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王慧文：初识互联网产品经理 

 

本文内容来自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老王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面向清华本科及研究生讲

授《初识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文字材料，美团此次与清华经管学院、清华 x-lab 共同打造

《互联网产品管理》系列课程，后续课程的文字版与视频版会按周维度陆续推出。 

本文正文共 2W 字，阅读约需 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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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和自我介绍 

我应该是 20 年来第一次回清华课堂，之前在这读书，我是 97 级的。今天是美团与清华合

作的第一堂产品课，我先做一些比较方向性的，认知上的介绍，以宏观介绍为主。 

今天内容主要有五部分： 

1、那些成功或失败的产品； 

2、那些产品背后那些伟大的产品经理； 

3、如何看待产品经理这个职业以及这门课程； 

4、推荐书单； 

5、规模效应和马太效应 

一、那些成功和失败的产品 

我先举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非常成功或失败的产品例子。其实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有一款

产品成功的话，一般来说都对应的是无数款产品失败。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如果一个行业

它的门槛不是特别高，有一款产品成功，对应大概会有 30 个产品的失败。但是产品失败

的原因各种各样，有的可能啥都没做对，所以就失败了；有的可能是只做对了一部分。我

今天尽量讲那些失败了，但是其实做对了很多事情的案例，以及对应的一些非常成功的案

例。 

1、诺基亚与 iPhone 

 

第一个大家 熟悉的失败案例是诺基亚，成功案例是 iPhone。诺基亚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

非常失败的公司，这家公司还在，它的手机业务已经基本不在了，但在 2000 年左右的时

候，诺基亚是整个手机行业里面 成功的企业，直到 iPhone 出现，导致诺基亚很快失去

了它的光环，产品做不对，然后导致它滑向深渊，所以现在 iPhone 取代了诺基亚，成为

手机行业 成功的企业。 

这里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今天大家说 iPhone 是一个智能手机，但其实在诺基亚 2000
年左右，那时候还没 iPhone，大家有的时候也说我买了一个智能手机，那时候诺基亚也认

为自己是个智能手机，只不过是新的浪潮来了之后，诺基亚失败了，然后 iPhone 取代了

它的位置。 

2、iPod 与 MP man 

 

左边是 iPod，右边是世界上第一个 MP3 player 叫 MP man，韩国公司在 1998 年生产

的，而 iPod 是 2000 年之后的事，所以事实上 iPod 并不是这个行业 开始创新的产品，

事实上我今天举的例子，里面每个成功的都不是第一个开始做的。 

3、微信与 kik 



 

第三个，微信今天是全球两大在线沟通工具里面在中国 成功的，大概有 8 亿用户每天在

用，在国外跟微信对应的是 WhatsApp，WhatsApp 是属于脸书，在英语区国家用的非常

多。对应右边的叫 kik，不知道很正常，历史记不住失败者，事实上我用 kik 是比微信早

的，微信实际上 cpoy 的是 kik，准确来说微信都不是第一个 copy kik 的，之前还有

talkbox，小米的米聊，然后才是微信。所以微信在 copy kik 这件事情上，时间不是 早

的，但是今天微信是 成功的。 

4、搜狗输入法与智能 ABC 

 

左边是搜狗输入法，右边智能 ABC，现在应该没有用的人了。智能 ABC 是早期一个中文

输入法软件，其实在那个时代没有出现搜狗输入法的时候，它做的还是比较好用的，是主

流的输入法软件。但是搜狗输入法出现之后，大家觉得智能 ABC 实在太难用了，所以搜

狗输入法很快就占领了市场，现在仍然是 大的中文输入法软件。 

5、IE 与 Chrome 
 

图片加载失败，点击重试 

后一个例子是 IE 浏览器，没有像前面看起来的那么失败。但是这个例子非常特殊，值得

多花点时间讲一讲，大家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在 Chrome 开始做的时候，整

个操作系统的主流是微软的 Windows，而 IE 是微软 Windows 里面自带的浏览器，所以这

个时候你说你要做一个新的浏览器，要打败在 Windows 里自带的浏览器，这是一件非常

难的事情。因为消费者装了 Windows 之后，还要主动下载 Chrome 浏览器，成本很高。

所以考虑到这样一个背景的话，实际上 Chrome 是非常成功的。 近微软的 edge 浏览

器，已经改成 Chrome 内核了。微软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把浏览器内核换成

Chrome，这个事情就完全颠覆过来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非常成功的产品，常常

并不是第一个做的就成功，因为你如果是第一个的话，你成功了其实还挺自然的，但是如

果你不是第一个还成功了，说明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在发生作用。 

这基本上没有非常普遍的规律，在每一个大的行业里面， 终取得巨大成功的产品或者那

家企业，常常不是那个行业的第一家。谷歌也不是搜索引擎的第一个开发者，甚至谷歌这

个搜索引擎出道的时候，当时硅谷很多行业从业者或者很多评论家、投资人认为谷歌的两

个创始人没有搞清行业情况，他们认为搜索引擎这个行业已经结束了。包括今天特斯拉在

电动车行业也非常成功，其实也没卖多少车，但是它比丰田、奔驰、宝马的市值都高。特

斯拉并不是电动汽车行业里面第一家，第一辆电动汽车在 19 世纪末就有了，特斯拉比它

晚了 100 年。 

二、那些伟大的产品经理 

成功者常常并不是行业第一个做的，这说明在这个产品抓住了市场机会的时候，技术可能

已经不是关键瓶颈了，这些产品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背后 核心的原因是产品经理，

