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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ingIO 增长学院 

增长黑客认证课程 Level I  
. GH101 .   

 
  

 

课程简介  

由国内领先的数据分析公司 GrowingIO 推出，国内第一家以数据驱动增长为核心的学院，首家将

全球更先进、更科学的“增长”理念和案例实践，系统性落地本土，从全新角度更严谨、高效地

驱动业务增长。 

 

由世界前十位数据科学家之一张溪梦领衔，增长黑客之父 Sean Ellis、中国增长黑客第一人范冰

等国内外顶尖增长大牛担任导师。汇集国内顶尖、具有增长创新意识的产品、运营、市场、增长

负责人等，将知识、产品、服务三者融合，首推“四位一体”学习论， 系统介绍增长知识、培养

数据分析能力、训练增长思维，将其打造成国内首批首席增长官。 

 

帮助企业搭建增长团队，构建组织增长体系，打通数据与业务协同，发现新的增长途径，用数据

管理用户体验全旅程，解决流量、获客、留存、变现等难题，帮助企业实现不是 1-5%的微变，

而是 200-500%的突破性增长。 

  

GrowingIO 增长学院现已内部招收三届学员，汇集 LinkedIn、Facebook、Google、链家、滴

滴、陌陌、春秋航空等国内外明星公司最佳增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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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理念 

通过数据增长，驱动企业四个阶段变革， 突破从 1-5%到 200-500%的增长！ 

 

 

企业可以通过增长学院达到 4 方面的效果落地： 

  

• K (知识)：数据驱动增长的知识和理念； 

• C (能力)：基于数据的分析和决策的能力； 

• B (业务效果)：通过数据分析和迭代提升核

心业务 KPI 的表现； 

• O (组织变革)：用数据驱动的管理方法，升

级组织架构和协作流程，深度落地增长。 

  

结合 GrowingIO 的产品和服务，全方位赋能企业的

增长，让数据的价值真正落地。 

 

  

学院特色 

• 获取全球领先知识：获得与全球领先同步数据驱动增长知识和理念，由世界前十位数据科学家

之一张溪梦领衔，增长黑客之父 Sean Ellis、中国增长黑客第一人范冰等国内外顶尖增长大牛

亲授。 

 

• 提升数据增长能力：掌握数据分析方法、增长项目流程，将知识、产品和服务应用于实践，搭

建增长团队，晋升国内首批首席增长官。 

 

• 大幅提升业务指标：明晰企业核心指标，解决流量、获客、留存、变现等难题，发现新的增长

途径，帮企业实现 20-50%的突破性增长。   

 

• 驱动企业进化和创新：搭建企业增长团队，构建组织增长体系，打通数据与业务协同，提升运

营效率，驱动企业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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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设置 

通过课程与实践，学员将从认知、方法论、应用场景、实战案例进行全面学习和实战，从而掌握

如何帮助公司落地数据驱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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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证言 

参与学习的学员回到公司后，能够通过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潘佳鸣 

猎上网 数据中心总监 

“GrowingIO 的增长黑客学院提供了先进的、卓有成效的、基于丰富业界

经验的增长执行方法论和执行策略实践。通过学习，有效引入 OSM 需求

流程至猎上网，数据研发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 

 

 

白泽宇 

助理来也 市场合伙人 

“Growth Hacking 的理念和方法论正在被越来越多国内一线互联网创业

公司接受，通过 GrowingIO，我们勤奋地做着 A/B Testing，每次有效提

升从 30% 到 400% 不等，收益明显。” 

 

 

沈筝 

婚礼纪 VP 

“参加增长学院的学习，对于梳理自己的业务数据指标体系、选取更正确

有效的 KPI 考核，很有意义，同时有课堂案例讨论及结业课题的实践分

析，全面提升从理论学习到实战演练的能力。” 

 

 

孟凡业 

途家网 移动端高级产品经理 

“增长学院带来的不仅是新知识，它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更先进、更科学的

方法论，让我们从一个全新角度，去审视如何严谨、高效地驱动业务增

长，这种思维的拓展是最让人受益的。” 

 

 

王超 

链家 上海研发中心高级产品经理 

“GrowingIO 增长学院能比较系统地针对设定目标、制定策略和效果分析

进行讲解，和学员们一起做案例分析能学习到不少有趣的分析视角，值得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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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条件 

• 产品／运营／营销／分析／增长部门总监/VP/负责人，至少 3 年以上相关从业经验。 

• 报名需要简述参与培训的目的，公司和职位信息，主办方会审核报名资质，通过审核后尽

快付款以锁定名额。 

• 为了保证学员的多样性和互动效果，每个公司最多 5 人参加。如有多人参与培训需求，可

联系主办方，举办定制化专场培训。 

 

