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产品经理核心技能训练
公开课课纲

培训时间/
培训时间/地点：2021 年 8 月 13~14 日（星期五 ~ 星期六）/上 海
收费标准：￥4200/人


含授课费、证书费、资料费、午餐费、茶点费、会务费、税费

 不包含学员往返培训场地的交通费用、住宿费用，早餐及晚餐
课程背景：
课程背景：
施振荣先生的微笑曲线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各行各业都深刻地认识到单纯的加工和制造已经不能支
撑企业健康地生存下去了！必须要有突破！产品经理负责制！“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当一个企业从单
一产品线向多产品线跨越的时候，必须突破的一个瓶颈就是公司产品经理的培养，因为产品经理是公司价
值链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直接面向客户、带领团队创造价值的领军人物，因此产品经理个人及其所率
领的团队的能力往往决定了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业界关于产品经理的定位属于“见仁见智”，真正意义的产品经理，我们把其定位成：从产品创意的产生，
到组织团队开发出来，直至产品上市后的生命周期管理阶段终止（终止生产、终止销售&终止售后服务）。
按此方式定义的话，很多企业通常有如下困惑：
1、产品经理如何定位？究竟定位在市场还是研发？
2、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如何分工，区别何在？
3、市场管理流程和市场需求管理流程该如何进行？
4、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产品经理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5、新产品上市，究竟是一个特定的点？还是“组合拳”？
6、产品经理如何管理整个团队？
7、如何培养这么重要的“领军人物”？

参训对象：
对象：
企业 CEO/总经理、研发总监、产品线总监、研发经理/项目经理/技术经理/产品经理、研发项目经理等

培训收益：
培训收益：
1、分享多家企业研发管理咨询的专业经验，通过现场的互动帮助学员理清适合的产品管理的方案
2、掌握研发的价值链，研发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的各环节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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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实战演练方式掌握市场管理的方法及市场需求管理体系的搭建
4、了解产品规划的输出过程
5、了解产品经理在产品开发团队中承担的职责
6、掌握新产品上市的组合拳打法
7、掌握产品团队的管理方法
8、了解产品经理的定位、素质要求及对产品经理的培养途径
9、分享讲师 20 多个咨询项目的绩效管理的案例资料（模板、表格、样例……），使得学员参训后回
到自己的公司能够很好实践

授课形式：
知识讲解、案例分析讨论、角色演练、小组讨论、互动交流、游戏感悟、头脑风暴、强调学员参与。

课程大纲：
一、产品经理的第一项修炼：产品管理的全局
1.

打造全方位的产品管理体系

2.

对产品管理体系的八大建议

3.

To B 和 To C 产品经理的区别

4.

一般产品经理和优秀产品经理的对比

5.

产品经理应站在产业链的制高点思考谈创新

6.

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一样吗？


华为的 2012 实验室



阿里的达摩院



……

7.

基于创新，产品的成功标准如何定义？市场成功、财务成功 & 战略成功！

8.

创新的本质是连接


流量



用户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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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共同体



研讨：四者的关系是？

市场经理、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的区别何在？如何定位？

10. 优秀产品经理的角色定位：生活家、艺术家、外交家、财务师、教育家、哲学家！
11. 案例研讨：《CTO 的烦恼》
二、产品需求管理
1. 打造全员例行化的产品需求收集制度


产品需求收集的责任部门？



需求收集的多种途径：原型法、客户访谈、现场观察、客户决策委员会、用户大会、客户简
报、高层拜访、标杆学习、Beta 测试、产品试用、现场支持、支持热线、行业会议、客户满
意度调查……



需求收集表注意事项：VOC、背景信息……

2. 客户描述整理和分析


真正理解客户的意图


案例：听筒 10 米长的电话机



场景图画



客户描述和需求陈述



客户描述 需求陈述五原则

3. 市场驱动的技术创新


如何围绕市场来进行创新



坚持市场验收的创新标准

4. 收集需求的方法


演示：《需求说明书》



打造全员化的需求收集制度



HR、采购等部门有无可能了解到竞争对手公司新产品的开发动态信息？



跨界思维的应用：方便面的最大竞争对手为何是“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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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ANO 模型
6. 摒弃貌似有用却冗余的需求……
7. 用户访谈：抽象之梯法


客户陈述－需求描述



需求整理：亲和图法



客户需求的评估方法：＄APPEALS、层次分析法



需求分析的“三大凡是”！



演示及演练：某案例公司的＄APPEALS 要素

8. 关注内部需求


DFX（DFT、DFM、DFS 等）



RAS（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

9. 做好需求的分解与分配


需求分解与分配四大原则



两大架构：功能架构+物理架构



如何对待冲突的需求？

三、产品经理的第三项修炼：新产品的市场管理
1.

