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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项目管理概述

管理目标

通常认为，项目成功的标志，也是项目管理人员争取的

目标，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达到项目预期的软件产品功能和性能要求。也就是软

件产品达到了用户已认可的需求规格说明的要求。

时限要求。项目应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项目开销限制在预算之内。



软件项目管理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是人员、产品、

过程和项目，即所谓4P（People、Product、
Process、Project）。

人员管理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的Bill Curtis在1994
年发表了“人员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peopl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P‐CMM）。该模型力图通过吸引、培

养、激励、部署和骋用高水平的人才来提升软件组织的

软件开发能力。

管理涉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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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管理涉及：
① 共利益者。 包括：

● 项目的高级管理者——负责项目商务问题的决策；

● 项目经理——负责项目的计划与实施以及开发人员的组织
与管理；

● 开发人员——项目开发的实施者；

● 客户——提出需求并代表用户与开发人员交往的人员；

● 最终用户——直接使用项目成果（产品）的人员。

② 团队负责人。在小项目的情况下，项目经理就是团队负责
人。而大型项目也许会有若干个设计、编程团队或是若干个
测试团队。团队负责人除去负有团队日常工作的安排、组织
和管理之外，还应特别注意发挥团队成员的潜能。



③ 团队集体。团队内部有分工是必要的，但必须很好

地配合，做到步调一致，为此必须强调以下3点。

● 个人的责任心，这是团队完成工作的基本条件。

● 互相信任、尊重以及互相支持。

● 充分的交流与沟通。



产品管理

项目经理必须在项目开始时就明确项目的以下三个目标：

● 产品的工作环境。

● 产品的功能和性能。

● 产品工作处理的是什么数据，经它处理后得到什么数据。

只有明确了项目的这些基本要求才能着手项目管理的各项工作，如
项目估算、风险分析、项目计划的制定等。

过程管理

过程在软件工程项目中是重要的因素，它决定着项目中开展哪些活
动以及对活动的要求和开展活动的顺序。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的任务是如何利用已有的资源，组织实施既定的项目，
提交给用户适用的产品。



