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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管理 

课程介绍 

在本小包课中，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对产品规格进行管理。 

可能有朋友会说了，产品规格有啥好管理的，不就是把市场需求形成产品需求或者产品

规格的工作吗，我天天做，你讲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 

还真不是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个国外针对产品需求数量的统计： 

三分之一的产品项目超过 500 个需求，5%的产品项目超过 5000 个需求。 

这个统计说明什么呢？ 

至少说明一点，在产品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这些产品经理需要有阶段，有步骤的依次把

这些需求实现，而不大可能指望在产品的一个版本中就把全部的需求做完。 

换到本课的主题中，也就是说，产品规格的制定肯定也是这样来操作的，毕竟规格是跟

着需求走的，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产品经理在产品规格的工作上，应该是“管理”，而

不只是“制定”和“设计”。 

再直白点说，作为产品经理，如果认为产品规格的工作就是写写 PRD，那这是比较片面

的，PRD 只是规格管理工作中的一部分。 

那么，产品规格管理工作都包括哪些组成部分呢？大家看 PP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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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来看这张 PPT 呢，刚才已经说了，产品规格的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把横

轴作为时间轴，也就是我们的管理周期，那么，在这个周期中，我们如何有阶段，有步骤的

进行管理呢？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产品路线图，也就是 roadmap；2、产品需求文档，也就是我们

都熟知的 PRD；3、产品功能列表，也就是 List of Functions；4、产品事务列表，也就是

backlogs。 

为什么要划分为四个阶段呢？在本小包课中，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下。 

第一节课：概要了解产品路线图 

关于产品路线图，我们已经有专门的小包课进行了讲解，购买了 299 课程的朋友可以

听一下啊，因此，在第一节课中，我就不重复介绍了，只简单的做个说明。 

如何理解产品路线图呢？大家看 PP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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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更直白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可以这样来理解： 

实现产品在愿景层面的人、资源、任务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的统筹和计划，实现“人有事，

事有资源，资源有目标，目标有测量”的有序工作状态。 

那么，产品路线图的作用都有哪些呢？大家看 PPT2： 

 

简单解释一下这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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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产品每个阶段的发布点 

产品路线图需要对某个产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什么时间点产出什么成果进行定义，

通过在产品路线图中对发布点的定义，可以让产品有节奏，有步骤，有目标的有序发展，使

企业内各个业务部门形成一致的目标，从而使各自的目标有据可依。 

2）构建内部共识 

产品路线图尽管是由产品经理来构建，但是它在执行之前必须经过各个利益相关人（通

常包括管理层、业务执行团队、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参与讨论，最终形成最大范围的共识才

有可能促进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同时，一旦基于产品路线图的共识形成，那么，事实上也是

对利益相关人的一种目标约束，这样也有助于产品经理更好的基于产品路线图进行管理。 

3）确定优先级 

在产品路线图中，产品经理必须基于产品不同发展阶段中所要面对的市场现状和问题，

对产品在当前阶段的核心任务进行分类和排序，也就是优先级确定，优先级的确定，有利于

产品经理能够更合理的对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并提前对资源的使用做出统筹安排。 

4）便于企业内部沟通 

在产品路线图中，无论是路线图的执行，还是根据现实情况的适度修正和完善，都不能

脱离路线图的核心方向，因此，在产品路线图定义的时间范畴内的目标是我们进行沟通的前

提，如果脱离了既定目标，那么，只能通过调整，甚至是重新制定产品愿景和战略目标，甚

至是企业战略目标来完成。 

简而言之，一旦产品路线图确定，那么，产品经理和所有利益相关人的沟通都必须以此

为纲。 

以上四点就是产品经理为什么要构建产品路线图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产品路线图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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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业务和产品团队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比方说可以通过长期目标的设定而增强团队成员

的信心，可以通过在产品路线图的执行过程中逐步验证产品目标的合理性，可以更好的促进

客户参与到产品的发展过程中等等。 

具体到产品路线图和本课的主题，尤其是第一点作用，定义产品每个阶段的发布点，我

们通常会如何来定义产品发布点呢？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基于产品在某个阶段是否按质按量的完成了某些需求，比方

