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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数据运营基础

1.1

大数据时代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和全球经济化的发展，数据存储成本的不断下降，

企业数据的总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些数据是企业的重要资源。随着近
几年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兴起，信息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数据的涌现呈“爆炸”形式增长。如图 1-1 所示，从百度指数中搜索“大数据”
可以看到该关键词自 2013 年起的关注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各行业已逐渐意识到
数据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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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商网站的“看了又看”“猜你喜欢”等个性化推荐，商家促销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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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营销，到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站式服务等应用场景，大数据已逐渐渗透、应
用、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成为提高我们生活、工作质量的重要组成
部分。
各 行 业 产 生 的 海 量 数 据 只 有 通 过 技 术 手 段 进 行 存 储、 分 析、 挖 掘 才 能
创 造 出 价 值。 大 数 据 领 域 涵 盖 了 数 据 采 集、 数 据 存 储、 数 据 处 理、 数 据 挖
掘、数据分析、数据呈现等一系列的技术手段，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并逐
渐被更多富数据的行业和企业所应用，各个行业在得到大数据带来收益的同
时， 也 在 推 动 大 数 据 技 术 的 快 速 发 展。 下 面 简 要 介 绍 几 个 行 业 中 大 数 据 的
应用。
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行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各种类型的数据都呈爆炸

式增长。用户在互联网上的丰富行为都能被网站日志所记录，网站可以
利用大数据技术从海量用户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建立用户模型，
针对性提供产品和服务，提高用户体验。
零售行业：零售企业需要根据销售有特色的本地化商品并增加流行款式

和生命周期短的产品，零售企业需要对大量的用户消费行为进行分析，
预测出未来的消费需求，迅速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零售行业需
要增强产品流转率，实现快速营销。
保险行业：保险机构依托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技术，通过自营网络平台

和第三方平台等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业务服务。依托互联网大数据
的优势实现差异化产品和服务，在提升用户黏性和品牌认知度的同时促
进了客户价值转化。
制造业：采集产品研发、投放、销售、购买、评论等全流程数据，在融

合内外部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用户画像，让用户需求成为产品设计导向，
使新产品更符合用户习惯和期望，实现大数据驱动的产销模式。
本 书 主 要 站 在 互 联 网 行 业 大 数 据 处 理、 分 析、 运 用 的 角 度， 以 分 析 方
法、实践案例、辅助代码详解的方式讲述了大数据在企业运营与决策中的应用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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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数据应用方式
数据激增是当今企业的一大特性，如何有效地利用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

数据，从海量信息中提取出有用的模式并对其进行分析、挖掘、应用已成为人
们的迫切需求。企业正不断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视为重要部分，将数据转化
为商业智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中数据从产生到应用依次需要经过
数据源层、数据仓库层、数据建模层，最后到数据应用层，经过层层加工，从
原始的海量数据经过各层的清洗、建模、挖掘之类的加工后逐渐支持到上游的
应用环节。企业数据应用流程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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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应用流程

1. 数据源
数据是商务智能的基础，数据种类通常包括企业内部的 OA 数据、财务数
据、BD 数据、业务数据、日志数据、埋点数据和外部第三方数据。数据需要经
过抽取、转换和装载，即经过 ETL 后才可以存储在数据仓库中心，为数据分析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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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数据：企业内部办公系统相关数据。

财务数据：包括现金流、资产、负债、成本等数据，财务数据是企业数

据的重要部分。
业务数据：即用户在 Web、App、H5 三端与产品发生操作行为而产生的

业务类数据，如下单、收藏、支付等行为。
日志数据：用户访问 Web、App、H5 三端过程中留下的行为日志，例如

用户在某个时间访问了 Web 上的一篇帖子，即留下该条行为日志。
埋点数据：用户在 Web、App、H5 三端单击行为带来的相关数据，例

如 用 户 在 App 端 单 击 了 某 个 页 面 的 某 个 banner 位， 即 上 报 该 条 行 为
日志。
外部第三方数据：包括爬虫得到的外部第三方数据和政府、行业等公开

的市场数据。

2. 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建立在数据源之上，通过 ETL 对数据进行加工并存储到数据仓库
中。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主题的、集成的、相对稳定的，反映历史变化的数据
集合。数据仓库的数据包括元数据和经过 ETL 的业务数据。元数据是关于数据
的数据，主要包括数据源的描述。操作型环境到数据仓库的数据更新同步在夜
间完成。
数据仓库一般采用分层设计，具体包括 ODS 层、DW 层、DM 层数据，如
图 1-3 所示。数据经过一层层加工屏蔽掉了底层负责的业务逻辑，将尽可能简
单、完整地在接口层呈现业务数据，最终为业务人员的数据提取和分析提供支
持。下面分别介绍各层的数据来源及应用方式：
ODS 层（Operation Data Store）：原始数据层，数据来源是各业务系统的

源数据，是操作型环境与数据仓库的隔离。在从操作型环境到数据仓库
环境抽取的过程中会对数据做格式解析、多数据源的合并、设置字段默
认值等 ETL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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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 层（Data Warehouse）：数据仓库层，对 ODS 层数据做进一步的建模

加工，提供统计汇总数据，是根据企业信息需求而非部门业务需求而建
立的。数据仓库为非常大的群体提供服务，因此在面向业务主题层面而
言，性能和便捷性不如数据集市层。
DM 层（Data Market）：数据集市层，该层数据来自 DW 层，为各业务单

元定义的集市，输出相关的主题宽表。提供各主题业务的明细层数据主
要用于数据分析人员查询、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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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分层模型

数据仓库的每一层都有其作用域，方便使用者在使用时的定位和理解。
一般企业的数据部门为了方便经营分析人员对业务各版块分析、为了搭建
大数据管理平台，会对散落在数仓中各业务线的有价值的表进行梳理，整理出
一份数据字典。该数据字典中明确了每个业务主题所包含的表，以及各张表的
业务含义、获取方式和关联规则。数据分析人员借助数据字典可以更好地了解
公司的全景数据，明确数据的分布和蕴含意义，有助于将大数据引导到运营工
作中来。

3. 数据建模
数据经过数据仓库的层层清洗、加工，经过资深 BI 人员整理出一份数据字
典后，就可以方便地对数据分析人员对数据进行查询与分析、企业 BI 系统报表
的实时展现以及数据挖掘人员对数据的深度建模与挖掘提供支持。数据建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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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数据进行深度的价值挖掘。

4. 数据应用层
数据应用层是数据价值产生的出口，在数据分析层经过数据挖掘人员对数
据进行数据挖掘、用户画像建模、推荐算法的制定，可以支持业务应用层面向
用户的智能营销和个性化内容推荐的功能。
数据驱动企业的运营需要成熟的方法论来进行支持，这些支持工作需要通
过日常各业务线报表、专题分析挖掘、用户画像建模等方式展开。

1.3

数据运营的岗位职责
谈到数据运营的岗位职责，首先要谈谈数据部门在互联网企业中处于什么

位置。常见的职能架构包括分散型数据架构（各业务中心下单独设立数据部门）
和集中型数据架构（企业数据工作集中在一个中心部门）。集中型数据架构可有
效解决数据源和数据口径的一致性问题，保证数据质量和及时性，因此这种架
构在企业中较为常见。
钟华曾在其著作《企业 IT 架构转型之道：阿里巴巴中台战略思想与架构
实战》中提到：“在灵活的‘大中台，小前台’组织机制和业务机制中，作为
前台的一线业务会更快速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而中台将集合整个集团的运
营数据能力、产品技术能力，对前台业务行为强力支撑。”由此可见企业的业
务架构更应是基于共享服务体系构建，通过将相关业务领域的业务功能和数
据模型在业务层汇聚到一起，从而避免重复功能建设和维护带来成本浪费的
弊端。
在这种“大中台、小前台”的组织架构下，处于中台的产品运营部门需要
为前台提供用户群和产品环境，支持前台业务群实现各自的业务及团队架构。
而在中台的产品运营部门下面又可细分为流量运营、用户运营、商业运营、数
据支持、产品设计等团队（图 1-4）。数据支持团队作为产品运营部门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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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对前台各事业群提供数据支持，还需要为中台内的主线运营、动线运营、
商业运营等团队提供数据分析、数据方案、用户画像、推荐算法等方面支持。
由于所有的数据需求都汇总到一个中心进行集中统筹和分配，因此集中型数据
架构有效地解决了数据源不一致问题和数据口径定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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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部门在企业架构中的位置

随着精细化运营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数据运营”这一岗位得到了大家越
来越多的重视。从工作岗位上看，数据团队作为各业务部门的支持方，团队内
成员主要从事数据采集、清理、分析、策略、建模等工作，支撑整个运营体系
朝精细化方向发展。常见的岗位包括：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爬虫工程师、
ETL 工程师、数据挖掘工程师等。从其工作内容来分，我们将其归纳为数据治
理、数据分析挖掘、数据产品三个层次：
数据治理：优质的数据是应用的前提。数据治理负责数据系统的架构规

划、数据的标准和规范化作业、数据的权限管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
可用性，定义各业务口径的数据标准，构建数据集市和底层数据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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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支持到分析人员应用的数据字典。
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分析是数据运营的重点工作，其核心是业务方向的

数据分析支持。主要包括：①对业务活动进行效果评估以及异常分析，
如异常订单分析、异常流量分析，挖掘业务机会点，给予运营方建议及
指导；②收集整理各业务部门的数据需求，搭建数据指标体系，定期向
业务部门提交数据报表，包括日报、周报、月报等；③数据价值挖掘，
如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建立用户画像、建立 RFM 模型对客群进行聚类营
销；④辅助管理层决策，对问题进行定位，输出可行性建议，辅助管理
层进行决策。
数据产品：负责梳理各部门对数据产品的需求，规划报表并优化报表，

协调数据仓库的开发资源保证项目按时上线。将数据分析部门建立的挖
掘模型、用户画像等数据模型做成可视化产品输出。企业内部常见的数
据产品包括数据管理平台和自助数据提取平台。其中数据管理平台支持
运营日报查看、实时交易数据查看、业务细分数据查看；自助数据提取
平台满足业务方对更细纬度业务数据的需求，解放数据提取人员的重复
性工作。

1.4

数据运营应掌握的技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日常工作中数据运营人员主要对接运营、客
服、BD 等部门人员的数据提取、分析、挖掘方面的需求，需要掌握以下几方面
的技能：Excel、SQL、Python、PPT 以及业务理解能力。

1. Excel 数据处理与绘图
Excel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常数据处理、分析、作图、数据透视、报表管
理模板都离不开 Excel。其中，需要熟练运用数据透视表和常用函数。
数据透视表：可以快速完成对待分析数据的汇总、筛选、排序等功能，如
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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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待分析的目标区域数据，
单击插入→数据透视表

图 1-5

对需要分析的字段进行汇总处理

数据透视表处理数据

常用函数：熟练掌握 Excel 的函数不仅有利于日常处理数据，同样有利于
快速搭建数据管理报表。常用的函数包括关联匹配类函数、计算类函数和逻辑
运算类函数。
（1）关联匹配类函数
VLOOKUP（查找目标，查找范围，查找范围中包含返回值列号，精确

匹配或模糊匹配）：用于按行查找表或区域中的内容。
INDEX（单元格区域，选择数组中某行，选择数组中某列［可选］）：用

于返回表格或区域中的值或值的引用。
MATCH（待匹配的值，查找区域）：用于在单元格区域中搜索某项，然

后返回该项在单元格区域中的相对位置。
OFFSET（单元格引用，左上角单元格引用的向上或向下行数，左上角单

元格引用的从左到右的列数，需要返回的引用的行高，需要返回的引用
的列宽）：从给定引用中返回引用偏移量。
（2）计算类函数
SUM（要相加的第一个数字，要相加的第二个数字）：求参数的和。

COUNT（单元格引用区域）：计算参数列表中数字个数。

MAX（单元格引用区域）：返回参数列表中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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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单元格引用区域）：返回参数列表中最小值。

RAND()：返回 0 和 1 之间的一个随机数。

ROUND（要四舍五入的数字，要进行四舍五入的位数）：将数字按指定

位数舍入。
（3）逻辑运算类函数
IF（要判断逻辑，结果为真返回值，结果为假返回值）：指定要执行的逻

辑检测。
IFERROR（检查是否存在错误，公式计算错误时返回值）：如果公式计算

错误，则返回指定的值，否则返回公式结果。
AND（逻辑条件 1，逻辑条件 2［可选］）：如果所有参数均为 TRUE，则

返回 TRUE，常用于扩展执行逻辑测试的其他函数调用。
熟练掌握上面几个常用函数可以满足日常工作中的大部分需求。

2. SQL 类语言
数据运营人员对数据进行分析时需要从数据仓库中提取。无论是 PostgreSQL、
Hive SQL、impala 还是 MySQL，它们的 SQL 语法是相通的。熟练掌握 SQL 语
言对于数据提取、数据建模、数据分析是非常有帮助的。

3. Python 语言
Python 在数据运营中的应用非常广泛，爬取竞品数据、自动化任务脚本、
数据建模与分析都离不开对 Python 语言的熟练运用。由于本书不是讲解 Python
语言的书籍，在这里只提出做好数据分析需要掌握的一些 Python 工具。
Pandas ：一款针对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工具包，其中实现了大量便于数据

读写、清洗、填充以及分析的功能。可以帮助数据挖掘人员节省大量用
于数据预处理工作的代码。
NumPy ：除了提供一些高级的数学运算机制以外，还具备非常高效的向

量和矩阵运算功能。这些功能对于机器学习的计算任务尤为重要。
SciPy ：是在 NumPy 的基础上构建的，更为强大，应用领域也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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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计算工具。包含的功能有最优化、线性代数、积分、插值、拟合、
常微分方程求解、快速傅里叶变换、信号处理和图像处理等。SciPy 的
安装依赖于 NumPy。
Scikit-learn ： 著 名 的 机 器 学 习 库（http:// scikit-learn.org/stable/）， 它 封

装了大量经典以及最新的机器学习模型，接口封装非常完善，几乎所
有机器学习算法的输入输出部分格式都一致。网站首页截图如图 1-6
所示。

图 1-6

Scikit-Learn 主页

4. PPT 制作能力
在数据分析完成后，如何制作 PPT 将分析结论形象、具体地展现出来，直
观地将信息传递给需求方或管理者，是数据分析师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5. 业务理解能力
数据运营本身就是从业务中来，再指导到业务中去。无论是简单提取业务
数据，结合业务的经营分析，还是用户画像建模，对业务的理解始终贯穿其中。
数据运营人员需要学习业务逻辑、业务背景和业务知识，这样提交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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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做出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回答出业务方需要的答案。

1.5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企业中大数据的主要应用方式、企业数据职能架构与组成、数

据运营的岗位职责。作为一名优秀的数据分析师，不仅需要掌握结构化的数据
分析思维、数据挖掘方法、Python 和 SQL 等数据分析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
将自己业务数据上反映出来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传递给运营人员，优化运营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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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何用数据驱动运营
数据驱动运营是个很泛的概念，与其说是数据驱动运营，不如说是让公司

