的鼻祖了，伊戈尔•

安索夫（Igor Ansoff）本人也被誉为是“现代战略管理之父”，其实他设计这个矩阵的本意并

不是针对企业界的，而是帮助北约在冷战时期解决战略问题的，他在进入学术圈之前，曾是

兰德公司的分析师和洛克希德公司的副总裁。 

但是，商场如战场，商业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因此，安索夫矩阵的思想延伸到了商业

领域，首次发布在 1957 年的《哈佛商业评论》上。 

安索夫矩阵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看下图： 



 

 

 

形式和 BCGM 一样，也是通过两个轴，每个轴上有两个维度形成一个 2*2 的矩阵。 

两个轴分别是“产品”和“市场”，两个维度分别是“新”和“旧”，这样就会出现四种情况（四

个象限）： 

旧产品，旧市场：通常采用渗透策略，也就是在其当前细分市场中推动现有产品的发展，

在这种策略中，可以采用的具体方式包括产品推广、价格调整、品牌更新或重新定位等，无

需推出新产品，商业焦点只在培养现有的客户群。 

旧产品，新市场：通常采用市场开发（延伸）策略，也就是针对现有产品开发新市场； 

新产品，旧市场：通常采用产品开发（延伸）策略，也就是针对现有市场开发新产品，

这些新产品仍然是现有产品的自然演变，而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产品，并销售给现有的细分市

场。 

新产品，新市场：通常采用多样化策略，也就是针对新市场开发新产品，这种策略涉及

同时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 

从矩阵图中可以看出，市场开发策略和产品开发策略是对立的，市场渗透策略和多样化

策略也是对立的。 



 

 

说到底，安索夫矩阵其实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 

一个公司是否应该把市场增长或产品增长作为一个整体战略。 

但是，安索夫矩阵的两轴两维度范围太广，因此，它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很多业内人

士认为，它实际上更像是一个信息管理工具，而不是一个规划或分析工具。 

2）ADL Matrix：生命周期组合矩阵 

ADL Matrix 也被称为是生命周期组合矩阵。ADL 矩阵是著名的咨询管理公司阿瑟·D·利

特尔公司(ADL)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它把企业自身在市场上的优势与劣势同该市场的生

命周期阶段相结合。 

从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既然叫生命周期组合矩阵，那么，自然是离不了生命周期这个

维度的，不过这里的生命周期指的是行业生命周期（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但是一个维度是形成不了矩阵的，因此，在这个矩阵中，还有一个维度就是“竞争地位”，分

为五种情况： 

统治地位：处于统治地位的企业能够控制竞争者的行为，其战略的制定不受竞争者的影

响； 

强势地位：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能够遵循自己所选择的战略而不必过多关注竞争对手的

行为； 

有利地位：处于有利地位的企业虽不处于主导地位，但这些企业都是居于良好的竞争地

位及拥有各自的竞争优势； 

维持地位：处于维持地位的企业具有较好的业绩，能与主要的竞争对手相抗衡，有能够

维持其地位的机会； 

软弱地位：处于软弱地位的企业竞争地位弱，优势少，很难长久地与竞争相抗衡。 

这样就形成了这样的矩阵，大家看下图： 



 

 

 

尽管 ADL 矩阵最早被开发出来是用来评估大型企业的 SBUs，但是基于它的逻辑，我们

是很容易地进行调整的，比方说在 ADL 中，用的是行业生命周期（行业成熟度），我们这里

可以换成产品生命周期（产品成熟度），因此，ADL 完全可以针对较小单位（比方单品，产

品线）进行分析。 

当然，ADL 矩阵也有不足，ADL 最大的不足是它不能解释行业生命周期长度的不确定

性。在组织当前的行业条件下，很难预测这些条件何时可能发生变化，因为生命周期不仅受

到外部力量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竞争者活动的影响。因为有效的规划需要一个明确的时间框

架，行业生命周期的快速变化可能使所选择的行动路线过时，并损害公司的竞争地位。 

同样，我们在考虑产品生命周期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The Shell Directional Policy Matrix：壳牌定向政策矩阵 

这是荷兰壳牌公司开发的 3*3 矩阵，用来描绘公司各项业务前景和公司竞争力。 

这个矩阵其实是 BCGM 的一个变体，但是更详细一些，并且为 SBUs 提供了更清晰的

通用策略。它依赖于两个变量：部门盈利前景（outlook for sector profitability）和公司或

SBU’s 的竞争能力（company’s or SBU’s competitive capability），并在每个变量中设定为



 

 

三种情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3*3 的矩阵，大家看下图： 

 

壳牌集团采用市场增长率、市场的质量、工业原料状况和环境因素四个指标来评价业务

部门的前景，公司竞争力则用市场地位、生产能力和产品研究与开发三个指标来衡量。 

4）The Strategy Clock Model：SCM，战略时钟模型 

战略时钟模型不像安索夫矩阵和波士顿矩阵，通常会用在产品和营销的分析上面，它是

公司层面的一种竞争分析工具，与波特的一般战略（Porter’s Generic Strategies）或五力分

析（Five Forces analysis）相同。 

战略时钟模型在 1996 年首次出版的《竞争和公司战略》(C. Bowman & D. Faulkner, 

Competitive and Corporate Strategy)一书中提出，这个模型根据价格水平（成本优势战略，

cost advantage strategy）或可感知的附加值水平（差异化优势战略，a differentiation 

advantage strategy）提出了竞争定位的选择。 

之所以叫战略时钟模型，就是因为它形成的图形类似于一个钟表的盘面，大家看下图： 



 

 

 

这个 SCM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理解，尤其是选项 6、7、8，为什么选这三种竞争战略会

导致失败呢？简单解释一下啊。 

选项 6，是指单方面提高标准产品价格的战略，但是只有在竞争对手也这样做，或者降

低产品价值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选项 7，是指采用低价值，高价格的产品的战略，但是，只有在垄断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选项 8，是指以标准价格提供低价值产品的战略，通常也会失败，因为它为竞争者提供

了两个夺走市场份额的机会，要么通过更低的价格，要么通过更高价值的产品。 

因此，对于大多数的企业来说，会尽量避免涉足 6、7、8 三种战略选项，比方说，在乘

用车制造领域： 

丰田奉行的是一种混合战略（选项 3），在提供高价值的同时保持相对较低的价格，主

要是通过非常广泛的产品来支撑战略的执行。 

宝马则是奉行差异化战略（选项 4）,其低端产品以适中的价格提供高价值，这些附加值

主要来自于品牌价值和产品质量，而高端产品则通过高价值的溢价定价来实现。 

法拉利则奉行集中差异化战略（选项 5），为特定细分市场提供高价值的溢价。 



 

 

SCM 最大的不足是，它只在包含多个竞争公司时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更多企业认

为它作为一个案例研究或竞争分析工具可能比作为一个反思性的战略分析和规划工具更有

用。 

5）GE Business Screen：GE 业务屏；GE 矩阵 

这应该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分析工具。 

GE 矩阵法也叫象限分析法、通用电器公司法、麦肯锡矩阵、九盒矩阵法、行业吸引力

矩阵。 

GE 矩阵是 GE（通用电器）和麦肯锡公司联合开发的一种产品组合的分析方法，相对于

BCG 分析法，它采用了更多的参数作为评估指标，因此，更能准确的反应产品在市场中的现

实位置。 

GE 矩阵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看下图： 

 

在 GE 矩阵中，我们通常分为两个维度：市场吸引力；企业竞争力，每个维度有相应的

重要的评价因素，大家看下图： 



 

 

 

好，关于产品经理可能用到的一些商业分析工具就介绍这五种吧，加上前两篇文章介绍

的 BCGM，就是六种了，其实还有一些，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 SWOT 其实也可以看成是

一种 2*2 的矩阵，以及分析宏观环境的 PEST 等等。 

其实我呢，就是对这些分析工具做了个总结，说说我个人的感受吧，在我看来，任何一

个工具都有优势，也有不足，主要是由这些工具的设计前提决定的，因此呢，我们在用这些

工具的时候，起初可以参照使用，但是到最后，我还是希望咱们每个产品经理能吸收这些工

具的关键思想和构建逻辑，形成顺自己手的工具，当然，目前来看，还很少有专门为产品管

理设计的分析模型和工具，我觉得吧，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些产品经理真正值得去研究的方向。 

  



 

 

▼ 

▷ 举一反三，把 GSM 玩起来---谈波士顿 Growth Share 

Matrix 的灵活应用 

我叫元宵，是上一篇文章《我是汤圆，老板要让我用 BCG 做分析》的同事。 

说是同事，其实离的还是比较远的，他在集团的主机厂负责 BY 这个整车产品，而我

呢，则是集团另一家公司的，我这家公司是负责车机的，简单说，我的公司是汤圆公司的

供应商，我算是给汤圆提供配套的吧。 

看了汤圆的那篇文章，对我启发比较大，因为我现在负责的这个车机产品车主们褒贬

不一，尤其是对于很多老车型的车主，一直指责为什么不升级系统，要是不升级系统，就

要到某宝上去找刷机的去了。 

公司的老大现在很头疼，尽管集团没有明确说车机产品要有盈利指标（偷偷的说一

下，其实我们也玩了点手段，就是对于老车机的用户，不提供软件升级，如果想用最新

的，好办，直接换硬件，当然，价格嘛，呵呵），但集团还是希望通过车机能够把车主们留

到整车产品的体系呢，因此，我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如何用车机伺候好各个车型的车主，

毕竟集团现在的车主也有几百万了，丢掉一个车机用户也就意味着可能会丢掉一个已有的

整车客户。 

我把我的想法和汤圆说了，他的意思是，BCG 这个矩阵直接拿来用肯定不太合适，需

要基于 BCGM 的逻辑来改造一下，然后再对这个车机产品做个大致的分析。 

他给了我三个建议： 

1、理解 BCGM 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2、基于核心逻辑找出关键的指标； 

3、基于关键指标形成自己的评估矩阵。 



 

 

然后就不见汤圆的影子了，他说他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因为疫情，2 月份的整车销

量估计会惨不忍睹，这个当然可以理解，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多问，

就按照他的建议自己来吧。 

1、理解 BCGM 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怎么来分析 BCGM 的核心逻辑呢？ 

我秉着从表现到内在的思路做个简单的说明，BCGM 的外在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2*2 的矩阵图： 

 

那么，这个 2*2 的矩阵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很简单，像我这样的数学学渣都知道，一条纵轴，一条横轴，然后垂直相交就可以形

成 2*2 的矩阵。 

当然，在 BCGM 中，纵轴就是代表“增长率”这个维度，横轴就是代表“相对市场份额”

这个维度。 

矩阵画出来了，然后在“增长率”这个维度上，从上到下用“高”和“低”代表，在“相对市场

份额”这个维度上，从左到右也用“高”和“低”代表，这样，矩阵的范围就确定了。 



 

 

比较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分界值的确定，也就是增长率的 10%和相对市场份额的

20%这俩值是怎么确定出来的。 

一般来说，我们会基于行业和产品的实际情况来定，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在整车行业中，SUV 的增长率这些年不可能有 10%的（当然，我这里只是泛

指 SUV 的市场，如果要具体做的话，还需要涉及到级别，派系等具体因素），而有些行

业，比方说医疗健康产业，10%的增长率就明显偏低了。 

同理，相对市场份额也需要因地制宜的来定。 

好，总结一下，要绘制出这样一个 2*2 的矩阵，我们需要做三个事： 

1）确定纵轴和横轴两个维度分别是什么； 

2）确定两个维度的范围值是什么，可以是“高”或“低”，也可以是“多”或“少”，还可以是

“强”或“弱”，当然，也可以是数值化的，比方说“0%”和“100%”； 

3）确定两个维度的分界值，这个根据实际情况来就可以了。 

2、基于核心逻辑找出关键的指标 

在 BCGM 中，两个关键指标就是“增长率”和“相对市场份额”，但是我现在负责的车机

产品暂时不涉及这个，那么，我该选择哪两个指标呢？ 

车机产品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个预置了整车产品所需某些服务的软件+硬件的锁

了 ROOT 的智能设备，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台预置了某些软件的平板电脑。 

但是，车机有其特殊的地方，比方说，这类产品的销量和配套车型的销量是紧密相关

且成正比的，因此，我负责的这个产品的市场指标就不在硬件的销量上，而是在软件的服

务上。 

那，既然是软件了，那一般应该采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呢？ 

通过和老大的沟通，老大认为，应该有两个关键指标，一个是激活率，一个是使用



 

 

率。 

为什么要定这两个指标呢？ 

先来看激活率，我们的车机不激活当然也能用，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车主能够激活，激

活后，我们就可以获得车主更详细的身份信息，简单说，就是我们希望车主能够注册为车

机系统的用户，这样就可以为下一步通过汽车这个平台形成“人”和“人”的互联（另外两个是

“人车互联”和“车车互联”）奠定用户基础。 

再来看使用率，我们在车机上提供了一些和整车紧密相关的智能化服务，对于我们这

些产品经理来说，费力八劲的作出这些应用，当然希望车主们用起来，这样我们才能知道

我们哪些做的好，哪些做的不好，然后才能不断版本迭代。 

这俩指标定好后，激活率和使用率的范围值自然是“高”和“低”了，这个也容易确定。 

最后就是定两个维度的分界值了，老大憋了半天，才说，100%的激活和使用当然最好

了，要不分界值都定成 50%得了，我顿时一脸的尴尬，老大，定多少是你的权力，但你得

考虑现实的情况啊，咱们有一个算一个，就软件这产品，有几个能做到 100%激活的。 

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老大确定按 70%来算，那么，分界值就按 35%来定了。 

好了，到现在，评估维度，范围值，分界值都确定了，这个矩阵就可以做出来了。 

3、基于关键指标形成自己的评估矩阵 

这个就直接上图了，大家看下图： 



 

 

 

我也想不出什么有意思的名字来代表每个象限，就用 I、II、III、IV 来表示了： 

I 象限：激活率高，使用率也高，产品一旦处于这个象限，说明我这个车机产品对车主

很有吸引力，且设计的功能也是符合车主需要的，能够给车主带来不错的体验； 

II 象限：激活率高，使用率低，产品一旦处于这个象限，说明我这个车机产品对于车

主而言，他们只是出于某种因素（比方说认为激活是购车的一种必须过程）激活了车机，

但是对于车机提供的功能不感兴趣或者认为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 

III 象限：激活率低，使用率高，因为车机的大部分功能不用激活也能使用，如果产品

处于这个象限，说明车主对激活后享受的更多服务（比方说安全绑定，免费推送个性服务

等）没有太高的需求，目前非激活状态下的功能足够用了。 

IV 象限：激活率低，使用率也低，产品一旦处于这个象限，说明车主对车机系统没有

多大兴趣，对于智能化的人车交互比较保守，还是习惯于使用传统的物理实体键操作。 

象限解释搞定后，剩下的就是把调查而来的数据放到这个评估矩阵中就可以了。 

当然了，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析过程，我们还需要在知道自己的产品处于哪个象限后，

把对应的产品策略拿出来才行。 



 

