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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过程组：案例研究

学习目标
在阅读完本章之后，你应该能够：
● 描述 5 种项目管理过程组，每个过程组的典型活动层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了解项目管理过程组是如何与项目管理知识领域关联的。
● 讨论组织是如何开发 IT 项目管理方法学来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 评审一个组织应用项目管理过程组来管理 IT 项目的案例研究，理解有效的项目启
动、项目计划、项目执行、项目监控和项目收尾对项目成功的贡献。
● 回顾应用敏捷项目管理的同一个案例，注重于举例说明方法上的关键不同。
● 描述每个过程组创建文档的几个模板。
开篇案例
Erica Bell 负责其所在的 JWD（Job Well Done）咨询公司的项目管理办公室（PMO）。
JWD 公司有超过 200 名的全职咨询师和更多的兼职咨询师。JWD 咨询公司提供各种咨询服
务来帮助组织选择和管理 IT 项目。该公司致力于搜索和管理高回报的项目，开发强有力的
度量标准来衡量项目管理的绩效和当项目完成以后对公司的利益。公司的重点放在度量标准
以及与客户协同工作上面，从而比许多竞争者更加突出。
首席执行官 Joe Fleming 想让公司继续成长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咨询公司。因为业务的核
心是帮助其他组织来进行项目管理，他感觉到在公司内部使用示范性过程来管理自己的项
目是至关重要的。他要求 Erica 和其团队以及公司的其他咨询师一起工作来开发一个内网网
站，使得他们能够共享项目管理知识。他同样认为将一些信息对公司的客户透明是有意义
的。例如，公司能够提供项目管理模板、工具、论文、其他网站的链接和“专家咨询台”的
特色服务等来帮助与现在和未来的客户建立关系。因为 JWD 咨询公司强调高盈利项目的重
要性，所以，Joe 同样想要在该项目进行之前看到该项目的商业案例。
回顾第 1 章中所述，项目管理是由 10 个知识领域组成的：综合、范围、时间、成本、
质量、人力资源、沟通、风险、采购和干系人管理。另外一个需要理解的重要概念是项目
包括 5 个项目管理过程组：启动、计划、执行、监控和收尾。对这些过程组进行裁剪以满足
个别项目的需求，这样就增加了管理项目成功的可能性。本章通过基于 JWD 咨询公司的一
个模拟的案例来详细描述项目的每个过程组。它还包括适用于这种情况下的典型项目文档
的实例。你可以从配套网站下载这些还有其他项目文档模板的文本。尽管你将从第 4 ～ 13
章学到每一个知识领域，但首先学习一下它们是如何在一个大的项目环境中发挥作用是非
常重要的。了解知识领域和项目管理过程组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工作的将是本章下面要描述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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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项目管理过程组
项目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努力，在一个知识领域内的决策和行动在某个特定时间内通

常会影响到其他的知识领域。管理这些交互过程通常需要在项目的范围、时间和成本（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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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中所描述的项目管理的三项约束）之间做出权衡取舍。项目经理也需要在其他的知识领
域进行权衡，例如，在风险和人力资源领域。因此，你可以把项目管理视为一系列的相关
过程。
● 过程（process）是针对某一特定结果的一系列行动。一个项目管理过程组（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 group）包括启动活动、计划活动、执行活动、监控活动以及收
尾活动。启动过程（initiating process）包括定义和批准项目或者项目阶段。启动过程
在项目的每个阶段都发生。因此，不可以将过程组与项目阶段等同起来。回忆一下，
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项目阶段，但是所有的项目都包含这 5 个过程组。例如，项目
经理和团队应该在项目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重新检查项目的业务需求，来决定项目
是否值得继续进行。终止一个项目同样需要启动过程。必须有人启动活动以保证项
目团队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归档经验总结和重新分派项目的资源，并保证所有的客
户都接受工作的结果。
● 计划过程（planning process）包括制订和维护一个可执行的计划，以保证项目满足组
织的要求。项目包括几种计划，比如范围管理计划、进度管理计划、成本管理计划、
采购管理计划，这些管理计划及时地定义了与项目相关的每个知识领域。例如，项
目团队必须定制一个计划来定义需要做的工作，来安排工作相关的活动，估计执行
工作需要的成本，决定需要采购什么样的资源来完成工作。为了适应项目和组织不
断变化的环境，项目团队经常需要在项目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修改项目计划。在第 4
章中描述的项目管理计划，将用来协调和包含所有计划的信息。
● 执行过程（executing process）包括协调人力和其他资源来执行项目的计划，以产生
项目或者项目阶段的产品、服务或者结果。执行过程的例子包括组织项目团队、执
行质量保证、发布信息和管理项目干系人的期望以及指挥采购。
● 监控过程（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process）包括有规律地测量和监视项目进展，
以保证项目团队能够满足项目目标。项目经理和项目成员监视和测量偏离计划的过
程，在需要的时候采取正确的行动。通常的监视和控制方法是执行报告，在这些报
告中，项目的干系人能够识别任何需要的变化，从而保证项目没有偏离目标。
● 收尾过程（closing process）包括对项目或者项目阶段的正式验收，并有效地终止。
管理活动通常出现在这个过程组中，例如，项目文档归档、完成合同、总结经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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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以及作为阶段或者项目的一部分的交付工作收到的正式验收确认。
这些过程组并非相互孤立的。例如，项目经理必须确保监控过程贯穿整个项目生命周
期。对于每个项目而言，各过程组的活动和时间长短的水平都会有所不同。通常实施过程是
最需要资源和时间的，其次是计划过程。启动和收尾过程（分别为项目或项目阶段的开始和
结束）通常是最短的，要求资源和时间也最少。然而，每一个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会
有例外。你可以在项目的每个主要阶段或迭代中，或者在整个项目中应用这些过程组。第一
个例子，JWD 咨询公司的案例研究，把过程组应用到整个项目中。第二个例子表明如何使
用一个更加敏捷的方法来管理同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的每一次迭代中都重复应用了多个过
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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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询问关于每个过程组需要花费时间的指导方针。在《阿尔法项目经理：什么是
2% 的顶尖人才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的》
一书中，作者 Andy Crowe 收集了来自美
国诸多公司及行业的 860 名项目经理的资
料。他发现，除了执行过程外，最好的阿
尔法项目经理在每个过程上花费的时间比
其他项目经理多，如图 3-1 所示。这一统
计数据表明，在执行过程上需要投入最多
的时间，其次是计划过程。而在计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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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多 花 时 间， 有 助 于 缩 短 执 行 过 程 的 时
间。请注意，在计划过程上，阿尔法项目
经理所花时间通常是其他项目经理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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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比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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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过程组所花费的时间比例