项目管理要开展的主要工作可分为3类。

① 计划及计划管理。包括项目策划及计划制定、项目估

算、风险分析及风险管理、进度管理、计划跟踪与监督。

② 资源管理。包括人员管理（人员安排、使用）、成本管

理、信息管理。

③ 成果要求管理。包括需求管理、配置管理、质量管理。



通常在项目的目标确定和软件基本功能确定之后，就

应该着手项目计划的制定工作。项目估算是制订计划

的基础和依据。

项目策划与项目估算

2 项目估算

项目策划是项目开展初期阶段的重要工作，其主要目

标是得到项目计划，或者说计划（plan）是策划

（planning）的结果。



项目策划中需要开展的活动

(1) 确认并分析项目的特征。

(2) 选择项目将遵循的生存期模型，确定各阶段的任务。

(3) 确定应得到的阶段性工作产品以及最终的产品。

(4) 开展项目估算，包括估算产品规模、工作量、成本以

及所需的关键计算机资源。

(5) 制订项目进度计划。

(6) 对项目风险进行分析。

(7) 制订项目计划。



在项目估算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项目实施的几

个主要属性，即将要开发产品的规模（size）、项

目所需的工作量（effort）以及项目的成本

（cost）。



（1）规模。项目的规模指的是得到最终软件产品的大小。一般

以编程阶段完成以后得到程序的代码行表示，如以1千行代

码为单位，记为KLOC。

当然，在项目的开始只是对代码行的估计值。另一表示方

法是功能点，记为FP (Functional Point)，它是根据软件需求

中的功能估算的。

（2）工作量。项目的工作量按项目将要投入的人工来考虑，以

一个人工作一个月为单位，记为“人月”。

（3）成本。软件项目的成本通常只考虑投入的人工成本，如某

项目投入的总人工费用为12万元。



成本计算

一个软件公司在完成多个项目以后积累了一些数据，进

行成本分析后便可得到自己的生产率数值和人工价格。

生产率是平均每个人月完成的源程序行数，可记为KLOC/
人月，或：FP/人月。

人工价则为每人月的价值。

有了这两个数值，如果在估出项目规模以后就可以很容

易得到项目的工作量和成本，即

工作量=规模/生产率

成本=工作量×人工价



项目估算方法：功能点方法

克服了项目开始时无法得知源程序行数的实际困难，从

软件产品的功能度（functionality）出发估算出软件产品

的规模。

功能度

功能点方法是以项目的SRS中已经得到确认的软件

功能为依据，着重分析要开发系统的功能度，并且认
为，软件的大小与软件的功能度相关，而与软件功能如
何描述无关，也与功能需求如何设计和实现无关。



1．功能度

为具体说明功能点方法，区分各种不同的功能，需要建立

应用系统边界的概念。

应用系统边界把目标应用系统与用户和与其相关的应用系

统分割开来。

内部功能仅限于应用系统的边界之内，而外部功能则是跨

边界的。



系统边界

图中系统A有4项功能都是跨越边界的，称其为外部功能。



五种类型的功能：

（1）外部输入。处理那些进入应用系统边界的数据或是控制
信息。经特定的逻辑处理后，形成内部逻辑文件。

（2）外部输出。处理离开应用系统边界的数据或控制信息。

（3）内部逻辑文件。是用户可识别的逻辑相关数据或控制信
息组，它可在应用系统边界之内使用。内部逻辑文件代表
应用系统可支持的数据存储需求。

（4）外部接口文件。用户可识别的逻辑相关数据或控制信息

构成的集合，该控制信息为应用系统所使用，却被另一应

用系统所支持。外部接口文件代表应用系统外部支持的数

据存储需求。

（5）外部查询。唯一的输入/输出组合，它为实现即时输出引

起所需数据的检索，代表了应用系统查询处理的需求。



2．功能复杂性

软件项目每类功能的复杂程度可能各不相同，为表明
功能复杂性的差别，将其分为简单、中等和复杂3个等
级。同时为表示其差异程度，分别给予不同的影响参
数。下表列出了功能复杂性的影响参数值。



3．未调节功能点

只要能够从SRS中得到了以上5种功能度的各级复杂性功
能点的个数C，不难计算出未调节功能点的值 (UFP)。

5 3

=1 =1
UFP = ij ij

i j
ω C∑∑

其中：i 代表功能度类型号；i=1，2，…，5；
j代表复杂性的等级；j＝1，2，3；
ωij是第i类功能度和第j级复杂性的影响参数，即上表中

第i行，第j列的参数值；

Cij是第i类功能度和第j级复杂度功能点的个数。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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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4．调节因子

任何软件都会有其自身特性，从以下两个方面分解功
能点计算的调节因子。

（1）影响因子：

数据通信

分布数据处理

性能目标

系统配置要求

事务率

联机数据录入

最终用户效率

联机更新

复杂的处理逻辑

可复用性

易安装性

易操作性

多工作场所

设施变更



（2）影响级。上述影响因子对软件功能度的影响有多大必
须加以区分，于是将影响因子的影响程度分为6级，即

0级 无影响 1级 微小影响

2级 轻度影响 3级 中度影响

4级 显著影响 5级 重大影响

综合考虑14类影响因子的影响度N，应是将14种影响叠加
起来，其值为0～70（14×5）。由此得到复杂度调节因子
(Complexity Adjustment Factor, CAF)

CAF=0.65+0.01N
其值应在0.65～1.35，其中基本调节常数是0.65，可见最
大的调节量为35%。



5．交付功能点

经过调节因子调节后的功能点值被称为交付功能点

(Delivered function point, DFP)
DFP = CAF×UFP

6．交付功能点与软件规模

一些研究表明，上述计算出的功能点的值可以代表软件
的规模，也可作为估算成本的依据。

软件的规模(Size)可用交付的源代码行数 (Delivered Lines 
of Code, DLOC)来表示。



功能点与DLOC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例如：

1 DFP相当于105 DLOC（COBOL程序）

1 DFP相当于128 DLOC（C程序）



7．功能点方法的优点

（1）DFP只与SRS信息相关，而交付代码的行数若不通过功能点计

算是不能直接从规格说明中得到的。

（2）DFP与实现软件的语言无关。

8．功能点方法的不足之处

（1）针对需求规格说明进行分析时，主观因素难以完全排除：

● 对于SRS每人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 对于功能度的复杂性估计也可能因人而异；