 

这个以后再说啊，我先把两个维度涉及到的市场数据搞定。 

 

我把我的这个工作成果发给了汤圆看，他表示是这个意思，也算是做的人模人样了，

我又和他聊了一会，说 BCGM 还能怎么灵活应用，可能是他被我惹的烦了，直接给我发过

来一个软件：PMMANAGER，说，里面有个需求管理的应用，其中有一个功能-需求优先

级分析-其实也是 BCGM 的一种应用，说完，还给我截了一张图并附上了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http://www.pm-soft.com.cn 

我下载了这个软件并大致用了一下，确实不错啊，啥都不说了，赶快下载用起来吧！ 

  



 

 

▼ 

▷ 【讨论】产品生命周期四个阶段的另一种分析思路探讨 

在《阿泡带你全面掌握 PM 和 PMM-4.PMM 全军出击-4.5--->产品生命周期的管

理》这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在 PMM 中如何来管理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和产品生命周期有

关的两个知识点，大家看下图： 

 

 

尤其是第一张图中的 PLC 曲线，对于产品经理来说，这是一条优美的，也是非常熟悉



 

 

的曲线，它就像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的妙曼身材一样，让产品经理们为之疯狂，无时无刻不

在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 

从 66 年诞生，这条曲线已经走过了 52 个春夏秋冬，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基于此

的变形、延伸也不胜枚举，但无论如何变化，都脱离不了“时间（T）”和“销量（S）”这两个

原生维度。 

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理论，一种模型，都是有其前提条件的，PLC 的曲线是基

于 T 和 S 这俩维度生成的，但是，产品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复杂的，仅仅依靠这俩维度是否能

否真实的反应出产品的情况下，其实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或者这样说，对于 PLC，我们是否能够用更多的指标来观察产品所处的阶段，这其实是

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本文中，我就通过一个我操作过的案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点个人体会，不过提

前说明，本文中我所提到的观点，都是一家之言，不代表正确与否，只是抛砖引玉，大家一

起来探讨。 

先简单说一下我这个产品的情况。 

这个产品叫 IVC，是一款面向普通用户的视频转换软件，说一点这个产品的历史背景，

因为当时国内的正版软件市场不是很好，因此，当时我们在推出这款产品的时候，首要面对

的是海外市场，但是我们又不能复制当时国内的软件销售渠道（数字分销平台+连锁零售店

+OEM）的模式，于是就以数字分销平台为主（我记得是个叫 download.com 的平台）。 

先介绍这么多啊，后面涉及到更多的信息再继续。 

当时正逢圣诞，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搞了一个为期 16 天的线上营销活动，IVC 这个产

品在 download 上的下载量就可以平均达到 4000 次/日，是公司所有在这个平台上下载量

最高的。 



 

 

按照现在的套路，继续把营销做好，把下载量再上一个量级，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但

是在这个活动搞完后，就暂停了后续的活动。 

为什么呢？ 

先说我当时的一个迷惑：IVC 这个产品应该处于 PLC 的哪个阶段？ 

如果从下载量来看的话，还是可以的，月均能达到 12 万下载，可以被定位到成长期，

但是如果从销量（支付购买）来看的话，可能就是处于引入期了。 

因为只从下载量上来看的话，应该是明显表现出“大”的特征，但是在成熟期的产品同样

有此特征，而时间只不过是记录销量变化的线索而已。 

这就比较矛盾了，到底用哪个标准来评估才是比较准确的，如果阶段定位不准确，那么

后续的产品战略就没有了方向。 

那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清晰的描述出一个事物的形象，那么，这个事物的特征越多越好，

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我就开始琢磨，针对一个产品，在一定的时间内，除了下载量，还会

有哪些特征会出现明显的变化，而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就有可能更为准确的匹配出这个产品应

该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什么阶段。 

当然，完全靠自己想肯定是不行的，毕竟经验有限，于是一方面查资料，一方面琢磨我

负责的这些产品自身所具有的一些属性。 

尽管说是软件产品，但实际上当时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消费品的玩法，这就是为啥我们

做的那类软件叫消费类软件，后来我也常和朋友们说，谁能告诉我卖软件和卖洗发水，卖饼

干、卖饮料，在具体的操作模式上有啥本质不同吗？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做软件的其实应该尊称做消费品，尤其是快消品的朋友们一声老师

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把眼光放到了传统消费品属性的研究上，毕竟人家玩了多少

年了，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 

还好，辛苦没白费，我找到了七个指标来进行产品生命周期阶段适配的评估。 

这七个指标分别是：销售量；销售额；成本；购买意愿；竞争者；经销商；获利情况。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评估的两个维度 

这两个方向我们分为“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 

内部维度我们又称为是“成本-收益”评估点； 

外部维度我们又称为是“市场-竞争”评估点。 

第二步：确定两个维度的评估指标 

内部维度包括四个评估点：销售量（原生维度）；销售额；利润；成本。 

外部维度包括三个评估点：用户需求量（市场购买意愿）；竞争者数量（竞争状况）；经

销商数量（经销商状况）。 

以上七个评估点只是我个人考虑的啊，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 

第三步：确定两个维度的测算规范 

这里强调一句，在测算的时候尽量，不，是一定啊，一定不要用“多”、“少”、“大”、“小”

类似这样的不可量化的标准和规范，一定要用可测量的。 

通过对一定时间内（T1-T4）的数据统计，我们就可以看出内部维度四个指标和外部维

度三个指标的变化情况。 

以下均为演示，不是真实数据啊，大家看下图： 



 

 

 

第四步：基于两个维度的时间变化形成矩阵分析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形成的矩阵如下：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计算两个维度中对应评估点的和值； 

2）设定两个维度的权重。 

为什么要设定权重呢，这是因为内部和外部维度的评估点在不同的企业中有不一样的趋



 

 

向性，这里可以统一设定一个参数，也可以根据每个评估点来设定。 

3）和值*参数 

4）形成矩阵 

从这个矩阵中可以明显看出： 

 处于左下象限的是进入期的产品 

 处于左上象限的是成长期的产品 

 处于右上象限的是成熟期的产品 

 处于右下象限的是衰退期的产品。 

通过矩阵来定位产品的生命周期阶段有个好处是可以把企业内所有的产品通过以上步

骤定位到合适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中。 

同样，我们也可以针对某个产品单元绘制出它的 PLC 发展轨迹，大家看下图： 

 

不过，我在多次演算后，感觉这个模型可能只适用于正常的产品生命周期发展轨迹，如

果是非正常的发展轨迹，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了。 

关于有哪些非正常的发展轨迹，在本文中就不讲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些这方面的资



 

 

料。 

最后，咱们通过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描述性说明来验证这个模型的可靠性。 

 

看起来是符合 PLC 的阶段特征的，但是，有三个问题需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1、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指标如何能够更科学的量化，比方说用户需求量，到底怎么判

断更贴近真实情况； 

2、多个产品是否可以应用同一套维度权重参数，如果不可以，那么，就无法绘制到一

张图表上； 

3、仅仅采用和值计算是否合理。  

销售量 销售额 成本 利润 用户需求量 竞争者数量 经销商数量

引入期 小 少 高 少 弱 少 少

成长期 大 较多 较低 较少 较强 较多 较多

成熟期 大 最多 最低 最多 强 最多 最多

衰退期 较少 较少 少 较少 较弱 较少 较少

评估维度
阶段



 

 

▼ 

▷ 一张图了解市调的全部流程 

 

点击小图可以下载原始尺寸大图 



 

 

▼ 

▷ 天生骨骼清奇，定是百年一遇做产品的奇才---基于产品

的业务组织结构该如何选择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写好这篇文章，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写产品管理的体

系，流程，方法的文章比较多，像这种涉及业务组织结构的文章好像寥寥无几，尤其是从

产品管理的角度来分析业务组织结构的文章，这应该是第一篇。 

原因何在呢？ 

这可能和我们对产品管理的认知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应该都知道关于产品管理的经典

定义，从工作的角度看，产品管理就是： 

把企业的某一部分（产品，产品线，品牌，细分等）视为企业的某一部分而开展的企

业管理，目的在于实现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客户的长期满意度。 

正因为有这样的定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会认为产品管理就是涉及商业的管理工作，

但是，我们同样知道，商业的管理是企业的核心行为表现，而这种行为的质量又和企业的

组织结构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基于企业的组织结构来定义产品管理是什

么。 

简单了解两个定义 

带着这样一个想法，我查了些资料，果然，基于企业组织结构的对产品管理的定义真

的有，大家看下图： 



 

 

 

基于组织结构角度的产品管理定义就是这么回事，那么，一个概念又来了，就是如何

来理解组织结构，关于这个定义，大家看下图： 

 

因此，基于组织结构的产品管理定义，简单说，产品管理就是一种实现产品目标的和

企业组织有关的等级安排。 

好，关于本文要讲到的两个概念就讲这么多，其实不用太纠结是否理解了，我还是那

个原则，概念定义这个东西，不用勉强自己必须要去理解，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很多晦



 

 

涩难懂的东西迟早会明白的。 

接下来才是本文的重点，我努力说清楚两个问题： 

1）产品管理的组织结构都有哪些？ 

2）我们选择哪一个是比较合适的？ 

产品管理的组织结构都有哪些 

第一种：职能化的结构 

职能化的产品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呢？大家看下图： 

 

职能化的产品结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高层位于顶层，多个业务部门的中层经

理-如市场、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都直接向高层汇报。 

这些部门由部门经理独立管理，他们只对高层负责。 

这个结构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组织结构简单清晰且易于理解，业务部门划分得井

井有条，每个部门都很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 

然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如果在中，高层的职位上是一个软弱，缺乏组织能力的人担

负相应的职位，那么，就会出现内部信息沟通不畅（见蓝色箭头所示方向）或者业务配合不



 

 

利（见绿色箭头所示方向）的问题。 

比方说，如果产品部门的领导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那么，可能很多市场机会就会失去，

或者没有办法顺畅的把产品想法传递到下一环节中。 

第二种：产品化的结构 

产品化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呢？大家看下图： 

 

产品化结构本质上是职能化结构的一种变形，多见于产品比较多的企业，在这种结构图

中，高层位于顶层（这个和职能化结构一样），而不同之处在于，这种结构是通过将不同的

产品划分为不同的业务单元（比方说事业部，子公司等）并通常有独立的业务团队进行管理。 

这种结构即使在业务沟通上出现一些问题也无伤大雅，因为通常不同的业务单元之间在

业务上的交流并不紧密也互不依赖，比方说一家食品公司可能被分成饮料、零食、乳制品、

冷冻食品和调味品这五个业务单元，每个业务单元之间并不存在依赖关系。 

当然，他们也会共享一些内部和外部的资源，比方说供应链，渠道等。 

第三种结构：客户化的结构 

客户化的组织结构又是什么样的呢？大家看下图： 



 

 

 

客户化的组织结构也被称为是市场细分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则又是产品化结构的一种变

形。 

这种结构通常在产品面对较多市场，而产品本质上没有差异的情况下使用，比方说通讯

运营商，提供的产品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通话，短信和流量，但是因为各地区的不同，比

方说北京和上海，那么，北京和上海就会基于各自地区的市场情况制定不同的市场策略，并

由各地独立的市场团队进行负责。 

这种结构的最大优点在于避免了产品上的重复设计，并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同样，这种结构也和产品化结构一样，也会共享一些内部/外部资源，比方说基于同一

品牌的塑造和营销。 

第四种结构：全球化的结构 

如果企业面向的是全球化市场，那么，就需要考虑全球化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我就不

多讲了，因为我对这种结构的经历有限，讲多了就是不负责任了，我能说的就是，全球化的

结构并不一定有多复杂，其基本结构形式还是： 

在总部（通常是成立国），依然是高管担任最高职位，各区域（比方说欧洲区、北美区、



 

 

亚太区）的地区总经理向总部高层汇报，而在各区域，则有独立的业务团队根据当地市场的

情况负责运作。 

比方说在宝洁，全球化的组织结构就由 GBU（全球业务单元）、MDO（市场开发组织）

和 GBS（全球业务服务）构成。 

这种组织结构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以本地化的方式去满足需求，这要包括和产品有关的全

部方面，比方说产品（线）的规划、定价策略、渠道模式等等。 

比方说在乘用车市场，我们所谓的“中国特供车”就是这种结构下的产品，当然，技术，

供应链、信息平台的共享也是在这种结构重要考虑到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采用单一产品策略的全球化结构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 

 

聊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流行的矩阵式结构怎么没提，关于

这个，我简单说一下。 

以上四种产品组织结构，都是属于一种线性管理结构，从组织层级来看，是一元化的，

而矩阵式的管理结构是二元化的，相对于前面提到的四种组织机构来管理产品的形式而言，

矩阵式管理以一种双重的权力系统合并了职能和产品部门。 

因此，矩阵结构就被认为是一种跨职能的工作团队，它的基础表现有以下三个特点： 

1）矩阵式结构中的各个业务部门之间是平等的； 

2）矩阵式结构中的不同部分中的个体必须集合起来去完成一项特定的任务； 

3）矩阵结构中的人员通常会被双重领导，但一般认为，永久性的矩阵结构普遍做法是

由产品经理来领导。 

其实通过这三种表现，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我们所谓的矩阵式结构为什么效果不好，因为

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只是有了个矩阵式结构的形，而没有实，我们每个产品经理都可以想想，



 

 

现实中，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领导着业务呢？ 

关于矩阵式结构和产品管理的关系，这个有时间了我再详细说一下， 

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无论是一元化的传统产品管理组织形式，还是二元化的矩阵组

织形式，并不是说流行的就是好的，一定要基于企业，业务和产品的实际情况来定，比方说

通用汽车公司曾经对矩阵式结构进行过七年测试，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矩阵管理，而转向了

更传统的，以产品为导向的组织结构。 

而通用汽车给出的理由是： 

管理者对激励控制的缺乏是矩阵系统的一个主要缺陷。 

那么，企业到底该怎么来选择使用哪种产品管理组织结构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选择哪一个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怎么来选择呢？ 

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前面提到的四种组织结构，就会发现一个大致的规律，就是从职能化

到产品化，到客户化，再到全球化，产品和市场的数量是逐渐增加的，也就是说，最简单的

职能化结构对应的是单一或者较少的产品和市场，而全球化则是众多的产品和众多的市场。 

因此，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产品管理组织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和产品和市场的数量有关系

的，基于这样的规律，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大致的评估思路，大家看下图： 



 

 

 

1）职能化结构：单一或者较少的产品，针对的市场也较少，比方说车载空调产品； 

2）产品化结构：产品丰富，但针对的市场比较少，比方说针对糖尿病人群的专业食品； 

3）客户化结构：产品较少，但针对的市场比较多，比方说银行、保险； 

4）全球化结构：产品丰富，针对的市场也比较多，比方说全球性的汽车企业。 

这个评估矩阵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比方说如何界定产

品和市场的多与少，这个是和企业的规模，所在的行业以及企业目标有关系的，我这边还会

继续完善，当然，最好的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完善，那样更有针对性。 

再回到产品管理组织结构的设计上，说到底，其实就是为了实现 PMF（Product Market 

Fit）的绩效，这个 PMF 的绩效有两个： 

一个就是 PMF 的响应度，也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效率，比方说产品是否快速的对市场