所有员工都养成看数据的意识，让任何一个岗位的任何一名员工都能用数据来
管理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首先需要公司高层有数据意识，
他们要会通过数据来定位问题，不断用数据来说话。其次数据化运营一个跨部
门合作非常多的工作，业务部门和数据部门需要紧密联系，不断沟通，业务上
的任何调整都需要及时同步，这样数据才能反映真实业务，而真实反映业务的
数据才有意义。
接下来我们主要讲一下在数据驱动运营中，数据分析师如何做好分析，以
辅助运营决策。

2.1.1

定义数据分析目标

在数据分析日常工作中经常会存在这种情况，老板说需要看一下某新上线
业务的情况，数据分析师接到需求之后也不沟通老板想看的具体是什么，匆匆
写完 SQL 脚本把一堆业务数据提取出来并简单展示一下交给老板，然后被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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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重做。报告被打回来的时候老板说，新业务上线之后我想看一下用户活跃，
和老业务 XXX 的对比情况。或者这种情况，运营同事提了一个数据提取的需
求，在数据分析师费了很大力气把相关数据的表从线上业务数据库抽取到数据
仓库，并把相关数据提取出来之后运营却说我要改需求。于是所做的事情需要
重新再来一遍。
这是数据分析新手常犯的错误，归根究底就是没有和看报告的人进行有效
的沟通，先明确分析的目标。
说到明确目标，这又会涉及看报告的人的身份。
对于管理层来说，他们最为关心自己最近做的重大决策最终反映在了哪

些指标上？这些指标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业务的全局变化如何？与过
去相比有哪些进步？目前哪些执行动作需要调整，对应的指标是什么。
对于运营方来说，他们想看的是最近做的活动效果怎么样？ banner 位怎

么定价比较合理？一些运营活动是否可以持续提升效果，是否需要将运
营方法持续固化为产品模块等一些和运营举措比较相关的。
对于产品方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上线的功能或者设计对用户有没有用，

用户有没有去使用；如果用户使用了，如何让产品变得更好用；如果用
户没有用，分析没有用的原因，是产品设计有问题流程走不通还是用户
不明白怎么用。
明确目标，需要数据分析师在分析之前就进行有效的沟通。先明确这次
的分析到底需要达成什么目的，在了解业务的基础上，明确应该从什么角度去
切入，应该从哪些指标着手，再去确认哪些数据现阶段已经有，哪些指标现阶
段需要推动去建设，然后统筹规划，根据目前已经有的指标，故事线应该如何
铺设。
说到底，常见的数据分析目标主要分三大类，即解决是什么、为什么、做
什么的问题。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一般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就可以解决；解决为
什么的问题，则需要能用严谨的逻辑思维对具体的问题做数据分析，找出原因；
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则需要通过具体的分析，提供可选的建议，最后交给运营
015

数据化运营：系统方法与实践案例

或管理层来拍板选择相关可行方案。这三大类分析目标最终都会聚焦到一点，
对业务及业务流程的了解，只有对业务完全清楚，才知道如何描述是什么，才
知道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切入分析为什么，才知道提供的解决方案能解决业务流
程的哪个问题，最终如何影响全局，达到效果。

2.1.2

目标分解与聚焦

在明确数据分析目标后，接下来我们通过两个案例来看如何实现目标。

案例一：付费用户客单价下降原因定位
在互联网医疗行业中有一个业务是在线问诊，在线问诊是指借助互联网平
台，医生可以在线通过图文、视频、电话等形式为有看病需求的用户提供线上
问诊服务。该业务通过互联网将医疗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在解决用户就医效率
问题的同时，提高了医生的名誉和成就。假设有这样一个场景，某一段时间内
在线问诊订单的客单价下降了，管理层想知道为什么降了，想让数据的同学做
一个分析，这是一个典型的“为什么”的问题。
假设我们对数据源及数据的统计口径已经非常清楚，对应的下降的时间点
也非常清晰，所以直接从原因来定位问题，而在线问诊是平台上医生给用户提
供的虚拟服务，故我们从医生、用户、平台三块展开分析。医生和用户层面先
对齐做细分，再看细分群体的表现，如果用户画像对群体做了细分，可以对用
户画像群体做细分维度。比如分慢病群体、肥胖群体、青少年群体、抑郁症群
体、准妈妈群体等。再根据数据表现看可能的原因（原因已举例说明，可能是
多个原因组合造成的客单价下降，也可能是单个原因造成的客单价下降，具体
分析时仅供参考）。根据业务定位可能的原因，再构建合适的指标对原因进行
定位。
看完用户及医生，我们再细分看平台的表现，平台的表现主要从流量来源、
产品本身、运营策略及竞品角度来展开。流量来源上，我们需要分析流量的渠
道质量，在时间维度上是否有变更；产品上，看是否近期有调整，比如是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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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了入口，调整了搜索逻辑等，这些调整对转化节点的转化率的影响如何等；
运营策略上，看近期的运营活动对客单价的影响路径如何，近期竞品是否有做
什么活动吸引了目标用户。每一个可能的原因都可以做成一个小专题分析。下
面再聚焦回来看对客单价的影响情况。
客单价下降原因多维分析示例详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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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客单价下降原因多维分析

案例二：预算超支解决方案
财务预算是企业经营中的重要环节，某天老板给数据组的同学派下来一个
任务，问预算超了 200 万，怎么办。这个时候首先要明白这是一个“做什么”
的问题，进一步要明确这需要经过数据分析论证最后给老板提供可行的参考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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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分析前，我们要先从数据的源头抓起，讨论数据一般会涉及三点：
数据来源、统计口径、统计周期。
首先确认这 200 万是谁提供的，是财务分析人员分析出来的结果还是估算
出来的结果；这个预算指的是什么的预算，是某个部门的预算，某个业务的预
算；还是某项活动的预算；超支指的是预算中成本超了还是收入 cover 成本之后
超了，超支的部分是否含了税金。
其次，要了解这些细节，预算是什么时候超了，是这个月还是这周，或者
具体到其他什么日期，如老板答复，是上个月的成本预算（不考虑税金）超了
200 万。然后我们要继续问，成本预算有多少，全年的成本预算有多少，与财
务申请具体的成本明细数据做对比，并结合投入产出比，看上个月的 ROI。然
后问清楚老板的目标是什么。是想削减成本预算还是想找合适的策略来优化成
本预算，或是想根据目前的投入产出比来调整下一季度预算。
不管哪一点都需要从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来考虑。比如正好到了季度
预算小结及下季度预算调整的时候，预算调整既要考虑整体年度预算，又需要
根据具体的业务方向及已经达成及将要达成的效果来加以调整。那这个时候我
们需要分析具体是哪个部门的成本预算超了，要和具体的业务部门沟通，是
因为什么原因超了预算，达到了什么效果，效果能否用 KPI 来衡量。接下来
的工作安排，包括了解从预算开始执行到现在整体的预算执行情况是怎么样
的，占整体年度预算指标的情况如何等，以往预算执行情况及产出情况是怎
么样的，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宏观经济形势对投入产出的影响如何等，待所
有细节在和业务方确认及经过严谨的数据分析之后，我们再向老板提供参考
建议。
比如上个月是因为某渠道活动导致预算超支，某活动带来营收 XX 万，虽
然成本预算超了，但投入产出比保持在正常的增长幅度，整体的利润率也保持
在正常的增幅。下一季度的预算可在整体协调的基础上按以往年度的投入幅度，
考虑宏观经济的影响，以一定比率来调整，所有的指标从输入到输出都必须逻
辑严谨，并附上相应公式，方便老板调整，供老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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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案例更偏向于数据化管理。这个例子有几点需要强调，一是我们在
分析中一定要从数据的源头抓起，弄清楚数据的来源、统计口径及统计周期；
二是我们要时刻保持和业务方及需求方的沟通，确保分析的思路和需求方在一
条线上，确保分析的每一个细节都能真实反映业务；三是要明确分析师的定位，
重在分析，而不是拍板事情的做法。但这个度非常难把握，因为在具体的分析
过程中，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提数方，而这个显然无法体现数据分析师的
价值，对于数据分析部门的领导来说，也绝对不会只想做业务部门的提数支持
或“人肉报表机”。
分析师在具体的分析中，弄清楚问题是首要的，其次是数据论证，最后才
是提供建议。尤其是在数据化运营的过程中，更是需要时时刻刻和运营方保持
沟通，当运营方有具体的方案时，去论证方案的可行性；当运营方没有具体的
方案时，从各个角度去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案供运营方选择。

2.1.3

数据运营重点

数据驱动运营，我们首先得了解运营是什么？从广义来说，一切能够进行
产品推广、促进用户使用、提高用户认知的方法与活动都是运营。运营的终极
目标是使产品能持续稳定地、更好地生存下去。好的运营是通过推广、引导、
活动等一系列举措让产品的各个指标得到提升。
数据驱动运营，指的是通过数据分析和用户行为研究让产品的功能不断完
善，适用性不断提升，使产品有更长的生命周期。
产品（或网站）存在的目的除了要创造社会价值，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盈
利，那么如何实现盈利的目标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我们首先要将目标进
行拆解，分成很多小的可执行的目标。
我们根据 AARRR 增长模型（图 2-2），将产品的营收路径拆分为激活→注
册→留存→下单→传播。其中激活主要是流量运营在负责，用户运营会贯穿接
下来的流程，内容运营主要负责生产优质的内容来提高用户的黏性，从而提高
留存，主线运营主要负责主营业务的产品路径，优化转化节点，提高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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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AARRR 模型及运营重点

下面对 AARRR 模型中各渠道的定义及运营方式做详细讲解：
激活：这是流量来源的必经动作，只有有足够多的用户来，才能对这些用

户进行转化。而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新客的获客成本是比较高的，如果不
清楚渠道的流量质量，很有可能花了钱，却没有获取到质量较好的用户。
对于这一块，用户触达的基本分析就是对用户来源渠道进行分析，在不依
靠自然流量的情况下，哪些合作、投放渠道对我们 App、Web 产品更合适。
注册：流量激活之后，如果用户只是点进来就走了，则这个流量对产品

并没有什么作用。只有通过高质量的内容，合适的产品功能切合用户
的需求，用户才会有进一步了解产品的欲望，才会有转化的下一步操
作—注册。因此通过渠道将用户引入平台后，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
进一步关注用户是否进一步注册转化，从注册流程上看是否存在需要优
化的细节点。
留存：前面我们提过，新用户的获客成本是比较高的，因此不可能一味

花钱去不断获取新的流量，同时也需要维系老用户，让进来的用户能对
产品形成依赖，产品能契合用户需求，让用户持续不断地来用我们的产
品。因此提升留存一方面需要满足用户需求，另一方面需要优化用户体
验。在优化过程中可通过用户分群进行精细化运营，将精准内容推送给
有特定需求的用户，提高用户对产品的满意度。数据可以通过追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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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来分析哪些行为可以激发用户持续访问产品，如何促使这些行为
的发生等，并通过用户生命周期的研究，对沉默用户进行识别，让运营
通过运营手段对这批用户进行唤醒；对流失用户进行标记，让运营通过
推送、发放优惠等方式进行召回。
营收：用户是收入的前提。只有产品足够满足用户的需求，使用户认同

产品的价值，才会促使用户向付费转化。要让产品持续稳定地运营下去，
就需要通过一系列运营手段，让新用户持续地向付费转化，让老用户持
续付费。用户运营的基础，是对用户足够了解，足够熟悉，而数据能做
的，是帮助运营了解用户的所有属性，让用户不断向营收进行转化。
传播：只有用户对产品高度认可及对产品功能高度依赖，才会愿意将产

品分享或推荐给其他人。而在分享或推荐的过程中，又扩大了流量的来
源，形成了良性的循环，最终源源不断地将用户往营收用户进行转化，
达到价值 ×2 的目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激活、注册、留存、营收、传播过程中，流
量运营及用户运营始终贯穿其中，是最终促进营收转化的重要手段，下面主要
就流量运营和用户运营展开详细讲解。

2.2

流量运营分析
流量运营，指的是通过各种推广活动、营销方式提升网站的流量。流量的

作用非常重要，产品要赚钱，就需要足够多的转化用户，而每一个转化用户，
都需要一定的流量来提供潜在的用户，流量越大，潜在的用户基数才会越大。
当产品的转化率达到稳定期时，持续不断的流量会成为产品能够稳定存活的重
要因素之一。

2.2.1

流量运营规划

流量运营需要拆解目标，我们要先清楚流量运营一般包含哪些内容？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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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营销的角度来看，主要分析对象是访问用户，它们能帮助了解用户的量级、
用户的偏好、用户的来源及去向，能帮助我们了解访问用户在流量中的行为及
不同流量渠道之间的关系；从分析对象的逻辑结构来看，我们主要看产品的健
康状况，页面的表现，注册到下单的流程是否顺畅；从流量运营的角度来看，
主要看产品表现来进行资源及预算的合理分配，而产品的表现需要通过一系列
指标来追踪。这其中的每一个小点都能拿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主题。在本
节中讲述的内容将会贯穿这三个分析方向。
在明确流量运营的整体规划之后，我们可以先把营收作为最终目标对其进
行拆解，首先需要有足够的优质目标用户来访问网站，这就细分了不同流量来
源渠道的质量，需要查看用户的来源及去向，总结用户对产品的需求；然后需
要有合理的产品结构及合理的页面布局来吸引用户，满足用户需求，这里可以
看用户的具体行为，如访问路径等。通过追踪用户的一系列行为，在转化的每
个过程都设立合适的指标追踪，并通过分析找出有问题的环节进行迭代与优化。
以上环节持续不断地进行，量变累积之后慢慢往质变靠拢，不断提高投资回报
率，推动营收的达成。流量详细规划详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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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流量运营分析规划

总之，通过不同视角来对流量进行分析，对以下方面会有所助益：①观察
流量规律，区分不同流量的质量，关闭异常渠道，优先选择优质渠道，节约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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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推广成本；②根据用户路径分析，寻找产品存在问题的环节及改进的节点，
及时迭代及优化；③对不同流量的用户进行细分，进行精准的市场定位；④通
过设定指标，追踪流量情况，衡量流量推广活动效果或者渠道优化效果分析。

2.2.2

流量分析

流量是所有用户的归口，是所有后续行为的源头。流量的质量及量级直接
关系到后续的转化好不好，用户规模怎么样，用户层级如何，因此流量分析非
常重要。这一节我们主要就流量的来源、虚假流量的区分、流量异常波动原因
分析来展开。在日常运营中，会通过流量报表监控每天的流量运营情况，关于
流量监控指标部分在 3.2.1 节中有讲解。

1. 流量来源分析
在我们分析 Web、App 上每天的 PV、UV 时，若发现某天的流量增长明显，
则需要找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流量突然