资料来源：Andy Crowe

错在哪里
《首席执行官》杂志的许多读者对该杂志封面故事中关于美国国税局（IRS）信息系统
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描述了 IRS 在管理 IT 项目中的严重问题。项目管理师
Philip A. Pell 认为有一个好的项目经理，并遵循一个好的项目管理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帮
助 IRS 和许多组织。Pell 对这篇文章提供了下面的反馈：
纯粹而简单、良好、以方法为中心、可预测的、可重复的项目管理是任何项目成
功（或者失败）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当一个关键的干系人说，“我不知道事情有多
糟”，这是对项目经理的沟通管理计划最直接的控告。当一个至关重要的可交付成果
（如中间级基础架构）没有被分配资源以及进展跟踪，那么，项目经理就没有完成对干
系人承担的责任。当没有通知关键的干系人（指的是被项目影响的人和组织，而不仅仅
是直接工作在项目中的人），他们的反馈被合并到项目计划中，那么就会发生灾难。项
目经理最终对项目的成功或者失败负责。2
美国国税局在管理 IT 项目上还在不断遇到问题。美国审计署（GAO）2008 年的一份
报告显示，在上年度发现的 98 个信息安全缺陷中，美国国税局只修复了 29 个。该报告称，
美国国税局的信息系统“持续存在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将导致信息崩溃、欺诈或敏感信息
泄露”。3
每个项目管理过程组都是为完成某些特定工作。在一个新项目的启动中，组织会认识到
需要一个新的项目，并指定一个项目章程（见第 4 章）。本章将给出一些表，从知识领域的
角度列出每个过程组可能的输出。比如表 3-3 ～表 3-7，列出了启动和计划过程组的潜在输
出。在 JWD 咨询公司的局域网项目管理的案例中也提到了每个过程组的输出的例子。项目
经理及团队必须决定他们的项目需要什么输出。
计划过程组的输出包括要完成项目范围说明、工作分解结构、项目进度表和其他内容。
计划过程在 IT 项目中至关重要。每一位参与过设计新技术的大型 IT 项目的人员都知道一个
说法：“在计划过程中花费的 1 美元，相当于实施后的 100 美元。”因为一旦项目组开始实施
新的系统，要改变这个系统则需要相当大的努力。研究表明，公司的最佳实践是在启动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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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过程阶段至少花费 20% 的时间。4 前面提到的阿尔法项目经理一例也证实了这一比例。
执行过程组包括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完成在计划活动中需要完成的工作。这个过程组的
主要成果是产生项目的实际工作。例如，如果一个 IT 项目涉及提供新的硬件、软件和培训，
那么执行过程就包括领导项目组和其他干系人去购买硬件，开发和测试软件，交付和参与培
训。执行过程组应当与其他过程组重叠，通常需要最多的资源。
监控过程度量项目目标的进展，监视与计划的偏离，采取正确的行动来使进展与计划相
符。业绩报告是常见的监控输出。项目经理应当严密地监视进展情况以保证可交付成果能够
被完成，同时满足目标。项目经理必须与项目团队及其他的干系人紧密配合，采取合适的活
动以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监控过程组的理想产出是通过交付满足时间、成本和质量约束的
项目来成功地完成项目。如果需要变更项目的目标或者计划，那么监控过程就要保证这些变
更是有效的，同时能够满足干系人的需要和期望。监控过程与其他的项目管理过程组是有重
叠的，因为变更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
在收尾过程，项目团队努力工作以获得最终产品、服务和成果，最终有序结束阶段或者
项目。该过程组的关键产出是工作的正式验收和结束文档的撰写，例如最终的项目报告和经
验教训报告。
媒体快照
就像 IT 项目需要遵循项目管理过程组，其他的项目也是这样的，例如电影的制作。包
含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的过程组可能包括编剧（启动）、制片（计划）、表演和导演（执行）、剪
辑（监控）和将电影发行到剧院（收尾）。许多人喜欢看 DVD 上的花絮，这些花絮描述了电
影的制作过程。例如，《指环王：双城奇谋（加长版）》的 DVD 详细描述了剧本的创作、大
型道具的建造、特效的制作，以及顶尖的专家是如何克服数不清的困难来完成项目的。这一
实质性的做法“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经过了严肃、一丝不苟、详细的检查”。5 新线（New
Line）电影公司因为一个庞大的连续拍摄《指环王》三部曲的项目而创造了历史。他花了 3
年时间构思场景、寻找地点、编写剧本、挑选演员。导演皮特·杰克逊说，早期大量的计划
工作使得电影的拍摄比想象中要简单。任何领域的项目经理都知道制定个好的计划和遵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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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的过程是多么重要。

3.2

把过程组映射到知识领域
你可以把每个项目管理过程组的主要活动映射到 10 个项目管理知识领域。表 3-1 从宏

观角度列出了 47 个项目管理活动、活动所在的过程组和它们所适合的知识领域。表中列出
的活动是《 PMBOK® 指南》（第 5 版）中列出的每个知识领域的主要过程。本书还包括了一
些在 PMBOK 指南中没有列出的活动，例如，创建一个商业案例和团队协议，这些也会帮助
项目的管理。注意，《 PMBOK® 指南》可以指导使用所有类型的方法的所有类型的项目，包
括敏捷开发。它是由每个项目组根据自己特定的需求来决定哪些过程和输出是需要的。
正如下节要描述的，多个组织使用项目管理协会（PMI）《 PMBOK® 指南》的内容作为
基础开发他们自己的项目管理方法，注意，表 3-1 表明许多项目管理过程出现在计划过程组
部分。因为每个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项目团队总是需要试图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如
果想在独特新颖的活动中取得成功，项目团队必须要做相当多的计划工作。回想一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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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花时间和金钱的通常是执行过程。对组织来说，努力找出项目管理如何在特定的组织
87

中发挥最佳作用，不失为一个好的做法。
表 3-1
知识领域

项目综合管理

项目管理过程组和知识领域的映射
项目管理过程组

启动
制定项目章程

计划
制定项目管理计划

执行

监控

项目范围管理

范围管理计划
收集需求
范围定义
创建 WBS

范围确定
范围控制

项目时间管理

进度管理计划
活动定义
活动排序
活动资源估计
活动工期估计
生成进度表

进度控制

项目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计划
成本估计
确定预算

成本控制

项目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计划

执行质量保证

人力资源管理计划

获取项目团队
开发项目团队
管理项目团队

项目沟通管理

沟通管理计划

沟通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计划
风险识别
定性风险分析
定量风险分析
风险响应计划

项目人力资源
管理

项目采购管理
项目干系人管理

识别干系人

收尾

监控项目工作
项目或阶
指导和管理项目执行
执行整体变更
段收尾
控制

质量控制

沟通控制

风险控制

采购管理计划

采购实施

采购控制

干系人管理计划

干系人参与管理

干系人参与控制

采购收尾

资料来源：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A Guide to the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PMBOK ®
Guide)—Fifth Edi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Inc., (2013).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3