说 7 月 20 号要发布 1.0 版本的产品，那么，能否发布的标准是什么呢，要完成 40 个需求，

对吧。 

那么，这就很明显了，需求形成规格，规格来源于需求，40 个需求可能形成的是 60 个

产品规格，也就是说，1.0 版本的产品是否能够发布，从规格的角度看，其实取决于这 60 个

产品规格是否做到了才行。 

因此，我们对产品规格的管理，从根上看，就是首先得有产品路线图才行，因为产品路

线图是对我们产品的每个发布点的一种长期的规划。 

好，了解了产品路线图在产品规格管理中的作用，那么，我们如何来构建产品路线图呢？

或者说，一个合格的产品路线图都包括哪些要素呢，大家看 PP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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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一一做一个介绍。 

1）时间（Time） 

产品路线图，顾名思义，就是产品发展的一条路线，而路线本质上就是一个以时间为轴

的产品发展过程，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但是，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混淆一个地方，就是“时间（time）”和“date

（日期）”的区别，在产品路线图中，我们需要确定的是时间，而不是日期，也就是说，我们

在路线图中无须承诺确切的 deadline，而是要制定一个时间范畴，原因很简单，因为产品在

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产品路线图必须在保持战略方向不变

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才不至于让自己和整个团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陷入到不断追

逐 deadline 的漩涡之中，毕竟我们是产品经理，而不是项目经理。 

2）产品（Product） 

我一直强调，在产品管理中，一定要有符合产品管理思想的对产品的定义，按照现代产

品管理理论对产品的定义，产品就是： 



                                                  中国产品经理联盟 

http://www.chinapm.com.cn 

UCPM 会员内部分享，未经许可，不得外传使用！ 

~ 7 ~ 

客户和企业之间进行价值交换的媒介，企业通过产品为客户提供娱乐、信息、效用、效

率、技能、地位、自我表现等价值，而客户也为获得这些价值而向企业提供补偿。 

而在 RPM 对产品的定义中，产品就是“具有统一标识的介质、服务、品牌的企业资源的

集合，是作为市场价值交换的载体。”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客户付费给企业，看起来是在购买产品，但实际上购买的是企业形成产品的资源，

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是由企业资源构成的，产品只不过是扮演了一种基于企业资源所形成的市

场交换载体而已。 

明白了这个，我们就知道了，企业通过整合内外资源，提供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种有形

的物品，还会包括服务、想法、方法、或者信息，而这些供给物都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要。 

这些供给物具有一定的有形和无形的属性，这些属性包括收益、特征、功能、用途等，

而这些属性通常是以一种组合的形式提供给客户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构建产品路线图的时候，着眼点不是单一的、狭义上的产品，而是要

站在一种完整供给物的视角去看待，比方说，作为软件产品的产品经理，你在构建产品路线

图的时候，就不能只把视角放一个一个的版本上（尽管版本属于对象的一种），而是要放到

提供完整供给物的视角上，例如还需要包括产品特征的延续性，解决问题的能力，配套的服

务质量等等，只有这样，你才能最为全面和系统的思考产品的长期发展都需要哪些因素的影

响。 

3）目标/主题（Goals/Theme） 

产品路线图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往往面对的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环境，因此，在实践中，

我们通常没有办法或缺乏足够的手段来控制不确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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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向性的目标，这种目标是用来显示产品愿景实现所需的关键成就的，而不是聚焦在某

个版本、某个特征上的实现。 

例如，目标可以为获得足够多的客户，增强市场承诺，或者消除技术债务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目标是空洞的，这些目标依然是需要有与之相关的成功的度量标

准的，有时间（Time）限制的。 

4）行动（Initiatives） 

产品路线图是一种战略级别的表现和沟通工具，而战略行动代表着为实现既定目标需要

完成的高层次工作或重大工作主题。 

也就是说，在产品路线图中，产品经理所定义的行动并不是战术执行层面的，类似于项

目管理的，列表式的操作，而是明确要实现战略目标，达成产品愿景的关键性行为和活动。 

例如，基于获得足够多客户的目标，要采取的行动包括产品要采用渗透价格策略，要覆

盖到 20 个目标城市等。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关键性的行动必须能够有效支持战术活动的开展，也就

是说，后续确定的任何战术性的策略或事务必须能够和产品路线图中的关键行动有关联。 

5）事情（Task） 

目标确定，关键性行动明确，那么，所有行动的进程，事实上就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事