我列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人。 



1、Neil McElroy 
 

图片加载失败，点击重试 

Neil McElroy 是宝洁第一个产品经理，产品经理这个职业是宝洁发明的。他在宝洁一开始

做品牌广告，他觉得当时宝洁的运营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提出应该设立一个岗位，为整个

产品成败负责， 终他推动了这个岗位的设立，后来他就成为了宝洁的总裁，再后来他成

了美国国防部部长，跨度非常大，这是第一个伟大的产品经理。 

2、Steve Jobs 
 

图片加载失败，点击重试 

乔布斯是大家 耳熟能详的， 伟大的产品经理。今天大部分人说他非常成功，是因为

iPhone，其实他 开始成功的是 Apple Ⅱ。他跟沃兹两个人一起创立 Apple 这家公司的时

候，那是在 PC（personal computer）领域里的开创性公司，他们当时是开创了 PC 这个

行业的。在有 PC 之前，电脑这个行业的主流是军用和商用，不是给个人用的。所以 IBM
是商用电脑这个领域里面 成功的行业，IBM 英文全称叫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乔布斯和沃兹两个人觉得电脑太贵了，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电脑出来，沃兹负

责开发，乔布斯负责售卖， 开始的苹果公司就这样形成了，然后他们做了 Apple Ⅱ大获

成功，还做出了图形化界面（GUI）。后来他就被 Apple 赶走了，做了一个公司叫皮克

斯，后来皮克斯被迪士尼收购了，现在他老婆是迪士尼 大的股东。做电影动画是非常创

新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太难了，团队虽然非常有热情，但是弄不到钱，乔布斯有钱，他

们就找到乔布斯，乔布斯非常有眼光，他说这件事情有空间，所以他投了非常多的钱，

后乔布斯变成老板了。他后来还做了 Next，再后来就回了 Apple。那时候 Apple 已经快倒

闭了，你们不能想象 Apple 当时有多惨，乔布斯回 Apple 的时候，当时 如日中天的电脑

公司叫戴尔，戴尔的老大还建议乔布斯把公司解散，把钱还给股东。所以乔布斯不仅有

iPad、iPhone，实际上乔布斯在整个人生里面都是非常创新的优秀产品经理。 

3、张小龙 
 

图片加载失败，点击重试 

张小龙大家比较熟悉了，国内的产品大神张小龙。他也是不只做了微信这一款产品很成

功，事实上他做的第一款成功的产品是 Foxmail，第二款产品是 QQmail，第三款成功产品

是微信，微信不能说是一款产品成功了，因为微信里面还有支付，还有二维码扫码，微信

这一个产品里面有非常不同跨界的产品放在里面，融合的非常好。所以张小龙现在是国内

的产品大神。 

4、Sundar Pichai 
 

图片加载失败，点击重试 

Sundar Pichai 是 Chrome 的产品经理，这个人非常值得一讲，他其实没有乔布斯、张小

龙那么多次成功的产品经历，但是他有一个和乔布斯、张小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



工程师出身，他是学冶金工程的。浏览器可是一个非常有核心技术含量的产品，从某一个

维度来说是一个小型操作系统。他当时领导 Chrome 这个产品获得成功，如今是谷歌的

CEO，这是一个蛮难想象的事情。谷歌这家公司是搜索引擎公司，Chrome 这个浏览器是

这家公司其中一个产品，这家公司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产品，比如说有安卓、Youtube、
Google map。他们公司 主要赚钱的生意就是搜索引擎，按照常规认知来说，这样一家公

司老板要选一个人做 CEO 的话，应该在搜索引擎这个领域里面选一个人，但是没有，他

们选了 Pichai 做 CEO，所以他是非常优秀且成功的。在 Chrome 立项的那个时间点，让

一个不太懂技术的人，来做 Chrome，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PC 时代，微软已经一统天

下，IE 浏览器是微软自带的，虽然有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做的还不错。但那时候他们说要做

一个产品把他们 IE 浏览器干掉，而且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负责人不懂技术，你们

体会一下，相当于让我造原子弹，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三、如何看待产品经理和这门课程？ 

我之所以举这些人的例子，涉及到我后面讲的，你们该如何看待产品经理，以及如何看待

这门课。什么样背景的人适合产品经理？产品经理跟你的专业背景没有关系，并不是你学

计算机、学软件工程或者学电子工程才能做产品经理。Pichai 做冶金工程的，Neil 
McElroy 是学经济的，所以这是产品经理岗位里面很特殊的地方，跟一个人的专业背景不

太相关。 

1、什么人不适合做产品经理 

什么人不适合做产品经理？并不是说什么背景都不限制就什么人都能做，这里面如果我们

要选一些世俗标准的话，可以列出很多。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如果在一个领域里面有巨大

成就的话， 根上的东西是这个人的三观要跟他所在领域要求的三观比较匹配，如果不匹

配这个人就会做的很痛苦，他可能会做一段时间，但是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基本上不会有非

常高的成就。所以不适合做产品经理，或者不太可能在产品经理里面有非常高成就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一个终身学习者才能适应的