3.3

开发 IT 项目管理方法学

一些组织在通用的项目管理技巧培训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是经过培训之
后，项目经理也许还是不知道如何将这些项目管理技巧应用到组织的特定需求中。因为这个
原因，一些组织开发了他们自己的 IT 项目管理方法学。《 PMBOK® 指南》是一个标准，用
来描述什么是管理项目的最好的实践。方法学 (methodology）描述应该如何去做事情，不同
的组织通常有不同做事方式。
除了将《 PMBOK® 指南》作为项目管理方法论的基础之外，一些组织还采用其他的方
法，例如：
若无特殊说明，则本书所有与 PMBOK® 相关图表的资料来源均为《 PMBOK® 指南》
（第 5 版）。——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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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PRINCE2）。1996 年，英国政府商务办公室（OCG）为 IT
项目开发出这一项目管理的通用方法论。它是英国的事实标准，被 50 多个国家采用（详情
请登录 www.prince2.com）。PRINCE2 定义了 45 个独立的子过程，并将它们分成 8 个过程组：
● 项目发起
● 项目规划
● 项目启动
● 项目指导
● 项目阶段监控
● 产品交付管理
● 阶段边界管理
● 项目收尾
2）敏捷方法。如第 2 章讲述的，敏捷开发是自适应软件开发的一种形式。全部的敏
捷方法包括一个迭代的工作流程和迭代式增量软件交付。一些流行的敏捷方法包括 XP、
Scrum、FDD、LSD、AUP、Crystal、DSDM。登录 www.agilealliance.org 等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本章的第二个案例提供了使用 Scrum 的例子。
全球问题
2011 年，印度的首份有关敏捷方法研究发布，该研究调查包括了来自印度的 330 个组
织的 770 名调查对象的反馈，这些调查对象已经在使用、试点使用、计划使用敏捷方法。这
项研究是为了解企业在评估和执行敏捷方法时所面临的进展、挑战和机遇。只有 14% 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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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者说在敏捷方法上有专家经验，39% 的调查者认为他们属于中级用户，35% 的调查者是
新手，12% 的调查者毫无经验。总结发现以下几点：
● 在 IT 领域里为了更快地在产品交付给客户、更高的管理变更需求能力、更好的产品
质量和生产率，三分之二的组织采用敏捷方法的某个阶段正在实现关键软件和商业
利益。
● 组织需要与之斗争的方面包括：敏捷方法所需要的文化转变带来的震动，反对变革，
在采用敏捷方法的过程中缺乏指导和帮助，并且缺乏合格的人员。
● 每日站立会议、迭代计划和发布计划是最常用的实践，而结对编程和开放工作空间
并不受欢迎。
印度 ThoughtWorks 总经理 Sudhir Tiwari 是这项研究的发起人，他指出一些组织正在
“接近持续交付的圣杯”。他说：“我们生活在 Flickr 一星期发布 40 个补丁投入生产的时代。
整体的敏捷方法套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那些正在寻找敏捷方法并且能够迅速投入生产的
团队。” 6
3）统一软件开发过程（RUP）框架：RUP 是一个迭代的软件开发过程，它关注团队的
生产率以及向所有团队成员提供软件的最佳实践。据 RUP 专家 Bill Cottrell 说：“ RUP 体现
了行业标准的管理和技术方法以及提供了一个软件工程过程的特别适合建立和维护组件的软
件系统解决方案的技术。”7 Cottrell 解释说，由于一些客户要求这种能力，你可以定制 RUP
包括 PMBOK 过程组。其他的几个项目管理方法论专门用于软件开发项目，如联合应用开发
（JAD）和快速应用开发（RAD）。登录网站 www.ibm.com/software/awdtools/rup 查看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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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西格玛方法论：许多组织采用六西格玛方法论做项目。项目质量专家的工作促进
了今天六西格玛原则的发展。六西格玛项目经常采用的两种方法论分别为：DMAIC，即定
义、度量、分析、改进、控制，用于改进已有业务流程；DMADV，即定义、度量、分析、
设计、验证，用于创造新产品或过程设计，以取得可预测且无缺陷的业绩（更多关于六西格
玛的信息请见第 8 章）。
许多组织都根据其具体需求调整标准或方法论。例如，假设一个组织选择《 PMBOK®
指南》作为项目管理方法论的依据，那么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使其适合项目工作环境。建议
阅读在配套网站上 William Munroe 写的一个例子——密歇根州的蓝十字盾公司如何发展其
IT 项目管理方法论。

90

对在哪里
AgênciaClick 是一家总部位于巴西圣保罗的互动广告和在线通信公司，2007 年被 PMI
评为项目管理优秀组织。2002 年以来，该公司的收入猛增了 132%，这归功于 5 年来整个
公司对卓越的项目管理实践的高度重视。AgênciaClick 在 2002 年设立了项目管理办公室
PMO，并且使用《 PMBOK® 指南》作为开发其方法论和项目管理培训计划的基础。该公司
还开发了一个定制项目跟踪系统，来帮助计算每天的工作进度和提醒经理任何有关进度或成
本问题。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 D’Agostinho 说：“我们认识到动态管理多个项目并提供优质
产品的唯一方法就是专注于项目管理才能……通过更有效的监控项目和项目群，高级经理可
以致力于那些更需更多关注的项目组合问题。”8
接 下 来 我 们 介 绍 一 个 在 JWD 咨 询 公 司 中 运 用 项 目 管 理 过 程 组 的 例 子。 它 借 鉴 了
《 PMBOK® 指南》（第 5 版），和一些其他方法论的观点以及满足特定项目需求的新方法。第
一个案例研究遵循了可预测的或瀑布式的方法，而第二个案例研究遵循的自适应的方法
Scrum。两者仍然运用项目管理过程组和 PMBOK 指南描述的几个输出或可交付成果。

3.4

案例研究 1：JWD 咨询公司的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预测方法）
下面虚构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在项目管理中从开始到结束所涉及的要素的例子。这个示例

还使用 Microsoft Project 来演示说明项目管理软件如何帮助管理一个项目的几个方面。通过
一些模板说明项目团队如何准备各种项目管理文档。这些文档和其他模板在本教材的配套网
站上可以找到。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展示许多文档创建细节，所以如果你现在不了解也不用担
心。之后你可能需要再次阅读本节来加深学习的效果。