情的推动过程，而这些事情就构成了产品路线图中最小的关注单位，通常我们会基于产品所

需的企业资源状况进行思考。 

例如，要采取渗透的价格策略，那么，就需要考虑企业是否具有足够大的成本优势来实

现这个策略。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产品路线图中的事情并不仅仅是对当前企业资源的思考，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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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企业资源的思考，也就是说，即使当前企业资源存在不适配行动的情况，那么，你也

要思考在何时可以实现适配。 

6）状态（status）  

产品路线图是一种动态的产品发展规划呈现，在定义的时间范围内，相关的目标、行动、

事情都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表现，分别是：达到；进行中；未达到。 

我们把这三种情况称之为状态。 

因此，在产品路线图中，我们通常要基于目标，站在最小关注单位（事情）上设定状态

指示说明来及时呈现当前行动的状态，并根据状态来向高层和团队解释产品路线图的发展情

况。 

例如，在产品路线图中，计划在 2020 年 Q2 后期通过采用渗透价格策略的产品覆盖到

20 个城市，但事实上，在既定的时间内，只覆盖到了 15 个城市，那么，这个时候的状态就

是未达到。 

在明确了状态后，那么，你就需要基于现实情况来调整产品路线图，这可能就涉及到行

动和目标的调整。 

以上六点就是我们构建产品路线图的通用组件，也就是说，产品路线图中呈现的就是这

六种关键信息，最后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产品路线图都有哪些类型，大家看 PPT4-PP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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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1）面向对象的产品路线图；2）面向行动的产品路线图；

3）面向目标（主题）的产品路线图。 

好，关于产品路线图我们就介绍这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听听产品路线图管理这个小

包课。 

总之，在产品路线图和产品规格管理的关系上，大家只需要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产品路线图确定了产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品规格的趋势。 

第二节课：产品规格在路线图、PRD 中如何体现 

在第一节课中，我们简单介绍了产品规格管理中的源头工作，产品路线图，一旦这个工

作完成，那么，接下来的工作相对就要简单多了，主要涉及到 PRD、LoF 和 Backlog 这三项

工作。 

为了更好的让大家理解这四个工作之间的关系，在本课的介绍中，我就用一个案例来进

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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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现在是某电商平台的产品经理，负责 B2C 商城这个产品，你计划在商城中增加

一项特征，就是基于 AI 的语音搜索。 

那么，这四项工作都是如何在规格管理中体现的呢？ 

1）在产品路线图中的体现 

在产品路线图中怎么体现呢？如果只看呈现形式的话，其实很简单，大家看 PPT1： 

 

我这里是以“面向对象的产品路线图”为例的，这个路线图兼具了第一种和第二种路线图

的特征，首先，特征是顺序化的（左侧的特征列表不代表优先级），这是和第一种路线图类

似的，其次，特征的优先级体现在时间轴中，最后，特征的实现过程是存在并行的，这两点

又是和第二种路线图类似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向对象”的“对象”除了“特征”是对象外，还可以包括和

产品介质有关的因素，例如营销相关的因素，技术相关的因素等，在一些特定的行业，比方

说实施了敏捷模式的科技企业，对象还包括“epic”、“sprint”、“user story”。 

我们假设这个特征的实现要跨越 2020 年的 Q3 到 2021 年的 Q2，一共四个季度，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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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周期中，一共有两个关键点，分别是： 

1）2020 年 Q4，要实现“在 APP 上增加商品的语音搜索”； 

2）2021 年 Q2，要实现“在 PC 端强化商品语音智能推送”。 

定好了这两个点，那么，接下来，在智能语音搜索商品这个特征上，我们就算有了一个

明确的方向，产品团队的工作基准也就算定好了。 

当然，我说了，这只是产品规格在产品路线图中的呈现形式，在绘制路线图之前，我们

首先要完成的是产品路线文档，大家看 PPT2： 

 

关于产品路线文档的撰写，大家可以参考《手把手教你构建一套优秀的产品文档管理体

系》中《产品路线文档》的撰写，我这里同样也就不赘述了。 

好，产品规格在路线图中我们已经定义好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产品特征或功能

不是说我们定义好了，实现团队就能很快按照我们的要求做出来的，肯定是需要一个较为长

期的周期的，我们定的是从 2020 年的 Q3 到 2021 年的 Q2，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用四个季