ঝ׳༎᭖

增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先了解流量来
源的分类。流量主要可以分为广告流量、
SEO 流量、搜索流量、直接流量及其他
流量来源，详见图 2-4。广告流量主要指

SEO༎᭖
༎᭖ഏྗ

SEM༎᭖

的是访问者通过单击其他网站的链接来

ሾி༎᭖

访问我们的网站的流量；SEO 流量指的
Ҙ༎᭖ഏྗ

是通过网站排名技术（网站 Web 结构调
整、网站内容建设、网站代码优化和编

图 2-4

流量渠道细分

码等），把网站排名提前，被用户搜索到带来的免费流量；SEM 流量指的是搜索
引擎营销带来的流量，即搜索引擎根据用户使用习惯，根据用户搜索的信息推
送营销信息带来的流量；直接流量指的是用户直接输入域名访问网站产生的
流量。
这些流量在埋点日志中都会有相应记录，方便分析师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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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对比发现某天的流量上涨了，想定位具体是哪些流量变化，这时
可以根据埋点区分的字段来将流量分类，用圆环图来表示各个模块的流量，并
和前一天或者前一个时期做比较，从而得出是哪一类流量发生了变化，影响了
总量，如图 2-5 所示。
༎᭖ഏྗDashboard
Ҙ
༎᭖15%
ঝ׳
༎᭖25%

ሾி
༎᭖25%
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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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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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流量来源构成

2. 虚假流量区分
流量来源中有几类来源都需要花钱购买，涉及成本，所以评估付费流量
的效果，评估付费流量对 ROI 的影响非常重要。流量的付费方式一般分为按
单击付费，按用户激活付费，按用户注册付费，按用户下单付费等多种付费
方式。
比如按单击付费的广告流量，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评估流量的效果呢？首先
我们需要识别虚假流量，那么什么是虚假流量呢？一般是指合作方为了骗取广
告费而人为操作产生的流量。这些流量一般有一定的规律性。数据需要做的事
情是找出这些虚假流量的规律性，提供给运营做参考。
一般虚假流量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看：
1）分时分布。可以看一下各个渠道流量来源的分时分布，正常来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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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站会有一个时间段的明显区分，比如白天流量多，晚上流量少，或者在上
下班时间或者午休时间会有流量高峰期。而虚假流量如果是用程序控制带来的
单击，可能不会考虑分时的影响，这种没有明显时间分布排列的流量需要重点
关注。
2）页面的跳出率。跳出率是衡量页面质量的指标，这里也可以借用来衡量
渠道的流量质量。比如若某个时间段或某个渠道的跳出率非常高，那这部分流
量需要重点关注。
3）流量的用户留存。若用户的留存率非常不理想，则这部分流量也极有可
能是虚假流量。
4）风控规则。如若同一个设备某一段时间内登录了 5 个以上账号，这些流
量需要细查。
5）对营收的转化。如果一个渠道引入的流量对营收的转化率非常小，但流
量居高不下，这部分流量也需要重点关注。
6）其他。虚假流量的识别方法非常多，但因为虚假流量也在不断模仿真实
流量，所以虚假流量的识别方法可能需要多次校验，多维度一起分析，方法也
不局限在这几种。

3. 流量波动常见原因分析
对于流量来说，经常会存在流量变化的情况，而追踪流量变化的原因，对
于后续的流量运营能更有的放矢。下面我们根据流量的分类来分别看一下不同
场景下相关流量类型的流量变化因素。
（1）广告流量
广告流量是通过广告合作，比如在合作产品有广告位或其他引流合作模式
带来的流量。这一块流量变化的主要原因为：①广告位置变化，比如合作方原
来是把产品放在角落里，但增加广告费之后将产品放在了首页的最显眼位置，
用户能够一眼就看到产品，这一块吸引的转化用户可能会比较多；②在合作产
品内嵌的入口文字或内容变化，比如我原来可能只是单纯地做了一个入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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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我针对合作网站的用户群体，将产品入口设置成了符合用户群体习惯的界
面，或者加了文字进行引导，导致合作方转化增加，流量加大；③合作方本身
流量基数增大，虽然转化率没有变化，但流量基数增大，使得访问的用户增多；
④链接形式变化，图片链接和文字链接带来的转化是有区别的，这个需要通过
埋点日志细分看一下；⑤其他。
（2）SEO 流量
SEO 流量及 SEM 流量可以统称为搜索流量，区分方式是，一个是免费的
搜索关键词带来的，一个是付费的搜索关键词带来的。SEO 流量变化原因主
要有：①关键词，比如产品业务的核心关键词和拓展关键词增加，或者关键
词更符合用户的搜索习惯了，则关键词带来的流量会相应增加；②排名与外
链，排名的变化直接影响流量的变化，比如我们搜索时一般会直接选 top 多少
的页面点进去，很少会一页一页翻，去看不是首页的内容，所以一般企业都会
提升关键词排名，而影响排名的主要因素是外链，这些外链都需要在日志中
有记录，好追踪不同外链的质量；③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的优化策略也会影
响我们的流量；④网站内部调整，比如流量增加可能是网站进行了优化，包
括 网 站 结 构、URL、 内 链 布 局、SEO 基 本 元 素、 用 户 体 验 优 化 等； ⑤ SEM
的策略：因为 SEO 与 SEM 都属于搜索引擎导流流量，对于同一个关键词而
言，SEM 的 排 名 会 高 于 SEO，SEM 流 量 增 加 了，SEO 的 流 量 会 相 应 下 降；
⑥其他。
（3）SEM 流量
SEM 流量是通过购买关键词及对搜索结果竞价而从搜索引擎获取的流量。
影响 SEM 流量波动的因素主要有：①关键词的定价策略，关键词的价格会直接
影响广告的排名及位置，从而影响流量；②关键词的匹配方式，关键词的匹配
方式分精准匹配、词组匹配、模糊匹配，SEM 的关键词的匹配方式会直接影响
流量，比如搜索女装，若匹配方式是精准匹配，那么只有搜索词为女装时方可
对应到广告位；③投放时间，一般凌晨一点至次日八点，访问者在休息，其他
时间才是用户比较活跃的时间。故选定的投放时间会对流量影响比较大；④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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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投放地域：一般而言，投放的地区越多，和单独投放某个地区相比，引流效
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增加投放区域会有新的流量池来转化引流；⑤竞争对
手 SEM 策略：当竞争对手也购买了和我们一样的关键词时，会影响流量的转化；
⑥其他。
由于 SEM 流量需要付费投放，公司一般会针对 SEM 渠道流量搭建日常专
题分析报表持续跟踪投放效果，这块在 3.2.1 节中会有讲解。
（4）直接流量
如果直接流量在某一段时间内变化比较大（此处的变化比较大需要结合产
品整体流量，及长期时间趋势来看，比如流量每周的环比增速为 3% ～ 5% 之
间，突然有一周增长了 10%），此时我们需要定位具体的流量来源及流量时区
分布，可能的原因一般有：①产品请了流量大 V 来代言，吸引用户来访问了产
品；②有特殊热点事件，比如很多品牌会追着热点发布自己产品的文案，吸引
用户关注；③营销活动事件，比如发红包、做测试、送优惠券、打折促销等活
动，若这些活动的影响力足够大，会对产品或网站整体的流量有比较大的影响；
④其他。

2.2.3

解读 PV、UV

PV（Page View）即页面浏览量，在 GA 中的解释是：由浏览器加载的网页
综合情况，可以是浏览器加载的执行跟踪代码的 H5 或者 Web 页面，或分析报
告中为模拟浏览量创建的追踪事件。简而言之，PV 就是页面被加载的总次数，
每一次页面被加载，PV 就会加 1。比如你访问淘宝，看了某笔记本的页面 A，
点了刷新，然后看到了旁边另一款笔记本的推荐，点了页面 B，看完之后发现
B 不合心意，再返回到页面 A，发现另一款也不合心意，直接关闭离开了，则
你这次的 PV 是 4 次。
UV（Unique Visitor）即唯一身份访问者。在 GA 中的定义是：在指定时
间内不重复的访问者人数，即某段时间内去重的用户数。该指标主要由以下
因素影响：① JavaScript 被禁用时，GA 的代码无法工作，无法识别这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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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cookie，cookie 被清除之后，会再记录成为一个 UV。
PV 及 UV 一 般 用 来 衡 量 网 站 的 流 量 情 况， 数 据 大， 说 明 流 量 多， 人 均
PV 越大，说明每个用户来到对应渠道之后流量页面增多，用户对内容越发感
兴趣。
从 A 网站流量示意图（图 2-6）可以看出，A 网站的页面访问量及独立访
问用户自 2017 年以来连续半年增长，人均 PV 也在不断上升，由此可见，该网
站的内容是日渐吸引用户的，而这批用户的质量如何，转化如何，需要进一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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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网站流量示意图

要统计流量数据，先要了解埋点日志结构，及日志中的一些常用指标及常
用指标的作用范畴。埋点日志经过解析，会完全记录用户的每一次操作。经过
解析日志数据后，主要得到以下字段用于经营分析：
1）时间戳：埋点日志里会记录用户的访问时间，这个时间记录了用户进
入产品或网站的所有时间点，通过时间的限定，可以看出流量的不同时间分布，
及用户的按时间先后顺序的访问路径。
2）url：当前页面的链接。
3）referral_url ：上一级页面链接，通过该参数可以分析用户单击跳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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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4）session_id ：设备 id，用于标识用户登录设备的 id 号。当用户作为游客
登录时，由于没有注册账号，因此使用设备 id 用于标识用户身份。
5）user_id：用户 id，用于标识用户在该产品平台上的唯一身份。

2.2.4

跳出率分析

跳出指产品（或网页）的单页访问，跳出率指的是某一段时间内只访问了
一页就离开的访问量与所产生的总访问量的百分比。该指标一般用来衡量流量
来源用户与网站内容的匹配程度，内容的匹配程度和跳出率成反比，即内容匹
配程度越高，跳出率越低。举例来说，某用户通过某广告链接进入产品的页面，
看到第一个页面就非常反感立马退出了，这就是一次跳出访问。当有比较多的
用户重复“该用户”的行为，则会形成较高的跳出率。
既然跳出率一般是用来衡量来源用户与网站内容的匹配程度的，对于像这
种需要靠转化来提升营收的网站来说，高跳出率是个负面指标。这个指标在侧
面也显示出用户的流失率。
这个指标可以细分不同的渠道，来看不同渠道的跳出率，并针对性地做出
优化。也可以用来看不同流程的关键节点的跳出率，看是否哪个流程有问题，
是否可以优化。
比如某网站出于安全考虑，在开启实名认证之后方可进行大额交易，每
一个注册的用户都需要输入真实姓名及身份证号，且上传真实的身份证照片
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这种强迫用户的行为给用户带来了什么影响，我
们可以看实名前后的跳出率情况。从图 2-7 某网站跳出率变化示意图可以看
出，在 12 日时跳出率陡增，经过和运营及产品的沟通，确认是某页面增加了
实名认证的流程。该流程要求用户必须进行实名。但从跳出率情况来看，用户
并不是很能接受这个改动。于是产品调整了策略，在实名认证页面新增了一个
功能键 —“若单日业务额小于 10 000 元，可跳过实名”，于是跳出率慢慢下
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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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图分析

漏斗图是通过对业务的各个关键环节的描述，来衡量各个环节的业务表现。
从漏斗图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各个业务的转化程度。从某种意义来说，漏斗图
是路径分析的特殊应用，主要针对的是关键路径的转化分析。由于互联网行业
的日志数据记录了用户的所有访问行为，因此漏斗转化分析在互联网行有着广
泛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业务的关键节点分析
以某一互联网医疗的 App 的问诊业务为代表用户完成一笔问诊订单需要经
过五个步骤，提交主诉→付款→问诊→结束问诊→评价，这些步骤一路走下来，
势必用户越来越少。下面我们追踪这些关键步骤看一下流量的转化情况。
从图 2-8 业务流程漏斗图来分析，从提交主诉的用户群体中，有多少用户
参与了付款，之后医生响应参与问诊的用户有多少，再到之后结束问诊的用户
群体比率，评价比率，在问诊的关键业务环节上，各个指标均直观展示出来了。
之后可以长期追踪这些指标，如果异动较大，说明哪个环节的漏斗转化出了问
题，这个时候可以定位具体的环节，再细分涉及环节的影响，追踪原因，给运
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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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业务流程漏斗分析

2. 用于追踪流量运营转化率
在流量导入→营收转化的过程中，漏斗图可追踪各个节点的转化情况，定
位异常转化节点，及时调整运营策略，如图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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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转化率漏斗分析

比如某一周发现导入的流量在正常的增长范围，注册率也在正常的增长范
围，但活跃率下降得很厉害，这个时候需要下钻看具体的渠道的活跃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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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获客成本结算方式（比如是按激活来结算的，还是按注册来结算的，是按
订单来结算的，还是其他方式，若是按注册之前的流程来结算的，那么根据风
控规则来看一下渠道的登录设备是否存在作弊的情况）定位具体的原因。
或者分析每一个转化节点转化减少的原因，尽量提高每一步的转化。比如
下单率，可以看一下活跃的但没有下单的用户都去做什么了，有没有可能从这
部分感兴趣的内容上往下单引导，从而提高转化。比如某电商平台入驻了很多
商家，部分用户进入商家页面之后会转去内容平台看用户分享的内容，此时如
果在用户分享的内容内嵌相关商品的购买界面，用户有兴趣的话可以一键跳转，
然后用数据追踪，调整之后转化率的变化情况。

2.2.6

A/B 测试

A/B 测试也称分离测试、对照试验。现在一般指的是在网页优化中的一种
比较策略，分离测试最开始的用法是对于同一种功能，设计两个或者多个页面
并同时发布。让用户随机接触到页面，通过对日志的埋点记录访问目标页面的
人数，并计算相应节点的转化率或单击率，来对不同页面进行效果评估。从统
计学角度来看，A/B 测试实质是一种先验的实验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
实验设计，流量分割测试来获取样本代替总体的科学结论。
A/B 测试主要应用在如下场景：
1）产品页面或功能控件的调整：比如通过用户路径发现用户在下单前的一
个主要流量来源是用户关注对应的商家，那可以将商家有露出的某一个界面的
“下单”直接改成“关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改动之后是否比原来
好，当然如何评判“好”，需要数据分析人员和运营及产品沟通，确认相关指标，
比如是单击这个功能键的 UV 增加了，还是对应的商户的转化率提升了等，确
定后就追踪相关指标的变化。比如某个免费产品原来是和付费产品放在单独的
产品位置的，但领导希望通过免费产品引导用户向付费转化，此时将付费产品
的入口内嵌在了免费产品的入口内，设定一定的规则，在适当的时候将免费用
户往付费用户引导。通过追踪入口改变之前与改变之后总体营收的变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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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入口调整的商户对应接单率与相应营收的变化来评判调整入口之后的优劣。
这些也是数据化运营的常规应用。
2）运营策略的调整：比如运营做了运营活动，想看运营活动的运营效果。
这时可以选定两组用户特征一模一样的用户群体，一组进行活动运营，一组保
持原样，或一组用 A 活动进行运营，另一组用 B 活动进行运营。然后设定关键
指标对两组用户进行追踪，比如用户的活跃、下单、付费等转化行为。或者运
营想看产品定价在什么区间用户比较能够接受，也可以先用小流量测试来进行
灰度发布，看不同价格的用户接受度。可能单个产品定价 2.99 还是 3.00 差别不
大，但在巨大流量的转化下，这个不同价格对营收的整体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
A/B 测试需要注意的点：
1）每次测试有且只有一个目标，其他变量的选取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
的；如果有多个目标，可以进行多变量测试，或者进行多组 A/B 测试。
2）做 A/B 测试有个前提是流量要足够大，且参与测试的流量要能够反映
整体的实际情况。
3）A/B 测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过长时间的足够样本的测试结果才能逼
近真实结果。
在 4.4 节中将会对 AB 测试展开详细介绍。