需求做出了反应； 

一个就是 PMF 的准确度，也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质量，比方说是否进入了正确的市场。 

只要我们的产品管理组织结构能实现这两个目的，那就是好的组织结构，因为我们永远要记

住我们最初设计组织结构的原因是为了在组织内保持沟通的畅通，决策的实时和准确，执行



 

 

的坚决和高效。 

▼ 

▷ 【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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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汤圆，不过现在不是 UCPM 的那个汤圆，而是某乘用车企业负责某款 SUV（以下

称之为 BY）的一枚产品经理。 

最近老板交给我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要让我对我负责的 BY 做个市场绩效评估，

看看在新的财年如何来分配资源。 

在接到这个工作后，我自然而然的就想到采用 BCGM（Boston Consulting Group 

Matrix），我是怎么来做这个工作的呢，接下来就是我对这个工作的操作记录。 

要做这个工作，肯定离不开一些数据的支持，我手头拿到的数据有什么呢，见下图： 

 

左侧是我负责的 BY 这个产品在 2019 年的销量表，右侧是 SUV 这个品类在 2019 年的

一些统计数据。 

我该怎么基于这些数据做 BCGM 的分析呢，我分了四步： 



 

 

第一步：确定要分析的 SBUs 

在 BCGM 分析中，分析对象是 SBUs，不过说实话，我其实一直没有太了解 SBUs 到底

是指什么，我也查了英文解释，见下图：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SBUs 并没有明确的一个范畴，可大可小，大到可以是一个分公司，

事业部，小到可以是一条产品线，一个产品单元。 

不过作为我们这些产品经理来说，更多的是把分析对象标定到产品线，产品上，就像我

负责的 BY 这个产品，当然，再往上还有公司的 SUV 这条产品线，不过，那就不是我操心的

了。 

第二步：确定 BCGM 中的增长率维度数据 

这个其实不难，只要有销量或者销售额数据，我就能算出来，我这里使用的是 2019 年

的销量数据，那么，BY 这款产品的增长率怎么来定呢？ 

我个人习惯用平均增长率来作为参数，BY 这款车在 2019 年的平均增长率是多少呢？ 

算一下就出来了，大约是 2.05%。 

第三步：确定 BCGM 中的相对市场份额维度数据 



 

 

这个市场份额数据怎么来取呢？看过一些资料，有的说取绝对市场份额，有的说取相对

市场份额，这就有点让我不知所措了，后来我查了 BCGM 最原始的资料，人家说的是取“相

对市场份额”的数据： 

The matrix reveals two factors that companies should consider when deciding where 

to invest—company competitiveness, and market attractiveness—with relative market 

share and growth rate as the underlying drivers of these factors. 

该矩阵揭示了公司在决定投资方向时应该考虑的两个因素——公司竞争力和市场吸引

力——相对市场份额和增长率是这些因素的潜在驱动因素。 

那么，相对市场份额怎么来计算呢？ 

本企业某种产品相对市场份额=该产品本企业市场份额/该产品市场占有份额最大者

（或特定的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有了公式就好算了，我来算一下： 

BY 的市场份额怎么算呢？ 

就是用 BY 的销量除以紧凑型 SUV 的销量 

232327/4920000=4.72% 

这个 4.72%就是绝对市场份额。 

那么，在紧凑型这个级别中的销冠-H6-的市场份额是多少呢？ 

386405/4920000=7.85% 

有了这俩数据，那么 BY 的相对市场份额就能算出来了： 

4.72/7.85=60.1% 

第四步：绘制 2*2 的矩阵图 

通过第二步和第三步的计算，我算出了 BY 这个产品的市场增长率是 2.05%，相对市场



 

 

份额是 60.1%，然后以 10%作为市场增长率高和低的分界线，20%作为相对市场份额高和低

的分界线，这样，我就把矩阵图绘制出来了，大家看下图： 

 

当然了，作为一名产品经理，只是知道了 BY 这个产品是现金牛产品还不能算这个工作

做到位了，还要向老大提供后续的策略建议，比方说这样的： 

现金牛产品的特点是销售量大，产品利润率高、负债比率低，可以为企业提供资金，而

且由于增长率低，也无需增大投资。因而成为企业回收资金，支持其它产品，尤其明星产品

投资的后盾。 

采取的策略可以是： 

1）设备投资和其它投资尽量压缩； 

2）采用榨油式方法，争取在短时间内获取更多利润，为其它产品提供资金。 

对于这一象限内的销售增长率仍有所增长的产品，应进一步进行市场细分，维持现存市

场增长率或延缓其下降速度。 

其实对于我来说，BCGM 这个工作是经常做的，但是一直没怎么总结过，正好通过这次

分析 BY 这个产品做个总结： 



 

 

1）BCGM 面对的分析对象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主要集中在产品层面，比方说 product 

line（产品线），product unit（产品单元）上； 

2）通过对产品层面对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产品组合进行一个全面的审视； 

3）BCGM 分析的两个维度分别是“市场增长率”和“相对市场份额”，前者以 10%作为高

低区间的分界线，后者以 20%作为高低区间的分界线； 

4）也是我认为很有思考意义的，BCGM 只是通过两个维度各自的高低两个指标来进行

分析，这样做是否全面，换句话说，是否有其它的分析模型或者新版本的 BCGM（好像现在

有了 2.0 版）可以支持我们做出更全面的分析？ 

5）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思考，我们学习 BCGM，只是机械的照搬这个方法，还是

举一反三的能够应用到更多的地方？ 

关于这个呢，我就看老大是否有安排了，如果有的话，我再和大家交流一下其它的分析

模型都有哪些。 

顺便说一下，BCGM 其实准确来说，应该叫 Growth Share Matrix（增长份额矩阵）或

者 portfolio planning matrix（组合规划矩阵），只不过因为这个矩阵在波士顿集团太有名了，

我们就习惯叫波士顿矩阵了。 

最后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资料，就是这个矩阵的设计者-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创始

人布鲁斯.亨德森-在 1968 年发表的关于这个矩阵的文章。 

 

THE PRODUCT PORTFOLIO 

The growth share matrix was created in 1968 by BCG’s founder, Bruce Henderson. It was 

published in one of BCG’s short, provocative essays, called Perspectives. At the height of 

its success, the growth share matrix was used by about half of all Fortune 500 



 

 

companies; today, it is still central in business school teachings on strategy. 

增长份额矩阵(growth share matrix)由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创始人布鲁斯•亨德森(Bruce 

Henderson)于 1968 年创建。这篇文章发表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透

视》(Perspectives)中。在它最成功的时候，《财富》(Fortune) 500 强企业中约有一半使用

了增长份额矩阵；如今，它仍然是商学院战略教学的核心。 

To be successful, a company should have a portfolio of products with different growth 

rates and different market shares. The portfolio composition is a function of the balance 

between cash flows. High growth products require cash inputs to grow. Low growth 

products should generate excess cash. Both kinds are needed simultaneously. 

要想成功，一个公司应该有一个不同增长率和不同市场份额的产品组合。这个组合的构成是

现金流之间平衡的函数。高增长产品需要现金投入才能增长。低增长产品应该会产生过剩的

现金。这两种都是同时需要的。 

Four rules determine the cash flow of a product. 

有四条规则决定产品的现金流。 

Margins and cash generated are a function of market share. High margins and high 

market share go together. This is a matter of common observation, explained by the 

experience curve effect.  

利润和产生的现金是市场份额的职责。高利润率和高市场份额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常见

的观察问题，可以用经验曲线效应来解释。 

Growth requires cash input to finance added assets. The added cash required to hold 

share is a function of growth rates.  

增长需要现金投入来为增加的资产提供资金。保持份额所需的额外现金是增长率的职责。 



 

 

High market share must be earned or bought. Buying market share requires an additional 

increment of investment.  

高市场份额必须通过赚取或购买。购买市场份额需要额外增加投资。 

No product market can grow indefinitely. The payoff from growth must come when the 

growth slows, or it never will. The payoff is cash that cannot be reinvested in that product. 

没有哪个产品市场可以无限增长。增长的回报必须在增长放缓时出现，否则它永远不会出现。

其回报是现金无法再投资于该产品。 

Products with high market share and slow growth are “cash cows.” Characteristically, they 

generate large amounts of cash, in excess of the reinvestment required to maintain share. 

This excess need not, and should not, be reinvested in those products. In fact, if the rate 

of return exceeds the growth rate, the cash cannot be reinvested indefinitely, except by 

depressing returns. 

市场份额高、增长缓慢的产品是“现金牛”。“它们的特点是产生大量现金，超过维持份额所需

的再投资。这些过剩的资金不需要也不应该再投资于这些产品。事实上，如果回报率超过了

增长率，现金就不可能无限期地再投资，除非压低回报率。 

Products with low market share and slow growth are “pets.” They may show an accounting 

profit, but the profit must be reinvested to maintain share, leaving no cash throw off. The 

product is essentially worthless, except in liquidation. 

市场份额低、增长缓慢的产品被称为“宠物”。它们可能会显示出会计利润，但利润必须用于

再投资，以维持股份，不留下现金。除了清算之外，产品基本上毫无价值。 

All products eventually become either cash cows or pets. The value of a product is 

completely dependent upon obtaining a leading share of its market before the growth 



 

 

slows. 

所有产品最终要么变成摇钱树，要么变成宠物。产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在市场增长放缓之前

获得领先的市场份额。 

Low market share, high growth products are the “question marks.” They almost always 

require far more cash than they can generate. If cash is not supplied, they fall behind and 

die. Even when the cash is supplied, if they only hold their share, they are still pets when 

the growth stops. The question marks require large added cash investment for market 

share to be purchased. The low market share, high growth product is a liability unless it 

becomes a leader. It requires very large cash inputs that it cannot generate itself. 

低市场份额、高增长的产品都是“问号”。“它们几乎总是需要比它们所能创造的多得多的现

金。如果不提供现金，他们就会落后并死亡。即使有了现金，如果他们只拥有自己的份额，

当增长停止时，他们仍然是宠物。问号需要大量额外的现金投资来购买市场份额。低市场份

额，高增长的产品是一个负担，除非它成为一个领导者。它需要非常大的现金投入，而这是

它自己无法产生的。 

The high share, high growth product is the “star.” It nearly always shows reported profits, 

but it may or may not generate all of its own cash. If it stays a leader, however, it will 

become a large cash generator when growth slows and its reinvestment requirements 

diminish. The star eventually becomes the cash cow, providing high volume, high margin, 

high stability, security, and cash throw off for reinvestment elsewhere. 

高份额、高增长的产品是“明星”。它几乎总是显示报告的利润，但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产生

自己的全部现金。然而，如果它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当增长放缓、再投资需求减少时，它将

成为一个巨大的现金生成器。明星最终成为了摇钱树，提供了高产量、高利润率、高稳定性、



 

 

安全性，以及可用于其他地方再投资的现金。 

The payoff for leadership is very high indeed, if it is achieved early and maintained until 

growth slows. Investment in market share during the growth phase can be very attractive, 

if you have the cash. Growth in market is compounded by growth in share. Increases in 

share increase the margin. High margin permits higher leverage with equal safety. The 

resulting profitability permits higher payment of earnings after financing normal growth.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is enormous. 

领导力的回报确实非常高，如果能及早实现并保持到增长放缓。如果你有现金，在增长阶段

投资市场份额会很有吸引力。市场的增长与市场份额的增长相辅相成。份额的增加增加了利

润。高毛利允许更高的杠杆率和同等的安全性。由此产生的盈利能力允许在为正常增长提供

资金后支付更高的收益。投资回报是巨大的。 

The need for a portfolio of businesses becomes obvious. Every company needs products 

in which to invest cash. Every company needs products that generate cash. And every 

product should eventually be a cash generator; otherwise it is worthless. 

对业务组合的需求变得显而易见。每家公司都需要向产品投入现金。每家公司都需要能够产

生现金的产品。每一件产品最终都应该成为现金发生器；否则它就毫无价值。 

Only a diversified company with a balanced portfolio can use its strengths to truly 

capitalize on its growth opportunities. The balanced portfolio has:stars whose high share 

and high growth assure the future;cash cows that supply funds for that future growth; 

and question marks to be converted into stars with the added funds.  

只有拥有平衡组合的多元化公司才能利用其优势真正地利用其增长机会。平衡组合包括：高

份额和高增长保证未来的明星：为未来增长提供资金的现金牛；和问号转换成增加资金的明



 

 

星。 

Pets are not necessary. They are evidence of failure either to obtain a leadership position 

during the growth phase, or to get out and cut the losses. 

宠物是不必要的。它们是在增长阶段未能获得领导地位，或未能退出并减少损失的证据。 



 

 

 



 

 

▼ 

▷ 缺乏“管理绩效”控制的产品管理工作，终究会黯然失色 

前几天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小工具（【实用工具】有多少产品经理倒在了“工

作说明”不清晰上，这个工具算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如果大家只是认为我只是

提供一个工具的话，那就太小瞧老汤挖坑的能力了，这个工具只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引

子，其实我真正想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这个工具最终是要为产品管理的

“效率管理”服务的。 

在本文中，我就来完整介绍一下产品管理的“效率管理”该怎么来做。 

1、何为效率：Efficiency 

关于效率（Efficiency）的解释是这样的，大家看下图： 

 

比方说，A 作为一名产品经理，公司要求他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产品路线图的设计，

但是，A 只用了 4 个工作日就完成了，这就说明 A 比计划的工作日少用了 1 个工作日，也

就是节省了 20%的工作日，这就是效率，当然，这是一种高效率的表现。 

当然，我们也知道，效率高并不一定代表和产出成果也就是好的，因此呢，这就又涉



 

 

及到一个名词，就是效果：Effectiveness，那么，效果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下图： 

 

比方说，尽管 A 产品经理只用了四天就完成了产品路线图的设计，但是一看，这路线

图设计的是什么啊，乱七八糟的，这就是工作效果。 

因此，在现实的工作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效率”和“效果”的同步高质量，也就是图 2

中提到的，既要确保“正确的做事”，也要确保“做正确的事”。 

而通常采用到的方式就是“对比”，比方说，同样是做产品路线图这个工作，A 产品经

理用了四天，但是做的乱七八糟，而 B 产品经理尽管用了五天，但是做的却非常到位，那

么，企业就要琢磨了，为什么 A 的效率高，但效果不好，而 B 虽然效率不如 A，但效果却

不错，如果能够实现 A 的效率，B 的成果，那不就完美了。 

正因为企业有了这样的考虑，因此才有了我们都熟悉的绩效考核，想通过考核这种形

式来发现好的，鞭策差的，最终推动全部的。 

但是，我发现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很多企业的绩效考核更偏重于“效果”，也

就是最终产出的考核，而忽视形成这个“产出”的过程的考核，也就是“效率”的考核，也就是

说，在工作中，大家都在寻找“形成好的结果”，而忘记了“如何才能形成好的结果”。 



 