3.4.1

项目的预启动和启动

在项目管理中，启动包括识别和启动一个新的项目。一个组织在选择项目时要深思熟
虑，以确保为了正确的原因启动正确的项目。在一个重要的项目上取得中等或者较小的成
功，要优于在一个不重要的项目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与启动时项目选择同样重要的是项目经
理的选择。在理想情况下，项目经理应该参与到项目的启动中，但往往项目经理是在已经做
出有关项目启动的很多决定后才被选出来的。你将在第 4 章中学到更多的关于项目选择的知
识。组织也必须清楚和计划好，在一个项目中实施一个新的系统、其他产品或服务后，所需
要的持续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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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决定开展哪个项目时，战略计划应当作为项目决策的基础。组织的
战略计划表明了该组织的愿景、使命、目的、目标和组织的战略。这些都是 IT 项目计划的
基础。信息技术在一个组织中通常起到支持的作用，所以人们在启动 IT 项目的时候，理解
这些项目与现在和将来的需求是如何关联的将是至关重要的。例如，JWD 的主要业务是给
其他组织提供咨询，不是开发自己的内网网站。因此，信息系统必须支持公司的业务目标，
例如更有效地提供咨询服务。
一个组织启动 IT 项目可能有多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支持业务目标。以合理的
风险水平上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当前这个严峻的经济时代。就如
在开篇案例中所述的，JWD 咨询公司的核心业务是帮助其他组织管理项目，所以他需要一
个规范的程序来管理他自己的项目。开发一个局域网网站来分享项目管理的知识，能够帮助
JWD 咨询公司通过有效的工作和允许已有的和潜在的客户来访问公司的一些信息来减少内
部成本。JWD 咨询公司也可以通过招揽更多的业务来提高公司的收入。因此，公司会用这
些指标（降低内部成本和增加收入）来衡量这个项目的绩效。
1. 预启动任务
在正式启动项目之前，为项目奠定良好的基础非常重要。为此，高级经理经常先完成一
些任务，称为预启动任务，包括一些方面：
● 决定项目的范围、时间和成本的制约因素；
● 识别项目发起人；
● 选择项目经理；
● 为项目开发一个业务案例；
● 与项目经理开会讨论项目管理过程及预期成果；
● 决定项目是否需要被分为两个或更多子项目。
正如开篇案例中讲到的，JWD 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Joe Fleming，定义了项目的范围。
因为他提出了这个项目，而且该项目对公司业务有着战略意义，所以他自己想担任项目发
起人。如果经过商业论证，证明项目可行，那么 Joe 将任命项目管理中心主管 Erica Bell 来
管理项目，并且和 Erica 讨论管理项目的过程和期望；否则，项目将会终止。关于最后一个
预启动任务的必要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即小项目比大项目更容易成功完成，特别
是 IT 项目。通常，将一个大项目划分为一些小项目是个很明智的方法，因为这样可以增加
成功概率。在这个案例中，Joe 和 Erica 决定这项工作可以作为一个项目完成，项目周期大
约为 6 个月。为了证明在这个项目上投资是合理的，Erica 起草了一份商业论证，并从 Joe、
项目管理中心的一名高级员工以及一位财务部同事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和反馈。她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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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过去项目使用的公司模板和商业论证样本。表 3-2 提供了商业论证的样本（注意，这些样
本都是简化版。参见配套网站提供的附加项目样本文档。
）注意下述信息包含在商业论证样
例中：
● 引言 / 背景；
● 业务目标；
● 当前的形势和问题 / 机会说明；
● 关键的假设条件和制约因素；
● 选择和建议分析；
● 项目的初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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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评估和财务分析；
● 进度评估；
● 潜在风险；
● 展示。
表 3-2

JWD 咨询公司的商业论证

1.0 引言 / 背景
JWD 的核心经营目标是为各种组织提供世界一流的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 Joe Fleming 认为，该
公司可以通过在其公司网站上提供项目相关信息，使现有的或潜在的客户获得一些资料来简化操作和增加业务。
2.0 业务目标
JWD 的战略目标包括持续增长和盈利。项目管理局域网网站项目将通过使客户和公众可以登录网站的一部分
获取公司的专业知识来达到这些目标。它也将通过为公司所有的咨询师提供标准的工具、技术、模板以及项目管
理知识来降低内部成本而提高盈利能力。因为 JWD 咨询主要是确定能够产生利润的项目并在完成后评估其价值，
所以这个项目也必须符合公司的评价标准。
3.0 当前的形势和问题 / 机会说明
JWD 有一个公司网站和局域网。公司网站目前的用途主要是搜集市场信息。局域网主要用于人力资源信息，例
如，咨询师输入他们在各个项目上花费的时间、变更或者查看他们的福利信息、获得在线电话簿和基于网络的电
子邮件系统等。该公司还使用了一种企业范围内的项目管理系统，以追踪所有的项目信息，特别是项目的状态，
确保能达到预计的范围、时间和成本目标。这里存在一个机会，即公司可以在局域网上提供一个新栏目，以便在
组织内分享咨询师的项目管理知识库。JWD 咨询只雇用有经验的咨询师，并让他们享有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
来管理项目的自由。然而，随着企业的不断成长和项目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使是有经验的项目经理，也不得不去
寻找如何更有效工作的建议。
4.0 关键的假设条件和制约因素
即将建设的局域网对 JWD 而言必须是有价值的。目前公司现有的咨询师和客户要积极支持该项目，并且项目
必须在 1 年内通过降低内部营运成本及产生新的业务来收回成本。项目管理中心经理来牵头，但是也要有公司其
他部门人员以及客户代表的参与。新的系统必须能够在现有的硬件和软件上运行，对技术支持的要求应该尽可能
低。它必须易于客户和公众登录，同时可以对未经授权的用户进行限制。
5.0 选择和建议分析
面对这个情况有 3 种选择：
1. 什么也不做。公司现在生意做得很好，可以不进行这个新的项目，继续经营。
2. 购买专用软件支持这一新功能，这样就只需要很少的内部开发工作。
3. 自主设计和开发新的局域网功能，但很大程度上要使用现有的硬件和软件。
基于与项目干系人的讨论，我们认为方案 3 是最好的选择。
6.0 项目的初步需求
项目管理局域网网站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条：
1. 能够获得若干项目管理模板和工具。用户必须能够搜索到模板和工具，能阅读如何使用这些模板和工具的说
明书，并能看到我们如何将他们应用到实际项目的案例。使用者还可以提出新的模板和工具，并首先经过项目管
理办公室的筛选或编辑。
2. 能获取项目管理方面的文献。很多咨询师和客户在搜索项目管理资料时似乎存在一种信息超载的感觉，往往
浪费了那些本应花在客户身上的时间。新的局域网应包括几个项目管理方面的文献，可按专题进行搜索，并允许
用户要求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帮助寻找更多的文献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3. 有一些不断更新的与其他外部网站的链接，并附以简要介绍。
4. 只有“专家咨询”的功能，以协助现有的和未来的客户与公司咨询师之间建立联系，分享知识。
5. 保证公司内部咨询师可以接触到整个网络，而其他人只可以登录到特定栏目。
6. 可提供收费信息。网站的一些资料或功能以收费的方式提供给外部使用者。付费方式可以选择信用卡支付或
类似的在线支付。系统确认收款后，用户可以浏览或下载他们需要的信息。
7. 其他由用户建议并可以提高商业价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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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7.0 预算评估和财务分析
初步评估整个项目成本为 14 万美元。这一评估是以项目经理每周工作 20 个小时，其他内部工作人员每周合计
工作 60 小时，一共工作 6 个月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并且不为客户代表支付报酬。专职项目经理每小时费用 50 美
元，其他项目组成员每小时 70 美元，因为这一项目会占用一些他们本应在客户身上的时间。初步成本评估还包
括从供应商那里购买软件和服务的 1 万美元。这一项目完成后，还需要每年 4 万美元的维护费用，主要是用于更
新资料、专家咨询功能以及在线文章。
预计效益是以减少咨询师搜索项目管理信息、合适的工具和模板等时间为基础算出来的。预计效益也包括了由
于这一项目能增加业务而带来的利润。如果 400 多位咨询师每人每年节省 40 小时（每星期不到 1 小时），并将这
些时间用于其他项目，保守估计每小时带来 10 美元的利润，这一项目的预计效益将为每年 16 万美元。如果新的
局域网增加业务 1%，根据过去的盈利信息，每年因为新业务而增加的利润将至少达到 4 万美元。因此预计总效
益大约有 20 万美元左右。展示 A 总结了预测成本和成效，并列出了估计的净现值（NPV）、投资回报率（ROI）以
及回报发生的年份。它还列出了实现这项初步的财务分析的假设条件。所有的财务预算都是非常乐观的。预计
可按发起人要求的那样在 1 年内收回成本。净现值是 272 800 美元，基于 3 年系统生命周期得出的投资回报率为
112%，这是非常突出的。
8.0 进度评估
项目发起人希望项目在 6 个月内完成，但也存在一定的灵活性。我们假设新系统有效年限至少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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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潜在风险
这个项目面临几个风险。首要的风险是公司内部的咨询师和外部客户对新系统缺乏兴趣。对于给系统输入信息
和实现使用系统的潜在效益，使用者的投入至关重要。在选择用于搜索、安全检查、处理付款的软件时也存在一
些技术上的风险，但系统的这些功能所使用的技术都是经过检验的。因而，主要的业务风险是在项目上投入了时
间和资金，但并没有实现预期效益。
10.0 展示
展示 A：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的财务分析