一件事。如果学一项专业技术，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就用好这项技术就可以了，那基

本上是不太适合做产品经理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学一个专业方向的技术，就一直在这

个方向里，并不从现有专业领域里面跨出去，基本上也不适合做产品经理。产品经理是一

个非常跨学科的领域，事实上新的产品机会到底会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出现，出现的时间、

需要的核心技能是什么都是不可预测的。创新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可预测，所以如

果我们固化自己的知识体系，固化自己的发展方向，在产品经理领域里面不太可能有非常

高的成就。 

2、产品经理的通用性与专业性 

产品经理的岗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产品经理是强通用性和强专业性两种属性同时

存在的。 

强专业性指的是什么？做一个电商网站的产品经理，和做一个通信软件的产品经理，其实

他们俩的领域知识差别很大。我举个例子，比如腾讯这家公司总体上来说产品还是非常成

功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腾讯在短视频和信息流推荐产品里面基本上没有像样的进展。说

明腾讯产品的专业性在信息流这个方向上，其实是不太适用的。腾讯、美团、字节跳动都



有很多产品经理，但这三家公司的产品经理，他们的专业技能差别比较大，这是这个领域

里面很重要的特征。 

同时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也有非常通用性技能的地方，这就涉及到我刚才提到的，Neil 
McElroy 后来做了国防部部长，做肥皂这个产品和做国防部部长这两件事情之间跨度如此

之大，看起来就不太靠谱，但是如果你掌握了做产品经理的通用性方法和技能的话，即便

你做一个跨度非常大的领域，你也具备快速上手的能力。这也涉及到这门课程的定位，我

不打算讲太多专用性的东西，因为这个技能或许只能用于美团或者用于字节跳动，我主要

讲通用型的东西，而且这个通用型的东西，首先在整个互联网领域基本通用，或者在新兴

科技领域都能用得上，其次我们争取做到，做什么行业都能用得上。 

产品经理 核心的能力基本上都是关于方法论的，关于正确的思考方法、沟通方法、工作

方法、认知方法、学习方法，都是关于正确方法的。如果我们抽象到正确方法上，就具备

了跨领域的通用性。 

3、职业产品经理与创业产品经理 

这两个概念看起来有点绕，一个叫职业产品经理，一个叫创业产品经理，差别还挺大的。

刚才我举的几个人，张小龙也好，乔布斯也好，还是 Pichai 也好，他们其实都是创业产品

经理，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 

创业产品经理是什么？美团有两千个产品经理，落在外卖业务里大概有三四百个产品经

理。这里面每个产品经理我们分了很多级，不同级别的产品经理负责的东西差别很大，而

负责整个外卖成败的人，是这个业务的终极产品经理，所以整个负责这件事儿成败的人叫

做创业产品经理，这个过程中，负责不同功能模块的是职业产品经理。大部分人的职业生

涯是从职业产品经理做起的，只有少部分人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他一起步就做的创业产

品经理，比如说我。我跟王兴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俩没工作过，直接退学就创业了，创

业的时候我们雇不了其他人，所以产品决策都是我们自己做，我们起步就是这个产品的负

责人。但是除非你是自己创业，大部分人如果去企业从头做起，他起步是职业产品经理。

这两个产品经理其实在一段时间里面，技能是有点差别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有差别。 

差别是什么？比如说产品经理这个领域里面常见的专业名词叫四大文档（BRD、MRD、

PRD、FSD），我都不会写。但是如果你毕业了之后去一家公司从头做起，就一定要写文

档，这是你在这儿工作能行得通的基本要求。这两件事情虽然我区分开了，但其实二者不

应该过度区分，即便你起步是做职业产品经理，如果你希望在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上有巨大

成就的话，你第一天脑子里面装的就应该是创业产品经理的思维方法。你需要有职业产品

经理的技能，但是你脑子里面应该装的是创业产品经理的思维方法，这二者不完全一样。

我们这系列课程只讲创业产品经理，跟大部分课程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到清华开一堂

课要多讲一些道层面的东西，多讲一些“屠龙之术”。 

刚才有同学问我，为什么腾讯有张小龙这么牛的产品经理，在产品上这么强的一个公司，

就是在短视频信息流上搞不定？他们如此成功，难道在产品通用型领域上不强吗？可能就

不一定见得强，这是一件很有欺骗性的事情，你找一个产品经理，这个产品经理可能非常

成功，但是到另外一个领域可能完全不灵。如果这个产品经理在前面的领域里面专业型比

重过高，通用型比重不足的话，就做不了跨领域的事情。这也是我为什么花时间讲

Chrome 的负责人做了谷歌的 CEO，这件事情很重要。Pichai 作为一个学冶金工程的人，



他在浏览器技术的专业能力上肯定不强，但他还能把 Chrome 做好，说明他产品的通用性

能力非常强，所以他能管得了那么多谷歌的产品。 

4、我对自己的期望和对大家的期望 

苏格拉底有一句关于教育的话深得我心，他说教育不是灌输知识是点燃火焰，点燃火焰是

点燃一个人对知识，一个方向的兴趣、热情。前提是知道这件事情大概有什么用，知道这

个东西掌握了之后有什么威力。比如我专业课学的 好的是微波工程，为什么学的 好

呢？因为老师第一堂课说了两个例子解释了这门课的作用。第一，很多同学都有手机，手

机之间的通信靠的是微波，这个当时就比较吸引人；第二，探索宇宙我们要发射卫星，航

天飞机，发射到宇宙之后，如果没有微波跟地面通信的话，相当于我们向宇宙扔了一块石

头。我就觉得太牛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一下，不然卫星上天就变成石头了。我在 2013 年

