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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大会（Growth Conference）是国内⾸首个以数据驱动增⻓长为主题的⼤大会，由新⼀一代数据分析公司 GrowingIO 于 2016 年年

创办。每年年 10 ⽉月在北北京召开主题⼤大会，次年年在上海海、深圳等地召开城市站⼤大会。遍布华北北、华南、华中、华东 4 个⼤大区，

深⼊入北北京、上海海、深圳等⼀一线城市。

点击图⽚片，了了解历届⼤大会：

2016 北北京 2017 上海海 2017 成都 2017 北北京 2018 上海海 2018 深圳 2018 北北京

1 分钟了了解 GrowingIO 增⻓长⼤大会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6-bj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7-sh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7-cd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7-bj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8-sh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8-sz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8-bj


获取更更多 GrowingIO 增⻓长⼲干货资料料

增⻓长电⼦子书 增⻓长公开课《⾸首席增⻓长官》

https://blog.growingio.com/news/282
https://www.growingio.com/ebook
https://www.growingio.com/webinar


⽴立即体验 GrowingIO 数据分析产品

⽴立即注册，获取 15 天免费试⽤用

预约演示

⽀支持⽹网站、APP、⼩小程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https://accounts.growingio.com/signup
https://accounts.growingio.com/demo
https://www.growingio.com/


版权声明

• 本次⼤大会 PPT/PDF 仅供您本⼈人阅读和学习，禁⽌止做其他⽤用途。

• 本次⼤大会的全部内容（包括但不不限于 PPT/PDF、⽂文字、⾳音频、图⽚片等）著作权均归⼤大会主办⽅方 GrowinglO

( www.growingio.com ) 所 有。

• 未经 GrowinglO 授权许可，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不允许转载、上传、推 ⼴广、发布本⽂文件以及其中任何内容。

• 感谢您的理理解，祝您学习和阅读愉快！

https://www.growingio.com/


GrowingIO 联合创始人，新业务线商业化负责人
前 Linkedin 数据商业分析产品工程总监
Former Linkedin Business Analytcis Data 
Solution Director



GrowingIO 的使命和愿景

使命：用数据驱动业务增长。

愿景：用数据连接世界，令每一个人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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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目前的⾏行行业现状

快速获客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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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入口、流量分发的演进

PC互联网
应用程序
Windows
Installer

移动互联网
应用市场
360
豌豆荚
华为小米Oppo

微信
小程序
10亿用户

用户需求的演进

多人一台 一人一台 用完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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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app开发成本高，还不包
括推广，但是小程序仅需要2-3
个工程师就可以搞定

传统app开发周期需要2-3个
月满足不了互联网快速迭代的
时代，小程序5-7天就可以实
现90%以上的功能，大大降低
了门槛

先天的成熟使用习惯，解决
了公众号用户体验不佳等先
天问题

不需要下载即可使用，随时随
地用完即走

无需关注，没有粉丝压力，
即用即走的应用，公众号+小
程序是必然的趋势解决其弊
端

二位码，搜索，发现，公众
号，订阅号，关联小程序

成本低

周期短

用户体验好

即用即走，轻量化

没有粉丝沉淀

小程序

无需下
载

用完即
走

触手可
及

无需安
装

入口丰富

⼩小程序的特点



⼩小程序⾯面临的挑战

留存低 玩法新迭代快 渠道多

02



9

⼩小程序市场、产品、运营⾯面对的挑战

• 玩法新，如何衡量用户裂变效果？

• 渠道多，如何衡量投放ROI？

• 留存低，如何提高用户留存？

小程序

留存低

玩法新

渠道多

迭代快

• 迭代快，如何高效评估功能价值？



留存的周期

如果不知道用户的使用周期，我们就很难评估好用户的留存。
当前新访客的使用周期有多长?
使用周期，一般是指产品期望用户使用产品的频率，是日级别、周
级别，还是月级别。评估用户回访周期，确定用户使用周期。



越做「什么」行为的用户，越活跃，
最终变成你的优质用户。



留存，不同行为的留存对比



留存，同一功能，不同使用次数的留存对比



留存，复购

分布分析，复购率
30天10%的用户复购率



留存，魔法数字



留存

1. 不同功能留存对比图，定位什么功能留存高？
2. 同一个功能，不同次数的留存对比，定位交互深度对留存的影

响。
3. 留存魔法师，比如，什么行为一周内做 xx 次，次周留存可以

达到 xx%？

总结以上都能帮助您找到哪些核心行为影响用户留存，下一步呢？
针对这些核心功能做定向优化，投入合理的资源。



留存，产品价值矩阵



留存，离不开运营

为了增加留存，我们一定要对用户做运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运营做运营，指导用户分群，做
留存分析，对用户进行分层后，运营这些用户。

用户
属性

用户
行为

用户
状态

用户
偏好



留留存,⽤用户运营,GrowingIO正在开发推送能⼒力力

方法：
1） 选择分群
2）内容设计
3）测试确认
4）推送
5）评估效果

方式：
• 应用内推送
• 对接推送渠道推送



• 小程序经过不断的迭代和更新，依托微信近10亿活跃用户，用户关
联性强，开发成本相对低，入口不断增加，功能不断完善，社交分享
等，使得传播更加容易快捷，基于原有粉丝用户，进行精准互动推广
，实现裂变也更易实现。

