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策狗·消费品量化定位领航者
定位革命，智慧咨询，源自2012



交付形式
定位方案+支撑数据

咨询目标
成就行业领导者 

客户对象
消费品品牌企业、决策层

合作形式
项目合作-长期战略合作

我们是「大数据时代的定位智慧」
我们致力于「新品创新·定位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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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决策大数据

核心技术积累和竞争优势

p 专利：一种基于知识图谱的产品创新设计方法
p 专利：一种由用户评论驱动的产品竞争力量化评估方法
p 专利：一种基于包神经网络的词语分类方法
p 专利：基于BERT语义模型的产品观点及情感词智能抽取技术
p 专利：一种新型产品竞争力量化协同可视化方法
p 承担20+项国家级研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
点研发项目、重大国际 合作项目等
p 10+ 核心软件著作权：30+ 国际顶级期刊论文

顶尖产品量化定位技术，浙江大学人工智能
专家多年研发而成

 模型：利用经典定位理论，打造量化定位模型

p市场可行性评估（飞利浦科特勒）
p新市场替代预测模型（迈克尔波特）
p行业吸引力矩阵（通用评估矩阵）
p定位理论（STP通用定位理论）
p定位感知图（通用定位工具）

p手段-目的链理论

经典定位理论模型，量化实践，8年300余项深度落
地服务



营销量化管理与营销数据专家、国家高级
营销师、深圳营销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深圳市海纳营销学院副院长，《中国营销
传播网》、《全球品牌网》专栏作家。

20余年营销与运营管理经验。致力于营销
理论的最前沿，发展与传播对中国市场更
具解释力的营销理论。

曾服务TCL、创维、蒙牛、国美、美的、
周大福、中国联通、丰田、大众、苏泊尔、
华强集团、大族激光、中粮、怡宝、徐福
记、李锦记、顺丰等客户。

量化定位概念提出者，十年企业定位咨询决
策经验，中国企业数据化变革的推动者，大
数据在互联网领域的实战专家; 

欧盟数据库营销专业硕士，英国Cardiff战略
市场专业硕士，淘宝大学总裁班企业导师，
曾经于2012年创办了互联网首家数据战略咨
询服务公司

服务于三枪集团， 汤臣倍健股份，老板电器，
恒顺集团，黛富妮集团，皮尔卡丹，中诺电
子、德国马德保康等企业。

 

2019中国食品行业百大人物，国家认证高
级企业管理师、上海凯盛投资咨询专家顾
问、26年以上消费品行业经验。
 
在两岸市场营销、品牌战略、企业经营实
战管理上，缔造许多行业上脍炙人口的经
典案例及影响深远的领先营销概念。
 
曾服务
佳能、旺旺集团、APP金红叶纸业等世界
500强一流企业，担任要职及高管。

产品定位及创新实战专家，快消品产品量
化定位的倡导者

服务于多家知名快消品企业：汇源、银鹭、
贝因美、香飘飘、天喔、浙江医药、浙大
制药、江山制药；曾任百年品牌顾问合伙
人

操作九阳阳光豆坊，哇喔科技，智能超级
饮料机等项目

杜建刚
数据咨询专家-追灿联合创始人

刘丽萍
数据咨询专家-追灿联合创始人

沈博元
数据咨询专家-追灿联合创始人

蔡肖良
数据咨询专家-追灿联合创始人

行业专家-联合创始人

曾先后任职工业信息化部电子研究所项
目经理、研究经理、市场总监，MMC
（Mobile Mentor China）中国区总监、
环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华信
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中国影响力至
大的咨询公司前三位）、和君咨询、
GfK（中国）市场研究咨询（全球影响
力最大的市场研究公司前三位）资深顾
问、合伙人、研究总监。

精通如何用数据为企业战略、运营、生
产、营销、服务提供支撑。

熊友君
咨询专家-咨询事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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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咨询服务中心