2.3

用户运营分析
有了流量和用户之后，如何持续稳定地提升用户的活跃和留存，并对有价

值甚至高价值的用户有针对性地进行运营，让这些用户持续稳定地为产品带来
营收，这就是用户运营需要做的事情。用户运营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扩大用户规
模，减少用户流失，促进活跃及提高留存，增加付费转化。在用户运营的过程
中数据组人员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据每一个模块追踪相应的指标，并设立下钻指
标，清楚每一个指标之间的关系与影响，让每一个模块的指标不管是升了还是
降了，都能找到具体的原因，让运营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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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规模常用的落地指标一般是激活量与注册量，细分会有来源渠道及注
册转化率。
用户流失模块主要需要定义流失，通常的做法是先对产品的用户构建生命
周期模型，看多长时间用户没有登录即为流失。比如有些游戏定义标准是用户
90 天或者 180 天没有登录过即为流失，而有些低频产品，如旅游类，有可能一
年没登录才定义为流失。对于如何帮助运营减少用户流失，这时需要数据根据
相应指标，构建模型，弄清楚用户是在什么情况下流失的，当用户有类似行为
时提前告知运营，针对这批用户调整相应的运营策略，预防用户流失；针对已
经流失的用户，设定特殊的策略，挽回用户。
促进活跃及提高留存方面数据需要做的事情是：①设定指标，比如根据产
品的高频属性将每天使用产品的用户来定义活跃或者低频产品一周使用为活跃，
要给到运营可量化的指标，哪些行为是可以衡量用户活跃的，哪些是行为可以
促使这些行为的发生；②设定留存指标，需要加入对比指标，比如时间趋势的
对比，或者同类产品的对比，细分留存的渠道等，让运营有针对性地设定运营
策略来提升留存。
增加转化，数据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筛选合适的指标，将高价值用
户的特征归纳出来，并根据特征提取这批用户给到运营，让运营提供合适的运
营手段来抓住这批用户的需求，让他们为产品付费，并想办法提高复购率，让
他们持续稳定的付费。换句话说就是精准营销，将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
主要有两块：①未付费的用户，但有付费特征的，促进转化；②已付费的用户，
让他们从低频产品转向高频产品，对产品产生依赖，持续不断地优化产品，提
高复购率。

2.3.1

用户分群

为什么要对用户进行分群运营？①因为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家公司，一个
网站还是一个产品，所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投资回报率需要最大化，否
则就会影响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数据的精细化运营其实就是个性化运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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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及服务效率的限制，实际运用中我们不可能真的做到一对一的个性化
服务。但针对不同细分群体的运营还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合理有效地对用户群
体进行细分，是数据化运营的基本要求。②运营的过程是在用户对产品本身有
需求产生的内在驱动不够的情况下，通过外在的辅助手段来增加用户体验产品
的次数，或者把用户使用产品的惯性培养起来增强内在驱动，按用户分级可减
少对忠诚用户的打扰，将黏性较差的用户挑选出来。③通过对细分群体用户进
行分析，了解用户每个细分群体的变化情况，进而了解用户的整体现状及发展
趋势。
对于用户细分，首要任务是根据具体的业务场景，确定不同的分类规则及
指标，给出清晰的定义。
可以通过简单的指标筛选或条件限定来确认不同的用户分类，比如借鉴
AARRR 模型（Acquisition 用户获取、Activation 用户活跃、Retention 用户留存、
Revenue 用户回报、Refer 用户传播），根据用户生命周期的几个重要模块，将用
户拆解为如下分类，如图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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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用户分群示意图

我们按业务的关键流程将用户群体细分为注册用户、活跃用户、留存用户、
下单用户及忠诚用户。每一个用户群体的细分都有其独特的分析意义，下面对
各用户群体的定义及运营方向展开详细讲解。
注册用户：看的是用户的体量，这里以注册用户为基数，是基于一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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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前提，注册是营收转化的首要路径。产品营收要达成，需要这些用户
循环不断进行转化。
活跃用户：该口径的定义非常多，一般是以用户有某个关键动作或达到

某个条件的用户。这里我们暂时定义为登录产品的注册用户。活跃用户
是产品的核心用户，因为后续一系列的行为只有用户活跃才能参与，才
能为产品带来价值。
留存用户：一段时间登录或访问过产品的用户，在某段时间内又访问了

产品；或访问了产品某模块的用户，也访问了其他的业务模块；或在产
品的某一端的用户，迁移到了另外的端，比如从 Web 迁移到了 App。留
存用户看的是产品用来保留用户的能力。
下单用户：下单用户是真正给我们平台营收带来价值的用户。下单用户

还可以细分为新用户和老用户。新用户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产品的推广
能力，也是产品发展的状况的重要衡量指标，是产品发展的动力。老用
户一般是平台的忠诚用户，有比较大的黏性，是产品生存的基础。所以
产品持续发展的战略一般是在不断用户留存的基础上来增加新用户。
忠诚用户：忠诚用户是黏性比较大的用户，且这部分用户非常认同产品

的定位，会主动将产品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忠诚用户的定义可以是多次
下单的用户，及主动分享的用户。这部分用户带来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可以从点到面，从面到空间不断辐射出去，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使用产品。
在产品运营战略中，也可以用一系列的举措引导用户转化为忠诚用户。
复杂一点的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如聚类、决策树等）总结特征来显著区
别不同用户群体。也有比较成熟的分析方法，如 RFM 模型。下面将结合传统行
业中比较成熟的分析方法—RFM 模型来做详细的示例应用。
传统行业对用户分类最常用的方法是 RFM 模型。什么是 RFM 模型？ RFM
分别是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R（Recency）代表消费新鲜度。理论上，最近
一次消费时间越近，说明此用户相对来说是比较优质的用户，对提供即时的商
品或者服务，他们是最可能及时响应的。F（Frequency）代表消费频率，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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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段时间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次数。一般来说，消费频率越大，顾客忠诚度
越高。M（Monetary）代表消费金额。消费金额体现用户的消费能力。
这三个指标可以反映用户的价值。由此可见，传统行业的 RFM 模型是针对
付费用户的，而迁移到互联网的其他场景一样适用。比如将该方法迁移到产品
的某个高频内容模块。我们假设 R 为用户的最近一次登录，F 为一段时间内的
登录次数，假设为一个月内，M 为创建内容（文章或帖子）的数量。借鉴美国
数据库营销研究所 Arthur Hughes 用户五等分模型，将指标按下列规则分类：
1）查询近一个月（查询时间往前推 30 天）所有内容创建者最近一次的登
录时间。
2）按最近一次登录时间距离查询当日的时间排序：前 20% 标记为 R5，记
为 5 分；前 20% ～ 40%，标记为 R4，记为 4 分；前 40% ～ 60%，标记为 R3，
记为 3 分；前 60% ～ 80%，标记为 R2，记为 2 分；前 80% ～ 100%，标记为
R1，记为 1 分。依此类推，将创建内容的用户分成五等分。
3）查询出内容用户在一个月内登录的天数，及创建的内容数，按同样的方
法五等分进行标记。
4） 将 R5、F5、M5 等 同 于 5 分，R4、F4、M4 等 同 于 4 分，R1、F1、M1
等同于 1 分，将每个顾客对应的三个数字相加，作为内容提供用户价值的得分。
在对用户分群建立规则之后，可以做以下几方面应用。

1. 细分用户群分析
通过对 R1、R2 的用户进行建模，看能否找出活跃用户的共性，从而反推
用户不活跃或者流失的原因。针对 R5 用户，做一些推广活动，看他们是否愿意
来平台产生一些内容。对 F5 级别的用户进行研究，能否发现用户持续登录的原
因；对 F3、F4 级别的用户进行研究，能否找到产品对于用户的价值；对于 F1、
F2 的用户选取样本进行调研，看能否了解他们不登录的理由，是否可以找到产
品可以改良的地方，从而指导运营。再看 M 级别的分类，此时仍然可以提供一
些运营方向给到运营提供参考，比如用某种激励措施让 M5 级别的用户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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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运营，邀请他们成为种子用户，体验新功能，给予反馈；对筛选出来的 M3
及 M4 级别的用户进行用户研究，寻找社区可以改进的点；对 M1 及 M2 的用户
进行用户研究，看能否找出共性及用户沉默的原因。

2. 顾客价值模型
基于上述建立的用户打分规则，将用户在各维度下的得分做加总，划分用
户价值（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用户价值划分

得分

用户分类

14 ～ 15 分

高价值用户

10 ～ 13 分

优质用户

6～9分

一般用户

3～5分

低贡献用户

不同分类的用户投入相同的资源回报是不一样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
该先满足高价值用户的需求，优质用户次之，低贡献用户放最后。当然，有的
同学会说那这不是会造成马太效应吗？这个时候可以推用户等级体系，给每个
用户进行评分并归类，每个类别的用户都可以享有不同的权益，如果用户想达
到一定的等级来享有特定的权益，可以，你来完成相应的任务，提升自己的等
级，同时提升自己的权益。这样就能推动整个体系往良好的方向发展。

3. 流失用户监控模型
针对最近登录时间距今的天数 R 的分类得分及创建内容数据 M 的分类得
分，画象限图，按如下规则（规则可根据实际业务场景及分析目的来调整）给用
户打上标签，如图 2-11 所示。
1）R ≥ 3 且 M<3，打上标签：低价值忠诚用户。
2）R ≥ 3 且 M ≥ 3，打上标签：高价值忠诚用户。
3）R<3 且 M<3，打上标签：低价值流失用户。
4）R<3 且 M ≥ 3，打上标签：高价值流失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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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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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

流失用户群分类示意图

根据常识，我们知道对于高价值流失用户应尽快弄清原因，进行挽救，并
对有可能是高价值流失用户的群体构建流失预警模型，在恰当的时候找出这群
用户，用消息推送、精准营销等模式唤醒用户，将损失降到最小。
将低价值忠诚的用户筛选出来，提供给运营，让运营对这批用户进行调研，
了解他们的兴趣点及对产品的改良意见，并鼓励他们在社区发文。

4. 用户分类模型
根据用户一个月内登录的天数 F 及用户发文数量 M 构建象限图，给用户按
如下原则（规则可根据实际业务场景及分析目的来调整）打上标签，如图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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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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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活跃度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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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 3 且 M<3，打上标签：高活跃低价值用户。
2）F ≥ 3 且 M ≥ 3，打上标签：高活跃高价值用户。
3）F<3 且 M<3，打上标签：低活跃低价值用户。
4）F<3 且 M ≥ 3，打上标签：低活跃高价值用户。
将打好标签的用户提供给运营，让运营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调整运营策略。

2.3.2

用户行为分析

用户行为分析，是指在获得网站访问量基本数据的情况下，对有关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从中发现用户访问网站的规律，并将这些规律与网络营销策略
等相结合，从而发现目前网络营销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为进一步修正或
重新制定网络营销策略提供依据。
行为分析是高速增长的互联网公司对数据驱动运营的精细化需求。古话说，
积形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通过用户的行为分析我们不能说可以推测出
用户的命运，但能通过行为数据的分析，对用户构建精细的、完整的用户画像，
从而判断用户对产品（网站）的期望和喜好。关于如何构建完整的用户画像，给
用户行为打上标签，在后面的第 10 章有详细阐述。
说到用户行为，我们得从记录用户行为的数据源开始说起。互联网行业与
传统行业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互联网行业除了有业务数据之外，还有相关的日
志数据，该日志体系里记录了用户在产品（网站）每一步的浏览及访问行为，这
些浏览及访问行为数据整合起来形成了海量的日志数据。由于日志数据存储的
都是非结构化数据，为了方便日志数据被相关分析师应用，需要先对日志数据
进行解析，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化成结构化数据。每当一个新业务上线时，业务
方会和埋点组的数据同事一起沟通，将所有业务流程上的数据都一一记录下来，
或者用无痕埋点的方式，将所有的用户行为做记录，再根据相应的 url、埋点参
数等字段从解析过的日志中获取用户的相关数据。接下来将主要从用户行为的
指标及应用来铺开陈述。
埋点日记几乎记录了用户的所有行为，其中有些指标是通用的，比如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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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问频率、平均停留时长等；有些指标是特定场景适用的，比如盈利平台的
下单行为、社区的内容发布行为等。用户行为的相关指标可分为黏性指标、参
与度指标、转化类指标，接下来详细介绍一下。

1. 黏性指标
第一类指标，如访问频率，选取活跃用户每周的活跃天数，并按活跃天数
对用户分类，用累加百分比柱形图来对四周的数据作图展现，方便对比（注：
数据均为虚构数据），如图 2-13 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活跃 1 天的用户是
最多的，可总结这部分用户的规律，定位这部分用户活跃天数少的原因，然后
制定合适的运营策略，尽量提升他们的活跃天数。而针对每周活跃大于等于
6 天的用户，可以将这个指标拆分出来，看平台的忠实用户大致情况及忠诚度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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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活跃分布示意图

图 2-14 是带平滑曲线的散点图，显示的是近 60 天中访问的用户的最近一
次访问距离当前时间的间隔天数的用户分布图，横轴表示的是最近一次访问
的间隔天数，纵轴表示的是对应间隔天数的用户比例，从图 2-14 中可以直观
地看出各个时间间隔对应的用户活跃情况，结合用户的生命周期一起看，我
们可以将访问天数大于 10 天的用户定义为沉默用户。可针对这部分用户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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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用户为何相隔这么久都没有访问，比如看他们最后一次访问看了什么内
容，再或者对这批用户的特征进行分析，将精准优质的内容推送给这批用户看
挽回的用户比率，再或者选取部分用户进行调研，寻找产品的哪些部分可以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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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访问周期示意图