成本
折扣因子
折扣成本

0
140 000
1
140 000

1
40 000
0.93
37 037

8%
年
2
40 000
0.86
34 294

利润
折扣因子
折扣利润

0
1
0

200 000
0.93
186 185

200 000
0.86
171 468

折扣率
假定项目在 6 个月内完成

折扣利润 - 成本
累积利润 - 成本
折扣生命周期 ROI
假设
成本
项目经理 (500 小时，$50/ 小时）
成员 (1500 小时，$70/ 小时）
外包的软件和服务
总的项目成本（在第 0 年）
利润
咨询师人数
节省的小时数
每小时的利润
节省时间获得的收益
利润增长 1% 的收益
每年总的项目收益

(140 000）
(140 000）
112%

# 小时数
25 000
105 000
10 000
140 000
400
40
10
160 000
40 000
200 000

148 148
8 148

137 174
145 322
第一年的回收

3
40 000
0.79
31 753

243.084

200 000
0.79
158 766

515 419

127 013
272 336

← NPV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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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项目较小而且是由一个内部发起人发起，所以该项目的商业论证不像其他商业论证
那样长。Joe 和 Erica 审核了这份商业论证后，认为这个项目值得做。Joe 也很高兴看到大约
一年内即可收回投资，而且投资回报率预计为 112%。他告诉 Erica，继续进行项目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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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详见下一节内容。
2. 项目启动
Erica 知道，正式启动管理局域网网站项目的主要任务是识别所有项目干系人并指定项
目章程。根据《 PMBOK® 指南》（第 5 版），表 3-3 说明了这些过程及输出。主要输出包括项
目章程和干系人登记表。Erica 还发现一个启动项目的关键输出，即干系人管理策略和一个
正式的项目启动会议。针对这个项目，我们提供了创建这些输出的说明，以及每项输出的相
关文件样本。每个项目和组织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项目章程、干系人登记表
以及其他输出看起来都相同。在后面的章节你会看到一些此类文件的样本。
表 3-3

项目启动知识领域、过程和输出

知识领域

启动过程

项目综合管理

制定项目章程

项目章程

项目干系人管理

项目干系人识别

项目干系人登记表

识别项目干系人

输

出

Erica 约见了项目的发起人 Joe Fleming 帮助确定项目的重要干系人。

第 1 章讲过，项目的干系人是指参与项目活动和受项目活动影响的人，包括项目发起人、项
目团队成员、支持人员、客户、使用者、供应商，甚至项目的反对者。Joe 作为项目发起人，
知道组建一个强大的项目团队的重要性，而且他对 Erica 领导团队的能力很有信心。他们决
定，项目团队的核心成员应该包括：有着出色记录的全职咨询师 Michael Chen，兼职咨询师
Jessie Faue（在项目管理办公室供职的新员工），以及两名负责目前内网网站维护的 IT 部员
工，Kevin Dodge 和 Cindy Dawson。他们也知道客户的输入对项目而言十分重要，所以 Joe
同意联系公司的两个最大客户的 CEO，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自己负担费用，派出代表参与这
个项目。所有 Joe 和 Erica 推荐的公司内部员工都同意参加这个项目，两名客户代表分别为
Kim Phuong 和 Page Miller。鉴于很多人都是新内网网站用户，也会受到此项目的影响，因
此，关键项目干系人还有：公司 IT 部、人力资源部、公共关系部的主管以及 Erica 的行政
助理。
Joe 和 Erica 制定了初步的合同，随后 Erica 在项目干系人登记表记录下干系人的角色、
姓名、组织以及联系方式。项目干系人登记表是指记录已经识别的干系人的相关细节的文
件。表 3-4 给出了一个初步的项目干系人登记表的部分示例。因为这份文件是公开的，Erica
在编写时很谨慎，以免包含一些敏感信息，比如干系人对项目的支持力度和对项目的潜在影
响。她会将这些敏感信息单独记下，以指定项目干系人管理策略。
表 3-4
姓名

