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妙⼿打呆仗的增⻓团队
⼯作流+⽅法论+实战案例

好好住 数据科学总监&增⻓负责⼈ 向泳州



增长大会（Growth Conference）是国内首个以数据驱动增长为主题的大会，由数字化增长整体方案服务商 GrowingIO于

2016 年创办。截止目前已举办 5 届 12 场，覆盖 13000 余人，产品及运营总监占比超过 60%，遍布华北、华南、华中、华

东 4 个大区，深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一线城市。

点击图片，了解历届大会：

2016北京 2017上海 2017成都 2017北京 2018上海 2018深圳 2018北京

1分钟了解 GrowingIO增长大会

2019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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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 GrowingIO增长干货资料

增长电子书 增长公开课《首席增长官》

https://www.growingio.com/ebook
https://www.growingio.com/ebook
https://www.growingio.com/webinar
https://www.growingio.com/webinar


版权声明

• 本次大会 PPT/PDF 仅供您本人阅读和学习，禁止做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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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growingio.com )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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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您的理解，祝您学习和阅读愉快！

http://www.growingio.com/


好好住增⻓团队的⼯作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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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好好住”1

Push 系统的优化：⼀个打呆仗的例⼦

如何结构性地发现⽤户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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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好好住



320 W
⽉受益装修⽤户

5 W

全案设计师

注册⽤户 ⽉活跃⽤户

2300 W 440 W

关于好好住



成⽴ 185 天 迭代 19 轮 实验 130 个 增⻓ 500%

增⻓团队的发展历程

增长团队ROI 50倍



① ⾃传播下载⼈数 ② 对外分享⻚唤回 DAU

增⻓团队的成果

+400% +500%



③ 次周留存率 ④ 注册转化率

增⻓团队的成果

+25% +30%



• 以 15RMB 获客成本，30% 的获客次留测算
• 增⻓团队半年的⼯作价值越等于 5000 万
• 增⻓团队的 ROI 约为 50 倍

增⻓团队的 ROI



三步⾛，从零到⼀建⽴增⻓团队

Step 1: 增长诊断： 用户增长仪表盘

Step 2: 增长目标确立： RARRA框架排优

Step 3: 建立落地体系，持续增长

组织设计 方法应用 流程搭建



⽤户量

成⽴增⻓团队的背景

⽤户量 还是⽤户量



WAU=（投放预算/单客成本 + 上周WAU * ⾃传播因⼦）+ （上周新⽤户 * 激活率 + 上周忠实⽤户* 忠实⽤户留存率）

新⽤户激活率 、⾃传播因⼦有最⼤的杠杆率

Step 1  增⻓诊断： 利⽤⽤户增⻓仪表盘评估

获取

付费投放 ⾃传播

投放预算 获客成本

新⽤户 忠实⽤户

激活

⾃传因⼦ 新⽤户激活率 忠实⽤户留存率



Step 2 增⻓⽬标确⽴： ⽤RARRA框架排优

Referr
al 获客

激活

留存

变现

推荐 获客（Acquisition）

激活（Activation）

变现（Revenue）

推荐（Referral）

留存（Retention）

Activation 影响激活率、忠实⽤户留存率 ；Referral 影响⾃传播因⼦。



CEO

增⻓负责⼈

⼯程师 ⼯程师 运营 产品 设计师 分析师

Step 3 建⽴落地体系，增⻓团队的组织架构



1 2

产品有
PMF

公司有
数据基础

如果公司没有数据团队 建议使⽤ GrowingIO 的⽆埋点 SDK

增⻓团队成⽴的条件

3

⽼板有
决⼼



1 2

独⽴的
资源

科学的
决策体系

增⻓团队成⽴的条件

3

快速
迭代



1. 不追求奇招制胜，但追求有理有⽅

2. 每⼀个功能、迭代，要么有所得、要么有所获

3. 胜则放⼤战果，败则屡败屡战

4. 聚沙成塔，不放过每⼀个细⼩的增⻓点

⽆妙⼿打呆仗的增⻓团队



建⽴闭环的增⻓团队⼯作流程

脑爆
需求评估
（ICE）

产出需求
内部

需求评估
A/B 测试
⽅案评估

数据分析
上线

观测数据
测试验收 开发 宣讲需求

产出UI稿 
关闭

A/B测试



1. 向增⻓团队提任何 idea 

不需要压⼒

2. 做迭代也不⼀定⾮要有

正向效果，显著⼤幅正向 

> 显著⼩幅正向 > 显著负

向 > 没有统计显著性

⿎励⽆压⼒、敢尝试的脑爆



持续改进需求评估⽅法：ICEE框架

Ease
执行成本

Impact

影响力

Confidence

信心值

Explore
探索分



接⼿时的Push：主要由运营负责且有⼀定的智能
Push，但效果不佳。每天 Push 的选择直接影响 
Push 的点击率，且对 DAU 影响较⼤

V1：通知权限浮层⼿势引导AB测试 -- ⽆明显效果
V2：增加点赞、收藏、关注Push提醒，增加Push防
骚扰逻辑（2⼩时内同类通知聚合提醒） -- 117%的
点击率提升，但是绝对数量不⼤
V3：为新⽤户前两天定制化Push内容，且屏蔽社区
运营Push和个性化Push -- 34.56%的点击率提升

Push的例⼦



V6：个性化Push策略更新，新策略完全根据⽤户的兴趣标
签和历史⾏为进⾏算法匹配，根据⼀定的规则选择站内优
质内容进⾏推送 -- 37.26%的点击率提升

V6：通知类Push⽂案梳理 -- 未做AB测试，遇到春节⽆
法分析效果

V7：引导⽤户开启Push通知权限逻辑完善，在站内不同的
欢乐时刻，引导⽤户打开通知权限，且根据不同的欢乐时
刻，给予不同的⽂案引导 -- 约21.77%的Push开启率提升

V8：通知类Push⽂案整体优化 -- 为V6的实验得到结论，
点赞、收藏Push点击率提升明显，关注、评论Push，点
击率没有显著变化

V10：个性化Push增加，男⼥信息 -- 有显著负向效果

Push的例⼦



V18：将⽤户主动⾏为及时应⽤到个性化Push -- 此
类Push的点击率是平均值的4倍，但覆盖有限

V19：Android个性化Push增加图⽚ -- 提升点击率
15%

V21：个性化Push⽂案优化实验 -- 没有明显效果

V21：iOS Push带上⼩icon - ongoing

Push的例⼦



Push经历了近 21 轮的迭代后，每天通过Push召回的⽤户数增⻓了约 

41%，相当于7%的DAU增⻓
• 4个⼤幅正向效果
• 3个⼩幅正向效果
• 1个负向效果
• 3个⽆效果

Push的例⼦：⼩结



�� ���	����� �
��

Cf D
• Fr C g
• G I
• r

n m C



n . 8 6/0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