研讨：新产品市场管理存在的典型问题

2.

正确理解市场环境

3.



环境分析：PEST



市场分析：4P、4C



SWOT/Q 分析



迈克尔·波特竞争五力模型



输出：《行业分析报告》

如何进行市场细分


大众市场-小众市场的转变，要求必须精耕细作



做全国人民都喜爱的产品？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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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红海里寻找蓝海？



跨界思维的案例分享：老年人用的指甲剪；家具的研发人员为何要参加服装展会和汽车展
会？……

4.

5.

6.



我们公司市场细分的维度是？



市场地图、商业画布讲解，明确商业模式



细分市场七步成诗


审视细分市场的框架



谁购买



购买什么



谁购买什么：FABEF 分析



为什么购买



明确关键的客户群



验证细分市场的可行性：独特性、重要性、持久性……



详细讲解：细分市场简介模板



盈利模式的分析：项目型、产品型、运营型



如何做到运营型

产品卖点的提炼


让科技数字化：充电 5 分钟，通话……



让科技看得见：小米透明壳……



让科技摸得着：平板的龙卷风按键……



让科技场景化：怕上火，喝……，困了累了喝……

如何避免“差异同质化”


逆向策略：小米的爆品策略，一次 All in



改变类别：机器人？机器狗？



敌意品牌：MINI

产品组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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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波士顿矩阵，SPAN 如何应用：三大维度



FAN



产品组合分析的业务定位



安索夫矩阵



产品路标规划的方法和流程


路标规划是时间驱动，还是事件驱动？



高层领导发起，如何成立规划 PMT 团队



涉及到的角色和部门有哪些？



产品规划 4 大输出



演示：《产品路标规划的生成过程》



演示：《产品路标规划的评审要素表》



研讨：贵公司的产品规划流程

产品线业务策略与业务计划


产品线业务计划谁制定



业务计划中包括：


产品系列概述描述



市场分析与市场推广策略



客户服务策略



生产制造策略



采购策略



风险分析



财务分析等

四、产品经理的第四项修炼：新产品的开发管理
1.

市场管理和产品开发管理的衔接方式


2.

演示：《项目任务书》

业界最佳产品管理团队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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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咨询项目演示：结构化的产品开发流程及产品经理在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

4.

监控项目的方法：四级计划体系、项目报告机制、敏感性分析等

5.

研发项目的计划模板如何制定？

6.

咨询项目演示：计划模板同流程的关系

7.

项目计划控制中常见问题和解决办法

8.

项目的分层实施与分层监控

9.

质量管理：业务评审、技术评审

10. 计划监控：演示 PERT 图等，找关键路径
11. 时间管理抓大放小……
12. 如何制定计划，提升效率？保证 QCD
13. 项目管理中的报告管理：


立项书如何写？



商业计划书如何编制？



结项报告怎么做？

14. 计划模板
15. 情景化的知识管理
16. 项目资源使用曲线
17. 人员梯队化
18. 时间的阶段分布
19. 咨询项目演示：《某企业的研发项目管理手册》
五、产品经理的第五项修炼：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1.

组建 LMT 生命周期管理团队

2.

生命周期管理的三大终止点


终止生产



终止销售



终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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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审要素表

4.

变更流程

六、产品经理的培养
1.

演示：某公司《产品经理工作手册》

2.

研讨：如何编写我们公司的《产品经理工作手册》

3.

常用的产品经理培养方法：岗位轮换、自我批判、导师制、参加学习

4.

正式的产品经理培养方法――资源池

5.

什么叫资源池


建立资源池的目的



资源池建立的原则



资源池的运作流程


产品经理的筛选



产品经理的面试



产品经理候选人的培养



演示：《产品经理培训课程清单》



候选人的释放

6.

资源池的运作机构及职责

7.