才知道，线性代数主要是用来做人工智能的，当时要知道这个作用我肯定发愤图强。所以

我给自己提出了期望，我希望我讲这门课，尽量让大家能了解这件事情大概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价值，然后以及大概该如何掌握它，掌握它有什么威力，这些能产生兴趣的地方多

花一点时间讲，这是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是什么？我同时管我们公司市场部，所以我经常要招市场营销方向的人，为了

要做这件事情，我花了点工夫把菲利普·科特勒那本《营销管理》读了。在面试的时候就会

问候选人有没有读过《营销管理》，大概三分之二的人说读过，但是在讨论他工作的时

候，基本上都不会提到那本书，或者没有反映书里面的知识点，似乎在工作中不会用到这

本书里学到的知识。我就问候选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人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就说

是教材没有用，这个事情对我的启发和冲击非常大。菲利普·科特勒这本书还是非常牛的，

非常完整和体系化，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任何一本营销的书，在他那本书里面可能只有一

页，书里的四五句话有人甚至可以写一本书，可以成为大师。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读完觉得没有用？就是因为这本书太全了，营销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事情，他希望在一本书里面把这些事情全讲完，导致每一个知识点的讲解就不够细致，使

得大家很难把书里的知识点和现实工作结合起来应用。当书里的知识点跟现实工作没有直

接结合案例的时候，大家就很难把这个知识内化下来。所以这本书讲的过于完整和体系

化，从我角度来看就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书的目录，是营销管理的目录。但是这本书的

目录有一个问题，没有主次之分。所以一个学生如果想去学这个东西，把整本书读完也没

有什么用，因为理论离现实太远了，还需要去学里面的某个论文或者某一本相关的书才有

用。但是以大部分学生的课业压力来说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做完这件事儿。 

所以我不会把整个创业也好，做产品也好，所需要的所有理论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

尽的讲解，一定有很多知识点不讲，可能还很重要但是我也不讲。我只会选一些我认为既

比较重要，你们能听懂，听完也觉得有用的这些跟你们讲。如果你们听完产生了兴趣，希

望自己在这个方向有进步的话，会给你们提供一些书和资料，你们可以去阅读，我尽量挑

选既有一定深度还适合大家入门的书，这是对我自己的期望，这个挑战也不小。 

谈到对大家的期望，我非常相信一点，做产品经理这类事情，所需要的知识太广泛了，想

要取得非常高成就的话，如果没有足够的兴趣支撑，硬撑着去学习这个东西意义不大。 

四、推荐书单 



这个书单是我精心选择过的，我反复考虑后，觉得不能讲我认知边界里的东西，每个人都

有认知边界，有些东西懂，有些不懂，介于懂和不懂之间的东西在认知边界里面。我不能

给你们推荐我自己认知边界里面的东西，因为你们基础不一样，我介绍一下这几本书，以

及为什么选。 

1、《The Paypal Wars》 

第一本书叫《The Paypal Wars》，如果英文好就读原版，如果英文不好可以读中文版，

为什么给你们推荐它？每一家公司成功之后都会有人为这家公司写传记，我们公司也有，

叫《九败一胜》，不推荐阅读。我在所有这些公司的传记里面选了一本 好的，这本书比

较小众，但是在所有传记里面我认为是 好的，我讲一下为什么这本书 好。 

首先，大部分公司的传记都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只宣传自己，不传递知识。其次，

很多传记是公司外部人写的，并不知道当时事情的真实情况，所以很多都讲错了。比如说

很多外面讲的王兴怎么样，讲我怎么样的都是瞎写的，很多事儿都没有发生，但我们没有

办法，不能每个人瞎写就说不是这样的，他会问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就解释不完了，

只能允许误解长期存在，只要对社会没有什么伤害就好，如果对社会有伤害我们会纠正一

下。 

这本书不太一样，作者曾经在这家公司就职，书出版的时候公司被卖掉了，所以很多人际

关系情感包袱都没了，可以比较客观地来看这个事儿。而且很重要的是，这本书里面很多

人后来都非常成功。这里边有一个负面案例，就是 X.com（被 Paypal 合并）的公司 CEO 
Elon musk，今天很难有机会看到说 Elon musk 不好的书，所以他在做特斯拉之前是一个

什么样的形象，别人怎么看他，或者他做错了什么事情，这本书里都有写到。 

在美国硅谷有一个词叫 Paypal 黑帮，在美国硅谷影响力很大的一帮人，里面大部分人都

出自于 Paypal 这家公司，比如说 Linkedin 的创始人、Elon musk、Yelp 创始人，这些人

后来都很成功，但是在做 Paypal 的时候都还不是特别老练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们早期大

概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个书里面有非常多的知识点。 

2、《引爆流行》 

《引爆流行》作者是一个著名流行书作家，书里面有些知识点是错的，但并不要紧，我仍

然推荐这本书。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有些事看着很微小，但却能产生巨大的传播效应和成