接下来看用户的留存，用户留存的本质是产品（网站）满足用户需求。要分
析留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留存的定义，留存是活跃用户在下一个时间段有多少
用户仍旧活跃的比例。按时间分类有次日留存、七日留存、十五日留存、周留
存、月留存、季度留存等；按渠道分类有 App 留存、H5 留存、Web 留存等；按
用户类型分有新用户留存、老用户留存等。一般来说，老用户的留存会高于新
用户的留存，这个可以用来数据校验。新用户的留存主要取决于用户的来源渠
道和产品引导。对新老用户细分的留存分析就是数据驱动运营的典型应用，比
如对老用户留存的分析可以对运营质量进行监控，对新用户留存的分析可以筛
选出优质的渠道。
图 2-15 以细分渠道留存来举了一个例子，从图中可以看出，对某产品而
言，App 的留存要优于 H5 及 Web，这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是分不开的。还可以细
分看三端留存的新老用户的占比、各端迁移用户的留存，及各端细分渠道的留
存对比，评估渠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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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渠道用户留存示意图

2. 参与度指标
第二类需要关注的指标是用户的参与度。活跃度作为评判用户参与度的一
个关键指标，并没有标准定义。通常指的是完成某一关键动作的用户，或者参
与情况满足某一条件的用户。比如电子商务网站的下单、社交类的互动、视频
类产品的播放视频，或者登录、消费、使用等均可定义为活跃。活跃用户关键
在定义，只有准确定义了活跃用户，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活跃用户的情况。比
如产品初期，为了数据看起来好看，数据可能会定义比较宽，比如激活就算活
跃，而有些产品对活跃用户的定义比较严谨，比如只有消费过的用户才算活跃，
这样数据出来虽然会比较小，看起来产品的活跃用户比较低，但是这样定义的
活跃用户都是企业的盈利用户，用该指标来反映问题会比较灵敏。
我们以定义为登录产品（网站）称为活跃来举例，按时间分类可以拆分为日
活（日活跃用户量，DAU—Daily Active User）、周活（周活跃用户量，WAU—
Weekly Active User）、月活（月活跃用户量，MAU-Monthly Active User），一般
会用 DAU/MAU 来作为产品或网站的打开率指标，该指标越大说明产品或网站
的打开率越高。
活跃用户的分析主要有对比分析及细分。对比分析主要可以看时间变化趋
势及竞品数据对比。这个分析能比较直观地反映产品的用户活跃趋势，也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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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比对自己产品在同类产品中的大致情况，更好地制定产品下一步的目标及走
向。如果 DAU 有一段时间涨得明显，此时并不是数值越大越好，需要细分看这
批用户的留存及其转化情况。因为很有可能是做活动拉了一批用户，但这批用
户具体质量如何，需要进一步分析。
表示用户参与度的另外两个指标是用户的停留时长及用户的访问页面数。
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指标来表示用户的参与度呢？因为用户的停留时长可以间接
反映页面对用户的吸引程度，可以间接反映产品是否满足用户的需求，及产品
页面的设计是否合理。对于盈利性产品来说，目标就是为了转化，让用户下单，
如果用户在下单前的任何一个页面就走了，那这个用户就没有完成转化。从
图 2-16 来看，用户只有经过页面 A、B、C，才能到达目标页，完成转化。用户
在页面 A 的停留时长为用户离开页面 A 的时间 - 用户进入页面 A 的时间，用户
到达目标页前共访问了 3 个页面，这三个页面分别是页面 A、页面 B、页面 C，
如图 2-16 所示。

页面 A

页面 B

图 2-16

页面 C

目标页

用户访问页面示意图

比如我们随机生成一组数据，如图 2-17 所示，看下用户的平均访问时长及
平均访问页面，发现在第三周的时候这两个指标急剧下降。事出必有因，此时
需要详细定位原因，是埋点数据没有上报？还是日志解析出了问题？如果数据
没有问题，那么是产品改版，没有引导机制，用户找不到入口了？还是产品改
版，比如新加了某个流程，比如实名等强制性措施，用户对新产品不满意？这
些都需要数据团队根据一系列逻辑设定及指标跟踪来具体定位。

3. 转化类指标
第三类需要用户关注的指标是用户的转化。分析用户的路径转化主要有
三个作用：一是通过数据追踪用户的访问细节，访问细节反应的是用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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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通过追踪访问细节来推测用户的心理活动；二是通过用户的访问行为来
追踪用户在走流程中可能碰到的困难，看整个路径和运营之前定的设想是否一
致，如果不一致，是哪个环节不一致，定位具体的原因，调整页面布局；三
是在追踪用户的访问路径的过程中，寻找有价值的可迭代路径，对产品进行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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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参与度示意图

要分析用户的转化情况，不仅需要熟知业务流程，也需要熟知数据流程，
即将业务流程转化成数据流程。由于互联网行业独有的日志数据能记录用户的
所有访问行为，故我们只需要熟悉业务的设计流程，对业务的细节和流程及数
据上的记录、获取、埋点字段都了然于胸，将业务流程转化为数据流程，再将
数据和业务结合，抓住业务产品的关键路径，层层剥离拆解再组合，即可形成
业务转化的完整分析。对于 App 类产品可用 Charles 或 Fiddler 抓包工具测试埋
点关键点。
分析用户的转化情况有两个大的方向可以着手；一是从产品的整体运营情
况来看，用户从激活到下单的整个流程；二是从细分产品的关键路径来看，用
户接触产品到完成转化经历的步骤，这个会在 2.2.5 节中的漏斗图中详细阐述。
下面分别就第一个应用场景来举例说明。
在 2.3.3 节我们列举了产品运营场景中的所有转化节点，如图 2-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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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购
·下单群体中的再次下单用户数

下单

·活跃群体中的下单用户数

活跃

·注册之后的活跃用户数

注册

·下载产品之后的注册用户数

下载

·通过渠道下载产品的用户数

激活

·通过渠道进来接触产品的用户数

图 2-18

用户转化节点一览图

通过对这些关键节点的数据监控，我们可以从整体及细分渠道，细分时间
段、细分活动来看不同的转化情况，如表 2-2 所示。找出有问题的转化节点。
比如细分渠道的场景下，假设渠道都是按激活用户付费，从两个渠道进来的用
户后续的转化行为如下，若是来评判这两个渠道的质量优劣，在激活同等用户
的情况下，我们应怎么判断呢？
表 2-2
合作渠道

获取成本（万）

渠道 1

3

各个渠道质量监控

下载率

注册率

活跃率

下单率

复购率

30%

65%

70%

30%

29%

渠道 2

4

35%

65%

65%

25%

25%

平均成本

3.5

33%

65%

68%

28%

27%

假设激活用户为 10000，将各个转化节点的指标转化为成本绝对值，如
表 2-3 所示。
表 2-3

各个渠道成本监控

合作渠道 单个激活成本 单个下载成本 单个注册成本 单个活跃成本 单个下单成本 复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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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 1

3

10

15

22

73

253

渠道 2

4

11

18

27

108

433

平均成本

3.5

11

16

2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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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成本的角度来说，渠道 1 要优于渠道 2。当然，后续我们也需要
分析不同渠道进来用户的 ARPU，看整体的营收情况，评估渠道的整体质量。

2.3.3

用户生命周期价值

生命周期指的是一个生命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发展过程，用户的生命周期
指的是用户从接触产品（网站）到离开产品（网站）的发展过程，用户的生命周
期价值（LTV—Life Time Value/CLV—Customer Life Value）指的是这个发展过
程中用户为产品（网站）所带来的价值总和。
Facebook 的 Melnick 曾将用户的生命周期价值解释为变现、留存、传播三
个变量组成的函数，即 CLTV = f（变现、留存、传播）。其中变现：一般指用户
为产品贡献的收入；留存：用户的参与程度，尤其要考虑平均每个用户生命周
期的长度；传播：用户分享带来的间接价值，用户将你的产品分享给别人的累
加价值。通常由于传播价值比较难以衡量，一般会假设传播价值为 0。
用户的生命周期一般会经历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流失期等
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为产品（网站）带来不同的价值。
引入期：此时用户刚来，用户会试探性地来试用产品，偶尔用一下，此

时用户的价值相对来说比较低。
成长期：用户会不定期地来使用产品，并开始进一步体验产品功能，此

时用户的价值有所提升。
成熟期：用户会经常使用产品，并会以分享形式来宣传产品，此时用户

的价值比较大。
衰退期：用户因某些原因（如产品迭代用户不喜欢等）不再经常使用产

品，此时用户的价值呈衰减模式。
流失期：用户对产品非常不满意或者找到了替代的同类型的产品，不再

登录该产品。
在用户运营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一上来就唯周期论，而是要定一个目标，围
绕目标我们能拆解为哪些关键指标，要提升这些关键指标需要去满足用户什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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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需求。比如用户生命周期分析的核心目标是：提升用户生命周期每个节点的转
化率，提升用户的留存（用户的参与程度）。在每个节点的持续转化及用户留存的
提高的过程中，用户的生命周期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历程，价值也得到了提升。
围绕这两个目标我们将其拆解为如下指标，如表 2-4 所示。
表 2-4
核心目标

转化核心指标分解

用户转化率

目标拆解

用户留存（用户参与度）

激活用户
下载用户

下载用户
注册用户

激活
注册

注册用户
活跃用户
下单用户
复购用户

活跃用户
下单用户
复购用户
传播用户

活跃
下单
复购
传播

按用户的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将用户的结构拆解如下，如图 2-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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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生命周期中用户结构示意图

与用户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应的关键指标，如表 2-5 所示。
表 2-5
用户生命周期
引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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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结构
激活用户

用户生命周期关键指标拆解
转化点

关键指标

单个用户获取成本、激活数、下
渠道激活→下载
载数、下载转化率

引入期

注册用户

下载→注册

注册数、注册转化率

成长期

活跃用户

注册→活跃

活跃用户、活跃转化率

成熟期

首次下单用户

活跃→下单

下单用户、应付金额、实付金额、
ARPU、下单用户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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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用户生命周期
成熟期

用户结构
复购用户

转化点
活跃→复购

关键指标
复购用户、应付金额、实付金额、
ARPU、复购转化率

成熟期

多次复购用户（忠诚用户） 复购→复购

忠诚用户转化率、人均订单金额

衰退期

沉默用户

下单→沉默

沉默率

流失期

流失用户

沉默→流失

流失率

流失期

唤醒用户

流失→唤醒

唤醒率

结合 Melnick 的理论及互联网产品的实际情况，将用户的生命周期价值拆
解为：
LTV =（某个客户每个月的下单频次 * 客单价 * 毛利率）*（1 / 月流失率）
=（某个客户每个月的下单频次 * ARPU * 毛利率）*（1 /（1 - 月留存率））
= 用户生命周期内下单次数 * 客单价 * 毛利率
其中：① ARPU（每个用户的平均收入）= 某段时间内的总收入 / 同时期
内活跃用户总数；②流失率：流失率指的是一段时间内，有多少比例的用户不
再使用你的产品了。所以流失率 = 在某段时间内流失的用户 / 同时期内活跃的
用户，流失比较难定义，但留存比较好定义，故月流失率近似等价于 1 - 月留
存率；流失率的倒数用来表示预测的用户生命周期，如果一个产品的流失率为
10%，则产品对应的生命周期为 10 个月。

应用一

根据拆解指标为提升 LTV 制定不同的运营策略

从拆解公式来看，运营需要做的是尽可能保证渠道的质量，确保引进来的
用户的有效性，提升用户的质量及数量，尽量降低获取用户的成本，并应用多
样化的运营手段提升用户转化；在用户生命周期的每个时间周期，对不同结构
的用户进行流失原因分析，提升用户活跃。

应用二

评估用户运营活动是否盈利

单个用户毛利 = 用户生命周期价值 - 获取用户成本 - 运营成本 = CLV - CAC - COC
很多产品在初期一直以补贴用户的形式来留住用户，长此以往，资金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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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断裂，将无以为继。只有当用户的毛利大于 0 时，产品才能良性地、持续稳
健地发展下去。
假设一个产品每个用户每月的收入是 20 元，每个月的流失率为 50%，每个
用户会传播 5 次，被传播群体的每个用户每个月的收入为 5 元，每个月的流失
率为 70%，则：
CLTV = 20*1/0.5 + 5 * 5 * 1/0.7 = 41.43 元。
如果获取用户的成本加上运营的成本大于用户的生命周期价值，那么显然
这个用户是不盈利的，如果获取用户的成本加上运营的成本小于用户的生命周
期价值，那这个活动是值得做的。

应用三

追踪投资回报率

根 据 LTV 的 公 式 及 用 户 毛 利 的 计 算 公 式， 递 推 得 到 投 资 回 报 率（ROI，
Return On Investment）的计算公式：
ROI = 转化率 * ARPU/ (CAC + COC)
从 ROI 的公式来看，要提高 ROI，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提高转化率
提高转化率，一在开源，二在节流。所谓开源，指的是要不断通过各种方式
来获取新用户；节流指的是减少产品的用户流失，及挽回即将流失或已经流失的
用户。这里主要介绍节流。节流主要从以下两点出发，来最大化地减少用户流失。
1）从产品出发，在具体的研究中，所有脱离产品的用户流失预警都是耍
流氓。首先我们要通过现有的指标找出用户是在哪一步流失的，再结合具体的
产品进行改进。比如某一个环节会产生闪退的情况，那就推动产品解决闪退的
问题；比如下单转化中流程过于繁琐，支付渠道过于单一，那就推动流程简化，
支付形式多样化；再比如前面我们分析过用户生命周期所有关键节点会用到的
转化率的关键指标，从这个公式看，追踪各个关键节点的转化率，哪个节点的
转化率比较小，定位原因进行优化。举一个具体应用的例子，某产品各个渠道
的注册率差不多，但不同渠道的下单转化差得比较大，此时用设定风控规则来
评估渠道的质量，因为这批渠道是按注册来付费的，发现是有些渠道在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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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刷单的渠道停止合作之后，渠道整体的下单转化率就上来了。
2）从运营出发，形成种子用户群体，保证流失下限，结合具体的运营策
略，如抽奖、签到送积分，优质内容推送给精准用户，用户等级体系建设等。
（2）提高 ARPU
互联网的红利期已经过去，那么如何抓住现有的用户来提高 ARPU 呢？可
以从抓用户的需求来展开。即①用发放优惠券、各种抵价金币、红包等优惠方
式，来满足用户的占便宜心理，促进用户下单；②对用户设立等级体系，并对
不同的用户等级设立不同的福利规则，满足用户对身份地位高人一等的诉求；
③建立精准营销平台，精准定位用户群体，并对这部分群体进行个性化精准推
荐，满足用户的特定场景需求；④提示用户信息不会被泄露，满足用户对安全
感的诉求；⑤生日提供满减券或其他福利，满足用户对情感的认同需求。用以
上方式来促进用户下单，并直接或间接地提高 ARPU。
（3）降低成本
降低成本分为两个模块。一是降低用户的获取成本，这个方式有很多，比
如：①通过数据分析优化渠道质量；②通过流失预警，对即将流失的用户进行
合适运营，提高用户留存，增加用户对产品的参与度与黏性；③与其他平台合
作，资源共享；④其他。二是降低用户的运营成本，这个数据可以做的事情比
较多，比如搭建精准营销平台，对每一个用户的各个属性进行打标，对即将流
失的用户进行推送召回，对高金值客户推送单价高的商品；比如将常用的分析
思路固化，建立常用分析思路的 BI 报表，并支持快速迭代，支持细分项下钻。