资源池工作推进的三个步骤及计划模板


启动阶段



发明阶段



推行阶段

讲师介绍：张老师
讲师介绍：张老师
一、教育与工作背景
清华大学 EMBA 讲师、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发管理课程特聘专家，长期受邀于国
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广东省企业联合协会、深圳市电子协会及高新技术产业协会等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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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及曾任职务：
教育背景：西安交通大学 工学学士（本科流体机械专业）、管理学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2000

年硕士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华为&迈瑞。
曾任职务：项目经理、研发管理部副经理、产品经理等


工作经验：
多年高科技企业产品研发和研发管理、产品管理工作经历，先后担任过项目经理、项目管理部副经理

及产品经理等职位，在长期的研发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国内某知名通信企业（华为）工作近 6 年，先后从事产品开发、项目管理和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并作为推行组成员与国际研发管理顶尖咨询顾问在研发及售后服务系统推动公司级研发管理变革（集成产
品开发）。在交换产品线管理部期间，一起搭建产品线计划管理体系工作，协调 IT 系统建设，并进行计划
监控与跟进工作；在国际技术支援部期间，和 IBM 顾问一起推动服务体系建设及 IPD 在该系统的应用；在
国内营销策划部期间，同 IBM 顾问一起优化 MM（市场管理）体系，并负责企业内部的推行。
在某生物医疗设备公司（迈瑞医疗）工作期间，担任研发管理部副经理，任职期间有针对性地将研发
管理的业界最佳实践同公司现状相结合，全面建立并优化产品管理体系。同时兼任内部讲师，具有丰富的
产品管理实战经验。在迈瑞期间，作为产品经理成功主导了某血球产品的需求、产品定义、立项及整个开
发与上市过程的管理，获取了极大的市场成功。
后从事研发管理咨询，先后作为项目核心成员和项目经理成功完成了近 30 个研发管理咨询项目体系的
建设和落地（含市场需求与产品规划、产品开发流程体系、研发项目管理体系、研发人力资源等模块），
在产品开发流程设计、研发项目管理和体系推行方面具有丰富的咨询经验。
二、部分学员评价
“很实用，我是做人力资源的，被公司赶鸭子上架来听课，本以为肯定听不懂。没想到张老师在讲课
时用了很多生活中的例子，旁征博引来阐述理论，如听故事”
“很棒、所讲的内容就是我们想要的，真正能够帮助到我们企业去解决一些管理现场中的难题，在他
的指导下，我认识到了自己所存在的问题，我以后会有更大进步的。”
“张老师讲课非常的幽默，有感染力，大会议室里笑声不断，期待下次还可以听到张老师的课程！”
“知识量很大，希望能最大程度用于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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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听了公开课后，我立即拍板做咨询项目，就这么干！大公司这么管理能成功，我们通过张老师
的辅导也一定会更上层楼！”
“张老师的一句“让成功成为习惯”我印象很深刻，回去就作为研发团队的口号……”
“为人谦逊，很乐于分享，中间给我们拷了很多模板和表单，我初步看了一下，非常有借鉴作用”
……
三、近年咨询项目


研发管理咨询：主要参与及负责的项目如下：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广州，军品）研发管理体系咨询：参与了该咨询项目的现状调研、

