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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背景】 

当今时代，供过于求、同质化竞争成为每个行业的常态，只有产品不断创新才能持续赢得市场和客户。

产品经理是直接面向客户、带领团队创造价值的领军人物，负责产品从创意到开发、制造、销售、售后等全

流程，因此产品经理自身及其率领的团队的能力往往直接决定了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产品经理需要深度参与并推动产品上市全流程活动，如：市场调研、产品早期推广、退市管理、售后、

测试、工艺工装、生产、供应商采购、认证机构等，需要担负产品这个虚拟公司的经营责任，但是对于其他

相关单位（如：兄弟单位、供应商）却没有直接的管理职责。因此，产品经理究竟应该如何定位？究竟应该

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如何协调产品的市场管理、开发管理、财务管理等活动？如何推动产品开发全流程的工

作？如何打造高效的产品团队？ 

本课程将对产品经理的基本定义、职责、产品管理等流程也框架及流程做出明确阐述，利用讲师的著名

企业实践，结合业界成功公司在产品经理能力培养和产品管理上的的丰富经验，针对以上难题进行深入的讲

解，着重培训学员如何做好一个成功的产品经理。 

【讲师介绍】                              

冯老师，深圳汉智成资深产品管理专家、资深产品经理，18 年产品开发、研发管理及项目管理经验，在

华为先后担任过软件工程师、解决方案团队负责人、产品规划部部长、核心网产品 Leader 等职位，有丰富的

研发团队管理和产品管理经验。服务客户包括烽火通信、南京埃斯顿、中兴通讯等大型企业。 

【课程特色】 

⚫ 系统化理论指导――课程内容采用业界先进的方法论，结合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最佳实践，总结提炼出

适合中国本土企业的产品经理制度。 

⚫ 丰富案例分析互动――通过案例分析研讨加深学员理解。 

⚫ 结合实际演练――通过对实际项目进行角色演练、研讨等方式提高转化能力。 

⚫ 讲师的专业性――讲师长期就职于华为，一直从事产品研发及市场管理工作，在市场规划、产品管理、

项目管理、团队管理等具有资深实践经验。 

 

 

课时：9-10 小时 

成功的产品经理 DNA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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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收益】 

⚫ 了解产品经理在产品管理流程各阶段的职责及角色，以及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 

⚫ 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有什么区别？如何作好分工？ 

⚫ 如何领导团队紧密结合市场为公司创造高价值的产品？ 

⚫ 掌握产品竞争性分析，准确定位市场，制订清晰产品策略并规范项目管理流程并确保有效执行。  

⚫ 学习如何实现市场管理流程与产品开发流程的整合，掌握正确的产品—技术—市场组合分析和管理，提

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上市成功率。 

⚫ 如何管理协调团队内部成员，有节奏地保持工作热情，提升效率，以及如何与上级有效沟通。 

⚫ 产品经理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模型？谁来承担比较合适？公司如何培养产品经理？ 

【参与对象】                                  

企业总经理、产品总监、研发总经理/副总、研发项目经理、产品经理、市场营销、市场研究及产品规划

部门、PMO（项目管理办公室）成员等。 

【课程大纲】（9:00-12:00,13:30-17:00）                     

1. 产品经理岗位探讨 

1.1 产品经理现状（讨论） 

1.1.1 你印象中的产品经理/网络上产品经理传说 

1.2.2 贵公司产品经理的定义 

1.2.3 产品经理的困难：“苦逼人生”  

1.2 怎样才算是成功产品开发 

1.2.1 技术开发 or 产品开发：对产品成功和财务成功，而不是技术创新,领先半步是英雄，领先一

步是先烈 

1.2.2 项目开发 or 产品开发：面对整个市场而不是单一客户 

1.2.3 怎样才算是成功的产品开发：偏差、齐套、试制、上市标准、转产、生命周期 

1.2.4 成功产品包含哪些要素：研发、生产、行销、营销、服务、资料、财务 

1.2.5 产品需求来自哪里：客户、友商、内部 or 拍脑袋，不是人人都是 Jobs 

1.2.6 产品开发如何面对不同的客户群定位 

1.3 PDT 团队该如何组成和管理 

1.4 产品经理应具备哪些素质（讨论）：产品经理就是这个产品的 BOSS 

2. 产品经理的职责,角色与定位 

本单元学习目标：了解产品经理的职责、角色和定位和产品管理流程框架 

2.1 案例讨论---高科技企业产品方案决策 

2.2 产品经理的定义、职责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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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产品经理发展历史 