2.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就如何通过数据分析来驱动运营做了一定讲解，重心在数据分析

的分析思路及着手点上。本章对流量运营与用户运营进行了展开，可以帮助数
据分析人员形成数据运营思路，帮助运营人员通过这些内容明确在具体的岗位
上应该关注的指标，并有助于形成数据化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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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业务的数据化运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数据分析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
环节，将分析报告模板化后可以提高效率，节约时间，还可以将分析过程逻辑
化，分析结论自动化。数据化管理模板能有效地将数据分析产品化，方便使用，
提高工作效率。
报表是数据化运营中最接近用户的应用，也是业务和数据的沟通窗口。几
乎所有企业都需要制作日常报表。大大小小的分析报告是数据分析师日常工作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常见的数据分析报告包括定期数据报告（如日报、周报、
月报、半年报、年报）、专题分析报告（如用户流失分析、用户留存分析、优惠
券使用分析、新上线产品分析）、综合分析报告（如综合运营分析报告）等。
企业数据部门对接的需求方主要包括产品运营部门和各业务部门，两大部
门对数据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业务部门需要了解负责业务线的拉新、活跃等细
粒度的实时数据，而产品运营部门更侧重对线上流量、新增用户、成交金额等
KPI 的整体把控。为全方位支持业务运营，数据部门提供了 5 种数据分析 / 支持
方式，包括：自助分析平台、数据提取平台、业务专题分析、运营日报、周报 /
月报分析，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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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好的数据源

自助分析平台

数据提取平台

提出需求

业务专题分析

自助实现 +
分析人员支持

业务方需求

图 3-1

周报 / 月报

运营日报

提出需求

分析人员支持

产品运营部需求

企业各部门的数据分析需求

其中：
自助分析平台：业务方的需求人员登录 Web 端分析平台后可实时查看企

业运营产生的如 PV、UV、订单、渠道流量等数据及相应的变化趋势图。
该平台的数据 / 图表从宏观层面上展示了企业运营整体的核心 KPI 数据，
但是对于运营、市场的人员来说，仪表盘上展现的宏观数据不能满足其
对细分业务、渠道等维度的分析。此时他们需要登录数据提取平台提取
所需数据进行更细粒度的业务分析。
数据提取平台：业务方需求人员登录 Web 端数据提取平台可通过单击下

拉菜单选择提取自己关心的业务数据。与自助分析平台相比，数据提取
平台可以获得更细粒度的业务数据。
业务专题分析：面向新上线产品、某次活动推广前后、不同用户群体的

留存 / 流失等专题进行分析。该分析需求既有来自业务部门，也有来自
产品运营部门的。
运营日报：统计企业每天运营产生的与 KPI 指标相关的数据，数据部门

负责统计并在每天早晨以邮件形式发送至运营部门（统计昨日一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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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 / 月报：统计企业一个阶段运营产生的 KPI 数据，该报告的需求方

主要是运营部门，运营部通过数据反馈调整运营策略。
我们本章介绍的数据管理模板主要针对运营日报（Excel 形式）、业务专题
分析报告和周报 / 月报（PPT 形式）。

3.1

个性化数据管理报告—Excel
一份好的数据管理报告，实质上是一种沟通和交流的形式，主要作用是

运用数据分析原理和方法，将海量数据有效地组织展示出来，将有价值的信息
（事物的现状、问题、原因、本质和规律）传递给管理者，为管理者做有针对性、
可操作性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严谨的依据。因此数据管理报告并不是从有什么
数据出发，而是从实际业务应用场景出发。
自主编制一套数据管理模板，可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中提高效率、节省时间。
比如一份标准的自动化报告需要定期更新数据源表中的数据，这样在正文中选
择相应的日期则会呈现对应的报告。而作为中间过程的数据转化表，并不需要
定期更新，而是需要去做一些维护、优化工作。
在日常产品运营中，各业务方和运营团队需要每天关注近期产品运营数据
（渠道、流量、订单、营收等方面），作为数据支持团队需要每天定时输出产品运
营报告。因此搭建一套有效的 Excel 数据管理模板就显得尤为重要。

3.1.1

创建报告的准备工作

创建报告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梳理报告所包含的数据指标，设计报告内
容与呈现形式，根据报告正文页的版式确立需要用到的图表、函数、控件等内
容。以结果为导向，先明确最终 Excel 数据日报的呈现形式（如图 3-2 所示）。
最终的管理报告模板主要包括日期控制单元、数据源表区域、数据动态引
用区域、报告数据表格、报告的标题和文字、报告图表等部分。数据源表区域
中的部分指标主要从数据仓库提取，部分指标可提取出来之后进行二次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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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引用的部分指标可从数据源表直接获取。因为日报主要呈现的是各类指标
随日期变化的情况，与日期密切相关，所以先设置日期控制单元，通过日期控
制来引用相应的指标，通过引用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并对分析的结果以综述性
文字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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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数据报告正文结构

报告自动化步骤

整体来说做好一份个性化的 Excel 数据管理模板需要分为三步：第一步需要
根据分析的内容及指标，设计好报告的呈现内容与呈现形式，即根据分析纬度搭
建数据报告的框架，可以先手动设计好报告的版式；第二步理清指标之间的逻辑
关系，明确报告的呈现内容，设计报告的内容实现逻辑，建立数据源表和数据转
化表；第三步按照设计调整报告元素及格式，设计自动化流程。通过从数据源表
导入数据即可在报告正文页得到最终呈现的结果。实现流程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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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报告自动化流程

1）数据仓库：对企业业务数据及日志数据等多个异构数据源集成存储的结
构化集成环境，需要数据分析师使用 HQL 语言从数据库中提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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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始数据表：是用于存放每次通报所需关键指标数据的汇总表，一般用
HQL 语言经过初步的数据清洗及数据预处理（如汇总、排序、离散、格式转换
等）从数据库提取出来。
3）中间转化数据表：用来动态引用数据源中的数据，并进行相应的数据转
化、指标计算、图表绘制及通报文字组合等工作。
4）Excel 日报正文：根据分析框架，组织引用“数据转化区域”中相应组
合好的数据、通报文字及绘制好的图表，以一定格式呈现出来。
接下来会通过一份 Excel 运营数据日报来举例说明个性化数据管理报告是
如何创建的。

3.1.3

从数据源表到数据转化表

本节将对上一节中介绍的数据源表和数据转化表的创建过程展开详细介绍。
Excel 原始数据 sheet 用于存放从数据仓库中提取的原始数据和经过二次计算得
到的数据。一般分为原始提取数据、辅助计算数据和计算后得到的数据三个区
域。如图 3-4 所示。

提取数据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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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原始数据表

辅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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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数据区域用于存放从数据仓库中原始提取出来的数据；辅助数据区域
用于存放一些临时的参数，作为辅助列便于计算另一列数据；计算后数据区域
用于存放经过计算得到的指标数据。
Excel 中间转化数据表的创建是整个 Excel 自动化管理模板中最为关键的一
环。通过对数据源表建立动态的数据引用，引用数据源表的相关信息。在数据
转化表中主要用到了日期控件、MATCH 函数、TEXT 函数、OFFSET 函数和
INDEX 函数。下面我们分四步详细讲解数据转化表的建立过程。

Step 1：设置日期控制单元
借助日期控制单元我们可以选择查看目标日期的数据，通过引用控制，可
以自动调整相应数据列变化。
首先我们打开 Excel 表格，在“开发工具”的插入选项卡下的表单控件中
选择第二个选项组合框，如图 3-5 所示。在表格的空白区域拖拉鼠标即可生成
控件。

图 3-5

选择日期控制单元控件

右击该日期控件选择“设置控件格式”，如图 3-6 所示，单击数据源区域，
进入“数据源表”中选择对应的日期，如图 3-7 所示，按回车确认。然后选择
“单元格链接”，即当我们选择控件日期后存放相应数值的位置。这里我们放在
数据转化表日期控件的旁边，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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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图 3-7

设置日期控件格式图

选择“数据源表”中的日期

至此，当我们在数据转化表的日期控件中选择对应的日期时，旁边单元格
即可显示该日期对应其在数据源表中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将通过 Excel 函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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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数据与日期控件之间的关系，使得改变选择日期时，对应的数据列做出相
应变化。

Step 2：从原始数据表动态引用数据
这里我们通过 Excel 函数从原始数据表中截
取出报告所需的部分数据，而截取的时间点，由
上步骤的日期控制单元所控制。时间长度可根据

图 3-8

日期控件的使用

业务需要进行调整。这里我们详细讲解数据动态
引用所涉及的函数。
OFFSET 函数以指定的引用为参照系，通过给定偏移量得到新的引用。返
回的引用可以为一个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该函数格式如下：
OFFSET ( reference, rows, cols, height, width)
OFFSET 函数是偏移单元引用的函数，这个偏移不是原始单元格内容的偏
移，只是引用单元格的地址发生了变化。该函数中的各参数释义如下：
reference ：是偏移的基点，作为偏移量的引用区域，必须为对单元格或

相连单元格区域的引用。
rows ：是相偏移的行数（其中正数表示向下偏移，负数表示向上偏移，0

表示不偏移）。
cols：是偏移的列（其中正数表示向右偏移，负数表示向左偏移）。

height：是所要返回的引用区域的行数。

width：是所要返回的引用区域的列数。

当第 4 个和第 5 个参数是正数的时候，单元格引用区域是以那个位移单元
格为左上角。如果不想改变引用区域的大小，则这两个参数可以省略。在单元
格录入公式后需要同时按下 Shift+Ctrl+Enter 键完成输入，输入后编辑栏显示公
式用大括号括起来，此时表示公式起效了，如图 3-9 所示。
当记录日报流水数据时，数据是从行上不断向下增加的，所以应固定单元
格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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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偏移一列
引用数据源表 7 行 1 列数据

起始单元格位置

从起始位置向下
偏移 9-6 = 3 行

引用 OFFSET 函数的区域

被引用数据区域

数据转换表

数据源表

图 3-9

OFFSET 函数使用方式

INDEX 返回指定位置的内容，该函数格式如下：
INDEX (array, row-num, column-num)
array：表示要查找数据的区域，其返回值为单元格区域或数组。

row-num：要查找数据所在的行号。

column-num：要查找数据所在的列号。

在该数据管理模板中的使用方式如图 3-10 所示。

要查找的数据区域为
E13 到 G13 之 间 的 单
元格，这里的 $ 符号表
示对位置的绝对引用
数 据 所 在 的 行 数， 这
里我们只查找了一行
数据，所以填值 1

数 据 所 在 列 数， 这 里
使 用 MATCH 函 数 查
找目标列
输 入 INDEX 函 数， 需
要引用内容的单元格

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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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函数可在单元格区域中搜索指定项，然后返回该项在单元格区域
中的相对位置。该函数格式如下：
MATCH (lookup-value, lookup-array, match-type)
lookup-value：表示要查找的值。

lookup-array：表示要搜索的单元格区域。

match-type ：指定如何在 lookup_array 中查找 lookup_value。其中 1 表示

查找小于或等于 lookup_value 的最大值，lookup_array 参数中的值必须
按升序排列；0 表示查找等于 lookup_value 的第一个值；-1 表示查找大
于或等于 lookup_value 的最小值。
在该数据管理模板中的使用方式如图 3-11 所示。
0 代表精确查找
查找范围为 E6 到 G6 单元
格区域，查找到内容后返
回其所在的列

在区域中要查找的内容，这
里为对 A28 单元格的引用

承接上步的 INDEX 函数，在
B28 单 元 格 的 INDEX 函 数 中
输入 MATCH 函数，查找指定
内容所在的列

图 3-11

MATCH 函数使用方式

Step 3：报告的通报文字
报告中的通报文字一般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标题，另一个是数据表的结论。
通报文字部分可分为固定不变的文本和随日期变化的数字部分。我们将其放在
相邻的单元格，固定不变的文本保持不变，而随日期变化的数据则使用 TEXT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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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对其进行转化，最后使用“ & ”连接符将文字描述和数字进行组合，效果
如图 3-12 所示。
TEXT 函数可将数据指标转化成固定的格式。该函数格式如下：
TEXT（指标，“数字格式”）
指标：是单元格内存放的原始数据。

数字格式：将原始数据转化成我们期望的固定数据样式。


通报文字的正文提前录入，
数据部分通过直接引用，或
使用 TEXT 函数转换格式后
引用

使用“ & ”连接符将通
报文字部分单元格连接
组合起来

图 3-12

组合通报文字及对应数据

Step 4：制作关键图表
先在数据转化表中做出单元格数据相关图表，由于单元格数据受函数控制
动态引用，当改变日期控件时，单元格中数据将会随时间改变，同时图表也会
同步更改。最后在报告正文引用数据转化表中的图表，同样可实现当改变日期
控件时间时对图表做出调整，如图 3-13 所示。

3.1.4

报告正文展示

如 果 说“原 始 数 据” 表 是 存 放 的 原 始 信 息，“数 据 转 换 表” 存 放 的 是 经
过处理、加工过的数据模板草稿，那么“报告正文”就是这份数据管理模板
的“门面”了。它向阅读者展现了整份数据日报的核心、关键内容（如图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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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转化表中引
用单元格数据作图

图表的引用

报告正文从数据转
换表动态引用内容

图 3-13

数据转化区关键图表制作

产品运营部数据简报

报告标题
结论性文字

近七日运营关键指
标数据及指标对应
业务口径解释

关键指标数
据七日变化
趋势图表

图 3-14

报告正文展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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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除了需要保持信息的准确、精简，还需要保持页面的干净整洁。
对于自动化报告，我们在选择不同的日期时要保证报告的正文展示区域能够自
动随之改变。为了让阅读界面更加简洁，我们可以对没必要展示的信息如工作
表、单元格标题、网格线等进行隐藏。
Excel 数据日报的阅读对象包括管理层和运营团队成员，数据质量的好坏对
团队的运营方向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虽然我们建立好了数据管理模板，可以自
动将企业经营相关数据生成图表和结论性文字，但是对于日报中出现的异常数
据，我们还是需要去进行问题定位，判断其原因是来自业务经营方向的变动导
致 UV 下降、活动运营推广导致的流量拉升还是数据仓库的表版本迭代引起的
口径变化等。对异常数据查找原因并单独说明也是日报的重要部分。

