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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简介

那朕源，满族，⽬前攻读威敏传播学硕⼠，本科阿拉伯语专业，曾在澳⻔⼤学，亚

历⼭⼤⼤学交换。毕业后从事电⼦商务，直播，短视频，新闻等互联⽹业务。曾就

职于快⼿（中东区运营负责⼈），阿⾥巴巴集团（产品运营专家）等⼀线互联⽹公

司，⽬前在⼀家⾹港社交媒体公司担任运营总监。

讲座主题

背景

增⻓⿊客这⼀概念起源于美国互联⽹⾏业，Y早由 Sean Ellis 提出，已经帮助硅
⾕多家公司完成产品的快速增⻓。其中Y著名的案例包括 Dropbox，Hotmail，
Facebook。近年来，增⻓⿊客的概念传到国内，也引起了众多创业者的关注。
增⻓⿊客的核⼼是驱动⽤户⻜涨增⻓⿊客，英⽂「Growth Hacking」，指的是
创业型团队在数据分析基础上，利⽤产品或技术⼿段来获取⾃发增⻓的运营⼿

段。说通俗⼀点，⼀家初创公司或者⼤中型公司内部针对新产品线⽽诞⽣的创业

型团队，以数据驱动营销，以市场指导产品，通过低成本的⼿段解决公司产品早

期增⻓问题。增⻓⿊客Y经典的模式是「AARRR」转化漏⽃模型。围绕每⼀层
漏⽃环节，增⻓⿊客可以采⽤以下⼏个⽅式来提升下⼀环节的⽤户数量，即 
Acquisition（获取⽤户）、Activation（激发活跃）、Retention（提⾼留存）、
Revenue（增加收⼊）、Referral（传播推荐）。在这个漏⽃中⼀部分⽤户会在
某个环节流失，⽽剩下的⽤户则流⼊下⼀个环节。同时，访问⽤户也经过层层筛

选Y终成为产品的忠实客户。⽬前国内已不乏有公司尝试通过增⻓⿊客来获取产

品初期的快速增⻓，⽽在这些公司内部往往会设有「增⻓⿊客」的职位，也被称

为「⽤户增⻓⼯程师」，「产品经理」，围绕增⻓展开⼯作的团队也被称为「增

⻓团队」，其主要职能都与增⻓密不可分。

增⻓⿊客

下⾯我们就对增⻓⿊客这本书进⾏辅助阅读，这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法论

和实践。

⽅法论

建⽴增⻓团队

增⻓团队是⼀个跨部⻔的特殊⼩分队，横跨产品，运营，研发三个⼤的部

⻔。作为增⻓的负责⼈，主要做三件事，定义增⻓，设定⽬标，对⼯作进

⾏排期。其他的成员还包括产品经理，程序员，数据分析师，产品设计师

等。同时还要组成⼀个评估⼩分队，对实验中收集来的经验进⾏过滤和优

化，并将有价值的经验复⽤到尽可能多的地⽅。

这⾥我们举⼀个快⼿的例⼦，应该是2017年，快⼿从猎豹移动请来了⼀位
⾼管，任命其为CGO，CGO⼊职后，⼏乎是完全复制了这本书中的做
法，快速搭建了跨部⻔的增⻓团队。

产品是增⻓的基⽯



做产品，⾸先要做的是找到⾃身的核⼼价值（Aha时刻），这⾥我们可以
问三个问题，我们是为谁服务？我们的核⼼价值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不可

替代的？通过置信的市场调研，进⼊到⽤户的真正世界，感知⽤户对产品

的依赖程度。同时结合数据分析，建⽴快速的实验体系，⽬前主流的测试

是A/B test。同时对活跃⽤户进⾏全⽅位的数据收集，以满⾜更加精准定
位活跃⽤户的⽬的。

⽬前主流的互联⽹公司产品都是⼀周⼀发版，也就是说每周都会对产品进

⾏调优，主要体现在功能的丰富或精简等全⽅位的产品设计优化。

寻找你的Aha时刻

什么是Aha时刻？其实就是⼀个产品中，⽤户发⽣质变的拐点。以FB为例
⼦，早期的FB增⻓团队，发现如果⼀个新的⽤户在进⼊产品的10天内好友
⼈数不超过7⼈，那么基本判定这个⽤户将不再活跃。所以为了提升新⽤
户的活跃转化率，增⻓团队开发了⼀个新的功能，通过提升添加好友的效