2.2.2 产品经理的定义 

2.2.3 产品经理的职责 

2.2.4 产品经理角色与定位 

2.2.5 举例:产品经理在组织架构中通常岗位(某通讯公司） 

2.2.6 产品经理的几种分类 

2.2.7 产品管理中的几个横向组织和分工 

2.2.8 产品经理与项目经理的区别 

2.3 产品管理框架 

2.3.1 产品管理概述：各阶段间的关系 

2.3.2 产品管理流程化能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 

2.3.4 产品经理在产品管理各阶段的角色和职责 

3. 市场调研  

本单元学习目标：学习市场调查方法、流程及如何开展 

3.1 市场调研的定义及特点  

3.2 市场调查方法简介 

3.1.1 档案调查  

3.2.2 实地调查  

3.3 市场调研的过程  

3.4 调研方案设计  

3.5 调研方案内容示意图  

3.6 案例分析---SMB 需求调查 

4. 市场管理和产品业务计划书 

本单元学习目标：产品经理如何进行市场管理及所需技巧，如何制定产品的业务计划书及路标规划 

4.1 市场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4.1.1 如何发现利润区 

4.2 产品经理在市场管理阶段的主要职责 

4.2.2 产品线业务计划的定义 

4.2.2 产品线业务计划的目的和途径 

4.3 市场管理流程的几个阶段 

4.3.1 阶段一：正确的理解市场（如何寻找潜在的机会和目标） 

✓ 如何正确的理解市场 

✓ 市场评估的内容及输出 

✓ 市场评估：业务设计（Business Design）的内容 

✓ 举例：某知名公司的业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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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阶段二：进行市场细分（定义初步的细分目标市场） 

✓ 市场细分的原因 

✓ 如何进行市场细分 

✓ 市场细分要注意的问题 

4.3.3 阶段三：产品组合分析（竞争环境、投资机会等的分析） 

✓ 战略地位分析（SPAN） 

✓ 对细分市场的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地位进行评估 

✓ SPAN 与 FAN 分析，并与业务目标结合起来 

4.3.4 阶段四：制订细分市场业务计划 

✓ 业务战略规划程序概览 

✓ 安索夫矩阵提供了支持目标的框架 

✓ 细分市场的业务计划模板 

4.3.5 阶段五：调整和优化业务计划 

✓ 组合路标开发的六个步骤 

✓ 评估要素 

✓ 整合为公司级的项目清单 

✓ 通过管道管理优化项目优先级排序及时间安排 

✓ 产品线业务计划模板（示例） 

✓ 制定产品路标规划 

✓ 产品版本规划的 V、R、M 介绍 

4.3.6 阶段六：管理业务计划并评估绩效 

✓ 初始的产品包/解决方案业务计划书 

✓ 项目任务书背景材料 

✓ PDT 项目任务书（ charters ) 

4.4 案例分析：电子安防产品(1)，根据《中国安防市场调查报告》研究报告，为某电子公司的分析电子

安防产品市场，运用所学相关方法，分析讨论中国安防市场前景及投资分析前景，并回答是否要进入该市场？ 

假如公司决定进入该市场，请分析公司应该如何规划该产品，定位及市场策略是什么？  

5. 产品的需求管理 

本单元学习目标：学习$APPEALS 需求提取方法和需求管理流程  

5.1 产品需求来源 

5.2 市场管理与市场需求管理流程的关系 

5.3 业界公司在需求管理中的常见问题 

5.3.1 隐含的客户需求 

5.3.2 不同角色对需求的理解 

5.3.3 需求的理解和传递失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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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APPEALS 方法 

5.4.1 APPEALS 的每个维度都包括了多个要素 

5.5 市场需求管理流程 

5.6 收集原始客户数据 

5.7 解释客户原始数据 

5.8 客户需求分组整理（应用$APPEALS） 

5.9 客户需求优先排序 

✓ 案例：APPEALS 客户评价差异比率样表 

5.91 整理需求并提炼产品需求 

5.92 案例分析：电子安防产品(2)，根据前面的市场分析，运用本节的需求提取的几个阶段，整理

出客户需求（最低要求，目标要求和更高要求）。 

6. 产品创意和产品开发 

本单元学习目标：学习产品创意的指导原则及产品经理在产品开发阶段的角色和使命 

6.1 产品创意 

6.1.1 产品创意的指导原则 

6.6.2 产品创意系统流程（示例） 

6.6.3 案例练习: 为未来家庭设计电脑  

6.2 产品开发的结构化流程 

6.2.1 产品经理在产品开发阶段的角色 

6.2.2 产品经理与其它人员的职能区别 

6.6.3 实例讲解：产品经理如何监控整个项目 

6.3 案例分析：电子安防产品（3），结合公司的平台优势及技术比如管理，服务和网络等，运用创意的指

导原则，小组头脑风暴构思出安防产品的具体功能及描述，尽可能量化产品的规格要求。 运用&APPEALS 或

SWOT 分析工具，比较类似安防产品，分析公司的新安防产品的竞争力和核心价值（从产品的功能、服务、商

业模式等角度）。  

7. 产品的上市管理及生命周期管理 

本单元学习目标：产品经理如何管理新产品上市及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7.1 为什么产品上市管理很重要？ 