 

有朋友会说了，你说的这些是绩效考核吗？ 

这个我来说一下，绩效考核分两种，一种是业务绩效考核，比方说销量，利润率，市

场占有率等等，这些产品经理通常要关注的，另一种是非业务绩效考核，通常称为是“管理

绩效”，具体包括哪些呢？比方说工作的熟练度，工作的产出质量，流程的熟悉度，部门的

协作度等等。 

业务绩效的考核，我写过好几篇文章了，因此，在本文中，我主要说说“管理绩效”的

考核怎么来搞。 

2、“管理绩效”考核对企业有什么意义 

“管理绩效”的考核对企业有什么意义呢，大家看下图： 

 

简单对每一项解释一下啊。 

1、论证在工作过程中所需的改进 

正如在前面提到的，不同的产品经理一定会呈现不同的工作效率，那么，为什么会出

现高的和低的效率，如何把低的效率提升到企业设定的目标效率值上，我们通过“管理绩

效”的评估，就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并制定改进措施，并实现最终的目标效率。 



 

 

2、确定最佳实践的方法 

“管理绩效”的控制，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断发现高效产品管理的过程，而这个发现过

程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以及最终形成的普遍性的操作规则，事实上就构成了全员达到目标

效率的方法，因此，如果目前你正在头疼如何让高效工作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可应用范围更

广的参考，“管理绩效”控制是一种很好的模式。 

3、提高部门协作间的质量 

产品管理是企业组织内协作关系最多的一个业务体系，而这种协作质量如何，产品管

理体系的“工作效率”要起到很大的作用，别的业务体系咱们暂且不说，至少对于咱们自己

来说，如果能够把自身的效率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对于其他业务体系来说，将会是一

种积极的促进。 

当然，全体系工作效率的提升，完全可以参照产品管理体系来做，当然，这个就不是

咱们能左右的了。 

4、使运作措施和战略目标完整 

我们知道，战略目标的实现，是靠许许多多的，具体的工作的完成来实现的，这些工

作就是实现战略目标的运作措施，如果缺乏合理的运作措施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将会受

到一定的影响，比方说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经常会被许多本不该产品经理负责的工

作所干扰，从而影响了我们本职工作的完成，整体效率降低了，期望的效果也打折扣了，

这就是运作措施在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跑偏了，如果避免这种情况，“管理绩效”的控制

可以有效改进这种情况。 

5、间接提升业务绩效 

“管理绩效”的控制，其根本还是在于提升“业务绩效”的产出，我们可以想一下，在高效

率，高效果的工作中，其最终带来的成果一定会在业绩中呈现，比方说，更快，更准确的



 

 

对市场问题的获取，更有效，更全面的对某个事务的决策，更积极，更主动的团队协作等

等，这些看似不会产生业务绩效，但没有这些，业务绩效的产出一定会大打折扣。 

6、对工作的响应和采取纠正措施 

通过对“管理绩效”的持续控制，我们就会形成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案和模板，从

而能够对工作效率的不断提升提供有效支持，也能够对不符合效率要求的工作进行发现和

纠偏，这就好比我们手里有了一份标准答案，如果试卷上的某道题错了，那么，我们就可

以参考答案来进行分析，并实现举一反三的结果。 

3、基于 MBO 核心思想的“管理绩效”控制 

那么，如何来开展“管理绩效”的控制呢，我们得先确定它的核心思想，就是 MBO。 

MBO 是什么意思呢？ 

MBO，Management by Objectives，基于目标的管理，解释如下： 

MBO 是在一个人的工作中，通过设定明确的、可实现的、可测量的和具有挑战性的

目标，持续在流程和结构上被教导的一种系统的方法。MBO 最终是一种智能的自我管理

形式。 

怎么来理解呢？ 

比方说，我制定了一个目标（Objectives），要在 6 个月的时间内减肥 30 斤，那么，

怎么来实现这个目标呢，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操作，比方说设定时间框架（每 2 个月为一

个测量周期），设定运动计划（骑车；羽毛球），设定饮食计划（每天的荤素比例调整为

2:8），设定应急处理计划（如果是雨天，无法骑车和羽毛球，那么该用什么运动来替代）

等等，这些所有的操作，我们统称为管理（Management）。 

当然，这是 MBO 在个人场景中的体现，在企业组织内如果要采用 MBO，有两个要

求： 



 

 

1、个人的 MBO 计划必须基于企业组织目标的一致性，清晰度以及个人在企业组织中

所要产生的贡献是什么。 

2、MBO 的有效性必须依赖全员的 MBO，包括部门内和部门外的成员。 

当然，还是前面提到的，我这里只能以产品管理体系为例来进行说明。 

那么，MBO 该怎么来设定呢？我们还得基于上面提到的两个要求，先来看第一个要

求，个人的 MBO 计划，具体怎么来呈现呢，大家看下图： 

 

这个就是个体按照 MBO 的思想制定的 MBO 计划，也就是应用 MBO 的第一个要求，

很容易理解，就不做解释了。 

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全员必须都得制定 MBO 的计划，具体计划制定的形式可

以参见第一个要求中的图，那么，第二个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呢，是在战略、战术目标和行

动列表的分解上，也就是 MBO 目标的记录结构或框架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看下图： 



 

 

 

看到了吧，这个记录结构分成了三级，分别是 CPO，产品总监和产品经理，不同级别

人群的战略、战术目标和行动列表会基于时间框架而有不同，当然，在产品管理体系中，

这些都是归属于产品战略整体目标范畴的。 

也就是说，从企业战略分解的角度看，这些都属于： 

企业愿景-企业战略-部门战略-产品战略-营销战略 

中的“部门战略”这个层级在产品管理体系中的具体说明。 

当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就是： 

这个 MBO 还可以继续向上向下延展，也就是说，高层和执行层也可以制定 MBO 计

划。 

好，关于“效率管理”的核心思想-MBO-就简单介绍这么多，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把 MBO

计划制定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来做“效率管理”控制呢，这个呢，我就放在下

一篇文章中来说一下。 

4、“管理绩效”控制的实操 

在上一篇中，我和大家聊了“管理绩效”控制的一些基本问题，在本篇中，我就和大家



 

 

聊一下，如何来做“管理绩效”的控制。 

通过 MBO 计划，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以时间为轴的，明确的战略和战术工作目标以及

行动列表，但是，这些目标的实现肯定是依赖于相对应的工作的，比方说，我们有个战略

目标是制定所负责产品的 3 年内的产品路线图，而对应的战术目标就包括定位了，价值设

计了，目标市场细分了，价格策略制定了等等，然后就是对应的行动列表，对吧。 

那么，这些工作该怎么定呢，这就是我在本文开篇提到的，《【实用工具】有多少产品

经理倒在了“工作说明”不清晰上，这个工具算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参考这

个工具，并基于企业的现实情况来确定产品经理的工作。 

好，我们假设工作已经明确了，那么，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一下，一个工作或者一项事

务如何才能确保“效率”是符合企业预期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确保每

个工作是高效率的。 

接下来，我就通过一个大家司空见惯，但是很多时候也无可奈何的工作场景来说明一

下如何进行“效率管理”控制的操作。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肯定有一些头疼的事情，但无论或多或少，我相信各种开会一定会

排在前三。 

主题不明，时间超时，反反复复，议而不决，缺乏纪要，等等，都是我们经常会遇到

的情况。 

那么，“效率管理”该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4.1 效率管理的保证---游戏必须有规则 

是游戏就必须要有规则，同理，是工作也必须要有规则。 

我们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有一种情况大家通常是很无奈的，就是： 

在参加的一些会议中，经常是“议而不决”，或者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匆匆忙忙拿



 

 

出一个草率的决定。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可能大家会说出很多的原因，但说到底，还是因为缺乏必要的“会议规则”造成的。 

有朋友会说了，我们有“会议规则”啊，比方说按时到会，会议过程中不得被其它事情

干扰等等，拜托，你说的这个叫“会场记录”，不是会议规则， 

那么，怎么来定“会议规则”呢？大家看下图： 

 

比方说“议而不决”，问题的原因可能出现在哪里呢？ 

至少会出现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比方说，我们召集技术部门的同事要对某个产品的

技术实现程度进行评估，那么，如果不在第一阶段明确在本次会议上谁要做出针对评估的

决定，那么，我敢说，这次会议势必就会成为一次“Chating”，而不是“Decision_Making”。 

因此，针对某个会议要做出的“决策”指定“决策人”就必须成为一个会议规则。 

会议上的交流是必须的，但最后必须有一个人做出决策，否则就会出现“再议”的情

况，本来开一次会就能搞定的事，就变成了第二次，第三次会议。 

还有第二个阶段，会议参会人的会议素材的准备，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开



 

 

会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带着本，带着笔，带着耳朵，但是都没带嘴，比方说，当我们咨询

技术负责人产品和技术的关系的时候，对方通常的回答是，“哦，这个问题啊，我下去好好

想想，有结果了我和你聊啊”。 

拜托，这是要“决策”的会议，不是“通知”的会议，再说了，对方这一支，还真不知道什

么时候才会给我们答复呢，通常是我们不催，人家不答。 

因此，第一阶段确定“决策人”后，还必须得提前明确这个“决策人”要做那些素材准备，

避免出现以上提到的情况。 

当然，这个“会议规则”是适用于全员的，咱们产品经理同样要遵守这个规则，比方

说，人家销售的兄弟们希望咱们对他们的销售指标提供建设性意见，那么，你就要提前做

好功课，准备好资料，别到时候说些不痛不痒，毫无建设性的东西。 

以上说到的只是会议的场景，咱们产品经理很多的工作其实都需要相关的规则来约

束，否则，不同的产品经理就会按照自己的规则来开展工作，提升效率就自然无从谈起

了，直白点说，就是企业内的产品经理必须要在一个平台，一个频道上工作。 

比方说，我们要去做产品的定价策略，尽管产品不同，但是定价的逻辑和流程，以及

最终产出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标准化的。 



 

 

 

以上图片来自于《构建产品管理个人知识体系-36 节课经典版》 

大家都按照这个逻辑和流程来开展价格策略制定的工作，那么，就必然不会出现“一人

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情况了，同样，产出的成果在《产品定价策略》文档中也用标准化

的规范来约束，那么，也就不会出现“一人一个样”的情况，通常，在一份规范文档中，除

了目录结构外，还需要有“撰写说明”、“撰写建议”、“撰写样例”（可选），大家看下图： 

 

以上图片来自于 PMMANAGER 产品管理软件之文档管理功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同一个频道进行工作和交流的时候，那

一切就很简单了，肯定不会出现你用文字描述，他用图表呈现，我用列表说明的情况了。 

这就是规则带来的好处，之所以社会要制定规则，一个原因是尽可能确保大家在很多

方面是公平的，另一个原因是一旦出现偏差，我们能够有一个纠偏的标准。 

同理，我们制定“效率管理”的规则，也是这个目的。 

4.2 效率管理的过程-执行必须不走样 

有了规则，那么规则就要被执行，我们也期望执行的过程不要走样，但这永远是我们

一个不断追求的目标，企业毕竟是由经验，背景，能力不同的很多人组成的，不走样似乎

是不大现实的。 

因此，在执行的过程中，“效率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对执行过程进行记录，那么，怎么

来记录呢？ 

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日报”、“周报”、“月报”是不是记录工具呢？ 

肯定不是的，这些各种“报”只是对阶段性成果的记录，而不是过程的记录，也就是

说，在“效率管理”中，我们需要对产生结果的工作进行记录，那么，怎么来记录呢，大家

看下图： 



 

 

 

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表格中的各项： 

1）阶段定义：确定产品管理的工作阶段，并概要介绍这个阶段的核心目标。 

在 RPM 中，我们会把产品管理工作分为十一个阶段。 

2）阶段任务：确定每个阶段中所涉及到的具体工作都有哪些，并概要说明每个工作

要做什么以及重要性。 

重要性我们通常用“高（H）”和“低（L）”来代表。 

3）当前效果：就是要说明某项工作当前的实际效果如何。 

效果我们通常分为三种类型：好（G）；差（B）；没有完成（ND：Not Done）。 

4）当前执行人：说明这项工作当前是由谁来负责和执行的。 

5）建议执行人：说明如果当前执行人无法在这项工作中达到好的效果的情况下，如

果真的有必要，你建议由谁来替换当前的执行人来完善或者重做这项工作。 

6）周花费时间（小时/周）：说明当前这项工作在一周内花费了多少时间来完成，通过

对任务时间的管理，可以让我们及时调整整个产品计划，并把时间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比方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写，大家看下图： 



 

 

 

特别提示： 

以上只是以产品管理体系为例进行说明，全员完全可以参照这个思路来做。 

 

和我们所谓的各种“报”不一样吧，在“效率管理”中，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表格来记录过程

信息的。 

4.3 效率管理的处理-一切结果都要评估 

在前面我们提到了，制定规则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实现公平，一个是实现纠偏，4.2

部分中实现的就是公平，大家都使用同一个工具来记录各自的工作过程，当然，我们也知

道，通过过程的记录，我们肯定会发现不同的结果，有效率高的，有效率低的，那么，这

个时候就需要通过评估来发现差距，并进行纠偏了，这就是 4.3 部分中要做的事情，对记

录结果进行评估。 

通常怎么来进行评估呢，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企业制定一个达标值，比方说“制定产品组合策略”这个工作，企业认为周花费

时间的达标值是 4，那么，低于或等于这个值的就是达标，高于的就是不达标。 



 

 

另一个是根据所有产品经理在这个工作上的周花费时间的平均值计算，比方说十个产

品经理在这个工作上的平均值是 6，然后进行对比。 

但无论是哪种途径，关键点都是在确定出达标值，我们假设达标值已经确定（产品组

合管理工作是 5，价格策略制定工作是 6），那么，具体怎么来做呢？大家看下图： 

 

这张表格很容易理解，我就不展开说了啊。 

4.4 效率管理的结果-分析发现差距 

通过 4.2 和 4.3 部分的工作，我们就发现了现实工作效率和达标工作效率的差距是什

么，比方说某产品经理在产品组合上的工作效率是高的，而在价格策略制定工作上则是低的，

差值是-2。 

但是，有了差距，我们还得找到出现差距的原因，并基于原因来进行改进，那么，这个

怎么来做呢？大家看下图：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有的产品经理工作效率高，有的低呢？ 

其实总结一下，无非就是那么一些通常遇到的原因，比方说，有些工作公司比较重视，

就会给产品经理较为宽裕的时间来做，而不重视的工作，就会马马虎虎，还有就是产品经理

的在某项工作上的时间被临时占用，还有就是某项工作的前期工作没有做好，还有就是产品

经理个人能力不行，等等。 

我们只需要花点时间，把这些常见的原因总结出来，然后通过和产品经理进行交流就可

以得知。 

一旦原因找到了，并且通过统计发现集中的原因是什么，那么，企业就可以有针对性的

进行优化和调整，其结果就可以进一步对 4.1，也就是“效率管理”控制的规则进行完善，比方

说，如果企业发现大部分的原因是集中在“产品经理的工作时间被临时占用”，那么就可以在

“规则”中进行完善，说明“产品经理可被临时占用的时间不得多于当前工作的 10%”，通过这

样一个不断迭代的管理过程，企业就能够不断提升产品经理的工作效率。 

同样，该思路也适用于全员的工作。 



 