江苏市场运营中心
专注市场拓展、营销，以及数

据服务

杭州研发部
专注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计算技术

的研发，以及平台研发。

北京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商业模型研发中心
专注量化定位模型的创新和研

发

西部咨询服务中心

发起杭州，深耕中国，放眼世界



 利用大数据，从更全局视角洞察消费需求及竞争机会，给出可全面论证，可追溯的科学产品概念创新、市场定位、产品定位。

目标客户覆盖全球，服务领域覆盖食品保健品、家用电器等日用消费品行业。 

新品创新·定位咨询



品类创新总体贡献度达29.6%

品类创新、新品发售是推动中国品牌规模扩大的最大动力

来源：阿里研究院



协助企业做好2大重要问题：产品定位+市场占位 

开发颠覆行业
的创新产品

大幅提升
新品成功率

大幅提升
产品溢价

避免早期
千万投资风险

 

在产品和服务形成前，占领【制高点】-做好产品的起点，做大服务的高点



决策狗专注产品定位，通过消费言论数据挖掘用户需求，并给出可全面论证，可深度溯源的量化定位
方案，帮助企业产品赢得客户，在竞争中获胜。 

挖掘用户痛点及需求，探索用户

心智里的潜藏空间，创造极具品

牌拉动力的创新品类。

品类创新
分析外部环境，竞争对手及消费

需求， 避开竞争对手在顾客心

智中的强势，确定产品的优势定

位。

产品定位
发现机会市场；避免盲目进入新

市场而导致大额成本浪费

新市场进入
评估品牌/产品，预测销售潜力，

通过重新定位，唤醒品牌/产品

的生命力。

重新定位

通过品类创新、差异化定位驱动产品升级及品牌重塑



四大创新驱动：新品类 + 新升级+ 新包装 + 新市场

16%
20% 20% 27%

31% 20% 25% 5% 新包装

25% 30%

40%
55%

28%
30%

15% 13% 新品类

新升级

食品        个护        美妆   家电•

新市场

• 产品创新，技术或功能的重大创新，开创某 
个新品类或系列，如Dyson卷发棒

• 现有产品系列的升级，如苹果发布iPhone XS

• 海外引进商品

• 新包装/新营销卖点，如联名、IP限定、限量款

天猫主要行业TOP100新品分布



精准定位，创新成功核心要素



01 定位阶段 02 研发设计阶段 03 上市阶段 04 市场规划阶段 05 二次迭代阶段

产品方向

产品定位
问题

过早退市

市场变化
反馈慢

库存积压

销量
预测不准

营销费用浪费

营销策略
失误

不符合用户需求

产品
设计问题

50%的新品失败源于定位问题

新品失败原因

百万研发浪费

错过投资时机

产品市场投入高，入不敷出

低效团队工作

1

2

3

产品发展受阻

30%是产品销量预测不准，库存积压或营

销费用无法继续支撑

20%是因为产品遭遇竞争冲击，过早退市

1

2

3

50%是定位及设计问题

新品失败风险

3
4

5

统计口径：决策狗监测2012-2019年上市的1000款食品/家电类产品（上市后12个月下市的产品为失败产品）



如何打造成功新品：传统模型

A
市场调研 研发设计生产 新品投放

C

产品定位
B D

E
依赖人为判断，决策难以论证溯源

新品成功率低：   少量采样数据，专家经验起决定作用，结果难以科学论证

新品研发周期长：主要靠人工处理完成，需要10-14个月

咨询服务成本高：调研成本、专家成本、人工成本都很高，中小企业难以承受

决策断层或抵消： 不同阶段不同专家参与；项目完成后，咨询公司退出，难以对团队长期赋能



如何打造成功新品：数字经济下的模型

产品定位 产品上市 迭代优化

    •  全面分析、精准定位：基于全角度用户数据，全面分析，避免盲点
• 缩短新品开发周期：   快消的新品定位从10-18个月缩短到1个月
• 大幅降低服务成本：   自有数据、定位专家+数据分析师、系统服务
• 新品获得实时反馈：   从预售甚至开发阶段，实时跟进环境变化，消费者反馈
•  赋    能    企    业：   跟进企业变化；培训团队；系统部署（选择）