7.1.1 产品上市时间是对利润影响最大的因素 

7.2.2 为什么要有 Launch 流程 

7.7.3 市场“营”与“销”区别 

7.2 产品经理在新产品上市管理中的使命  

7.3 新产品上市涉及的活动 

7.3.1 产品 

7.3.2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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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促销 

7.3.4 渠道 

7.3.5 技术支持  

7.3.6 订单履行  

7.3.7 新产品的命名管理 

7.3.8 新产品的受控宣传和受控销售的管理 

7.3.9 产品发布流程 

7.3.91 案例：新产品上市“151” 

7.4 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 

7.4.1 产品生命周期特性、目标及战略  

7.4.2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的主要活动 

7.4.3 产品经理在生命周期管理阶段的主要角色及职责 

7.4.4 版本切换控制及策略 

7.5 案例分析：电子安防产品（4）公司的新安防产品设计，生产工作基本完成，现准备开始销售，公司

希望取得预想的市场效果。分组讨论并回答： 新安防产品推出前的发布策略和计划是什么？产品如何定价和

销售方式是什么？准备如何宣传？除此，上市前还应做哪些准备活动？ 

8. 产品经理如何协调产品团队和各职能部门 

本单元学习目标：产品经理如何沟通、如何激励团队成员  

8.1 产品团队成员的组织结构 

8.2 产品经理如何协调各职能部门成员：沟通和激励 

8.2.1 如何得到上级的有力支持―――沟通技巧 

8.2.2 如何得到上级的有力支持―――应准备报告 

8.2.3 产品经理如何跨部门沟通 

8.2.4 产品经理有效沟通的基本技巧 

8.2.5 产品经理如何有效激励产品团队成员 

8.2.6 运用 KPI——平衡记分卡去激励团队 

9. 产品经理的技能要求  

本单元学习目标：了解产品经理的素质模型，学习产品经理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及如何训练 

9.1 产品经理的素质模型 

9.1.1 素质的“冰山模型” 

9.1.2 产品经理的整体素质模型 

9.2 产品经理的能力模型  

9.3 产品经理的领导力 

9.3.1 什么是领导力 

9.3.2 领导特征及领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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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产品经理的领导力培养 

9.3.4 经理 VS 领导 

9.3.5 产品经理与部门经理共同处 

9.3.6 产品经理的主要任务 

9.4 产品经理的影响力 

9.4.1 什么是影响力 

9.4.2 影响技巧 

9.4.3 权力 VS 影响力 

9.4.5 产品经理如何解决冲突 

9.4.6 训练产品经理影响力的五步骤 

✓ 建立专家信誉  

✓ 平衡与每网络关系时间（ 

✓ 资源网络发展 

✓ 选择组合影响技巧 

✓ 有效地交流影响技巧 

9.5 案例分析：在还没有授权情况下,如何做好工作？ 

10. 如何培养高效产品经理  

本单元学习目标:公司如何培养成功产品经理及产品经理成长的三个阶段  

10.1 产品经理的公司培养 

10.1.1 岗位轮换 

10.1.2 自我批判 

10.1.3 导师制 

10.1.4 参加学习 

10.1.5 营造环境 

10.2 产品经理的选择 

10.3 产品经理的职业晋升通道 

10.4 产品经理成长的三个阶段 

10.4.1 研发内部各职能领域的互动（研发项目经理） 

10.4.2 研发与产品线的各职能领域的互动 

10.4.4 介入规划，市场驱动研发（从源头贯穿全流程） 

11. 大型案例分析 

本单元学习目标：通过运用两天所学的知识点分析某大型案例，从而熟悉掌握，便于今后实践中操作。  

11.1 大型案例分析：帮助某电脑公司开发新产品从而开拓新市场。  

11.2 小组汇报  

11.3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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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总结 

12.1 小结所学的知识点 

✓ 产品经理的职责，角色与定位  

✓ 市场调研 

✓ 市场管理和产品规划  

✓ 产品需求管理  

✓ 产品创意和产品开发管理  

✓ 产品上市管理和生命周期管理  

✓ 产品经理如何协调整个产品团队  

✓ 产品经理的技能要求 

✓ 如何培养高效产品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