职位

项目干系人登记表

内部 / 外部

角色

联系方式

Joe Fleming

首席执行官

内部

发起人

joe_fleming@jwdconsulting.com

Erica Bell

项目管理办公室主管

内部

项目经理

erica_bell@jwdconsulting.com

Michael Chen

项目组成员

内部

项目组成员

michael_chen@jwdconsulting.com

Kim Phuong

业务分析师

外部

顾问

kim_phuong@client1.com

Louise Mills

PR 主管

内部

顾问

louise_mills@jwd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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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干系人分析是一种在整个项目中帮助理解和增加项目干系人支持度的方法。项目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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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人分析的结果会被记录在干系人登记表中或者单独的干系人管理策略中。这种策略包括的
基本信息有：干系人的姓名、干系人的相关程度、对项目的影响程度以及从特定的干系人那
里获得支持或减少潜在阻碍的管理策略。因为这些都属于敏感信息，需要视为机密。一些项
目经理甚至不会在文件中写入这些信息，但仍会慎重考虑，因为项目干系人管理是其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表 3-5 截取了 Erica 针对内网项目创建的项目干系人管理策略的一部分作为
样本。你将会在随后的章节中看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记录示例。
表 3-5

项目干系人管理策略

姓名

利益相关度

影响程度

潜在的管理策略

Joe Fleming

高

高

Joe 喜欢关注关键项目的顶层问题和收益情况。召集很多
简短的、面对面的会议，致力于获取项目的财务收益

Louise Mills

低

高

Louise 有很多需要花时间做的事情，而且看起来她对这
个项目并不积极。她可能在寻找其他的工作机会。说明该
项目如何给公司和她个人工作简历带来帮助

起草项目章程

Erica 起草了一份项目章程，在拿给 Joe 看以前，项目团队先进行了审

核。Joe 做了一些小的修改，在 Erica 的协调下，所有关键的干系人签署了项目章程。表 3-6
显示了最终的项目章程（关于项目章程更多的信息见第 4 章）。注意包含在项目章程中的项
及它们的简短性。JWD 咨询公司认为项目章程最合适的长度是一页或者两页，如果需要也
可以引用其他文档，例如商业案例。Erica 感觉到项目章程最重要的部分是关键干系人的签
名及他们各自的意见。由于很难让干系人对长度甚至只有一页的项目章程取得一致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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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允许每个人都可以将所关心的部分放在意见部分中。请注意高级咨询师 Michael Chen，
他关心这个项目，但他感到外部客户的其他安排也许优先级更高。他会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协
助。IT 人员提到了测试和安全问题。Erica 认为在管理项目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表 3-6

项目章程

项目名称：项目管理内网项目
项目开始日期：5 月 2 日

项目完成日期：11 月 4 日

预算信息：公司为该项目划拨了 14 万美元。项目的主要成本是内部的人力成本。最初的估计是每周 80 小时的
工作时间。
项目经理：Erica Bell, (310）555-5896, erica_bell@jwdconsulting.com
项目目标：开发 JWD 咨询的内网网站的可访问性，以帮助内部的咨询师和外部的客户有效的管理项目。内网
网站将包含用户可以下载的几个模板和工具，完成的模板以及基于实际项目的相关项目管理文档的例子，与最近
的项目管理主题相关的重要的文章，论文检索服务，链接到拥有有用信息的其他站点，和一个“专家咨询”栏目，
在该栏目中用户能够提交其项目中遇到的问题，然后获得领域专家的帮助。内网网站的某些部分是公众可以访问
的，有些部分只对现在的客户和 / 或内部的咨询师开放，其他内网网站的部分则是收费的。
主要项目成功标准：项目应该赚到足以支付一年内完成的费用。
方法：
● 进行调研以决定新内网网站的至关重要的要素和咨询师及客户的请求输入。
● 审核项目管理文档的内部和外部的模板和例子。
● 研究软件以提供安全性能，管理用户输入，提供文章检索和“专家咨询”的特征。
● 使用迭代的方法开发内网网站，不断请求用户的反馈。
● 在项目开发中以及项目完成后一年的时间内，确定某种方式用减少的成本和新增的收入来度量内网网站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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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角色和职责
姓名
Joe Fleming
Erica Bell
Michael Chen
Jessie Faue
Kevin Dodge
Cindy Dawson
Kim Phuong
Page Miller

角色
发起人
项目经理
团队成员
团队成员
团队成员
团队成员
顾问
顾问

职位
JWD 咨询公司，CEO
JWD 咨询公司，管理人员
JWD 咨询公司，高级咨询师
JWD 咨询公司，咨询师
JWD 咨询公司，IT 部
JWD 咨询公司，IT 部
客户代表
客户代表

联系信息
joe_fleming@jwdconsulting.com
erica_bell@jwdconsulting.com
michael_chen@jwdconsulting.com
jessie_faue@jwdconsulting.com
kevin_dodge@jwdconsulting.com
cindy_dawson@jwdconsulting.com
kim_phuong@client1.com
page_miller@client2.com

签名：（上面列出的所有干系人的签名）
意见：（如果可以，请将上述干系人的意见手写或打印）
如果时间允许，我将支持这个项目，但是我认为我的客户的项目的优先级更高。在项目需要的时候将指派我的
助理来支持该项目。
——Michael Chen
我们在测试新系统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当提供给公众和客户访问内网网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
——Kevin Dodge 和 Cindy Dawson

召开项目启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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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Erica 这样有经验的项目经理都懂得，良好的项目开端非常关

键。而成功的启动会议是一个有效途径。启动会议是指在项目开始时召开的会议，以便于项
目干系人见面、评论项目目标、讨论未来的计划。通常项目启动会议在商业论证和项目章程
完成后举行，也可以根据需要提前。即使一些或所有项目干系人都必须面对面地参与项目，
召开启动会议也仍然重要。
Erica 也知道，主要的项目干系人出席的任何项目会议都应该有会议议程。Erica 为项目
管理内网网站项目启动会议指定的会议议程见图 3-2。议程的主要议题如下：
● 会议目的
● 议程（将讨论的主题按顺序列出）
● 记录项目活动内容的部分（每个人的责任分配，每人完成项目活动的时间）
● 记录下次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的部分
启动会议
[ 会议时期 ]
项目名称：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
会议目的：通过介绍关键干系人、评论项目目标和讨论未来计划，使项目有效启动
议程：
● 介绍出席会议人员
● 回顾项目背景
● 回顾项目相关文件（商业论证、项目章程）
● 讨论项目组织结构
● 讨论项目范围、时间和成本目标
● 讨论其他重要议题
● 会议提出的项目活动内容清单
活动内容

责任分配

下次会议的日期和时间：

到期日

99
图 3-2

启动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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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养成两个好习惯：首先，关注会议结果，在会议议程上记录项目的活动内容和下次开
会的日期和时间，有助于做到这一点；其次，围绕会议的关键决议和活动内容，编写会议记录。
Erica 计划在会议结束后的 1 ～ 2 天内，将会议记录发给所有与会者和其他合适的项目干系人。