● CAF计算时会有主观因素。

（2）实时软件、系统软件、科学计算软件等功能点的上述计算方

法并不适用。

（3）DFP的计算目前尚不能借助工具自动完成。



1．专家判定——Delphi方法

专家判定技术就是由多位专家进行成本估算，取得多个估算

值。有多种方法把这些估算值合成一个估算值，Read公司提

出了Delphi技术，作为统一专家意见的方法。可得到极为准确

的估算值。

软件开发成本估算



标准Delphi技术的步骤：

①组织者发给每位专家一份SRS（略去名称和单位）和一张记录估

算值的表格，请他们进行估算。

②专家详细研究SRS内容，然后组织者召集小组会议，在会上，专

家们与组织者一起对估算问题进行讨论。

③各位专家对该软件提出3个软件规模的估算值，即

ai——该软件可能的最小规模（最少源代码行数）；

mi——该软件最可能的规模（最可能的源代码行数）；

bi——该软件可能的最大规模（最多源代码行数）。

无记名地填写表格，并说明做此估算的理由。



④组织者对各位专家在表中填写的估算值进行综合和分类

计算各位专家（序号为i, i=1,2,…,n）的估算期望值Ei和
估算值的期望中值E。

对专家的估算结果进行分析。

⑤组织者召集会议，请专家们对其估算值有很大差异之处进行

讨论。专家对此估算值另做一次估算。

⑥在综合专家估算结果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再次无记名填表。



从步骤④到步骤⑥适当重复几次，最终可获得一个得

到多数专家共识的软件规模（源代码行数）。

最后，通过与历史资料进行类比，根据过去完成项目

的规模和成本等信息，推算出该软件每行源代码所需成

本。然后再乘以该软件源代码行数的估算值，得到该软件

的成本估算值。



2．COCOMO模型

软件工程专家Barry Boehm在其著作《软件工程经

济学》中提出了软件估算模型层次结构，称为构
造式成本模型COCOMO

COnstructive COst MOdel

软件界影响最为广泛、最为著名的估算模型。



COCOMO是针对Boehm划分的3种类型软件进行估算的。

①固有型（organic mode）项目。规模较小，较为简单的项

目，开发人员对项目有较好的理解和较为丰富的经验。

②嵌入型（embedded mode）项目。这类项目的开发工作紧

密地与系统中的硬件、软件和运行限制联系在一起，如飞

机的飞行控制软件。

③半独立性（semi‐detached mode）项目。项目的性质介于上

述两个类型之间，其规模与复杂性均属中等，如事务处理

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等。

(1) 3种类型的项目



① 基本COCOMO模型（basic model）。

● 该模型为静态、单变量，以估算出的源代码行数计算。

● 开发工作量:                                          （人月）(KLOC) bb
bE a=

其中，KLOC为交付的千行代码数。ab、bb为模型系数。

●开发周期： T = c*E^d (月)
●系数，如下表所示。

（2）COCOMO的3级模型



②中级COCOMO模型（Intermediate）
● 该模型除考虑源代码行数外，还考虑调节因子（EAF），

用其体现产品、软件、人员和项目等因素。

● 开发工作量
(KLOC) EAFib
iE a= ×

● 系数



● 调节因子EAF（Effort Adjustment Factor）。包含了4类15种
属性，其值为0.7～1.6。



③高级COCOMO模型（advanced）
● 除保留中级模型的因素外，还涉及软件工程过程不同开

发阶段的影响，以及系统层、子系统层和模块层的差

别。

● 软件可靠性在子系统层各开发阶段有不同的调节因子。



3 进度管理

进度控制问题

甘特图

时标网状图

PERT图



1．值得重视的现象

软件项目能否按计划的时间完成，及时提交产品是项目

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都希望按计划及时完成，但项

目未能按预期的进度提交产品，延误工期的现象经常会出

现。

2．制订项目进度安排的条件

制订项目进度安排计划是为了实施，自然希望越准确，

越符合实际越好，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需要在这以

前做些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得进度安排的确定是有

根据的。

进度控制问题



这些条件包括以下7条：

（1）项目分解。无论多么大、多么复杂的项目首先将其划分成能

够管理的若干活动和任务，并且往往这种分解是多个层次的。

（2）确定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划分后的活动和任务必定存在

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如谁先谁后，或是两者应该并行互不依

赖等。

（3）时间分配。为每项活动和任务分配需要的时间，如人天工作

量。
（4）确认投入的工作量。应确认按项目要求的人力投入工作量在

实际工作中能够予以满足，而不致出现某些工作阶段人力投入
不足的现象。

（5）确定人员的责任
（6）规定工作成果。任何分配的任务都应给出符合要求的工作成

果，它应该是整个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7）规定里程碑。任何一项工作完成后需经过一定形式的检验，