功，所以《引爆流行》里面讲的是那些能流行起来的东西具备什么样的特征。 

这本书很好的一点是里面有很多例子讲他们是怎么通过测试，找到正确的引发流行，能被

消费者接受的要素。不仅讲这个东西怎么流行起来，也讲从产品的角度，怎么做产品迭代

的角度，让产品流行起来。如今大部分在市场部做营销的人，他们其实并不看产品怎么变

化，就去做传播和推广。但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产品经理的书，就是一本流行书，值得大

家读一读，很小的册子，花不了多少时间。 

3、《精益创业》 

《精益创业》这个精益是什么意思？在有精益创业这个理念之前，创业这件事情是有另外

一种方法的，叫“发射火箭”。发射火箭这件事情成本非常高，如果失败可能再没有钱再发

射一次了，所以要求每一步设计的非常精益，你的论证非常的完整，你的过程管理非常严

格，才可以让火箭发射的成功率变高。这是之前大家对做一个新的业务，新的事物 重要



的理念。但是《精益创业》这个思想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跟互联网有一

定的关系，而且互联网放大了这个观点，这也涉及到互联网创业里面一个非常美妙的东

西：失败的速度特别快。 

实际上失败非常快是非常美妙的事情，首先如果一件事情失败足够快的话，我就可以多试

几次；其次，失败足够快的话，生命周期短，你才能在多个周期里面搞明白这件事情到底

是什么样子。刚才有一个同学上台问我，做一个成功的产品经理怎么避免失败？我说不可

避免。没有产品经理没失败过，即便像张小龙这么牛，他的 QQmail 也是做了 6 版才成功

的，你作为产品经理，你把产品做错了，做了错误的产品决策，被工程师认为你不靠谱，

这是你日常生活中要拥抱的一部分。所以《精益创业》讲的思想是什么？即便互联网失败

速度快，我如何让验证成败的成本更低，这样我的资源就可能支持我多试几次；如何让验

证一次成败的时间足够快，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多做几个产品，这是互联网创业里面重要

的一部分。没有互联网之前确实很难，但是互联网不一样，因为互联网是唯一一个产品发

布之后可以立即就改的行业。 

无论做哪个行业都有一些试错周期。如果有本事把你的试错周期搞得比别人短，那么你就

会在这个行业里面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比如说现在正在发生的电动车革命，新一代的电

动车软件是可以在线升级的。你们之前买的汽油车没有软件是可以在线升级的，必须把车

开到 4S 店去，而且 4S 店一年才有一个版本让你更新。我今天买一辆特斯拉放在我们家地

库，只要特斯拉有信号有电，睡一觉以后软件就更新完了，可能里面有个漏洞已经改完

了。汽油车的一个漏洞，半年了也许还在，但是买一个电动车，可能两个礼拜之后问题就

改掉了，所以作为电动车车主，你被问题所困扰的时间就少太多了，用户体验也好了。 

所以精益创业这件事情，不仅是体现在创业本身，也是我们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不管做什么事情，如果你的迭代周期比你的同行短，你就拥有了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所

以精益创业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互联网的存在，让这个思想进一步被发扬光大。 

4、《创新者的窘境》 

《创新者的窘境》也是比较广泛流行的一本书，作者是哈佛的一个教授，叫克里斯坦森，

已经去世了。他有好几本书，《创新者的窘境》应该是第一本，第二本叫《创新者的解

答》，第三本叫《创新者的基因》。在这三本书里面，其实 好的是《创新者的解答》。

但是我不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因为它主要讲的是一家企业已经有一个成熟业务的时候如何

做新业务，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对于大部分人完全没有用。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创新的公司如何颠覆一个大公司，所以这本书更受欢迎。里面讲的很多

例子我认为非常鲜活，比如硬盘行业，硬盘行业迭代速度非常快，而且在硬盘行业里面每

一代被颠覆的硬盘公司，都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被颠覆的，导致我们更能看清楚决定一个产

品、一个业务、一个公司成败的因素。而且这里成败的原因挖掘和解释非常的好，因为他

不仅讲了产品还讲了市场需求变化，同时还讲了小公司和大公司里面的组织情况。有时候

大公司做不对一个产品，不是技术能力不行、没有资源，是他的组织决定了他做不成这件

事儿，比如说像诺基亚，做一个手机所需要的东西诺基亚都有，但是他们的组织决定做不

成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另外一个维度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仅要理解市

场、理解需求、理解用户、理解技术，我们还需要理解组织。有些事情在一个组织能做

成，在另外一个组织就做不成，需要理解的东西很多，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作为一个卓越的

产品经理人，一定要是一个终身学习者。 



5、《零售的哲学》 

这本书非常的好，比如说像《创新者的窘境》也好，还是《The Paypal Wars》也好，这

些书适合大家入门读，你如果再进阶了可能这本书就不太重要了。这本书不一样，从入门

到大成都可以读。在我看起来属于入门门槛非常低的“九阳神功”，不管你做产品经理到了

什么段位，你重新读一遍，能理解这本书里讲了不同的东西。这本书是 7-Eleven 的创始人

铃木敏文写的，是零售行业里面 好的一本书，这个公司发展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很独

特的决策，事后被证明很正确，但是事前有很多争议，所以花了很多时间讲争议是怎么发

生的，他怎么洞察出决策，讲的非常好。 

产品经理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儿，到底有多大的空间，多有意义这件事情我就介绍到这，如