度的时间完成我们这个 AI 语音搜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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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我们来说，在这四个季度的时间中，我们也不太可能是等完全做完了再发布，

而是通过版本的不断迭代逐步让这个特征达到我们的规格要求，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要完

成第二个工作了，就是产品规格在 PRD 中的体现。 

2）在 PRD 中的体现 

对于 IT 行业来说，PRD 应该是每个产品经理都非常熟悉的了，关于定义什么的我就不

多说了，说几个可能容易对 PRD 产生误解的地方。 

（1）PRD 和 MRD 的区别，大家看 PPT3： 

 

我这里另外加了一个技术规格说明文档一起来对比，为什么要加这个文档呢，就是因为

有些产品经理在写 PRD 的时候，经常写着写着就写成了技术规格说明书，我们一定要牢记

一点，无论是 MRD 还是 PRD，都是围绕“市场问题”转的，MRD 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PRD

明确怎么去解决问题，也就是产品解决方案，而技术规格说明书，则是产品解决方案的技术

化说明。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产品经理关注的是产品规格的说明，而技术团队关注的是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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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或者这样来理解，产品规格是技术规格的前提，技术规格是产品规格的实现。 

（2）PRD 是不是 IT 行业独有的？ 

绝对不是，只要你管理的是标品，那么，就一定会有 PRD 呈现，只不过可能在不同的

行业叫法不同，文档的着重点不同，篇幅的大小不同而已。 

比方说在产品介质上，IT 产品叫 UI，而洗发水可能就叫包装，IT 产品叫功能，而洗发

水就叫效果，IT 产品叫性能，洗发水就叫用量，IT 产品叫 UE，而洗发水就叫外观，等等。 

因此，无论各位是哪个行业的，千万不要被文档所束缚，大家只要记住，PRD 就是用来

描述如何解决市场问题的就行了。 

（3）呈现市场问题的形式是不是只有 PRD 一种？ 

肯定不是的，PRD 只是 IEEE 确定的一种标准形式，其实到现在，我们也知道有其它的

形式可以呈现市场问题，比方说“用户故事”、“工作故事”等等。 

关于这俩故事的表现形式，大家可以参考这两篇文章： 

产品经理们，今天我们讲“故事”（上）http://www.chinapm.com.cn/?p=5716 

产品经理们，今天我们讲“故事”（下）http://www.chinapm.com.cn/?p=5728 

具体使用哪种形式，大家可以根据公司的要求来定。 

好，关于 PRD 的一些说明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看一下，在 PRD 中如何来呈

现产品规格，大家看 PP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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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基于 IEEE 的标准撰写 PRD，大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手把手教 · 如何写一份更神的 · PRD http://www.chinapm.com.cn/?p=522 

或者 

下载 PMMANAGER 这个软件，在里面有详细的撰写说明和样例。 

具体到案例中，假设我们以“在 APP 上增加商品的语音搜索”这个特征的功能性说明为

例，那么，怎么来写呢，大家看 PP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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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大家看第三列的名称，我用括号注明了一个“约束条件”，这是

什么意思呢？ 

通常我们在写这列的内容的时候，会这样写： 

1、需要如何去做 

2、需要如何去做 

3、需要如何去做 

……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写法，是怎么写呢？就是： 

1、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2、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3、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 

这种写法就被称为是“约束条件”，做个比较，基于某个市场问题的解决方案，前者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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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告诉研发团队，你们应该做什么，后者则是告诉研发部门在做的时候，不要出现这样的情

况就可以了，前者需要我们想的必须非常清晰和全面，而后者则需要研发有足够的主动性去

思考，这样不至于限制死研发团队的思维，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发挥空间。 

至于哪种写法更好，倒没有明确的倾向，大家可以根据公司的要求和自己的习惯来选择。 

第三节课：产品规格在 LoF、Backlog 中如何体现 

到这里，产品规格在产品路线图，PRD 中如何体现，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

识，但是，我们也知道，只要和研发团队说，兄弟，这有个文档你得看一下，估计对方头都

大了，为什么在敏捷开发中，大量的用看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研发的兄弟们收购了

产品经理写的文档，尤其是 PRD，想想我前面说到的，有三分之一的产品需求的数量在 500

个以上，5%超过了 5000 个，想想如果把这些需求都记录在 PRD 中，这个文档得有多大啊。 

因此，我们必须得用研发习惯的形式来进一步把 PRD 中的需求呈现出来，这就得又涉

及到两个工具，一个是 LoF，产品功能列表，一个是 Backlog，产品事务列表。 

我们先来看 LoF，大家看 PP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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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发团队来说，他们习惯阅读以列表形式来呈现要做的功能，因此，我们需要把