 

好，关于产品管理工作的“效率管理”控制，我就简单介绍这么多，最后说一下，以上

所有的操作如果靠传统的形式来做的话，不能说不能做，而是非常麻烦，其实技术完全可

以解决，最简单的用一个 excel 表就能实现，我呢，也正在考虑如何用技术来实现这样一

个管理过程，如果有成果了，我会和大家继续分享的。 



 

 

▼ 

▷ 【实用工具】有多少产品经理倒在了“工作说明”不清晰

上，这个工具算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问各位产品经理，你们觉得公司对产品经理的“工作说明”很清晰吗？ 

觉得清晰的请举手！ 

看来是没有！ 

难道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继续工作下去吗？ 

绝不！ 

那么，怎么办？ 

或许对企业来说，比较难办，但是对我们来说，太好办了！ 

我们制作了一个产品经理“工作说明”自动生成工具，一个非常小的在线工具！ 

这个工具能干什么？ 

很简单！ 

当我们需要撰写产品经理“工作说明”的时候 

不用想，不用编，不用写，动动鼠标，三步，只需三步，一切都完美了！ 

这个工具简单到只有一个页面，看下图： 



 

 

 

那么，怎么来操作呢？我说了，只需要三步！ 



 

 

第一步：选择你要求产品经理去做的，包括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和工作关系三类，然后点

击“生成”按钮，看下图：



 

 

 

第二步：自动生成你所需的产品经理“工作说明”，看下图： 



 

 

 

说明： 

如果在第二步中，您感觉还需要优化选择一些，点击“重置”按钮即可恢复到选择区的初始状

态 

第三步：点击“打印”，听到掌声没，这个世界在为你喝彩，看下图： 

 

那么，工具在哪里呢？看下面！ 

产品经理工作说明自动生成小工具 

 

 



 

 

▼ 

▷ Benchmark，师夷长技以制夷---谈谈 benchmark 在产品

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前几天的时候，有个兄弟和我聊了一个话题，问我是否有 benchmark 的文档可以借

鉴，大家看下图： 

 

当时脑袋有点晕，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是什么，一是因为这个兄弟说的是 benchmark，



 

 

一下子没明白这是指什么工作，二是因为这个兄弟说的是要借鉴 benchmark 的文档，我对

产品管理中的文档有什么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脑袋中飞速搜索一了一下后，结果是“您搜

索的文档不存在”。 

但是在 0.01 秒后，我弱弱的问兄弟是不是指标杆分析法，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我才明

白是怎么回事，并且，我也答应这个兄弟写一点东西来交流一下，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起因说完了，接下来，我就基于产品管理，分享一点自己在 benchmark 中的经

验。 

在本文中，我分为两个部分来写，第一个部分简单介绍一下 benchmark 的工作步骤，

第二个部分详细介绍一下 benchmark 在产品管理中的应用，以及都涉及到哪些文档的支

持，我会把重点放到第二部分上。 

Benchmark 的简单介绍 

Benchmark，标杆分析法，或者叫基准化分析法，最早提出标杆分析法的公司是施

乐，起因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随着日本公司的大举侵入，施乐公司在复印

机市场的占有率从 80%降到 13%，当时施乐的总裁科恩斯就西渡日本开始学习日本企业从

产品到管理成功的经验，这个学习过程后来逐渐固化下来，就被称为是 benchmark。 

关于标杆分析法的介绍，我简单做了个总结，大家看下图： 



 

 

 

在对标杆分析法作用的理解中，有两点需要注意： 

1、标杆分析法不仅仅只限于本行业中最佳企业，而是需要垮行业的。 

比方说，施乐在搞 benchmark 的时候，在营销上学习的就是宝洁，而在战略制定上，

学习的则是德州仪器。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标杆分析的时候，学习对象不但要包括同业，还要包括非同业，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是绩优的，因此，视角广一点才能

找到更多绩优的企业作为学习标杆。 

2、标杆分析法不能只限于产品层面，还要包括业务，商业，管理等方面。 

这个就是说给我们这些产品经理的，出于惯性思维，我们很多朋友习惯把标杆分析的

对象只放到产品层面，只知道对产品介质进行对比分析，但是还是那句话，产品经理只关

注产品介质是做不好产品管理工作的，因此，对于我们产品经理来说，任何有助于我们提

升产品绩效的绩优企业经验都必须纳入到这个工作中。 

总之，标杆分析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切绩优的行业、企业、知识，经验，都是我们值

得学习的对象。 



 

 

关于标杆分析法的介绍就简单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标杆分析法

在产品管理中的应用。 

Benchmark 在产品管理中的应用 

在聊这个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标杆分析法是怎么分类的，通常我们会按照企业

运作层面的不同把标杆分析分为三类，大家看下图： 

 

一般来说，对竞争对手所做的标杆分析主要是操作层的，而对一流企业所做的更多的

是管理层的标杆分析。 

基于咱们大部分产品经理的现状，我在本文中，就把重点放到操作层的标杆分析介绍

上。 

尽管是操作层的，但是产品管理的标杆分析同样可以分为三类，大家看下图： 



 

 

 

我们明确了这个，那么，接下来就是通过规范的流程来工作了，那么，标杆分析的普

遍流程是什么呢，大家看下图： 

 

流程知道了，接下来，我就简单通过一个案例说明一下，作为产品经理，在做标杆分

析的时候，都会涉及到哪些方法和工具。 

现在你是某乘用车整车厂某产品的产品经理。 

第一步：确定 benchmark 的内容 



 

 

对于大部分的企业和产品经理来说，找到标杆分析内容的最直接形式就是从绩效中发

现问题，比方说在 2019 年，你的单车利润是 6500 元，而 B 车企同样级别，同样定位，同

样价格带的单车利润是 8500 元。 

当然，作为产品经理，这个分析内容似乎太简单了，如果从产品经理的绩效指标来看

的话，咱们需要从财务指标、市场指标、客户指标中找。 

关于产品经理的绩效说明，大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产品经理的年度计划制定和 KPI

绩效的考核【下】  

当然，这只是绩效指标的，是属于业务级的，那么，产品级的怎么来找呢，基本上就

是按照“逆向工程”的思路来就行了。 

比方说你的产品搭载的 1.8T 的发动机，最大扭矩是 300 扭米，而 B 车企搭载的同样排

量的发动机，最大扭矩是 350 扭米，你的产品在性能上就需要把这个作为对标内容。 

从本质上说，确定分析内容的过程就是找到自己问题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的

工具有柏拉图分析、鱼骨图、KPI 分析法等。 

比方说当时施乐在搞 benchmark 的时候，就确定了十个焦点问题： 

 什么是影响组织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例如，顾客满意度、费用比例、资产报

酬率的表现）  

 什么因素造成最大困扰（例如，绩效未达预期）？  

 提供给顾客什么产品或服务？  

 哪些因素决定顾客的满意度？  

 已经认定哪些明确的组织问题（营运方面）？    

 组织的哪些部分感受到竞争压力？    

 组织里的主要成本（或成本驱动因素）是什么？    



 

 

 哪些功能所占的成本百分比最高？   

 哪些功能最有改善的空间？    

 要使组织能在市场上与竞争对手差异化，由哪些功能着手最佳（或最具潜力） 

第二步：确定标杆分析的对象 

知道了要分析哪些内容，接下来就是选取分析对象了，那怎么来选取分析对象呢？ 

这个应该不难，看看头部企业都有哪些，把他们确定下来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依然强调一下，不要仅仅把眼光放到同业中，非同业可能会给你更多学习

的经验。 

比方说你的单车利润是 6500 元，利润嘛，就是价格减去成本以及各种费用，这里面

就涉及到成本控制，那么，或许在其它行业有更牛逼的在成本控制上做的很好的企业，这

都是你需要分析的对象。 

第三步：收集并分析目标对象的资料 

在这个步骤中，还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收集资料，第二步是分析资料。 

在我个人看来，收集资料这步是最难的，因为很多企业真正有价值的资料是很难的，

当然，这得分两种情况看： 

一种情况是同业标杆的资料，大家都是这个圈子里混的，谁还没几个朋友，对吧。 

即使退一万步讲，如果你真的没啥朋友，那也能想出一些方法，比方说看标杆企业的

财报（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这些企业公开的资料，或者同业中头部企业现在都流行出

书，在书中会有一些资料可以学习，当然，是否真实，就得多想想了。 

另一种情况是非同业，这个就比较难了，比方说你发现在快消行业中某头部企业的成

本控制非常好，利润率达到了 25%，而你只有 15%，已经算是你这个行业中头部的了，但

是你想知道快消的那个企业怎么能做到 25%，想收集这样的资料肯定就比较难了，毕竟你



 

 

不熟悉这个行业，可能也没啥资源可以利用。 

总之，在收集资料这块，就得多想想办法了，现在有个好处是很多头部企业比较开

放，也有机构组织个什么游学啥的，当然，至于你能从这种类似走马观花的形式中获得多

少真正有用的，那也得多评估了。 

资料一旦收集到位，接下来就是分析了，怎么来分析呢？ 

比方说你现在要对月月销量最高的 B 企业的某款车的配置进行分析，产品经理具体要

涉及到哪些工具呢？大家看下图： 

 

当然，这只是我们常接触的产品介质层面的，也就是产品级的，如果是业务级的，那

要分析的资料就更多了，大家看下图： 



 

 

 

第四步：确定改进的行动计划 

差距找到了，接下来就是基于你的分析内容制定相应的缩小差距的行动计划，这个计

划怎么来写呢？ 

很简单，格式如下： 

结论：说明结论是什么 

行动：说明建立什么样的行动计划 

目标：说明可实现的目标和指标来衡量行动的效果。 

例如，可以这样写： 

结论：我们的产品在 1.8T 发动机介入涡轮的转速弱于目标对象（B 企业 C 款车）

15%。 

行动：发动机研究院需要在 2020 年前半年的时间里缩小差距。 

目标：在 2020 年我们的产品在中期改款的时候达到 C 款车的涡轮介入转速。 

当然，一旦这个计划通过，那么，就需要纳入到我们的计划管理系统中。 

关于产品管理的计划管理系统介绍，可以参看这篇文章：产品经理的年度计划制定和



 

 

KPI 绩效的考核【上】 

第五步：实施计划并监控改进 

一旦行动计划确定，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按照计划去缩小差距，并且在这个缩小

差距的过程中定期的进行评估，发现过程中的问题然后逐步改进。 

 

最后总结一下标杆分析法： 

1）标杆分析法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已经诞生了快 40 年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用，

但是，尽管叫“方法”，但并不能局限在方法上，它更多的是一种管理体系、学习过程，正

如菲利普.科特勒在解释 benchmark 时说的：“一个普通的公司和世界级的公司相比，在质

量、速度和成本绩效上的差距高达 10 倍之多。benchmarking 是寻找在公司执行任务时如

何比其他公司更出色的一门艺术” 。 

2）标杆分析法其实早已融合到了产品管理思想中，就本文的内容而言，哪有什么新

的东西，其实在产品管理工作中都有体现，商业级的分析咱们有商业方案和商业需求分

析，业务级的咱们有市场需求分析和业务流程构建，产品级的咱们有产品需求分析，再具

体的有上文提到的定性，定量和描述性分析，针对竞争对手的咱们有竞争格局分析，涉及

行动计划的咱们有计划管理系统，涉及改进效果评估的咱们有差距分析，等等。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脑袋中是否已经构建起了系统和全面的产品管理工作体系

以及涉及到的各种流程、方法和工具，这才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打个比喻，这些体系，流程，方法和工具就类似盖房子用到的钢筋，水泥等建材，只

要建材齐备，想盖啥房子都能盖出来。 

任正非曾经说过，华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无人区”，在我们仰望华为的这种气势的时

候，羡慕华为取得的这种业绩的时候，不妨多去想想，华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无人区”



 

 

的。 

我想，这才是标杆分析法能够带给企业和我们最大的价值所在吧！ 

▼ 

▷ 产品经理的年度计划制定和 KPI 绩效的考核 

朋友们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应该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会放

在一起呢？ 

其实这是一个妹子昨天向我提的一个问题，大家看下图： 

 

按照咱联盟“妹子优先”的原则，不管妹子提什么问题，提几个问题，只要经历过，了

解过，一定知无不言。 

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就把妹子提的问题分解成两部分来说说我的想法。 

产品经理的年度计划如何来制定 

产品经理的年度计划，其实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产品年度计划，一个是产品经理的年

度计划，尽管后者比前者只多了“经理”两个字，但是两个计划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1）产品年度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说明你的产品在某个年度，为实现既定产品目

标，所要开展的工作的详细内容。 

2）产品经理年度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说明为实现年度产品目标而要进行的活动，

并说明确切的时间点和里程碑。 



 

 

简而言之，就是产品年度计划说明的是和产品有关的“事”，产品经理年度计划说明的是

怎么去“做事”。 

我们先来看产品年度计划的整体结构是什么，大家看下图： 

 

关于如何来撰写这个文档，我在本篇中就展开讲了，本来这个是要放在《手把手教你写

一套优秀的产品管理文档》免费课程中的，不过既然现在提到了，咱们就先了解一下结构。 

大家仔细看这张图，在第四部分中，就是产品年度计划这个章节，其实这个章节就是产

品经理年度计划，但是为什么要我在前面说要分成两个文档呢？两个原因： 

1、产品年度计划可能会写的非常的详尽，用一个文档呈现可能篇幅过于庞大，阅读体

验会不太好； 

2、考虑到“事”和“做事”的区别，以及阅读者级别和关注点的不同，因此，分开写的话，

会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安全性，毕竟是计划类的文档，保密意识是一定要有的。 

那么，产品经理年度计划怎么来呈现比较好呢？ 

大家肯定也看过不少个人计划的模板，这里我分享一个我个人习惯使用的计划模板。 

首先，我们肯定有一个总体计划和目标的说明，比方说： 



 

 

整体计划： 

在 2020 年中要按照公司的整体产品规划，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符合公司产品线的结构，也符合我作为产品经理所负责的新产品的内容，可以使公司在视频

软件中的产品都有所增加，并且使已有产品进行升级，使之更加趋于完善。 

年度目标： 

1、完成现有产品的两个新版本的开发 

2、丰富公司的视频产品线，实现 IVconvert 这个新产品 2020 版的发布  

3、进一步扩大 IPlayer 这个产品在播放类软件市场中的销售收入，从 2019 年的 600 万

提升至 1000 万 

4、IVconvert 这个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12% 

接下来，我们就是产品经理年度计划中的核心部分了，就是阶段计划的制定和说明，具

体怎么呈现呢，我习惯使用卡片式的形式，大家看下图： 

 

为什么要用卡片的形式呢，说到底，两个原因： 

1）方便管理 



 

 

把每个阶段性的工作制作成卡片，这样我们只需要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管理就可以了，