A C
产品研发

B D

消费者洞察贯穿始终，决策可溯源
E



决策狗-开创量化定位新纪元



数据源

产品战略

定位

市场评估

市场细分

定位决策模型 产品定位

老板大吸力
油烟机

30流程数据处理挖掘

   大数据驱动的量化定位咨询

决策狗决策分析
可视化平台

行业专家

全网多源
数据源



消费者评论
大V推荐
专家论点

互联网舆情

电商销售
商家宣传
广告内容

互联网商情

产品属性
产品销售
产品评论
产品舆情
产品宣传

产品大数据

竞品销售
竞品产品
竞品口碑
竞品宣传

竞品大数据

数据内容涵盖用户定量调研、互联网评论、大V论点、宣传广告图片、电商销售、用户搜索购买信息等。

PK传统定位咨询：更全面的数据情报

消费者访问
问卷调查

用户调研

传统定位咨询

量化定位咨询



    基于STP定位理论，决策狗场景化决策引擎涵盖定位实施全过程中20多个场景的决策模型。

基于STP定位理论



                   对于每个决策点，顾问会与企业深度共创、反复论证，溯源决策结论形成过程，真正实现决策透明化、可论证的科学精准定位。

 决策狗的咨询服务团队与客户深度
沟通，落地企业，分享决策洞见。

落地企业，共创、共建、深度溯源每个决策结论的形成过程



成功案例



恒顺集团：中国醋业领导品牌
避免数亿元投资风险

决策狗辅助恒顺集团进行品类扩张，辅助企业切入新的调味品
市场，从新市场可行性研究，到新市场产品规划，老产品重新
定位、产品迭代等方向。 

开创新品类，成为新行业领导者
服务于创新驱动的行业领导品牌

作为中国四大名醋之首，在引领中国醋业发展的基础
上，目前“百年恒顺”已形成：色醋、白醋、料酒、
酱类、酱油、麻油、酱菜等七大品类系列产品，广销
50多个国家并供应我国驻外160多个国家使（领）馆。



新市场布局/差异化定位，拉动品牌重塑

名气电器：老板电器旗下子品牌
市场及品类创新，启动新战略

我们辅助名气电器进行市场及品类创新。在新战略制定过程中，
辅助企业的定位方向制定全过程。

名气电器：老板电器旗下子品牌
启动新品类创新定位，拉动品牌重塑

决策狗辅助名气电器进行新品类的战略定位全过程，帮助
企业探索和进入了多个新的业务领域和方向。辅助企业市
场探索，产品定位及产品规划等。 

服务于创新驱动的行业领导品牌



产品创新定位，突围红海

名气电器：老板电器旗下子品牌
市场及品类创新，启动新战略

我们辅助名气电器进行市场及品类创新。在新战略制定过程中，
辅助企业的定位方向制定全过程。

江苏省农垦集团：中国农垦集团品牌
在红海竞争中发现蓝海市场

协助江苏省农垦集团，从农业垂直加工链， 切入到消费品市场， 
寻找到新的产品突破方向， 辅助企业在市场切入、产品规划、
产品创新等等方面，突围红海竞争。

服务于创新驱动的行业领导品牌



产品差异化创新，打造第一梯队大单品

小米生态链企业
打造30余款热销的行业标杆产品

决策狗辅助数十家小米生态链企业进行产品规划及
创新概念验证，打造诸多热销的行业标杆产品。 

服务于创新驱动的行业领导品牌



10000+企业高层决策者的共同选择服务于数百家创新驱动的行业领导品牌



开 放   合 作   共 享
数据智慧应用的成功，不仅需要追灿独到的数据应用经验与专业的业务结

合能力，更需要您深厚的行业背景知识与深刻的业务理解。

追灿欢迎多种形式的合作，以最终价值为导向，创见未来，成就不凡。

谢谢审阅
THANK YOU LISTENING

定位革命  智慧咨询  源自2012

       中国消费品产品定位的领航者。核心团队来自业内顶级数据科学家和营销专家，共同打造可全

面论证、可追溯的量化产品定位，颠覆了目前中国咨询行业或企业内部前端分析的逻辑弊端，服务

客户含小米、海尔、老板电器、农垦集团、富士康等。亚马逊全球合作伙伴（APN）、杭州市重点

扶持的全球引才企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合作服务商、中国食品工业智能制造和大数据企业。

谢谢聆听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