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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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上海海 2019 深圳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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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9-sh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9-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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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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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rowingio.com/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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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rowingio.com/


l什么是运营？

l什么是精细化运营？

l怎么做精细化运营？

l精细化运营场景



什么是运营？



用户与产品发生化学反应的催化过程



OSM 模型

Object Strategy

会员/活动/内容….

什么样的用户？在什么时候？

怎样满足用户需求？

满足什么样的需求？

Measurement

转化率/复购率/访问时长…

我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拆分

指标合理

运营目标 运营策略 运营结果

用户+产品=价值

产品满足了用户的什么诉求？

公司/业务/产品/功能

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Growth Plan Index



互联网业务三要素

用户 产品

运营

= 价值



什么是精细化运营？



Object Strategy Measurement

Acquisition 获客

Activation 激活

Retention 留存

Revenue 变现

Refer 推荐

广告/自然流量、分享带新、召回

发券刺激首单、弹窗引导添加好友、弹窗介绍
权益

高质量的内容、高质量商品、召回

刺激消费

刺激分享

活跃用户构成比、召回率

北极星指标、首单转化率

复购率、留存率

LTV、会员付费、广告变现

分享病毒系数、KOL

Growth

用户增长？

新用户？

留存用户？

回流用户？

客单价？

复购？

首单？

Plan Index

A/B测试 数据反馈

精细

精准



数据驱动精细化运营怎么做？



给什么人？

通过什么方式？

在什么时机？

发送什么内容？

效果如何？

• 基于用户行为和属性
• 实时人群选择

• 站内：弹窗，资源位
• 站外：Push，短信

• 事件触发、停留时长、精准控制

• 素材管理、A/B测试

• 转化、留存

增长黑客理论：构想->排定优先级->测试->分析闭环



Data

精细化运营三大特征

快速
迭代
闭环



精细化运营场景



「连咖啡」Hook 模型

店铺
原有小程序导流

快速感受开店

店主查看
网红指数
金豆
基金

店铺互动的次数
装饰、弹幕
售卖，点咖啡
分享

获客

激活留存、变现、分享

激活



外部触发 – 获客

第一步：选择目标，定义活跃用户

第二步：对用户构成进行拆分

第三步：寻找增长点

注：以上数据为DEMO模拟数据

第四步：购买未开店用户

第五步：确认触发的条件

第六步：弹窗内容及要素

第七步：数据展现

第八步：寻找问题



重复使用
产品

成为忠实
用户

离开

使用产品

使用产品

新用户

产生现金价值

推荐

长时间重复使用产品的用户

• 用户激活目标（Objective）：使新用户体会到产品的核心价值，产生重复使用产品的动力

让用户快速体会到产品的核心价值行动/奖励 – 激活



行动/奖励 – 激活

Object Strategy Measurement

提升开店数

• 不同Rewards带来的开店

转化 A/B测试

• 弹窗引导客户进行开店数

据反馈

• 开店功能入口及展示A/B

测试

• 开店步骤优化转化漏斗

• A/B转化率对比

• 弹窗转化率/整体转化率

• A/B转化率对比

• 漏斗转化率



行动/奖励 – 激活

流程优化

店主权益

开店优惠

注：以上数据为DEMO模拟数据



投资 – 留存/变现

注：以上数据为DEMO模拟数据

• 时间、精力投入 –社交、资讯、

工具

• 金钱投入 –电商复购、会员变现

第一步：定义留存

第二步：查找增长
点

第三步：
活动运营、内容运营、用户运营

第四步：
数据反馈重复调整

第一步：寻找提升
复购目标人群

第二步：
活动运营、内容运营、会员运营

第三步：
数据反馈重复调整



投资 – 分享

注：以上数据为DEMO模拟数据



整体

并列



数据驱动精细化运营并不是一门玄学

精细化运营 = 【目标精细+策略精细+结果精细】 + 【用户精准+策略精准+数据精准】

每一个运营策略都是数据支撑，不断迭代的分析闭环

并行的闭环，都需要节奏

总结



Thanks



加⼊入 GrowingIO 学习增⻓长群

在社群⾥里里，你将收获：

1，全年年12场⼤大咖现线上分享（往期嘉宾包括：爱奇艺副总裁，阿⾥里里⽂文娱SVP，Herblink CEO 等）；

2，付费线下活动（增⻓长⼤大会，增⻓长沙⻰龙等）限量量赠票；

3，与各⾏行行各业的增⻓长⼤大咖共同学习最前沿的「硅⾕谷增⻓长⽅方法论」与「国内增⻓长实践」

扫描上⽅方⼆二维码，添加数三妹（ID：easydate2019）为好友，并发送【GIO】，我们将邀您⼊入群



关注 GrowingIO 公众号

获取增⻓长⼤大会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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