更好的是都打印出来，这样，在计划执行的某个阶段，我们只需要以这张卡片作为核心，

一方面自己的焦点非常清楚，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执行团队开展阶段工作的依据。 

2）便于交流 

卡片式的计划呈现形式，在团队进行阶段工作交流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卡片进行传

递，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完全可以备注到卡片上，产品经理只需要收集起来，就知道

某个阶段大家对工作的想法是什么，从而能够让大家基于非常明确的主题进行讨论，而不

再各自放飞自己。 

形式很简单，只要大家想清楚了，就可以很容易的完成，但是，这个内容里有两个地

方可能是大家没想到去写的，就是“阶段价值”和“影响因素”。 

这两项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一下。 

 阶段价值：就是要在这个计划里说明每一个阶段所做的工作在整个计划里要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要体现什么样的价值。 

 影响因素：就是要说明在做这个阶段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些因素影响最终结果

的产生，要把这些关键因素列出来。 

之所以要在产品经理年度计划里说明这两点，主要是考虑到三点： 

1）计划一定是一个由关系紧密的阶段计划和工作组成的，某个阶段的工作一定会受到

上一个阶段工作成果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下一个阶段工作的输入，因此，我们必须要

说清楚某个阶段对前后阶段和整体所带来的价值是什么，从而才能够让 O 们明白你的思考

点是否合理，以及让 X-Function 的成员们在制定他们的年度计划的时候有锚点。 

2）我们制定的毕竟是计划，是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

计划肯定会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变化，这很正常，但是作为产品经理，一定要对可能出



 

 

现的影响因素进行预判，说明哪些因素会影响阶段成果的产出，从而让 O 们明白如果要完

成计划的目标，应该预防哪些因素，强化哪些因素，弥补哪些因素。 

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产品经理，在制定产品经理年度计划的时候，一定

要注意一点，就是： 

我们做的是产品经理的年度计划，而不仅仅是年度产品的开发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产品经理是要对某个产品的年度发展过程做出计划的，不但要包括开发

计划，还要包括一系列和产品发展有关的工作，比如团队组建和培训的工作，以及渠道、推

广、销售、服务等一系列工作都是如何安排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计划卡片里，不应该是只有： 

2020 年 1 月 3 日-2020 年 1 月 15 日 

完成 XXXX 产品 1.2.1 版本的开发 

这样的说明 

还需要有： 

2020 年 1 月 5 日-2020 年 1 月 13 日 

XXXX 产品的线上渠道构建完成 

202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1 月 12 日 

完成对销售团队 XXXX 产品的三次培训 

这样的说明 

这一点尤其对在技术型公司做产品管理的工作的同学们尤其要注意，你是产品经理，计

划关注的永远是最全面的。 

其实关于计划，没什么太多的新意可讲，我们从上学起就制定过各种各样的计划，上学

有学习计划，上班有工作计划，投资有投资计划，就连找个男/女朋友，都有搞对象计划，



 

 

制定一个合格计划的要素，比方说什么可实现性，可执行性，可量化性，可测量性等等，我

们应该都耳熟能详，只不过因为计划的使用场景不同，会在一些具体因素上有差异，接下来，

我就说说我们产品经理制定年度计划应该注意的三个方面： 

1）关联性 

关联性就是指你的计划和哪些其它的计划和目标有关系，这种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横

向关联，一种是纵向关联。 

横向关联，比方说，你的计划会影响其它业务团队计划的制定，例如，在产品年度计划

里，说明了市场机会都有哪些，那么，这个内容就会指导销售团队基于你的说明制定基于机

会说明的销售计划，另一方面，你的计划又是来源于公司的整体计划，比方说公司 2020 年

全部产品的销量目标是 130 万台，那么，分解到你负责的产品上是 20 万台，那么，你就要

在计划中说明如何实现这 20 万台的目标。 

纵向关联，比方说，目标已经定好是 20 万台，你根据以往市场的情况，发现 8-10 月是

销售旺季，可以完成总销量的 40%，那么，你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一方面会根据淡旺季的情

况，以月为时间轴分解整体目标，另一方面，也会根据真实的市场情况来及时调整目标。 

这就是关联性。 

2）继承性 

继承性就是指你的年度计划必须是基于一个长期的计划来制定的。 

年度计划，年度计划，制定的只是某个年度的计划，但是，这个年度计划不是凭空出来

的，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这就好比国家每五年制定一个五年计划，然后每年会制定一个年度

计划，年度计划必须以五年计划为纲，那么，产品经理的五年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产品路线图。 

产品路线图是产品战略的直观体现，它规划了一个较为长期的产品发展方向和目标，比



 

 

方说，我们制定 2020 年的年度计划，按规范的操作来说，这个计划应该是在 2019-2021（假

设为三年）这个产品路线图的范畴下思考的。 

缺乏产品路线图指导的年度计划，只不过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这就是关联性。 

3）全面性 

全面性是指你的年度计划一定要涵盖以产品为核心的最大范围的内容，除了前面提到的

不但要包括和产品实现有关的计划，还要包括和产品市场交换有关的计划外，还有一点可大

家可能会忽视，就是产品管理体系内自身的内容，比方说有些朋友管理着多个产品，或者管

理着一条产品线，那么，产品组合的年度计划，产品线的年度计划，甚至于整个产品结构的

年度计划，都是需要考虑到的。 

这还仅仅是你这个产品经理要做，除此之外，产品经理之间的计划同样需要统一的思考

和制定才行。 

比方说你负责的 A 产品在渠道上会和另一个产品经理负责的 B 产品产生重合，那么，

你就要在计划中进行说明 A 产品要使用 B 产品的渠道，而 B 产品当前的渠道容量和资源能

否承载 A 产品，那么，负责 B 产品的产品经理就要进行思考，然后在计划中进行说明。 

这就是全面性。 

好，尽管在本文中我们讲的是产品经理所涉及的两个年度计划如何来写，但事实上，这

只不过是产品管理计划管理体系中的两个具体的工作而已，整个计划管理体系是这样的，大

家看下图：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说制定产品经理的年度计划，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只是在指年度工作

计划而已（也就是右侧橙色区块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想想，没有前面的一系列计

划工作来打底，你的年度工作计划其实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谓的年度工作计划貌

似看起来很不错，但事实上是无的放矢，因为，我们要永远记住一点： 

产品经理看的远要比做的好更重要； 

产品经理做正确的事远比正确的做事更重要； 

产品经理的脑袋转速要比双手的转速更重要。 

 

本来想着简单写写计划管理这块就可以，但是没想到一写就写了这么多，也没有怎么展

开详细讲，有时间了我再详细讲，毕竟到年底了，制定来年计划又成了大家必须要面对的考

试，关于如何过考其实已经有很多文章了，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希望分享一点自己

做产品计划管理的经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关于产品经理的 KPI 绩效考核，我们在下一篇再聊。 

产品经理的 KPI 考核如何来做 



 

 

关于产品经理的考核，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说，我写过这个话题的文章，当然，我同样敢

拍这胸脯说，很多朋友也懒的到联盟网站（http://www.chinapm.com.cn）去翻了，其实我

也懒的去翻了，因此呢，我就再总结一些，并增加一些新的观点和大家分享一些。 

说起产品经理的考核体系，这应该算是我到现在一直没彻底想明白的一个主题，因为产

品经理的考核太复杂了，这样说，绝不是故弄玄虚，事实上，就我的经历，了解到的情况以

及看到的材料而言，能全面、客观的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经理进行考核，国内外都一直

处于不断研究的状态。 

有些朋友会说了，有你说的那么难吗，我现在公司的考核很简单啊，但是，两个问题来

了，第一，公司对产品经理的考核简单，那只是公司层面的，很大可能是公司并没有意识到

如何全面的进行考核，故此只能简单化处理；第二，作为产品经理，咱们可以想想，这样简

单的考核真的把你的工作价值体现出来了吗，你心里真的认为这样的考核是对你工作的客观

评价吗？ 

简单的考核指标我见过，比方说把产品的部分销量/销售额这样的典型的财务指标作为

产品经理的唯一考核指标，为什么要定这个指标呢，因为容易评估啊，但是，一旦把这个指

标作为唯一或者最主要的考核指标，那么，产品经理通常就会放弃产品的长线思考和关注，

而把焦点放到如何运用一切销售技巧来完成短线的销售任务，从而把个人能力降维到的单一

的销售能力上。 

别说是简单的销售指标了，没有考核的我都经历过，反正就是个死工资，撑死了产品做

的不错，给点奖金什么的，但是，这样能激发起咱们的积极性吗，肯定不能啊！ 

因此，接下来，我先总结一下，针对产品经理的考核指标应该都有哪些。 

产品经理的考核指标都有哪些 

文字就不多写了，直接看下图： 



 

 

 

在这些指标中，比较麻烦点的是客户指标，我们知道，只要是考核，必须尽量能够量化

出来，否则就没法做到客观，而客户指标因为很大程度上依赖客户的主观感受，因此，如何

量化就成为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当然，也不是说不能量化，只是在设计量化项和分析模型

的时候需要费点事。 

比方说客户忠诚度，如何算忠诚客户呢？可能就涉及到几个项的确定： 

1、购买你的产品的周期：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为标准呢？ 

2、单次购买的数量：多少单位为一个计量标准？ 

3、单次平均消费金额：多少金额为一个计量标准？ 

4、购买新产品的意愿：强烈？摇摆？放弃？ 

…… 

总之，要设定一个考核指标，基本的原则是： 

确定指标->确定指标涉及项->确定涉及项的标准->确定标准的计量标准 

这是制定考核体系时，要搞定的第一个事，还有第二个事也需要搞定。 

产品经理的考核周期 



 

 

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经理是负责产品全部发展周期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

大的周期：新产品管理周期和上市后的产品管理周期（也就是现有产品管理周期）。 

这是从产品发展的角度来设定的，如果从考核的角度看，那就涉及到两个阶段的考核，

我把这两个阶段称为是：下沉阶段和上浮阶段。 

下沉阶段对应的是新产品管理周期，上浮阶段对应的是现有产品管理周期，大家看下图： 

 

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之所以两个阶段被称为是“下沉阶段”和“上浮阶段”，其实就是基

于这张图的形象表现的，在新产品发展阶段，咱们产品经理肯定埋头做新产品，处于默默无

闻的时候，但是一旦通过上市点，新产品就成为了公司的现有产品，也就是上市后的产品，

产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开始验证你对产品的想法是否适配市场的需要。 

但是，这两个阶段的考核焦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新产品阶段，几乎都是对产品的投入，

根本没有什么经济指标，市场指标和客户指标产生，那么，如何来考核产品经理的工作？ 

尤其是对于新产品周期比较长的产品而言，比方说乘用车，通常的新产品开发周期就要

在 18-24 个月，在这个周期中，难道不需要对产品经理考核？ 

一旦新车上市，那么，考核指标反而容易定了，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那三类考核指标，



 

 

因为这个时候焦点就集中到产品的市场表现上，也就是，产品开始有产出了。 

当然，如果我们想再简单一点来划分时期，其实完全可以按照“短期、中期、长期”来划

分，也就是说，对于产品经理的全面考核，其实是需要涵盖这三个时期的。 

我们可以再深入探讨一下，如果我们能把前面两张图结合一下，是不是就可以搞出一张

产品经理的考核路径了呢？ 

产品经理的考核路径图 

我试着做了一下，大家看下图： 

 

怎么来看这张图呢？ 

1）考核路径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横轴），一个是指标维度（纵轴） 

2）我们基于每个时期不同的指标要求，把考核指标标注到对应的位置上； 

如何来标注： 

A、不同的指标尽量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 

B、如果可以的话，用圆的大小来代表指标不同的量，当然，也可以把考核量化的值写

进去。 



 

 

3）指标标注完成后，再进行连接，这样，我们就能比较清晰的看到评估指标在不同时

期的要求是什么； 

4）分类的评估指标标注完成后，我们还可以把所有的指标按照指标设定的时间轴来全

部链接（图中黑色虚线），这样，不同类型所有指标的优先级顺序也就出来了。 

通过这张路径图，产品经理就能很清楚，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类型的指标，考核的标准

是什么，如果是同一时期的，那么，哪个指标该先完成，哪个指标该后完成，都一目了然了。 

这里分享一个我个人在制定这些指标时的心得，九个字： 

近期准，中期快，长期稳。 

什么意思呢，简单说一下： 

近期准：我们在制定近期指标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产品近期的表现，尽量快

速发现现实状况和期望状况的距离，因此，准确性评估应该成为考核产品经理的关键方向； 

中期快，通过对近期指标的评估，我们肯定会发现产品的一些问题，肯定也进行了强化

和完善，那么，进入到中期考核的时候，就要以能否快速拓展市场为考核产品经理的关键方

向了。 

长期稳，通过中期对市场的开拓，我们的产品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地位中，这

个时候，对产品经理关键的考核方向就落在了如何稳定现有市场上了。 

大家可能看到了，我在这里没有对下沉阶段进行说明，只是对上浮阶段进行了说明，为

什么呢？接下来我说一下。 

下沉阶段的考核都有哪些 

上浮阶段之所以相对容易考核，是因为指标比较容易量化，而下沉阶段的考核指标就比

较难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应该包括哪些指标；第二，如何量化。 

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下沉阶段是无法考核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应该包括哪些指标。 

前面提到了，在下沉阶段，企业主要是投入，投入就一定需要有产出，但是这个阶段的

产出还不会直接表现在市场上，当然，这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有产出，那么，产出的主要表

现形式是什么呢？ 

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阶段的产出主要体现在和上市产品有关的成果上，这些成果的类型

就多了，有大的有小的，大的可能是不断形成的样品、版本、工程机等这种不会正式发布在

市场上的产品，小的可能就是一份文档，比方说产品经理写的产品需求文档，因为公司的投

入其实就是投到这里面了，我们作为产品经理，自然要对这个投入的结果负责。 

我之所以这么想，根本思路还是成本/收益原则，只要投入就必须有结果，有收益，这

个原则可以作为我们制定下沉阶段的基本思路。 

好，如果我们基于这个原则把相关的指标制定出来了，那么，如何来量化呢？ 

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原则，就是成果/时间原则，在既定的时间内产出预定的成果，比方

说，公司要求产品经理在 10 天时间内完成 PRD，那么，无非就是三种结果：提前；准时；

超时。 

那么，针对这三种结果，我们就可以进行量化了： 

1）提前：原定是 10 天，结果你 8 天就完成了，那么，完成度是 10/8，系数就是 1.25； 

2）准时：完成度就是 10/10，系数就是 1； 

3）超时：原定是 10 天，结果你用了 12 天才完成，那么，完成度就是 10/12，系数就是

0.83。 

系数有了，然后再乘以相对应的成本，假设你花 10 天时间写这个文档的成本（这里应

该是固定成本）500，那么，如果是提前，625，准时，500，超时，415，这样，就看出你

在这个工作上的绩效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当然，我只是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这个核算很麻烦的，主要有两点： 