• 腾讯小程序功能不断迭代，程序员可以模块化开发，速度快。
• 小程序腾讯审核发版快。
• 为了配合小程序迭代快的特点，GrowingIO的无埋点匹配小程序的

迭代快。

迭代快



• 全量采集数据：无埋点采集为主，全量采集交互、内容、交易等数据；埋点采集为辅，获取后台数据、实现高级配置

• 减少工作量、节省成本：通常埋点进行数据采集工作量占比高达70%，GrowingIO数据获取，大大节省工作量

• 可视化数据定义：交互式定义指标，实时监听数据，做到真正的所见即所得，直观，让业务人员可以快速定义指标

⽆无埋点实时全量量⾏行行为数据采集,节省⼈人⼒力力、缩短流程



快速建⽴立数据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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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通过GIO⼩小程序看数助⼿手，掌握数据



玩法新，分享裂变

现在您的用户分享场景有哪些？
现在分享裂变您在用哪些方法？
分享裂变有下面一些玩法，拼，帮，砍，送，比，换
1.「拼」，拼团
2.「帮」，玩游戏，挂了，邀请好友帮你复活
3.「砍」，邀请好友帮你砍价
4.「送」，送好友喝咖啡，连咖啡
5.「比」，头脑王者比知识量
6.「换」，邀请换礼物，换积分等等



玩法新，分享裂变

不关注分享裂变会有啥影响？核心是流量

1. 缺乏自然增长，没有利用老用户带新用户
2. 微信上有10亿用户，总有你的用户在，要蹭流量
3. 已经在玩裂变不同的方式了，不知道病毒系数，不知道转化结

果，就不知道那种玩法好

那么我们发现现在大家的玩法越来越多，如何衡量分享裂变的效率
和效果呢？



如何衡量量分享的效果和效率？

1

2



谁是你的KOL？

1



哪些内容用户
愿意分享？

初步通过查看用户大多在哪些页面触发分享事件，
来帮助判断用户愿意分享哪些内容？



玩法新，分享裂变

总结，如果我们可以衡量量每次分享裂变的效率和效果。那么我们可以
更更快更更好的尝试各种玩法。

知道了了KOL，那么我们可以利利⽤用KOL，⿎鼓励他们裂变
知道了了哪些分享内容利利于传播，那么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多做些尝试



渠道多—微信社交⼴广告，公众号，⼩小程序之间



渠道多——分享



渠道多——线下场景



渠道多，不不同⼊入⼝口场景数据监控

搜 码

按 照

券 App

聊

群

附

入口场景——打开趋势

入口场景——活跃
度

入口场景——转化



小程序->小程序

公众号链接->小程序

二维码打开小程序

分享

广告投放小程序

GIO精细化跟踪方案

跳转落地页配置UTM参
数跟踪

GIO分享分析功能

使用GIO创建的二维码

**UTM映射功能

小程序推广

其他链接->小程序

渠道多，GrowingIO渠道追踪⽅方案



如果我们不做渠道的监控，不了解渠道的规模和渠道的质量，会有什么
影响？

1. 流量成本越来越贵，花更多的钱买和原来一样的流量，甚至更糟糕

2. 广告刷量严重，很多广告费用都打了水漂，被撸羊毛

3. 因为不知道ROI，所以没有合理的分配渠道投入的成本

4. 没有数据的评估，尝试新的渠道，也无法理性衡量新渠道的效果

渠道多，不不关注拉新数据的影响？



渠道多，如何区分渠道质量

我们如何区分渠道质量？
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用户的激活的%，第二个是次周留存
我先要问个问题？
什么样的用户您定义为是激活的用户？用下面的一些例子引导
• 2B，注册成功

• 电商，首单完成

• 社交，建立好友联系

• 视频，观看视频

• 酒店，首次下单定房

• 资讯，浏览文章

• 等等



渠道多，区分渠道质量量

区分渠道质量

搭建漏斗，对比不同渠道的转化效果 搭建留存，对比不同渠道的留存率



GrowingIO数据驱动增长闭环

用户流量 转化漏斗 画像特征用户分群 用户推送 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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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量的用户行为数据分析用户流量

GrowingIO⻚页⾯面流，观察⽤用户流量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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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不不同的⽤用户⾏行行为路路径，创建漏漏⽃斗

发现转化路路径，创建⽤用户转化漏漏⽃斗



• 差一步就转化的用户

发现转化率最低的步骤，下钻，创建⽤用户分群



• 可以对转化用户，不转化用户进行行为特征对比

分析总结，⽤用户群体的特征和⾏行行为



• 场景一，了解用户为什么走，为什么留？用户研究。

• 场景二，帮助工程复现用户BUG。
• 场景三，发现用户怒点，或者服务商出现了问题。

继续下钻，单个用户的完整的行为轨迹



• 场景⼀一，运营⼈人员⼿手动下载，进⾏行行推送。

• 场景⼆二，⼯工程调⽤用API自动下载符合条件的用户ID，进⾏行行推送。

⽣生成⽤用户ID列列表，开始推送



• 场景一，浏览过xxx商品，没有加入购物车，推送「请把xxx商品加入购物车」

• 场景二，差一步就支付的客户，推送「送您优惠券，请马上支付吧」

触达后的效果评估



4
6

数据驱动用户运营，构建增长闭环

用户流量

转化漏斗
用户分群

画像特征

用户推送
效果评估



行业成功客户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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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客户已经在增长的路上

中原地产 蜂潮电商EYEE 宝宝巴⼠士 MatchU 连咖啡

• 线下推广效果分析

• 广告投放优化

• 转化分析提升GMV

• 全渠道电商运营

• 新用户拉新，转化

• 老用户留存

• 新客户激活留存优化

• 老客户持续消费

• 社交裂变经典实践

• O2O模式的又一创新

连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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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用数据驱动企业增长



关注 GrowingIO 公众号

获取增⻓长⼤大会最新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