如经过评审或审核（批准）得到认可，被认为确已完成，表示
一个里程碑已经完成。里程碑也被称为基线。



表示工作进度计划以及实际进度情况

横坐标表示时间，水平线段表示子任务的工作阶段，可以为

其命名。

线段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对应着该项子任务的开工时间和完成

时间，线段的长度表示完成它所需的时间，有实线和虚线之

分，一开始做出各项子任务的计划时间，应该都以虚线表

示。

甘特图（Gantt Chart）



清楚地表示各项子任务在时间对比上的关系，但无法表达多个

子任务之间更为复杂的衔接关系。





为克服甘特图的缺点，形成了时标网状图。任务以有向

线段表示，其指向点表示任务间的衔接点，并且都给予编

号，可以显示出各子任务间的依赖关系。

时标网状图（time scalar network）



计划评审技术（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PERT）也称网络图方法，或简称PERT图方法，它的另一名称是

关键路径法（critical path method，CPM）。

PERT图中以有向箭头作为边表示子任务，它有名称、长度（即

完成此项子任务所需的时间）；

以有编号的圆圈作为结点，它应该是子任务向量的始发点或指

向点；

由若干条边和若干个结点构成了网状图，于是可以沿相互衔接

的子任务形成的路径，进行路径长度的计算、比较和分析，从

而实现项目工期的控制。

PERT图



4. 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WHY?

The problem:
Multiple people have to work on software that is changing
More than one version of the software has to be supported:

System(s) under development
Custom configured systems (different functionality)
Released systems

Software must run on different machines and OS

Need for Coordination
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SCM)

manages evolving software systems
controls the costs involved in making changes to a system



What is SCM?

“SCM is the control of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systems,…, for the purpose to contribute to satisfying 
quality and delay constraints.”

– Jacky Estublier

“SCM provides the capabilities of identification, control, 
status accounting, audit and review, manufacture, 
process management, and teamwork.”

– Susan Dart



CM is a key process in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Level 1‐Initial: ad hoc/chaotic
Level 2‐Repeatable: basic PM and documentation
Level 3‐Defined: standard and complete process control 
and procedures
Level 4‐Managed: predictable process performance and 
precise measurements
Level 5‐Optimizing: continuous and recursive 
improvement to performance 

CM operates through the software life cycle

What is SCM? (cont’d)



What is NOT SCM?
Not just version control

Not just for source code management

Not only for development phase

Selecting and using tools are important, but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CM process are more crucial for 
project success



Some Simple CM Scenarios
Developer A wants to see latest version of foo.c and its change history 
since last week

B needs to revert foo-design.doc to its version two days ago

B makes a release of the project and he needs to know what items to 
include and which version

A lives in New Dehli, India and B lives in Boston, US, they want to work 
on HelloWorld.java together

In the latest release, a serious bug is found and manager C wants to 
track what changes caused the bug, who made those changes and when

C wants to get reports about current project progress to decide if she 
needs to hire more programmers and delay the alpha release 



SCM Roles
Configuration Manager

identify configuration items
define the procedures for creating promotions and releases

Change control board member
approving or rejecting change requests

Developer
Creates promotions triggered by change requests or the 
normal activities of development.
checks in changes and resolves conflicts

Auditor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promotions for release and for 
ensuring the consisten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is release