1）固定成本如何分解到每个评估指标上？ 

2）每个成果所产出的时间如何统计？比方说，你定的是 10 天时间去写 PRD，但是，在

这 10 天时间里，咱们真正用到写 PRD 上的时间是多少，毕竟咱们产品经理很高概率会处理

很多临时出现的，比较紧急的事情。 

因此，在下沉阶段评估指标的设定上，表面看只是去设定指标，但背后其实是一个有效

和强大的计划管理系统在支撑，也就是上一篇讲到的，这应该是计划管理和绩效管理的一个

结合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就算我们的计划管理和绩效管理系统都搞定了，但

是，在实际操作中，在效率上，肯定会有高有低，有好有坏，这样，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个产

品经理的效率管理评估机制来不断提升和优化，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发现投入后的低产出，

低质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促进绩效管理，以及计划管理的提升。 

很麻烦，是吧，不过这还不是更麻烦的，还有更麻烦的，接下来我说一下。 

产品经理考核的形式如何来定 

如果一切都能依赖机器来完成评估，那就最好了，但是，我相信在短期内，甚至在我的

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因此，目前我们还必须接受“人”的评估。 

但是，只要是“人”来评估“人”，那么，很多问题就会出现，这个大家都应该有体会，我

就不说了啊，再说就是发牢骚了。 

我只说目前常见的基于“人”的评估形式都有哪些，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三种，大家看下

图： 



 

 

 

形式都简单，这三种方式中，只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自评”和“独立产品经理评估”是不

一样的，关键的区别在于“自评”是基于有明显和固定的产品团队（包括内部团队和外部团队），

而“独立产品经理评估”则是基于无团队结构的情况，比方说我提到的“独立价值贡献人”就。 

前面我提到了，评估的形式简单，复杂的是这些形式下的“人”，因此，我才说这是绩效

评估中最麻烦的，也是我现在在这个事情上一直想不清该如何处理的。 

理想的状态肯定目前达不到，我现在只想着采用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更好的减少“人”的干

扰。 

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对于产品经理的绩效考核，关键的就是确定好三点： 

1）考核指标的确定：指标确定不好，产品经理工作的全面性就无法体现； 

2）考核周期的确定：周期确定不好，产品经理工作的价值度就无法体现； 

3）考核形式的确定：形式确定不好，产品经理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而绩效考核，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在企业组织中实现两个目标吗： 

1）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 

2）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但是，说实话，这种理念又不是现在才有的，打有了社会组织的时候就有了，几千年过

去了，尽管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如何让组织结构中的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

才尽其用，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课题。 

我在这篇文章中只是为了回答这个妹子的问题，正如我一开始说到的，这个问题我其实

并没有想透彻，但是，我还是希望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如果真要展开讲的话，那

就多了，不过没事，我先许给大家，有时间了，我专门开个系列讲一下。 

至于绩效考核的那些工具，模板什么的，那个就太简单了，抽时间我发一下，大家参考

参考。 

最后，我还是再想问这个妹子一句，你问这个问题，是准备考核别人，还是准备被别

人考核，如果是后者，妹子，勇气可嘉啊，我是怕你被完整的考核体系折磨的痛不欲生

啊！ 

▼ 

▷ 哪有什么天生丽质，只不过是后面不断补粉---我的产品

管理个人知识体系是如何被“逼”出来的 

我从来没认为自己在产品管理这个工作上是一个很勤奋，很主动的人，至少在 2003

年以前，我的想法更多的是集中在如何快点摆脱这个前途未卜的职业。 

尽管我是从 2001 年开始做产品经理的，但是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真的感觉这

个工作真的和当初老大和我们说的不一样，不要说什么个人知识体系了，我连产品经理到

底该去做什么都不知道，老大肯定是忽悠我了，这就是当时我的真实想法。 

但是，既然现在我还在这个圈子里混，那就说明我并没有放弃，那么，我是如何一步

一步走出困境，构建出自己的产品管理个人知识体系的呢？ 



 

 

在这篇文章中，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我把这个过程历分为四个阶段，

分别是：混沌时代；破局时代；光明时代；自发时代。 

从哪里说起呢，就从 2001 年我刚开始做产品经理说起吧！ 

混沌时代 

尽管当时我们也有独立的产品部，但是每个产品经理都是被分配到相应的项目团队中

的，在当时的软件开发机制中，项目经理明显是高于产品经理的，产品经理是要向项目经

理汇报的，那么，产品经理主要做什么呢？ 

当时公司流行一句话，就是，除了写代码，产品经理啥都做，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没啥

问题，但是大家可以想想，在软件开发的项目团队中，主要的不就是写代码，那产品经理

干什么呢，其实主要就一件事，就是写 PRD。 

有朋友会问了，那市场的事呢，很不幸，有专门的市场部在负责，产品经理也不大可

能涉足太多，因为市场部有个专门的职位在和项目团队接口，这个职位被称为是产品市场

经理。 

因此，我在那段时间里，一直有这样的一种理解，就是产品经理在写完并交付 PRD

后，就没啥事可做了，丢人的是，我在早期还大言不惭的向很多朋友传达过这个观点。 

因此，在那个时候，除了训练有素的 PRD 撰写能力外，在产品管理的个人知识体系构

建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当然，如果用现在的观点看，当时的产品经理确实是个打杂的角色，产品部就是一个

打杂的部门，市场部，研发部，这些传统的强势部门依然在按照原有的机制在运转，产品

部只是在这种机制下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 

对于我来说，这个时期我就是稀里糊涂，毫无目标，甚至感受到一种窒息，就想着如

何逃离这种迷茫，因此，我把这个阶段称为是我的“混沌时代”。 



 

 

破局时代 

这一切在 2003 年发生了变化，我换了一家公司，依然还是产品经理，倒不是我内心

还想做产品经理，而是在第一家公司做了两年产品后，我发现我其实没学到多少，不像有

些转型为产品经理的朋友，不想做产品经理了，还有机会转回到原来的岗位，我是毕业就

做的产品经理，既然转型为其它岗位的几率不大，那就只能继续做产品经理了。 

选择就和赌石一样，一刀穷，一刀富，还好，我的这次选择对我的个人成长有着极大

的帮助，即使到现在，我依然认为第二家公司，尤其是我的直接老大带给了我至少 70%的

成长，当然，准确的说，我其实是被我的老大“逼”出来。 

怎么逼的呢？ 

我来说个例子，我刚到第二家公司的时候，还在按原来的经验在做产品，PRD 写完

后，我就主动歇下了，老大看到这情况后，就问我，怎么停了，我说接下来就是开发的事

了，老大说，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产品出来后，打算怎么定价。 

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定价，定什么价，不都是按行业规矩来就行了，当然，我没敢

说，老大看我没回答，估计也猜出我的想法了，于是就和我说，价格的事，你产品经理得

考虑才行啊，不要看别人怎么定，关键是你能不能想清楚咱们该怎么定，别人定 50 一

套，咱们也能定 50 吗？如果高了，用户不买怎么办，如果低了，公司不就有了收入上的

损失，你好好想想。 

于是我就开始按照老大的要求，开始找各种定价的资料，然后开始思考怎么去给自己

的产品定一个合理的价格。 

有些朋友肯定觉得这算什么啊，是的，一件事可能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如果你看到

以下这些老大曾经问过我的问题后，大家估计就不会这么想了。 

1、市调的类型都分哪些？封闭式和开放式的区别在哪里？定性和定量的如何来做？定



 

 

性和定量都有哪些具体的研究方法？ 

2、用户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用户动

机是什么？你会如何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3、这些问题预示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而不是那个？这个需求的实现能为

用户带来什么利益？能为企业带来什么价值？这个需求的发展趋势可能是什么？…… 

4、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新产品的想法？这个新产品的想法是不是我们能实现的？大

家都有新产品的想法，你怎么选这个而不是那个？…… 

5、你的新产品要卖给哪些人？这些人为什么会买你的产品而不是竞品？这些人都有

什么共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会给你的新产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

们关注的到底是产品的什么？这些人在购买产品时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6、这些人一次完整的购买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设计合理的业务流程？业务

流程中的促进和阻碍因素都有哪些？如何消除阻碍因素？如果消除不了，怎么来把不利因

素的影响降到最低？…… 

7、谁还能提供类似的产品？如何来区分这些竞争对手？他们的优势，劣势都是什么？

我们该如何扬长避短？这些产品真正想做的是什么？短期和长期带给我们的影响都是什

么？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 

8、你的产品需要公司投入哪些开发，营销资源？这些资源是不是我们具有优势的？

如果不是，怎么办？是否有替代资源？我们的优势资源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优势竞争力？如

何把这些优势资源发挥到最大？如果某些资源需要积累，需要多长时间？…… 

9、公司给你投入了这些资源，你能给公司带来哪些直接或间接的收益？为什么？合

理性在哪里？…… 

10、你会怎么来定价？定价的策略有很多，你选择哪一个？软件产品的定价怎么做？



 

 

为什么？如果涉及到价格调整，你会如何来做？…… 

11、你的产品会选用什么渠道？为什么？哪个渠道是盈利的？哪个是亏本的？是不是

亏本的渠道就要放弃？为什么？…… 

12、你的产品定位是什么？为什么要定这样的定位？这样的定位怎么合理的传递给用

户？用户能否认可你的定位？如果没有形成一致，怎么来调整？…… 

13、你的产品的营销策略是什么？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策略？公司目前的营销资源能

否支撑？如果不能支撑，怎么办？…… 

14、你如何说服销售人员销售我们的产品？销售人员关心的是什么？他们现有的销售

策略能否有效的销售你的产品？如果不能，你怎么办？…… 

15、你的产品的卖点是什么？是不是你的产品特有的？为什么？这些卖点是不是用户

真正关心的？…… 

16、如何设计你产品的推广方案？如何形成持续性的推广？如何打动用户？用户会不

会持续关注你的产品？怎么形成长期的关系？…… 

17、产品选择什么时候上市最合适？为什么？…… 

18、上市后，如果出现一定程度的目标偏差，怎么修正？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品该

用什么样的策略？为什么？…… 

…… 

我这里只是列举了一部分问题而已，基本上涵盖了产品“从无到有到优”的全部过程，

我记得在那个阶段，因为公司也在实施产品管理体系，效果还不错，我几乎没怎么加过

班，不像第一家公司那样，睡袋，脸盆是必备用品，但是，看看这些问题，大家就知道对

于一个原本只会写 PRD 的产品经理来说，这种挑战的难度有多大，因此，我就把下班后的

时间放在了真正了解市场和各种学习上。 



 

 

不过我在一开始就说了，我骨子里不是一个勤奋和主动的人，这样去做，无非就是被

老大“逼”的，因为在北京的脚跟还没站稳，得养活自己啊，主要还是当时找一份产品经理

的工作其实挺难的。 

在那个阶段，我依然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不过这种窒息不是来源于“混沌”，而是来源

于“压力太大”了，25 岁之前，我从来没失眠过，但是那段时间，我竟然被“逼”的经常失眠

了。 

但是，在经过了那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眼前豁然开朗，原本对产品管理茫然的“局”

开始“破”了，因此，我把那个阶段称为是“破局时代”。 

光明时代 

局一旦破了，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在破局时代我已经非常明确一个产品经理要去做

什么了，当然，只是知道去做什么，真正要把这些都学会，学到位，学精通，这就是自己不

断努力的事情了，即使到现在，我也在坚持学，因为我发现，产品经理做的时间越长，其实

知识地图的面积就会越大，要学的东西就会越多。 

在这个阶段，我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学习，一个就是书本上的，大师们的真知灼见带来

的启发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比方说，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自己也想了很多，但是不太

确定在产品管理中是怎么定义的，正好某本书中有这样的定义，你一下子就豁然开朗。 

这里友情提示一下，我个人现在主要以看国外的资料为主，尤其是理论方面的，国内的，

在高度上还是差点意思，好的书一本顶十本。 

另一个就是像各行业的朋友学习，在混沌时代，我主要就是关注软件，尤其是通用软件

领域，但是到了破局时代，我就发现，其实很多要学习的知识都是来源于所谓的传统行业，

毕竟这些行业的发展历史要远远长于 IT 行业，很多商业、市场、营销方面的知识都是被前

人梳理了 N 遍的，都是前人宝贵经验的积累，而到了光明时代，理论的知识可以从书本上



 

 

学，但是现实中，某个行业的真实操作是怎么回事，这就得向各行业的朋友学习了，也许某

个朋友一句话，就可以点破一个你需要思考很久的问题。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才在 04 年建立了联盟的雏形-产品经理之家，最现实的目的还

是因为当时在国内，相关的书太少，只能主要依靠和各行业的朋友交流来提升自己，这也就

是为什么，我把那个平台称为是“家”，就是希望各行业的产品经理能够组建起我们自己的大

家庭，没有行业差异，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即使在 05 年改名为“中国产品经理联盟”后，我也依然把聚集国内全行业产品经理作为

初衷，到今年，联盟已经磕磕碰碰的发展了 14 年，但“最专业的全行业产品经理学习平台”

始终作为联盟的定位，并且最终的目标依然是“致力于产品管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和职业化”。 

总之，在这个阶段，我走上了一条产品管理的康庄大道，个人对这个职业也充满了希望

和理想，最关键的是，我的产品管理个人知识体系的地图开始逐渐形成，因此，我把这个阶

段称为是“光明时代”。 

自发时代 

一旦绘制地图的纸铺开，那么，对于我来说，再合上就不大可能了，虽然我不是啥勤

奋，主动的人，但我是要脸的人，因此，我就开始不断的绘制自己的个人知识体系这张地

图，渐渐地，这种过程就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享受，还好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智能手

机，晚上只能看书，我可以把一本书看二十几遍，因为每次看，都有新的，不同的认识，

或者夸张点说，我看这类书，就和看小说一样上瘾。 

就这样，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我的这张知识体系的地图，不但越来越大，也越来越

细，但是，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我太沉浸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了，至于我学的这些东西是

不是靠谱，我其实不知道。 

因此，从 09 年到 11 年，有两件事把我又“逼”了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我第一次把自己这些年整理的东西做成了课，然后通过内训的形式卖

给了上海的一家企业，尽管这次内训连上总监只有 5 个产品人在听，但是我感觉这是我的

一次质的飞跃，看来我在产品管理上的这些知识还是有人买账的，认可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不是我主动想做的，我其实是个挺内向的人，喜欢一个人研究

点东西，我记得，一个晚上，老马在一个地铁口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为什么就不敢尝试

一下呢，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把这套东西总结出来，形成课程呢，我说了，我是要脸的人，

因此，为了脸面，我也得逼自己把这些课做出来。 

第二件事，就是在 11 年的时候，国内有了第一本国内作者写的产品经理方面的书，说

实话，我当时有些郁闷和不服气，联盟是国内最早的产品经理交流平台，积累了大量的知

识，但为什么没能在图书领域做个第一呢，产品经理就是这样，总想不能落后于别人，为

什么别人能做，我就不能做呢，于是，我就说，我也要写一本，于是就有了《YES！产品

经理》以及后续的系列。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其实这本书也是“逼”出来的，当时我孩子刚出生，其实根本没