3.4.2

项目计划

计划通常是项目管理中最困难和最不受欢迎的过程。因为计划通常不是用来推动工作
的，所以许多人对计划持消极态度。项目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指导项目的执行。为了指导执
行，计划必须是实际的和有用的，所以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将投入计划过程；有工作经验的人
都知道工作是需要计划的。第 4 章提供了项目管理计划的详细准备资料；第 5 ～ 13 章从每
个知识领域的角度再次描述了项目计划过程。
表 3-7 按 照《 PMBOK® 指 南》（第 5 版） 列 出 了 项 目 管 理 的 知 识 领 域、 过 程 和 项 目
计划的输出。项目计划过程组有许多潜在的输出，包含了所有的知识领域。本章列出了
JWD 咨询公司的项目管理内网项目的一些计划文档例子，本章的后面还有很多例子。记住
《PMBOK® 指南》只是一个指南，许多组织也许基于他们各自特定的目的有不同的计划输出，
正如本例中的案例。你可以使用很多模板用于计划，一些模板在本章的最后节列出了。
由于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相对较小，Erica 认为一些最重要的计划文件需要重点放在
以下几个方面：
● 团队协议（仅基于《 PMBOK® 指南》，未列入表 3-7）。
● 项目范围说明书。
● 工作分解结构（WBS），范围基线的重要部分。
● 项目时间表，以甘特图的形式，并附有所需要的资源以及人物之间的相关性。
● 风险排序清单（风险登记表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文档和其他项目相关的信息，对于项目管理内网项目上的所有项目组成员都是
可见的。JWD 咨询公司已经使用项目管理内网项目好几年了，而且已经发现它们确实能够
帮助促进沟通和项目信息归档。对于大的项目，JWD 会编制很多在表 3-7 输出部分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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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档。（在后面的章节中，读者将从各个知识领域的角度对这些文档有更多的了解。
）
表 3-7
知识领域
项目综合管理

计划过程和输出
计划过程

出

制定项目管理计划

项目管理计划

计划范围管理

范围管理计划
需求管理计划

收集需求

需求文档
需求跟踪矩阵

范围定义

项目范围说明书
项目文档更新

创建 WBS

范围基线
项目文档更新

计划进度管理

进度管理计划

活动定义

活动列表
活动属性
里程碑列表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时间管理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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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知识领域

计划过程

输

出

活动排序

项目进度网络图
项目文档（更新）

活动资源估算

活动资源需求
资源分解结构
项目文档（更新）

活动工期估算

活动工期估算
项目文档（更新）

制定进度计划

进度基线
项目进度表
进度数据
项目日历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计划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计划

成本估算

活动成本估算
估算依据
项目文档（更新）

项目成本管理
指定预算

成本基线
项目资金需求
项目文档（更新）

项目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计划

质量管理计划
过程改进计划
质量衡量指标
质量检查表
项目文档（更新）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计划

人力资源计划

项目沟通管理

沟通管理计划

沟通管理计划
项目文档更新

风险管理计划

风险管理计划

风险识别

风险登记表

执行定性风险分析

项目文档（更新）

执行定量风险分析

项目文档（更新）

风险对应计划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项目采购管理

采购管理计划

采购管理计划
采购工作说明书
采购文档
来源选择标准
自制或外购决策
请求变更

项目干系人管理

干系人管理计划

干系人管理计划
项目文档（更新）

项目风险管理

在项目组签署了项目章程以后，Erica 马上组织了项目管理内网项目的团队组建会。会
议的重要的部分是帮助项目组成员彼此认识。Erica 已经与每一个成员分别谈过话，但是
这是整个项目组成员彼此之间的首次碰面。Jessie Faue 在项目管理办公室和 Erica 一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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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以他们非常了解对方。但是 Jessie 对公司不大了解，不认识其他任何组员。Michael
Chen 是一个高级咨询师，经常工作在外部客户上的高优先级的项目上。他和他的助理 Jill
Anderson 参加了启动会，当他比较忙的时候，Jill 将支持该项目。每个人都重视 Michae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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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同时他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是非常直率的。Michael 还因为以前项目的关系而认
识两个客户代表。Kevin Dodge 是 JWD 咨询公司内网网站的领导者，重点在技术细节上。
Cindy Dawson 同样是从 IT 部门来的，同时还有与外部供应商进行谈判的经验。Kim Phuong
和 Page Miller 是两个客户代表，对该项目非常积极，但是对于共享他们公司的敏感信息是
非常警惕的。
Erica 首先让大家做自我介绍，努力使气氛融洽一些，让每个人都轻松一些。她让每个
人在不考虑任何成本的情况下，描述自己梦想中的假期应该怎样度过。这个活动使得大家互
相了解，也展示了他们个性中不同的方面。Erica 明白建立一个强大的队伍并且彼此之间能
够进行很好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 Erica 解释了项目的重要性，回顾了签署的项目章程。她解释一个帮助项目团队共
同工作的重要的工具是：让成员们制定一个每个人都乐意签署的团队协议。JWD 咨询公司
相信在所有的项目中使用团队协议能够帮助提升团队工作，并阐明团队交流的重要性。她解
释了一个团队协议中的主要主题，并且展示了一个团队协议模板。然后她让团队成员分成了
两个小组，每组有一个咨询师、一个 IT 部门成员和一个客户代表。这些小组使得每个人更
容易表达意见。每个组分享了哪些信息应该放到协议中，然后一起形成了一个项目团队协
议。表 3-8 显示了最后的团队协议，该协议的创建花费了 90 分钟。Erica 能够看出团队中成
员的不同的个性，但是感觉到所有人应该能够很好地在一起工作。
表 3-8

团队协议

行为准则 作为项目团队，我们应该：
● 工作主动，预见到潜在的问题并且采取行动去避免它。
● 随时通知其他团队成员与项目相关的信息。
● 关注什么是对整个项目组最有利的。
参与
●
●
●
●
●
●

我们将：
在所有的项目活动中表现诚实和开放。
鼓励多样化的团队合作。
提供公平参与的机会。
公开新方法和考虑新的观点。
每次只有一个讨论。
如果一个团队成员无法参加一次会议，或者在最终期限之前无法完成给定任务，那么，应该让项目经理
事先知道。

沟通 我们将：
● 团队以最好的沟通方式做出决定。因为一些团队成员不能经常面对面开会，我们使用 E-mail、项目管理
主页和其他技术来帮助沟通。
● 项目经理主持所有的会议，如果需要可以安排电话和视频会议。
● 一起工作来创建项目的进度表，同时每周五下午 4 点之前将实际的执行情况输入到项目管理系统中。
● 清晰和明确地表达意见。
● 使讨论不偏题。
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将：
● 鼓励每个人都参与解决问题。
● 只使用建设性的批评，集中精力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责备人。
● 努力听取其他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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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会议指南 我们将：
● 计划在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召开面对面的会议。
● 在第一个月更多的碰面。
● 如果需要，可以为与会人员安排电话或者视频会议。
● 如果需要，可召开其他会议。
● 对于所有的项目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并且在 24 小时内将它们用电子邮件发送出去。对于每次会议，着
重考虑所做的决定和每次会议的活动细节。