果对前面所有东西 后都没记住，就记住一句话就行了，也是在产品经理这个行业里面一

句广泛流传的话：产品经理是离 CEO 近的人。Neil McElroy 从产品经理做到了宝洁的

CEO。皮柴从 Chrome 的产品经理做到谷歌的 CEO，但是前提是要有创业产品经理的思

维方法。 

五、规模效应 

1、规模效应是商业世界里面的“万有引力” 

我想了很久第一节课给你们讲什么东西，第一个知识点讲什么，我回忆起我学物理的时

候， 开始学的是万有引力，所以我决定跟你们讲一下规模效应和马太效应。规模效应是

商业世界里面的“万有引力”，大家应该知道万有引力的重要性，我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它是

商业世界的“万有引力”？ 

我很早就对商业有点兴趣，但是我也不知道从何处开始思考，后来我搞明白规模效应之

后，对于商业思考的指导作用非常大。比如说所有的 500 强都是非常大的公司，是一个个

商业体，我们学校里面也有小卖部，它也是个商业体，大的广告公司、十几个人的搬家公

司等等也是一个小商业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哪些商业 后能做大，哪些商业

后仍然是一个小商业？有些商业会越做越大， 后成为一个巨无霸，而有些商业你不论怎

么努力， 后还是个小卖铺，还是一个小的商业体。一言以蔽之：决定一个生意 后能有

多大，能有多赚钱，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规模效应。规模效应就像万有引力，一个万

有引力足够大的星球，它周围就会有很多行星绕着他转，万有引力不够大的话，行星就越

绕越远。 

有人给规模效应下过一个标准定义，但我认为这个标准定义拿到今天来说已经过时了。因

为第一次提出规模效应的人是在机械化生产时代提出的。机械化生产时代，对于一个工厂

来说，你能卖出的商品越多，你就可以搞一个更大的工厂，更大的工厂你就有钱搞一个更

大的生产线，有更多的工人，然后你的采购成本就变得更低，商品价格就更低，相比你的

同行更有竞争力，你的市场体量会更大，更大之后你的成本就更低，所以你就进入了一个

越大成本越低，成本越低竞争力越强，竞争力越强就越大的一个循环。这是在工业化生产

时代里面规模效应这个词的定义，工业化生产为主体的商业模式，在今天整个商业世界里

的占比其实在变低，比如美国的工业越来越少了，因为它已经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了，但是

规模效应这个定义却一直没改。 



我认为规模效应的定义，如果要迭代的话可以是：规模效应是因用户量或客户量大小所产

生的用户体验或成本差异。有的商业里面是体现为用户体验差距，有的体现为成本差距。

如果你跟你的同行都在做同一个业务，但是你的同行率先抓住了那些有规模效应的要素，

并放大了他的规模效应的话，那么因为他的规模效应起作用，导致他的成本比你低，或者

他的整个体验比你好，你也会在竞争中输掉。所以规模效应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它基本上

决定整个商业大小，是竞争成败里面一个高权重要素。 

所以这也就涉及到，到底哪些生意是有规模效应。不是所有东西都一定有规模效应，还有

一些东西是有反规模效应的，而且不是所有有规模效应的生意，规模效应的威力都是一样

的， 有的生意规模效应大，有的生意规模效应小。艺术品是反规模效应的，量越大越不值

钱，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规模效应。总的来说，跟人个体创意相关性很大的都是反规模

效应的。比如纯做广告设计，它基本上就没什么规模效应，但是如果你做广告渠道售卖，

它有足够的规模效应。再比如说做二级市场投资，炒股，规模效应有一点点，不算太大。

巴非特他们公司就 25 个人，他虽然控制了很多公司，但是做买卖决策的人非常少。不是

所有的生意都是有规模效应，有的大有的小。 

2、规模效应曲线 
 

图片加载失败，点击重试 

这是规模效应曲线，有的业务的规模效应是 A 曲线，有的是 C 曲线，有的是 B 曲线。这

个图只是示意，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曲线。 

那么哪些业务是 A 曲线呢？A 曲线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叫网络效应。 互联网本身是有网

络效应的，它的网络效应有人给了一个公式：网络效应的价值跟网络节点数的平方成正

比。互联网如果只有一台电脑的话，没有价值。有两台电脑是两个人之间的东西，有三台

电脑连起来的话，价值逐渐上升。所以对应着有网络效应的生意，你们能想到有哪些？ 

微信是很典型的网状的关系。一个生意的规模效应有多强，决定这个生意 后的市场格局

是什么样。如果是 A 曲线的话，就意味着 终这个行业里面不会有第二家。比如微信就没

有竞争对手，你今天做一个软件，跟微信做的一模一样是没有用的。微信这个软件是因为

你朋友在那里才有用，所以它的价值，它的用户体验，跟它的规模之间是有极度相关性

的。有人会问为什么国外还有 WhatsApp、Facebook message？其实这跟国内的 QQ 很

像，为什么还会有 QQ？这涉及到另外一个要素，当你在 13 岁的时候，你就不想和你的爸

妈在一个网络里面，青少年在 QQ 里面的表现，跟他在微信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因为文化