率，让更多的新⽤户达到了这个拐点，从⽽实现了业务的井喷式发展。这

个功能后来也被很多其他互联⽹公司借鉴，在社交媒体中叫你可能认识的

⼈，在电商⽹站上叫你可能喜欢的商品，在现在的短视频平台和新闻分发

平台上叫�推荐�或�你可能感兴趣的⼈或事�

后来这种功能衍⽣出了千⼈千⾯，即产品根据不同⽤户的消费⾏为，为⽤

户提供专属内容，现在的电商⽹站，短视频，直播都是在使⽤这样的功

能。这⾥开个玩笑，之前有个⼩段⼦，⼀个⼈打开⾃⼰的抖⾳给做产品经

理的朋友说，你看现在这互联⽹怎么就知道推荐⼩姐姐，⼀点正能量的内

容都没有！听完产品经理笑⽽不语。原因就是每个⽤户的内容都是平台根

据其观看⾏为进⾏推送的。

⼀些⻅⻛使舵的成功案例

Burbn was originally a location-based social media product named 
after the founder's favorite alcoholic drink, Bourbon. Initially the 
product was complex, and they later combined the popular photo 
editing application (Hipstamatic) with Facebook's features, cutting off 
all functions except photos, comments and likes. After streamlining, it 
was renamed as Instagram.After Instagram acquired 400 million users 
and was acquired by Facebook for $1 billion, its annual advertising 
revenue reached $1 billion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6.

Youtube also has a similar manager. Although it is hard to imagine now, 
YouTube was just a video dating site. Later, the founders found that 
users upload videos not just to find a date, but to share a variety of 
videos. So Youtube turned into a large video site. At the time, it was not 
a common practice that people pay for additional training after 
purchasing software. Companies concerned that the cost of adding 
software purchases will be turned away for some price-sensitive users. 
But the Hubspot team believes in their data analysis and deci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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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kes up the product introduction training. Promote growth based on 
evidence. As a result, the company has grown rapidly and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listed in 2014.

确⽴增⻓杠杆

⼀些指引

Uber是否有⾜够多的空⻋，覆盖⾜够⼤的⽤户分布。Yelp涵盖了多少
商家，⽣产了多少评论。FB上分享量多少，⼈均阅读时⻓。

北极星指标

电⼦商务平台的GMV，Whatsapp的信息发送数量，Airbnb上可预定的
房源数量。

实践

获取⽤户

获取⽤户主要有三个渠道，分别是付费渠道（Offline advertising 
(television, print, billboard)，Online advertising (Google keyword, 
Facebook, youtube) Advertising Alliance，Influencer movement，
Radio，Redirect，Advertising network，Sponsorship (microblogging, 
blog)，Local content ad），⾃然渠道（SEO
PR，Content marketing ASO，Free tools，Email marketing Community 
Building Strategic Partners Submission，Website marketing）和病毒
（⼝碑）传播（Social media; FB, pinterest, Snapchat Embedded 
widget，Friend recommendation plan，Online Videos，Community 
Involvement Competitions and gifts Platform integration，
Crowdfunding，Game, test）。

激活⽤户

把核⼼功能的链路描绘清楚，明确转化过程中⽤户流失的原因。通过NUX
提升新⽤户的的体验。利⽤PYMK这类功能拉近⽤户与拐点的距离，实现
更⾼的活跃转化率。

留存⽤户

引导⽤户⾃发的产⽣⾏为，对节奏进⾏⼲预。同时尝试激活僵⼫⽤户。

获利⽤户

变现，榨取⽤户价值

推荐⽤户

答疑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