有多少时间写书，于是我就把孩子留到了老家，然后一个人在北京写书，有朋友曾经问过

我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毕竟是本 50 万字的书，可能大家想不到，这本书只用了不到

50 天的时间，差不多一天就要写 1 万字，倒不是我想这么写，而是出版社逼我交稿逼了好

几次了。 

其实说实话，这本书我感觉写的没达到我的期望，因此，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想重

新写一遍，毕竟又过了这么多年，很多知识都需要补充和完善了，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

会有兴趣，反正我先许给大家吧，说不好又是个坑，呵呵！ 

为什么要说这两件事呢，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两件事是我在成长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

或者说，是我个人在产品管理个人知识体系上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是这么简单来划分的，在 12 年之前，我的主要方向是在产品经理所需的知识、技

能、方法、工具的学习和整理上，这些就构成了个人的知识体系，而在 12 年之后，我的主

要方向就在产品管理体系实施的理论，模型，方案的研究和实践上。 

也就是说，前期主要研究“人”，后者主要研究“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太写关

于个人操作的相关文章的原因之一，因为现在联盟已有的课程，图书，已经把这些都讲到

了，当然，我依然会补充不断新的，以及完善现有的个人知识体系中的知识。 

在这个阶段，我完全是出于一种对产品管理这个领域的热爱和个人的理想在不断学

习，因此，我把这个阶段称为是“自发时代”。 

但唯一有些遗憾的是，毕竟是不惑之年的人了，体力，精力都不如年轻的朋友了，说

句不怕大家笑话的话，我现在是如履薄冰，年轻朋友的后劲太大了，说不定哪天我就真的

成老古董了。 

回到本文的主题，为什么讲产品管理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要扯这么多我个人的经历

呢？三个原因： 

1、我想通过描述我个人的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在构建个人知识体系上的一个观

点，就是，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并不是段时间内能够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

程，并且这个过程会因人而异，有些朋友主动，勤奋，那肯定要比我成长的快很多的，我

完全是被“逼”出来的，但是，一切的努力都是在坚持中开花结果的。 

2、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和我聊了一些，他情绪很低落，虽然做了产品经理，但是感

觉没有什么意思，工作也是简单和重复，我就说，那是因为公司的老大没逼你做更多的

事，他说，确实是这样，大把时间，他想做些别的，这确实是个问题，很多产品经理做了

一段时间后就失去了兴趣，热情也没有了，其实这就是处于“混沌时代”，一直没条件进入

到“破局时代”，当然，这个转变，需要有个关键的要素，就是得有一个愿意“逼”你成长的公



 

 

司和老大，人嘛，都喜欢在舒适区待着的。 

3、我也没法讲其它朋友的，毕竟自己最熟悉的还是自己，这个年龄了，有些以前有

顾虑的，不好讲的，现在其实都想开，看开了，我更愿意把自己作为一个素材供大家参

考，无论是可以借鉴的，或者需要避免的，我都愿意把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和大家分享

出来，只要大家不嫌弃我这个中年大叔就可以。 

我记得 05 年的时候，联盟举办第一次线下聚会，大家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产品经

理从入门到成熟，需要多少时间，最后，大家一致的观点是：十年。 

还好，十年，我咬牙坚持下来了，第二个十年也快结束了，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会进入

到什么时代，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就是我们的时代！ 

在下一篇中，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下构建产品管理个人知识体系的操作层面的经验，大

家多支持！ 

 

在上一篇中，我讲到了，我之所以能在产品管理这条道路上走到现在，其实全在一个

“逼”字上，老大们逼，朋友们逼，当然，偶尔也有自己逼自己，总结起来，我有三个心

得： 

1、如果想走产品管理这条路，是否进对行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老大愿

意带你，我很幸运这些年我遇到的老大几乎都是这样的，亦师亦友。 

2、一定要多认识各个行业的朋友，个人永远就是那么点水平，必须要多向朋友们学

习，因为年纪越大，反而更习惯于在“舒适区”待着，经验主义往往会占据上风。 

3、适当逼自己一下，不过也不要太狠了，咱们毕竟是人，也要享受生活的不是，咱

们总不能按着 excel 列表活着不是，可以活的随性，但不要随便。 

在本篇中，我就通过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案例来说说我是如何构建自己的产品管理知识



 

 

体系的。 

总结了一下，就是六个字：合纵，连横，组网。 

先来说一下这个案例的情况，在当时，消费类软件其实和传统产品的发展模式是一模

一样的，现在国内很多这样的软件都互联网化了，因此，模式也变为了互联网产品的模

式，很多当时我们做的好多工作事实上很多朋友都不涉及了，比方说定价，我估计现在就

有很多所谓的软件产品的朋友根本不会去考虑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产品经理必须要去做定价策略的，尽管那个时候也有像金

山这样涵盖几乎所有消费类软件产品线的头部企业，但是在多媒体软件这个细分领域，我

们毫无疑问是第一。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金山作为国内消费类软件的旗帜，他

们的价格标准事实上就是一种导向，几乎所有的消费类软件企业的定价都会以金山的同类

产品为参考，比方说我在的第一家企业就采用的是“跟随战略”，在定价上永远执行的是“比

金山便宜 1 元钱”的策略。 

但是这家企业不一样，我们是这个细分领域内的第一，那么，我该如何来思考我的产

品的定价策略呢？ 

因为在第一家企业中根本没有参与过定价策略的制定，因此，我在这个工作上几乎是

一片空白，举步维艰。 

老大也看到我确实为难，于是就有了一次这样的对话。 

老大：汤圆，你说，定价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难住了我，我是真的不知道，以前爷是支付价格的，现在突然变成了制

定价格的，知识储备几乎为零啊。 

老大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笑了笑，然后说到，制定价格无非就是五个目的： 



 

 

1、成为现金牛产品；2、占领新市场；3、避免价格战；4、一定的投资回报率；5、

成为市场领导者。 

所有的价格策略的制定，都不会脱离这五个目标中的其中一个。 

然后老大又问我，知道了定价的目的后，那么，你还会考虑什么？ 

我说，肯定是成本了，这个道理是个人就知道啊，谁家的产品也不会定一个低于成本

的价格出来，那不是找死吗。 

老大说，没错，成本肯定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还有吗？ 

我又一次语塞，老大继续说道，我来说个例子，比方说你现在要买一台 42 寸的彩

电，为什么有的卖 3000，有的卖 2500，有的卖 2000 呢？ 

我想了想，然后说道，这个原因就多了，比方说大牌的彩电就卖的贵，一般牌子的就

卖的便宜。 

老大说，对啊，品牌价值会影响价格的制定，但是这种品牌价值很大层面是基于消费

者心理感受的，也就是说，消费者愿意花 3000 元买一台和 2500 差不多的彩电，主要还是

因为消费者认为这台彩电值 3000，对吧。 

我说对啊，你的意思是价格的制定以及最后能否和消费者成交，消费者感受到的价值

会有很大的影响。 

老大说：没错，并且这个价值往往是某个产品价格的上限，超过这个上限，消费者就

会认为你的产品不值。 

我点头表示同意，确实如此，作为消费者，肯定不会为他们认为不值那么多钱的产品

付费的。 

老大又问道，还有什么影响价格制定的因素吗？ 

我这时已经完全沉浸在思考中，想了一会，然后说道，应该还有竞争吧。 



 

 

老大这次点了点头，然后说道，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稍微想了想，然后说道，一下子也想不全，我是这么想的，比方说，在竞争激烈，

且替代产品较多的领域中，应该不会定太高的价格，比方说零食，产品的价格差异幅度不

会太大，但是在竞争不激烈，替代品较少的领域中，通常可以定较高的价格，比方说咱们

买的数据库，全球就那么几家。 

老大再次点头表示认同。 

但是，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哪里有些不对，于是就问道：这样就可以把价格定出来

了？ 

老大说，怎么可能呢，刚才咱们聊的这些，只是想到了一个制定价格策略的要素，这

些要素可以形成原则，但是产品经理，不是靠原则和观点就能把工作做好的，道理讲再多

也没有用，得落地才行，也就是说，产品经理得通过一定的逻辑和技术做出一个价格模型

来做好这个工作，当然，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做了，我呢，只是提供思路，我希望咱们公

司的产品经理都能用科学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来说服我，而不是凭感觉，凭经验，意识流

的，大道理的东西和我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 

在领到老大的安排后，我就知道这个工作绝对不会简单，对于我来说，完全就得逼自

己把这个工作做出来。 

好，案例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就基于六字原则来讲讲我是怎么做这个工作的。 

合纵 

在和老大的交流中，我已经知道一个产品价格的制定，要涉及到四个要素，分别是成

本、客户感受价值、产品目标和竞争。 

那么，这四个要素在制定价格时，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大家看 PPT1： 



 

 

 

简单解释一下： 

目标为框，就是说价格策略的制定，一定是要为实现某个产品目标的，这个是价格策

略制定的范围。 

成本为底，就是说价格策略的制定，成本一定是打底的，这是下限，没有一家企业会

定低于成本的价格策略出来，当然，企业有时会做“赔本赚吆喝”的事，但那是特定时间的

一种战术行为。 

价值为顶，就是说价格策略的制定，一定要充分考虑目标人群对同类以及你的产品的

价值感受是什么，这是上限，超过目标人群价值感受的价格是没有市场的，正如一句话说

的：不是你要定什么样的价格，而是消费者会认为你值多少钱。 

竞争为轴，就是说价格策略的制定，要充分考虑竞争的情况，因为通常来说，竞争和

价格是一种反比关系。 

但是，我说了，这是定不出来价格的，因为这只是形成了一个定价的逻辑和框架，也

就是你只是知道了应该如何思考定价，你还是定不出一个价格策略出来。 

那具体怎么来做呢？ 



 

 

既然老大说了要用科学的方法，那咱们就往上靠，科学结论的得出靠什么，就是数据

来说话，但是要有数据以及结论，必须得构建一个模型出来才行，怎么搞，大家看 PPT2： 

 

模型的公式出来了，那么，如何得出 Price 的值呢？ 

很简单，就是通过代入成本、价值、目标、竞争的值来计算出来。 

但是，关键的问题来了，这四个值又该怎么算呢？ 

这就是更更关键的问题，这四个值的计算又属于产品管理中其它的工作了，换句话

说，就是你必须搞定和价格策略制定有关的这四个工作才能完成价格策略制定的工作，这

就需要我们横向来做了，这就是连横。 

连横 

那么，怎么来连横呢，大家看 PPT3： 



 

 

 

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定价模型来制定价格策略，其实根本是要把和价格有关的工作

做完，然后通过每个工作得出的数据再作为输入到定价模型中的值。 

但是，这些和定价策略有关的工作，依然需要和定价同样的思路来做，确定关键元

素，构建模型，形成公式，然后才能算出数据。 

比方说竞争分析，需要的工作逻辑就是这样的，大家看 PPT4： 

 

按照这个逻辑把竞争分析的工作做完后，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张图表，大家看 PPT5： 



 

 

 

我们的产品处于什么样的竞争地位，完全可以用数值表示出来，而这个数值就是要带

入到定价公式中的值。 

同理，我们把成本和价值的值同样也代入进去，那么，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图表，大家

看 PPT6： 

 

当然了，这只是价格趋势，产品经理要做的是价格策略，因此，我们还需要基于价格

带的分布情况（备注：价格带的分布情况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来分析出价格策略，大家



 

 

看 PPT7： 

 

我相信，这样的价格策略拿出来，足以说服所有人了，因为在这个价格策略中，不但

有三种不同状态的价格，而且还有基于不同价格的可能产生的销量。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打嘴仗，谁能打过你，几个图表一扔，其它人都得给爷闭嘴。 

这只是通过竞争格局分析和定价之间的逻辑关系举个例子来说明连横是什么，咱们再

想一下，竞争格局分析难道只是和定价有关，或者说定价又会和那些其他的工作有关呢？ 

如果我们能想清楚这些，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网，也就是六字原则中的“组网”。 

组网 

组网就是指，你把所有的工作形成一个网络状的关系，并且明确在这个网中，工作之

间都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以及每个工作都可能涉及到的工作逻辑、工作模型、计算公

式、产出结果都是什么，大家看 PPT8： 



 

 

 

当然，这只是搞定了工作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再把产品管理的体系搞清楚了，那

么，最终你就会得到这样一张产品管理体系图，大家看 PPT9： 

 

然后再把所有工作涉及到的方法，工具什么的制作出来，并标定到每个工作上，这

样，我们的产品管理个人知识体系就构建出来了，大家看 PPT10： 



 

 

 

是不是到这里就可以了呢，其实还没完，我们还以价格策略的案例来说一下，通过以

上的思路，我们只是构建出了产品管理工作所涉及到的个人知识体系，但是，我们都知

道，产品管理是个包罗万象，涵盖四大领域知识（商业知识+行业知识+市场知识+技术知

识）的综合管理岗位，我们不但要掌握和了解和产品管理有关的直接知识，还要掌握能促

进我们更好工作的其它领域的知识，比方说定价，我们只是构建了价格策略的计算模型，

但是涉及到的很多和价格有关的知识，比方说软件，单机版和 SAAS 版的定价就有不同，

还有什么是固定定价，动态定价，固定定价都具体有哪些类型，以及各种常见的价格策略

都是指什么，该如何用，比方说渗透定价，这个不是说你定一个低价就是渗透定价，肯定

是由使用条件的。 

当然了，这些知识就是咱们需要延伸学习的了，后来我就在六字原则中又加了两个

字，变成了八个字： 

合纵：某项工作能涉及到最深工作范围是什么。 

连横：支持某项工作开展的和其它工作之间构成的直接最广关系是什么。 

组网：工作和工作之间所涉及到的体系关系是什么。 



 

 

超链：和工作有关的，支持工作更进一步的相关知识是什么。 

好的，关于构建产品管理个人知识体系就讲这么多吧，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来

写，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分享，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我说了，我纯粹是被“逼”出来

的，当然，对于像我这样打上学起就一直在学渣圈子里混的人来说，“逼”未尝不是一个好

的形式，当然，我更希望大家还是主动一些，不要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才后悔为什么我

不能提前做些工作呢，毕竟遇到一个肯真心带你的老大是不太容易的。 

最后呢，给 2B 领域的朋友分享一张我做的 2B 产品的流程框架供大家参考，因为我前

面一直说的是 2C 案例的，要一视同仁的，当然，主要原因还是答应了一个妹子，呵呵，

大家看 PPT11： 

 

还想再说几句，说说我把这个定价策略的模型做出来后，我和老大又聊了一次，老大

很满意，倒不是因为我这个模型做的有多好，而是他很赞赏我的这种死磕心态。 

我当时就向他感叹，现在我才真正找到了做产品管理的感觉，原来也是技术活啊。 

老大则说了一句：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但首先要有技术思维。 

 “一个技术流的产品经理”，后来，这就成为了我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到现在。 



 

 

当然，此技术非彼技术，是属于我们产品经理自己的管理技术。 

 

 

 

  



 

 

 

 

〓 免费课程 〓 

所有课程同步发送在千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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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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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