PRD 中的功能再以列表的形式呈现给研发团队，这个列表就叫做 LoF，产品功能列表。 

那么，怎么来呈现呢，比方说，在 PRD 中，我们已经定义好了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在

APP 上增加商品的语音搜索”，PRD 中的编号是 01，这就是 LoF 中的第一列。 

而这个编号 PR01 的问题，还可以具体分解为两个功能，编号就是 FID01 和 FID02，这

就是 LoF 中的第二列。 

那么，FID01 和 FID02 又具体是指什么呢，比方说 FID01 指的是“语音输入和文本输入同

页出现”，FID02 指的是“点击语音输入，出现输入提示”，这就是 LoF 中的第三列。 

依次类推，这样，我们就把 PRD 中所有确定的，要解决的问题用列表的形式一一呈现

了出来。 

但是，研发团队一方面希望知道要做哪些功能，一方面更希望知道优先做哪些功能，因

此，我们还需要对列表中的功能进行优先级的说明，这就是 LoF 中的第四列，优先级。 

我们把这四列定出来后，这个 LoF 其实也就做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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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 做完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成 Backlog 了，怎么来做呢，很简单，大家看 PPT2： 

 

简单来说，就是在 LoF 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测量标准，为什么要加这个呢，我们这样来

想，既然是对产品规格的管理，那么，规格自然是需要有标准来定的，没有标准，何来的规

格，因此，我们只有对整个产品规格管理中最小的单位-产品功能-进行标准的设定，那么，

我们才能知道某个功能是否达到了规格要求，而只有所有定义好的功能达到了规格的要求，

我们才能确定某个产品的某个版本到达了发布的要求，而只有某个版本的发布达到了要求，

才能推动整个产品处于一个健康的发展过程中。 

好，关于产品规格的管理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简单点说，其实就是四个工具（路线图；

PRD；LoF；Backlog）如何按照产品的发展（长期：一年以上；中期：一年；短期：一个月；

当前：今天）对产品规格进行合理控制的过程，我们还是基于本课中的案例，来做个回顾，

大家看 PP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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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我们在做产品规格管理的时候，把握三点就可以了。 

1）产品规格的管理分为四个工作：路线图制定；PRD 撰写；LoF 制作；Backlog 设定。 

2）产品路线图是产品规格管理工作的源头，准则和方向，Backlog 是产品规格管理的

最小工作单位和基础实现要素。 

3）在产品规格的管理中，我们需要用唯一的编号对每个产品规格进行标注，并且编号

之间一定是互相关联且能够溯源的。 

最后呢，我们对这四个工作做一个总结，大家看 PP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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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节课的介绍，我们应该知道，对于产品经理而言，任何工作其实最终都会落到“管

理”上，即使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产品规格”，看起来似乎就是写个 PRD 文档，但事实上，如

果只是去写 PRD，那么，撑死了，你也只是一个产品功能设计人员，产品经理，产品经理，

做的是产品管理的工作，如果我们不从“管理”产品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工作，那么，即使你

在这个圈子中待的时间很长，但依然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经理相差甚远。 

本小包课内容并不多，也不太难，其实就是针对产品规格管理，把产品管理中相关的工

作给大家串了一下，让大家知道要做好规格管理，都涉及到哪些工作，其中很多的知识点其

实我都在一些文章中讲到了，在讲课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这里再做个汇总： 

和产品路线图有关的知识：《小包课---产品路线图管理》 

和文档有关的知识：《手把手教你构建一套优秀的产品文档管理体系》 

和 PRD 有关的知识： 

产品经理们，今天我们讲“故事”（上）http://www.chinapm.com.cn/?p=5716 

产品经理们，今天我们讲“故事”（下）http://www.chinapm.com.cn/?p=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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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手教 · 如何写一份更神的 · PRD http://www.chinapm.com.cn/?p=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