的隔阂导致了它们之间是两张网。它其实是在不同的市场里面，解决的需求不太一样。 

其实第一曲线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司，比如电话，原先的电话本来就是一个网状结构。所以

这种生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一旦进入了 critical mass，翻译成中文是临界规模，

就是说所有符合 A 曲线的公司，它一旦到了那个点之后它就开始自增长，就压制不住了。

而且在竞争中临界点的到达是分先后的，先过临界点的公司很快会把后过临界点的给挤压

掉。这是 A 曲线。 

咱们再看 C 曲线，随着规模上升，它的规模效应到了某个水平之后放缓了，变平了，常常

是因为它开始有一些副作用出现。什么样的业务出现这种曲线呢？我们一般称它为双边网

络且同边负向竞争，我这个话有点绕。第一，双边网络，刚才说的外卖、淘宝都是双边网



络，供需两边。第二，同边有负向作用，什么样算是同边有负向作用？不是所有业务同边

都有负向作用。举个例子，比如淘宝，我作为一个用户，我买了这家商品，对另外一个用

户买淘宝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我是一个用户，我打一辆车对我旁边的用户却是有影响

的。因为淘宝商家的供给是无限的，它的产能扩张能力非常强，而打车这个业务里面的供

给扩张能力是比较弱的，有一个人把这个车打走了，另外一个人打不了车。司机端也是这

样，一个单子被一个司机抢走了，另外一个司机抢不到。双边市场里面同边有负向效应的

这些生意，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效益不明显。外卖也差不多，我在这个位置附近有一百

个骑手和有 1000 个骑手，送到我手里面时间会快很多吗？其实没快多少。规模上升之

后，体验和成本变化就没有那么犀利了。 

B 这条线是谁？是淘宝。每多一个用户，反正我商家的商品还有，这个平台里面每多一个

用户，每多一次交易，商家这个平台就多卖一次东西，而且他也能生产出来，所以它是个

线性关系。淘宝这个线决定了今天很多事情，淘宝今天的市场竞争状况很复杂，对手在变

多。淘宝原本在电商市场里面占比是非常大的，之后京东发展越来越快，然后现在拼多多

发展也越来越快了。一个业务已经做那么大之后，你的同行居然还能进来，还能快速发

展，这就说明了你的规模效应不够强，没有在成本或体验上跟后期竞争者拉开足够的差

距。 

3、规模效应 scope 

你的规模效应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起作用？规模效应起作用的 scope 分为全球性、全国

性、城市性、蜂窝性。比如说全球性规模效应，我在中国有一个用户和在美国有一个用

户，都会有正向的用户体验作用，这是全球性规模效应。如果是一个城市性的规模效应，

就是你在北京有一个商家，和在上海有一个商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在北京有一个商家和

上海的用户完全没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城市性的规模效应。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更小

的蜂窝性的。 

所以有些生意是有全球性的规模效应的，典型的是 Facebook。其实微信也是，只不过我

们因为语言问题把市场割开了，如果没有语言隔阂的话，微信应该也会有这样规模效应。

全国性的是谁呢？全国性的是淘宝，因为在淘宝业务里面，上海有一个商家，在北京的用

户是可以用的，所以它是一个有全国性规模效应的业务。你想在淘宝这个生意里面选择一

个城市，我在这个城市做大做强，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存在你选一个区域能防守得住，能