为什么要进行软件配置管理？

复杂的软件系统及开发过程
 开发的系统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复杂

 众多软件开发人员

 多种文件对象和类型
 需求

 各种文档

 设计模型

 源代码

 目标代码

 Web 组件

 测试脚本、测试用例

 …

 多种版本

 多种平台

 多个开发地点

所有方面都要考虑并
需要进行正确管理！



以往软件开发过程中的问题
 版本难以控制

 资源变化频繁导致失控

 配置审核问题

 项目开发中的组织管理问题

 项目组成员之间沟通不够

 文档与程序严重脱节

 无法有效地管理和跟踪变更

 测试工作不规范

 对软件版本的发布缺乏有效的管理

 施工周期过长,且开发人员必须亲临现场

 无法构建企业内部的软件标准构件仓库（即财富库）

 ……



造成的后果
 重要数据丢失

 开发周期漫长

 开发成本增加

 产品可靠性差

 软件重用率低下

 无法开展规范化测试工作

 缺乏软件开发历史数据积累，无法为日后借鉴

 维护和升级困难

 施工成本增加

 用户抱怨使用不便，满意度低

 项目风险增加

 ……



传统做法

手工保持版本！



程序员的问题
 我要更改文件，但不知哪个是最新的？

 如果能知道最后修改了哪几行以及原因，对我帮助很大

 经常在构造（MAKE）时，会用错文件的版本

 多人修改同一文件时，有些人的修改被冲掉了

 我的程序文件被误删了，我曾尝试恢复，但是失败了，
这导致我只能重新编写，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类似的事
情发生

 我和同事共同开发一个项目，程序出了错，我花了一个
星期终于查出来了，结果发现同事上个星期明显修改了
其中的一个程序也没有通知我。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少花
点力气在这种事情上



项目经理的问题
 调试过程中，项目成员经常为一些问题“扯皮”，搞不清

楚到底是谁造成的错误

 我们项目保存版本的方法是将文件复制一份，重新命名
，比如加上人名、时间后缀。但是这样对于一些大文件
耗费的磁盘空间太大

 项目版本太多，有些版本太旧，查看不方便

 估计项目成员的工作成果比较困难

 交付给用户使用的产品（软件包）“缺斤少两”，用户
在安装的时候发现许多问题



实施软件配置管理的益处
 加强了开发过程控制，加强了产品质量的可控性

 节约费用

 缩短开发周期

 减少施工费用

 有利于知识库的建立

 代码对象库

 业务及经验库

 规范管理

 量化工作量考核

 规范测试

 加强协调与沟通



什么是软件配置管理？

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简称SCM: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is the practice of handling 
changes systematically so that a system can maintain its 
integrity over time.
Another name for it is “change control.” It includes 
techniques for evaluating proposed changes,tracking
changes, and keeping copies of the system as it existed at 
various points in time.
配置管理能够系统地处理变更，从而使得软件系统可以
随时保持其完整性。配置管理又可称为 “变更控制”，
可以用来评估提出的变更请求，跟踪变更，并保存系统
在不同时间的状态。

Steve McConnell

《Code Complete》
Microsoft Press ,1993



什么是软件配置管理？
另外一个定义：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is the art of identifying, 
organizing, and controlling modifications to the 
software being built by a programming team. The goal 
is to maximize productivity by minimizing mistakes.

对软件开发组所建立的软件的修改进行标识、组织
和控制的艺术，其目标是减少错误，提高生产力。

Wayne Babich

《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Coordination for Team Productivity》

Addison-Wesley,1986.



什么是软件配置管理？
另外一个定义：

标识和确定系统中配置项的过程，在系统整个生存周

期内控制这些项的发布和变更，记录并报告配置的状
态和变更要求，验证配置项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 IEEE Std 610.12-1990 ]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什么是软件配置管理？
作用：

在质量体系的诸多支持活动中,配置管理处在支持活
动的中心位置,它有机地把其它支持活动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整体,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有力地保证了质
量体系的实施。

目的：

软件配置管理的目的是建立和维护在项目的整个软件生存
周期中软件项目产品的完整性。

主要内容包括：

及时地确定软件的配置，系统地控制软件配置的变更,保
证整个软件生命周期软件配置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什么是软件配置管理？
总结：

软件配置管理，贯穿于整个软件生命周期，它为软件研发

提供了一套管理办法和活动原则。软件配置管理无论是对
于软件企业管理人员还是研发人员都着重要的意义。软件
配置管理可以提炼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Version Control-版本控制

 Change Control-变更控制

 Process Support-过程支持



CM�Tools
� Version�control

� RCS,�CVS,�Subversion,�Visual�Source�Safe,�Rational�
ClearCase

� Bug�tracking
� Bugzilla,�Mantis�Bugtracker,�Rational�ClearQuest

� Build
� GNU�Make�and�many�variants,�Ant

� Project�management
� Sourceforge.net,�freshmeat.net,�GForge,�DF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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