产品规划流程体系设计、产品开发流程体系设计、试验局流程设计、产品工程更改流程设计、新器件选型
流程设计、知识管理体系设计、中试业务管理体系梳理、研发 IT 规划、研发项目管理体系设计、研发绩效
管理体系设计、研发 KPI 体系设计，已结项。
广州威创股份（VTRON，经过研发管理的梳理后目前已经在国内中小板上市）的研发管理咨询：参与
该咨询项目的现状调研、产品规划流程体系设计、产品开发流程体系设计、产品工程更改流程设计、研发
项目管理体系设计等，已结项。
深圳国人通信有限公司（网络优化、RF 模块、3G 模块/系统）研发管理体系咨询项目（研发流程体系、
研发项目管理体系、研发质量管理体系），任项目组成员，已结项。
深圳艾伯资讯研发管理咨询（RFID）：主导了该咨询项目的现状调研、产品规划流程体系设计、产品
开发流程体系设计、产品工程更改流程设计、研发项目管理体系设计等，任项目经理，已结项。
TCL 集团家庭网络事业部（DVD 产品）研发管理咨询：主导了该咨询项目的现状调研，参与市场需求
管理及产品规划模块，主导产品开发流程设计。该项目历经 2 年多时间，已于 2009 年 5 月份结项。
厦门敏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通信设备）研发管理咨询：作为项目经理主导该项目的市场管理、
产品规划、开发流程及研发项目管理模块，该项目已于 2009 年 3 月份结项。
上海宝钢股份有限公司（钢材）研发财经管理咨询项目：作为项目经理主导研发投资决策管理体系、
研发预算及核算管理体系、产品设计成本管理体系、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管理体系和研发投资管理考核体系
等模块的搭建及推行，该项目已于 2009 年 4 月份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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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碁科技有限公司（为 3G 手机提供芯片）研发管理咨询项目：作为项目经理主导研发流程、市场
管理、研发绩效管理、商业决策等模块，该项目已于 2009 年 7 月份结项。
上海艾帕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力电子设备）研发管理体系咨询项目：作为项目经理主导研发流
程、研发项目管理及研发绩效管理等模块，该项目已于 2009 年 7 月份结项。
深圳创维 RGB 电子有限公司（LED 液晶电视）产品链管理体系咨询项目：作为项目经理主导研发流程、
研发项目管理及产品规划等模块，该项目已于 2010 年 8 月份结项。
广州市怡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检测设备）产品开发流程与研发项目管理体系咨询：作为项目
经理主导研发流程、研发项目管理及产品技术评审等模块，该项目已于 2010 年 12 月份结项。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规划管理体系咨询，该项目已于 2010 年 10 月份结项。
珠海天威集团产品规划管理体系咨询项目：作为项目经理主导市场需求管理及产品规划等模块，该项
目已于 2011 年 5 月份结项。
北京金羽杰服装有限公司（羽绒服）产品开发流程与研发项目管理体系咨询：作为项目经理主导研发
流程、研发项目管理及产品技术评审等模块，该项目已于 2011 年 7 月份结项。
深圳市中诺电子有限公司（电话机）产品开发流程与研发项目管理体系咨询：作为项目经理主导研发
流程和研发项目管理模块，该项目于 2010 年 12 月份启动，已于 2011 年 4 月中旬结项。
武汉市维斯第医用科技有限公司（医用设备）产品开发流程与研发项目管理体系咨询：作为项目经理
主导研发流程和研发项目管理模块，该项目于 2011 年 9 月中旬结项。
桂林市星辰科技有限公司（激光切割机、伺服系统）产品开发流程与研发项目管理体系咨询：作为项
目经理主导研发流程和研发项目管理模块，该项目已于 2011 年 10 月上旬结项。
深圳市记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存条）产品链流程体系咨询：作为模块项目经理主导研发流程模块，
该项目已于 2011 年 9 月中旬启动，该项目已于 2012 年 1 月上旬结项。
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皮卡、SUV）产品链流程体系咨询：作为项目经理主导产品规划、研发
流程模块，该项目已于 2012 年 1 月启动，该项目已于 2013 年 1 月下旬结项。
江苏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智能卡等）产品链流程体系咨询：作为项目经理主导研发流程
和项目管理模块，该项目已于 2012 年 3 月启动，该项目已于 2012 年 9 月结项；

www.shchance.com.cn

11 / 12

成功的产品经理核心技能训练
公开课课纲
武汉港迪电气有限公司（变频器等）研发流程与项目管理体系咨询：作为项目经理主导研发流程和项
目管理模块，该项目已于 2012 年 7 月启动，该项目已于 2014 年 8 月结项；
江苏正昌集团有限公司（饲料机械等）科研管理体系咨询：作为项目经理负责市场需求管理、产品路
标规划、开发流程、研发项目管理及绩效管理等模块，该项目已于 2012 年 7 月启动，该项目已于 2014 年
10 月下旬结项；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导航第一股）科研管理体系咨询：作为项目总监负责研发组织结构、开
发流程及研发绩效模块的优化工作，该项目于 2016 年 4 月份启动，已于 2018 年 1 月结项；
南京圣和药业科研管理体系咨询：作为项目总监负责研发组织结构、开发流程及项目管理体系优化工
作，该项目于 2017 年 9 月份启动，已于 2018 年 6 月结项；
海宁火星人集成灶集成产品开发体系咨询：作为项目支持专家负责开发流程及市场管理（MM）体系优
化工作，该项目于 2019 年 3 月份启动，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8 月结项；
东莞盛雄激光研发管理常年顾问：该项目于 2020 年 7 月份启动，重点优化需求管理及项目交付过程体
系，为期 1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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