3.1.5

自动化报表脚本

在日常运营工作中，数据提取人员面对众多业务方的数据需求，往往应接不
暇。他们需要一套自动化的程序去帮助他们完成一些周期性和重复性较强的工作。
为了减少重复性工作，数据提取人员可以使用 Python 自动化脚本跑定时任
务，将写好的 HQL 语句放入 Python 脚本中，并在服务器上设置 crontab 定时调
度任务，保证每天定时自动从数据仓库提取数据完毕后，将结果集写到 Excel
中并发送邮件到数据需求方的邮箱。Python 脚本代码执行如下（auto_email.py）：
#coding: utf-8
search_data = """ 创建临时表查询昨日运营数据 """
report_data = ''' select * from 上一步创建的临时表 '''
import psycopg2
import smtplib
import os
import openpyxl
import datetime
from impala.dbapi import connect
from email.mime.multipart import MIMEMultipart
from email.mime.text import MIMEText
from email.mime.image import MIMEImage
import pyhs2
# HIVE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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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 = openpyxl.load_workbook('/home/path/username/daily_report_v1.xlsx')
# 打开服务器存储路径下的 excel 文件
# 连接 HIVE 环境
impala_conn = pyhs2.connect(host='10.xx.xx.xx', port=xxx,authMec
hanism="PLAIN", user='username', password='password', database='dwd')
seo_h5_1 = impala_conn.cursor()
h5_result = impala_conn.cursor()
seo_h5_1.execute('''SET mapreduce.job.queuename=root.yydata''')
seo_h5_1.execute(search_data)
# 执行 HQL 语句
# 取出来数据
h5_result.execute(report_data)
h5_result = h5_result.fetchall()

# 取出来数据

# 放到 sheet 里面去
sheet = wb.get_sheet_by_name('daily_report')

#daily_report 表

# 清除历史数据
for i in range(2,sheet.max_row + 1 ):
for j in range(1,sheet.max_column + 1 ):
sheet.cell(row=i,column=j).value = ''
# 填充结果数据
for i in range(2,len(h5_result) + 2 ):
for j in range(1,len(h5_result[i-2]) + 1 ):
sheet.cell(row=i,column=j).value = h5_result[i-2][j-1]
# 关闭 HIVE 链接
impala_conn.close()
wb.save('/home/path/usernamet/daily_report_v1.xlsx') # 保存 excel 文件
receiver = 'receiver_email@xxx.com'
# 收件人邮箱地址
date_str =
datetime.datetime.strftime(datetime.date.today()-datetime.timedelta(days=1),'%m%d')
mail_txt = """
Dear All,
附件是运营日报，请查收。
"""
msgRoot = MIMEMultipart('mixed')
msgRoot['Subject'] = unicode(u' 日报 -%s' % date_str)
msgRoot['From'] = 'sender_email@xxx.com'

# 添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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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Root['To'] = receiver
msgRoot["Accept-Language"]="zh-CN"
msgRoot["Accept-Charset"]="ISO-8859-1,utf-8"
msg = MIMEText(mail_txt,'plain','utf-8')
msgRoot.attach(msg)
att = MIMEText(open('/home/path/usernamet/daily_report_v1.xlsx', 'rb').
read(), 'base64', 'utf-8')
at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octet-stream'
att["Content-Disposition"] = 'attachment; filename=" 日报 2017%s.xlsx"' % date_str
msgRoot.attach(att)
smtp = smtplib.SMTP()
smtp.connect('mail.address.com')
smtp.login('sender_email@xxx.com', 'sender_password')
for k in receiver.split(','):
smtp.sendmail('receiver_email@xxx.com', k, msgRoot.as_string())
smtp.quit()

在完成上述 Python 脚本后，将该 py 文件放入连接到数据仓库的服务器上，
在 Linux 下设置 crontab 调度语句，如“1016 * * * python /home/path/username/auto_
email.py”表示每天 16 点 10 分执行 /home/ path/username / 路径下的 auto_email.py
文件。执行代码后，程序将自动执行 SQL 语句连接到数据库提取数据，提数完毕
后将数据写入 Excel 文件中，并自动发送邮件到数据需求方邮箱。
这样通过定时调度的脚本即可解决业务方每天对日报数据的需求，将数据
提取人员从繁重的机械性劳动中解放出来。

3.2

搭建数据分析报告模板—PPT
数据分析报告一方面用于展示业务运营情况，数据分析师在日常工作中结

合对业务的理解，梳理关键的指标，将业务的基本情况等有价值的信息用数据
的形式展示给管理层，让管理层对企业的业务情况有基本、清晰的了解；另一
方面为管理层决策提供依据，通过对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论证得出合理的结论
和建议，为决策者提供精细化的数据支持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能够让决策
者了解目前发展特点，便于制定接下来的发展策略。通过数据证据做出的决定，
相比基于本能、假设，或认知偏见而做出的决策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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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开篇我们提到，数据部门提供的报告形式（PPT）的分析支持包括周
报 / 月报和专题分析报告。其中周报 / 月报是固定分析口径的报告，是一种常规
类型的数据报告，分析师在首次设定监测指标并做好相应图表，往后定期刷新
数据即可。而专题分析报告是面向各业务线具体问题的分析，也最能考验一个
分析师的业务分析能力，其中常见的专题分析类型如图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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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3.2.1

专题分析类型

业务指标梳理（搭建运营监控指标体系）

数据分析师在接到一个分析需求时常常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进行分析，分析
报告的主线不明确，各个逻辑关系不是很清晰，甚至抓不住问题的关键点。理
清分析思路是数据分析里面最重要的过程，而对业务指标的梳理可有效帮助分
析师快速理清思路。
借助企业内部“数据字典”可对网站 /App/H5 已有的业务指标进行梳理，熟
悉每个基础指标背后代表的实际业务意义及数据统计口径，避免被指标通用名称
所误导而统计出偏离实际业务的数据，最后梳理出一套企业产品运营的监测报表。
不同的互联网产品有不同的业务侧重点，从整体上来看，主要分为总运营指标
（KPI）
、渠道类指标、流量类指标、营收类指标、用户类指标 5 类，如图 3-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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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指标都是对实际业务的一个量化评价，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综合多种指标
才能对某一业务现状或问题进行准确分析判断。下面我们对这 5 类指标进行介绍。

1. 总运营指标（KPI）
总运营指标主要面向管理层，通过总指标从宏观上评估产品运营的效果。总
运营指标整体包括流量类指标、营收指标、活跃类指标。常用的统计口径如下：
独立访客数（UV）：指访问网站的不重复用户数，一般通过用户浏览器

的 cookie 来标记某一用户。UV 是衡量用户人数的重要指标，反映了来
到网站的用户数量。
页面浏览量（PV）：用户每次对网站、App 或 H5 的访问均记为一次，PV

的本质是衡量页面被浏览的“绝对数量”。
成交总额（GMV）：只要用户下单，生成订单号便记在 GMV 里（无论最

终是否成交），其中包括了销售金额、取消订单金额、拒收订单金额、退
货订单金额、刷单金额等情况。
月留存率：当月访问过的用户群体中，在往后 30 天内至少访问过一次的

用户占比率。
营业收入：不包含取消订单、拒收订单、退货订单、刷单等情况的实际

成交金额。
将 KPI 进行拆解也是常见的分析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将 KPI 指标（如营收）
拆解到各个业务线去，再由各业务线进行二次拆分。为了促进流量运营、用户
运营、内容运营等各运营团队之间的协作，可以将营业收入 KPI 以乘积的方式
分解成各运营团队的 KPI（如图 3-17），各团队不仅需要完成各自 KPI 还需要相
互合作才能完成共同 KPI，有效减少了团队间的内耗。

2 . 流量类指标
流量是产品获得用户的第一步，没有流量就没有转化与营收。对于流量的
分析在产品日常运营效果监控中有着非常重要意义。下面我们就流量的来源与
流向分析中需要关注哪些指标，展开叙述（图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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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流量分析

从流量来源角度来看，其来源包括直接访问、搜索引擎、商务合作以及自
媒体等方面：
直接访问：用户直接访问到产品页面，而非从其他渠道过来的，在流量

日志数据中的判断条件是没有来源页的链接（即没有 reffer_url）。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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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户使用 App 访问、Web 端收藏网址后从收藏夹单击链接访问、从
浏览器直接输入网站地址后访问、单击别人分享的链接访问、扫描线下
推广的二维码后访问等访问类型都属于直接访问。
搜索引擎访问：指用户通过百度、360、搜狗、谷歌等搜索引擎访问产品相

关页面，在搜索引擎访问中分为 SEO（自然搜索排名）和 SEM（付费搜索
排名）两种类型。对于 SEO 流量，可通过搜索来源页链接（即 reffer_url）来
判断流量来源，如从百度搜索来的流量来源链接中包括“%baidu.com/s?%”
，
从搜狗搜索来的流量来源链接中包括“ %.sogou.com/link?%”（上述示例中
的 % 为模糊匹配）。对于 SEM 流量，可通过链接的配置参数来区分，由于
SEM 为付费推广，广告投放人员需要对投放的链接配置参数进而跟踪效果，
如 Google 提供了 5 个参数（source、medium、campaign、term、content）用
于标记链接来源，针对 SEM 流量可从曝光量（从投放后台查看）
、UV、投
放地域、投放关键词、注册用户、订单量、营收等角度进行分析。
商务合作访问：本产品的页面或相关链接在其他合作网站或 App 中有露

出，用户可在访问其他网站或 App 时通过露出页面访问本产品。
自媒体渠道访问：从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自媒体渠道引流来的流量。

流量从站外引到站内后，流向产品的各个板块中。在对站内流量的监控与
分析中，除了关注 UV、注册量、访问时长等整体指标外，还需要关注产品内各
板块的“表现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对站内流量可以从流量规
模和流量质量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常见的评价流量规模的指标包括 PV、UV 以及某些重要 banner 位的 click
UV。这里页面 UV 和 banner 位的 click UV 是两种类型的流量，其来源场景不
同，在应用中需要加以区分。UV 是用户页面浏览跳转的场景，而 banner 位的
click 是用户单击行为场景，当用户浏览页面并伴随对某些 banner 的单击时，使
得两种流量记录之间关联起来。在分析评价时需要确定，是以页面为研究对象，
还是以用户单击行为为研究对象来区分这两种流量。
在日常流量运营监控中除了对流量规模进行分析，还需要对跳出率、访问
071

数据化运营：系统方法与实践案例

深度、访客获取成本等流量质量维度的指标进行评价。
跳出率：用户在某个范围内跳出的值与总访问次数的百分比。跳出率 =

跳出的访问 / 落地页访问。跳出是仅针对落地页发生的指标，用来评估
用户进入网站后的第一反应情况。过高的跳出率意味着站外流量质量低
或页面设计出现问题，导致用户不愿继续浏览网站。
访问深度：又称人均页面浏览量，用来评估用户看了多少个页面。访问

深度 = PV/UV。访问深度是用户访问质量的重要指标，深度越深意味着
用户对网站内容越感兴趣，通过访问深度可以横向比较产品各板块的用
户黏度（见表 3-1）。
表 3-1
App 产品版块

产品各板块访问深度
访客（PV）

访问深度

首页

浏览量（UV）
1 124 360

120 000

2.5

分类

32 1000

107 000

3

发现

400 000

100 000

4

社区

525 000

105 000

5

我的

110 000

110 000

1

新访问占比：指该访问为用户第一次访问，而之前并没有访问，它是用来衡

量新访问用户比例的。比例高意味着产品市场的扩大和新用户的不断引入。
访客获取成本：指在流量推广中，广告投放费用与广告活动带来用户数

量的比值。
由于 SEM 流量在引流方面需要付费，且“烧钱”速度很快，一般的中、大
型企业都会对自身网站 /H5 页面进行 SEM 推广，因此这里单独将 SEM 流量需
要关注的指标拿出来进行介绍。SEM 推广包括购买关键词、投放、报表追踪效
果、优化后持续投放这几个关键环节（如图 3-19 所示），其中报表追踪效果环节
对于投放策略的调整与优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主要针对该环节展开讲述。
ᦀͨҕᰅᣮ

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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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EM 流量效果的追踪可从站内、站外两方面来看（表 3-2）。站内方
面指本企业的日志数据、业务数据等记录用户在本平台上的数据，由于投放链
接带有跟踪参数所以可以追踪到单击链接用户的访问时间、省份、城市，以及
后续访问、下单的情况，也可以追踪到是哪个关键词带来的访问。站外方面指
投放管理后台对应的数据，投放后台可以帮我们追踪到投放关键词的曝光量、
单击量、所付费用，但是不能帮我们追踪哪些关键词带来了订单及对应的金额
（该部分数据在企业内服务器上）。通过解析来源页链接（链接中带有跟踪参数和
投放关键词）与投放关键词进行匹配，从而将站内数据和站外数据打通，便于
分析投放关键词带来的转化成交情况。
表 3-2
数据来源

指标
设备 id
用户 id
访问时间

本企业的日
志数据、业
务数据

指标解释
标识用户设备，当用户在非登录状态下访问 SEM 链接时
也可用于标识该用户
用户唯一 id，可用于追踪用户在访问 SEM 链接后的下单
情况
用户访问 SEM 链接时间，当用户访问过多条链接时，可
以最后一次访问链接作为分析的对象

访问日期

用户访问 SEM 链接日期

来源页链接

用户在搜索引擎捜索词语对应的链接

落地页链接

来源页链接跳转后落到投放关键词对应的链接，该链接的
配置参数包括投放的关键词

客户端

用户访问设备，如 Windows、Android、iOS 等

省份

用户访问时 ip 所在省份

城市

用户访问时 ip 所在城市

订单类型

带来投放转化的用户所下的订单名称

订单金额

带来投放转化的用户所下订单金额

对应投放关键词
SEM 投放管
理后台

SEM 报表监控指标

对应关键词曝光量

带来转化用户访问的最后一条 SEM 链接对应投放的计划、
投放组、关键词
投放对应的展现数量，该条投放内容被加载出来，但用户
不一定注意到

对应关键词单击量

单击该条投放链接的数量

对应关键词总费用

投放该条 SEM 链接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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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面的文字描述，这里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对于某 SEM 链接：
（https://
www.xxx.com/?hmsr=baidu&hmpl=ty- 推 广 计 划 -m&hmcu= 推 广 组 &hmkw= 关 键
词 &source=001），该条链接是 ××× 网站在百度投放平台投放的一条链接，该
投放链接中带有投放渠道的跟踪参数“ source=001”，以及投放对应的计划、推
广组、关键词。如果某用户访问过该链接后进行了下单付费，可以通过这个带
来订单链接对应的投放参数与投放后台的投放关键词匹配，找到投放关键词的曝
光、单击以及投放该关键词的付费情况，进而细化分析每个投放关键词的 ROI。
对于低 ROI 的关键词减少投放，对于高 ROI 的关键词增加投放。