 

学习参与 

通过课前预热学习、两天精品训练营、课后的结业案例实践，实现从知识理解到增长实践的闭

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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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团队 

国内外顶级增长大佬、GrowingIO 创始团队和资深商务分析师共同授课，讲师均来自 

LinkedIn、eBay、埃森哲等国内外互联网及数据公司，具备强大的商业分析、数据产品、企

业管理等专业背景，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前 LinkedIn 美国商业分析部高级总监，美国 Data 

Science Central 评选其为“世界前十位前沿数据科学

家”，亲手建立了 LinkedIn 近 90 人商业数据分析和数

据科学团队，支撑所有与营收相关业务的高速增长。

Simon 在增长学院任院长，传授企业增长的思维框架与方

法，分享国内外的最佳增长实践。 张溪梦 Simon  

GrowingIO CEO&联合创始人 
 

 

 

 

 世界第一位提出「Growth Hacker」概念的增长大师，著

名增长黑客社区 GrowthHackers.com、硅谷知名公司 

Qualaroo 创始人，硅谷人脉王，创造了一年内将 

Dropbox 用户量增长 500% 的奇迹。曾在 Lookout、

Uproar 等多家硅谷公司负责用户增长，带领它们在短短

几年内成长为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互联网独角兽，并推

动其中两家公司成功 IPO。 

Sean Ellis  

增长黑客之父 
 

 

 

 

  

 

《增长黑客》作者，圣骑网络创始人，中国最早的 

Growth Hacking 实践与布道者。曾参与创建多家科技公

司，前盛大创新院 Wi-Fi 万能钥匙产品经理，科技专栏作

者。 

范冰  

《增长黑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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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LinkedIn 商业分析部高级经理。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获得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曾在 LinkedIn 带领团队负责

产品和营销等方向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工作；在 eBay 市场

营销数据分析团队负责 SEO/SEM 领域。在增长学院主讲数

据分析方法与数据团队搭建的相关课程。 
陈明 Justin 

GrowingIO 联合创始人&运营 VP 
 

  

 

 

 曾任职新加坡 Garena。负责 GrowingIO 分析咨询和增长学

院工作，搭建了内部的数据监控体系，向管理层、市场部、

产品部等提供分析咨询。曾在 Garena 负责电商、社交、游

戏等业务的分析优化。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MBA、新加坡

国立大学计算机学士。负责增长学院课程的整体设计与统

筹，主讲 KPI 体系搭建与数据监控。 刘林希  

GrowingIO 增长学院负责人 

 

  

 

 

 前阿里健康数据分析经理。专注于用户行为分析，通过用户

行为数据进行产品和用户体验的优化，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曾帮助极客学院支付率提升 7.5% ，环信自然流量注册转化

率提升 30% ，Camera360 最美证件照留存率提升 20% 。

在增长学院专注于产品与用户体验的分析和优化课程。 
陈梦云  

GrowingIO 商务分析负责人 

 

  

 

 

 曾任职埃森哲、普惠金融。美国马里兰大学商务决策分析硕

士，前埃森哲管理咨询顾问、普惠金融资深分析师。面向社

交、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标杆客户提供分析咨询，在分析策略

及迭代策略上有丰富的经验。在增长学院负责 to C 行业的相

关内容，包括增长方法论、行业最佳实践和客户案例。 

 
范芊芸  

GrowingIO 商务分析师 

 

  

 

 

 曾任职美国 Emas Pro、Kyocera。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硕士。专注于 SaaS 行业的数据分析，帮助多家企业成

功搭建客户成功团队，是 SaaS 行业数据驱动理念和实践方

法的布道者；帮助某 SaaS 标杆客户搭建基于用户行为的断

约预测模型，准确度高达 70% 以上。在增长学院专注于 to 

B 行业的方法论、最佳实践与客户案例。 

 

檀润洋 

GrowingIO 商务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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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标准 

学员需通过课程前后的相应考核方可获得 GrowingIO 增长学院官方认证 。考核标准如下： 

  

考核内容 占比 

1. 课前问卷 10% 

2. 课堂出勤与参与 25% 

3. 课堂测验与课内案例 25% 

4. 结业课题案例 40% 

通过标准 分数 

      合格 70% 

      优秀 85% 

 

 

证书授予 

通过结业考核的学员将获得由 GrowingIO 增长学院颁发结业证书，成为国内首批在增长领域获得

认证的增长顾问。认证学员将受邀请参加专属分享交流活动，并可继续进修增长学院的一系列进

阶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