龟缩在那里可能性。你要跟淘宝打一场仗，你必须就全国开打。但全国开打带来的问题是

什么？全国开打，那你就全国烧钱，所以烧钱的门槛非常高，也就是说你的规模效应越

大，你起步烧钱的门槛就越高。 

打车和团购是城市性的业务。清华同学有可能团购了一个商家，去国贸用。我们在一个清

华的同学也可能要打车去国贸一趟，国贸的司机也可能把消费者送到清华来，然后在清华

再接一单，再去下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业务是一个城市型的业务。 

外卖是典型的蜂窝性业务。比如说我在清华这个地方，市场占有率 90%，跟北大没有关

系。饿了么照样可以在北大搞个 90%的市场份额。清华的用户用美团用的再好，对北大用

户一点影响都没有，更不用说国贸的用户了，这是我们这个业务很痛苦的地方。 你即便在

一个地方做得非常好，下一个地方你还要去打巷战，并不是我领先了之后对手就倒下。你

的蜂窝再强，一天有 10 万销售额差不多了，我要在一个 10 万销售额的蜂窝里面跟你烧钱

的话，我也烧不了多少钱。虽然你曲线是那样子，但是你的规模效应小，决定了你规模效



应起作用的业务单元小，业务单元小就意味着对于一个强竞争对手来说的话，我就可以按

单元跟你烧钱。我可以一个蜂窝一个蜂窝的打，一个消费者半径三公里的商家，我就把这

些商家全包了，也花不了多少钱。这种业务的防御就很难，进攻也难，即便你领先了，但

你要去打一个落后的地方，其实你也是个地面战，其他地方你一点用都没有，需要一个地

方一个地方打。所以这种业务整个的竞争周期就会长很多，你即便领先了，你的对手也会

跟你对抗很久。 

举个例子，团购这个业务是 2010 年起步开始做的，我们很快在 2011 年底就成为行业第

一。即便这样的情况下，在厦门这个城市，我们到 2014 年都还不是行业第一名，因为这

一个城市就独立起作用，这个城市的商家和消费者就在拉手的平台上用，或者就在糯米这

个平台上用，商家、消费者他也不用去北京，也不用去上海，所以我们在这里做好有什么

用呢？所以我们要去打这个地方就非常难，完全是地面战。 

注意这两个要素加在一起很重要，第一是你的规模效应曲线，第二是规模效应起作用的范

围，这两个加一起决定了很多业务竞争的难度，以及市场格局。 

4、规模效应的参数 

虽然是一个指数增长的业务，但其实指数前面的 AX 平方，那个 A 也可能大也可能小，所

以即便你的规模效应 scope 比较相似，规模效应的参数也可能差别很大。 

我这里面举一个 Facebook 和 Myspace 的例子。Myspace 是在社交网络这个市场里面，

先大红大紫的一家公司，比 Facebook 成功还早的一家公司。Facebook 是 2003 年的时

候起步，事实上到 2010 年的时候，在美国 Myspace 的流量还比 Facebook 大，而

Myspace 在 Facebook 刚刚起步，估值可能是千万美元量级的时候，就以 5.8 亿美金卖给

了新闻集团。可刚才讲领先那一家会有规模效应，导致后面的人完全没戏了。听起来这个

例子似乎跟刚才的理论相悖。所以这涉及到里面另外一个问题，你的参数是什么样子？我

并不准确的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问了 facebook 早期的人，说你们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个事

的？因为你们也知道作为一个社交网站，它是有网络效应的，它是有这种平方级的指数效

应的，这种情况下你们作为一个后起者，比 Myspace 小很多，你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东西

还能做起来？Myspace 跟 Facebook 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差别，就是 Myspace 作为一个社

交网站，它做的是陌生人社交关系，而 Facebook 做的是熟人社交关系。虽然它也是一个

网络效应，但是这两者的网络效应之间其实有非常根本的差别，它这个参数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这个参数的变化具体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Facebook 开始经营的时候是从哈佛开

始的，然后去了麻省理工，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开的，他们每开一个学校，就去分析这个

学校里面的 Facebook 的用户跟 Myspace 的用户行为。 他们分析之后发现每开一个学

校，他们在那个学校里面的用户在 Facebook 上的活跃度，就比他们在 Myspace 上活跃度

更高。即便这是一个有指数级网络效应的事情，他们的用户在 Facebook 的活跃度，就比

Myspace 的活跃度高。 

为什么？因为 Facebook 做的是真实好友之间的关系，真实好友的关系这件事情对长期的

用户留存是有巨大作用。虽然大部分都有社交需求，也有认识陌生朋友的需求，但绝大部

分人，不仅是中国人，包括美国人，其实他们在陌生人交往上的技能都是很差的，无论你

借助什么工具，绝大部分人在陌生人交往上 后都会挫败。真正能用好陌生社交网络的

人，在整个人群里面大概占比多高？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在中国也做了一个陌生人交友的网

站，叫 51.com。 他说在这个网站里面，真的成功应用这个网站的人，占整个人群的占比



大概是 2%。很多人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无法应用这种产品，就从这个网站流失掉了。而

熟人社交是所有人都能用的，所以就导致它这个网络指数效应参数完全不一样。这是规模

效应的参数。 

5、管理有没有规模效应 

管理是反规模效应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对整个的商业决策、组织决策、业务决策都有

极大的影响。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很多公司还管那么多人？因为那些有规模性效应的业

务，需要很多人来管理。业务本身是有规模效应的，管理是有反规模效应的，只有当业务

本身有强规模效应，才能抵消你管理的反规模效应。千万别认为管理有规模效应，说我多

搞一点事，多搞一点人，就能做成了，这是在管理认知里面一个极大的错误。只要你能把

事干了，人越少越好，人越多越麻烦。当然前提是因为你的业务本身有强规模效应，强规

模效应可以抵消你反规模效应的副作用。如果没有规模效应的话，千万不要搞太多人。 

Q&A 

问题 1：老师你好，刚刚看了您推荐的这些书单，一些公司像 Paypal、7-Eleven 都是 to 
C，包括美团也是 to C 的，我想问一下，做 to B 产品和做 to C 产品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

侧重点上的本质不同？ 

老王：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在通用的方法上没有什么不同，我之所以举 2C 的例子，是因

为 to C 对你们更容易理解，因为 to B 你需要理解企业的运营才知道为什么有那样的需

求，我给你们讲企业运营是怎么回事儿要讲一堂课，所以它的认知门槛基础太高，我觉得

就不从这个维度讲起，尽量从 to C 的角度讲起。 

问题 2：王老师你好，你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好书，受益很大。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些书是

您创业前看的还是创业中看的，还是创业后看的。 

老王：好问题，刚才这些书里面，《引爆流行》是我创业前看的，我大概讲一下我在创业

前读过的书，我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叫《第五项修炼》，我不太推荐你们

读，那本书离我们日常有远，而且你可能在搞一个 200 人公司之前都用不到这本书的知

识。另外一本大学时候读的比较好的书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也就是像《九

阳真经》或者《易筋经》一样，得读一辈子的书。我在准备创业的时候读了三本书，《消

费者行为学》、《物流管理》、《引爆流行》，我读过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引爆流行》

是我推荐的，另外几本没有那么推荐，我觉得不见得适合早期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