3. 营收类指标
营收类指标一般从订单和转化率两个维度去监控。其中订单指标用于衡量
销量和收入，包括一定周期内的总订单量、下单用户人数、订单应付金额、订
单实付金额、退款订单量等指标。转换率指标用于衡量页面的单击转化效率，
如订单转换率 = 有效订单量 / 该页面访问 UV。
在企业日常运营报表中，一方面可以从各业务线营收的角度来关注不同业
务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从各渠道营收的角度来关注不同渠道的质量，优
化渠道投放策略。

4. 渠道类指标
渠道存在海量的用户资源，是产品向用户转移过程的具体通道。举一个
运营中常见的场景，如图 3-20 所示，某日订单数量环比突然减少，如何定位
原因？
当产品业务线较多时，首先需要下钻找到哪条业务线上的产品订单下降，
在找到下降明显的业务线后，进一步分析该业务线上产品的订单渠道，例如用
户 可 在 App 端、H5 微 信 端、H5 商 务 合 作 页 面、H5 支 付 宝 合 作 页 面、H5 的
SEO/SEM 渠道、Web 官网、Web 商务合作页面、Web 的 SEO/SEM 渠道等来源
渠道进行下单，通过对这些细分渠道进行环比订单量统计可以找到是哪个渠道
的订单量降幅明细。在定位到问题渠道后，进一步找到负责该渠道运营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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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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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产品订单下降原因定位

俗话说“无法衡量，就无法改进”
，通过搭建渠道数据监控指标体系，对核心
指标进行监控，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每日运营的渠道异常变化，另一方面可以对不
同的渠道进行质量评级，使得渠道投放和策略更有针对性。表 3-3 为某产品的渠道
监控运营日报，该监控日报从用户活跃、用户质量、渠道营收三个维度对产品每日
运营状态进行了全方位追踪，下面我们将对这三个维度的指标展开详细讲述。
表 3-3
渠道

指标

某产品渠道监控每日运营数据指标（示意数据）

UV

日均
UV

UV 日
环比

用户注
册量

日均注
册量

注册
环比

订单量

日均订
单量

H5

微信公众号

250 000 250 000

1.30%

25 000

25 000

0.10%

250 000

2 000

H5

支付宝服务窗 270 000 270 000

4.20%

26 000

26 000

-4.50%

270 000

2 500

PC

搜狗

265 000 265 000

-1.70%

27 000

27 000

16.80%

265 000

2 600

PC

百度

265 000 265 000

-2.10%

28 000

28 000

2.80%

265 000

2 700

…
渠道

…

…

…

…

…

…

…

…

…

指标

订单
环比

付费订
单金额

日均
金额

金额
环比

人均订
单量

人均付
费金额

次日留
存率

7 日留
存率

H5

微信公众号

4.00%

250 000

250 000

13.40%

1.5

30

250 000

45.2.%

H5

支付宝服务窗 17.60%

270 000

270 000

8.70%

1.6

40

270 000

37.1%

PC

搜狗

-5.80%

265 000

265 000 -10.80%

1.7

50

265 000

35.6%

PC

百度

2.50%

265 000

265 000

-3.00%

1.8

60

265 000

42.5%

…

…

…

…

…

…

…

…

…

…

用户活跃用于衡量渠道的获取用户能力和用户活跃水平，一般来说，由

几个主要的渠道为该产品带来大量用户，其他渠道为该产品带来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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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对较少，呈长尾分布，所以在日报数据监控这块需要重点关注前几
个主要的渠道。需要主要关注 UV、日均 UV、日用户注册量、日均注册
量等指标。其中日均的统计口径用于评价该渠道的整体水平，一般计算
该指标的近 30 日均值。
对渠道用户质量的评价一般通过留存率来看，主要指标包括次日留存率、

7 日留存率、月留存率等。这几个指标的计算口径如下：
{ 次日留存率 =（当天新增的用户中，第 2 天还登录的用户数）/ 第一天
新增用户总数；
{ 七日留存率 =（第一天新增的用户中，在往后的第 7 天还有登录的用户
数）/ 第一天新增总用户数；
{ 月留存率 =（第一天新增的用户中，在往后 30 天还有登录的用户数）/
第一天新增总用户数。
从我们关心的渠道用户留存来看，一定是那些在平台上有过消费行
为的用户才能算作留存用户，而这些留下来的用户的行为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需要了解留下来的这批用户做了什么，在哪些方面可以拉升留存率。
在这方面可以使用运营手段，譬如活动运营和精准营销推送信息就是可
针对性提高留存的方式。
渠道收入用于评价从该渠道的盈利能力。主要从引入订单量、营收、下

单的用户量、ARPU、用户复购率等角度衡量。其中复购率指一定周期内
购买 2 次或 2 次以上的用户比例。复购根据时间区间不同可分为周、月、
季、年复购率。渠道用户的复购率越高，该渠道带来用户的黏性越强。

5. 用户类指标
定义一套对用户的监控指标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用户类型，另
一方面是用户的留存与流失，第三方面是建立用户画像。其中用户类型和用户
的留存与流失类指标常见于运营监控日报、周报、月报等常规数据分析口径中，
而用户画像则是一套对用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全流程记录的一套体系。关于用
户画像体系如何搭建，我们在第 10 章中会有详细讲述，这里通过一个例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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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某个应用场景：通过对渠道监控日报的分析，运营人员发现某个渠道的用
户整体质量较高，现在考虑将该渠道的非活跃用户（只有一次消费行为）转化为
活跃用户（复购用户），这时需要借助用户画像，分析该渠道的活跃用户在平台
的行为特征、消费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对非活跃用户做定向精准营销。
下面介绍用户类监控指标的三方面指标：
用户类型：对于用户类型的划分重点在于按照合理的结构将用户细分成

几类人群，并且每类人群都能体现该人群在业务上的特征。一般可将用
户划分为新注册用户、活跃用户、流失用户、回访用户、付费用户等几
类。用户分类的介绍在 2.3.1 节中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用户的留存与流失：用于衡量产品对新用户的挽留能力，老用户是产品

发展的基础，新用户是产品发展的动力。用户留存类指标包括次日留存
率、7 日留存率、30 日留存率等。
用户画像：画像的重点在于结合产品业务特征，建立一套覆盖用户使用

产品各关键版块的监控数据体系。在对某类用户进行行为分析时，可从
多个纬度展开。如图 3-21 所示，通过建立针对某业务板块的用户行为标
签表，全量捕获用户与业务相关的行为带来的标签，这样在需要分析某
类用户群特征时，即可借助用户画像从多维度展开分析。关于如何搭建
产品的用户画像体系在第 10 章中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图 3-21

某业务线用户行为标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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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分析思路与框架

理清分析思路是撰写数据分析报告的前提，否则写出的报告会缺乏逻辑，
只是业务统计数据的堆砌，无法对运营决策起到帮助作用。
相比于常规数据分析（如日报、周报等）宏观把握数据的趋势和异动，专题
分析报告需要在微观层面对异动的数据指标进行细分、定位问题的原因并解决
问题。例如针对某日商城营收下降的情况，需要定位问题原因，通过对比分析
（与历史数据对比）、细分分析（对订单渠道、订单类型、订单来源等维度下钻分
析）等分析方法可以完成对异常数据的分析和紧急需求的处理。
分析报告的框架结构包括总述、分述和总结三个部分，如图 3-22 所示。其中
总述介绍了分析背景（为何要做此次数据分析）
、分析目的（分析可以达到什么目
的、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和数据来源（说明本次数据分析用到了哪些数据源）；接
下来的分述是对业务从多维度层层展开论述，用数据和图表去论证观点；最后需要
对报告做总结，核心观点的总结能够解决业务上的问题，并能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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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数据分析报告框架

通过理清分析思路，将复杂的问题结构化（可结合 3.2.1 节中的业务指标体
系结构化展开分析），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构成要素，并分别进行考察的认识
活动，以找出问题的主线并解决问题。对业务、需求、问题进行分析，我们需
要对问题进行细分进而找到原因。如果没有清晰的分析思路，就只能通过统计
数据展示当前的变化情况，说不出关键点，更不能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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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展现

图表的作用是向受众传递分析师心中想要表达的信息，这个信息可能是一
个统计、一个结论、一种趋势或者某个异常情况。由于文字不便于直观解读，
所以一般报告中不会出现大篇幅文字，使用图表和关键描述文字是很好的表述
方式。好的图表自己会说话，Excel 提供了常用的图表工具，包括柱形图、条
形图、饼图、折线图、散点图等。取到数据后，在结合业务实际的同时应当使
用什么样的图表进行展现？根据图表可传递的信息，我们将其划分成比较分析、
成分分析、趋势分析、分布分析、转化率分析等五类，如图 3-23 所示。
用途
图表类型

对比分析

成本分析

趋势分析

分布分析

转化率分析

矩阵图

漏斗图

柱形图

折线图

饼图

散点图
气泡图
树状图

其他
雷达图

组合图

图 3-23

图表类型及应用范围

1. 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中常用到的图形包括柱形图和雷达图。当二维数据集只需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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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维度的时候，选用柱形图。通常柱形图的 X 轴表示时间或类别，Y 轴是维
度数据指标的大小。当存在多维数据（四维以上），且每个维度指标可量化排序
时，选用雷达图。通过雷达图可以比较多个对象在各种指标上的强弱。

2. 成分分析
成分分析用于比较各部分占整体的比例，常用饼图或树状图表示；当多组
数据之间比较，同时需要查看成分构成情况时，可以使用堆积柱形图展示；在
三维数据集中，用两个维度数据确定成分在坐标轴中的位置，用气泡的大小确
定成分的重要程度时，可选用气泡图；当既需要查看成分构成，同时要了解变
化趋势时，可选用组合图展示。

3. 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用于展现指标数据大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折线图适合二维的大
数据集，尤其是趋势比单个数据点更重要的分析场景。

4. 分布分析
用两组数据构成多个坐标点，考察坐标点的分布，判断两变量之间是否存
在某种关联关系时选用散点图。矩阵图是从多维问题事件中，找出成对存在因
素，排成矩阵图。根据矩阵中点位的分布来分析问题，定位问题的形态。

5. 转化率分析
在业务流程规范、周期长、环节多的流程分析中为探究用户在各环节中的
转化留存情况，选用漏斗图进行分析。通过漏斗各环节业务数据的比较，能够
直观地发现和说明问题所在。漏斗图不仅能够帮助分析用户在业务流程中的转
化率和流失率，还能揭示各种业务在网站中受欢迎的程度。

3.2.4

数据与结论

结论是联系业务进行数据分析推论得到的结果，是业务决策的依据，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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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师分析价值的体现。一份数据分析报告里面如果看不到一条或多条有
价值的结论，这份数据分析报告的价值就很难体现出来。
撰写的结论一方面是对前面数据论证与支持的总结，另一方面必须是结合
业务实际而得出，如果脱离了业务，那么结论就只是统计数据的堆砌，并不能
解释数据背后的含义。
主要结论由各个分论点支持，而各个分论点都由各论证数据支持，这样通
过一层层关系，阅读报告的人也更加容易理解，增加了报告的可读性。数据分
析师的价值体现在是否能结合业务来进行业务解读并给出结论，而不仅仅是描
述统计数字。

3.2.5

报告布局与排版

一份合格的数据分析报告，在内容上应该是分析到位，语言简洁，建议措
施符合企业目标和实际情况；在结构上应当是章节清晰，篇幅适当，逻辑严谨。
数据分析报告通常包括标题、目录、前言、数据分析正文、结论与建议五部分。

1. 标题
报告标题要精简干练、概括性高，还要突出数据分析的主题。例如，针对
客户转化率事项，如果是月度或季度等日常分析，报告标题可以是“客户转化
率月度 / 季度分析报告”，如果是针对问题的专题分析报告，则报告标题可以是
“客户转换率过低的分析报告”
“ ×× 环节客户转化率下降原因分析”等。
如果报告比较正式，或是报告内容较长，标题和目录可以分别单独一页，
并在标题下面列出报告的编制部门和编制日期，如图 3-24 所示。

2. 目录
目录的作用是提纲挈领，帮助阅读者快速了解报告的整体结构，并能准确
定位到自己重点关注的部分，因此，对于一些内容层次较多的分析报告，应当
在标题后面设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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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PPT 数据分析报告封面

目录不应设置过细，最多不宜超过 3 级。过多的层级会让人眼花缭乱，无
法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如图 3-25 所示。

图 3-25

PPT 数据分析报告目录

3. 前言
前言是分析报告正文的起始部分，主要作用是对项目分析背景、项目目标
及数据来源进行简单介绍，主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实施此次项目优化 /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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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本次分析的数据来源是什么？

图 3-26 是针对公司中高端客户流失率过高问题进行分析这个项目报告的前
言部分。

图 3-26

PPT 数据分析报告前言

4. 数据分析正文
在分析正文的每页 PPT 内，主要包括标题栏、论述图、论述文字三部分内
容。标题栏是每页 PPT 所述内容的主线，每一页只阐述一个分析主题，并在标
题栏里讲清楚。至于对论述图和论述文字的编排，可采用简洁明了、行之有效
的 12 格排版法。即将一页空白 PPT 划分为 3 行 4 列大小相同的格子，用不同的
组合方式去填充这 12 格区域（如图 3-27 所示）。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定位到问题的原因，接下来先确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然后针对
该问题，项目团队要结合业务尽可能多地提出解决方案，再通过矩阵分析、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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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模式分析等分析方法进行验证，选择一个能够实现预期目标的最优方案。该
方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且措施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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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3.2.6

PPT 数据分析正文排版

PPT 随 Excel 模板自动更新

数据运营分析的日常工作中，每周要出周报，月底还要出月报，虽然报告
的格式都一样，但是每次都需要在 PPT 中手动更新数据，非常麻烦，有什么方
法可以使我们每次在 Excel 中更新好数据，PPT 中就自动生成相应图表呢？其
实办法非常简单，跟着本文的操作步骤，只需三步即可掌握 PPT 关联 Excel 的
方法。

Step 1：复制 Excel 中的相应图表
在 Excel 选中对应做好的图表（不是数据源），右键选择复制。

Step 2：在 PPT 文件中粘贴图表
打开 PPT 文件，依次按图 3-28 的步骤进行操作。
此时 PPT 文件中的图表与 Excel 中的对应图表已建立起连接关系，在 Excel
中更新对应图表时，PPT 中的图表也会同步改变。

Step 3：更新 Excel 中数据
如图 3-29 所示，当我们在 Excel 中选择日期控件改变选择日期时，PPT 文
件中对应的趋势变化图也会同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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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cel 中图表同步链接到 PPT 中

在 Excel 中选择日期控
件 更 改 时 间， 数 据 转
化表中数据做出改变，
对 应 链 接 到 PPT 中 的
图表也随之改变。

图 3-29

3.3

PPT 图表与 Excel 数据同步改变

本章小结
日报、周报、月报是数据运营人员的日常工作重点之一，在这类日常报表

的工作中理清分析思路并形成一套结构化的思维是关键。本章通过梳理企业业
务指标，搭建符合业务场景的数据监测分析体系与数据管理模板，可以完成对
日常数据的监控、分析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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