Erica 想把会议时间限制在两个小时。下一步的工作是通过制订范围说明书和 WBS 来
阐明项目的范围。她知道撰写这些文档需要时间，但是她想知道每个人所认为的项目可交付
成果是什么，他们在产生这些可交付成果中扮演的角色，需要澄清项目范围的领域。她提醒
每个人关于项目的预算和进度，从而在讨论项目范围的时候能够符合这些条件。她同样要求
每个人提供在接下来的 6 个月中每月能够工作在该项目上的时间。然后她要求每个人写下对
于下列问题的答案：
1）列出对你来说项目范围中最不清楚的一项内容。
2）对于项目的范围，你能够预见到有哪些其他问题和麻烦？
3）列出你所认为的该项目的主要的可交付成果是什么？
4）你将会帮助创建或者评审哪些可交付成果？
Erica 收集了每个人的意见。她解释说，她将跟 Jessie 一起来根据这些信息制定范围说
明书的初稿，将在本周末发给每个人。她还建议所有人在一周内再次开会，以更深入地制订
范围说明书，同时开始制订项目的 WBS。
Erica 和 Jessie 检查了所有的信息，创建了范围说明书的初稿。在下一次的团队会议上，
他们讨论了范围说明书，同时在制定 WBS 上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表 3-9 是在经过了多次电
子邮件和再一次团队会议之后，Erica 创建的范围说明书的一部分。注意，范围说明书列出
了产品的特征和需求，总结了可交付成果，同时详细描述了项目成功的准则。
表 3-9

范围说明书（草稿）

项目标题：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
时间：5 月 18 日
起草人：Erica Bell，项目经理，erica_bell@jwdconsulting.com
项目起因：JWD 咨询公司的 CEO Joe Fleming 要求该项目能够帮助公司实现其战略目标。新的内网网站将提高
公司经验的可见性，并且使当前和潜在的客户通过内网网站能够访问到它。它将帮助减少内部成本，并通过提供
标准工具、技术、模板和项目管理知识给内部所有的咨询师提高利润。项目的预算是 14 万美元。当项目完成以后，
每年还有 4 万美元的运行费用。估计的利润是每年 20 万美元。重要的是项目完成后在一年内系统能够收回成本。
产品的特征和需求：
1. 模板和工具：内网网站授权用户能够下载并使用这些文档来创建项目管理文档，并帮助他们使用项目管理工
具。这些文件的格式有微软 Word、Excel、Access、Project、HTML 或者 PDF。
2. 用户交付：鼓励用户将样例模板文档和工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网站管理员。网站管理员将把这些文档
发给合适的人进行审核，如果需要，就把这些文档放到内网网站上。
3. 文章：发布在内网网站上的文章将会有合适的版权许可。推荐的格式是 PDF。项目经理可以批准其他的格式。
4. 文章请求：内网网站还包括一个栏目，用户可以使用此栏目向项目管理办公室（PMO）提出请求，为用户选
出需求的文章。PMO 管理员必须首先审核需求，可以的话再商谈支付问题。
5. 链接：所有链接到外部站点的链接每周都要测试。不通的链接将被改正或者在发现的 5 个工作日内去掉。
6.“专家咨询”栏必须是用户友好的，能够接收问题，并能立刻认识到问题接收到的格式是正确的。该栏也必
须能够将问题转交给合适的专家（在系统的专家库中维护的），还能够提供被回答问题的状态。如果需要，系统还
能够接受咨询的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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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7. 安全：内网网站必须能够提供几个层次的安全。所有的内部雇员在输入了安全信息后方能访问整个内网网站。
部分内容从公司的网站上发布。内网网站的其他部分是否对当前的客户可用，可根据当前的客户数据库来进行验
证。在洽谈好费用或者使用预先验证的支付方法支付了固定费用后，用户就可以访问其他部分。
8. 搜索栏：内网网站必须为用户提供一个按照主题和关键词等搜索的专栏。
9. 内网网站必须能够使用标准的因特网浏览器来访问。用户必须有合适的应用程序来打开多个模板和工具。
10. 内网网站必须是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可以访问的，每周有一个小时的系统维护时间，以及需要的其他的
周期性的维护时间。
项目可交付成果的概括
与项目管理相关的可交付成果：商业论证、章程、团队协议、范围说明书、WBS、进度表、成本基线、状态报
告、最终项目展示、最终项目报告、经验教训报告和其他与管理项目相关的文档。
与产品相关的可交付成果：
1. 调研报告：面向现有的咨询师和客户进行调研，以帮助决定内网网站所需要的内容和专栏。
2. 文档模板：当系统初步实现的时候，内网网站中至少包含 20 个文档模板，同时至少有能力包含最多 100 个
文档。项目团队将基于调研结果来决定最初的 20 个模板。
3. 完整模板的示例：内网网站将包括那些已经使用了在内网网站上的模板的项目示例。例如，如果有一个商业
论证模板，那么就需要有一个使用这个模板的商业论证。
4. 使用项目管理工具的说明：内网网站将包括如何使用几个项目管理工具的信息，下面是一个最小的集合：工
作分解结构、甘特图、网络图、成本估计和挣值管理。那么对于这些工具，将要提供合适的应用软件的样本文
档。例如，微软 Project 文档将会用来演示作为范本的工作分解结构、甘特图、网络图、成本估计和挣值管理应
用。Excel 文档将用于样本的成本估计和挣值管理图。
5. 工具应用示例：内网网站将包括实际项目的例子，这些项目应用了第 4 项中列出的工具。
6. 文章：内网网站将包括至少 10 个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有用的文章。内网网站将有能力存储至少 1000 个 PDF 格
式的文章，平均长度为 10 页。
7. 链接：内网网站将包括至少 20 个有用链接的简要描述，这些链接将被划分为有意义的组。
8. 专家数据库：为了提供“专家咨询”栏目，系统必须要访问数据库以获得经过验证的专家和他们的联系信息。
用户将能够按照预先定义的主题来进行搜索。
9. 用户请求栏：内网网站包括一个用来搜集和处理用户请求的应用。
10. 内网网站设计：新的内网网站的最初的设计将包括一个节点地图、建议的格式、合适的图形等。最终的设
计将把用户的意见结合进最初的设计。
11. 内网网站内容：内网网站将包含模板和工具部分、文章部分、文章检索部分、链接部分、“专家咨询”部分、
用户请求栏目、安全和支付栏目。
12. 测试计划：测试计划包含的是内部网站是如何测试的，谁将进行测试，bug 是如何提交的。
13. 推广：内网网站的推广计划将描述在设计阶段搜集输入的多种方法。该推广计划同样宣布了新的内网网站
的存在。
14. 项目收益度量计划：项目的收益计划将度量内网网站的财务价值。
项 目 成 功 的 准 则： 我 们 的 目 标 是 在 6 个 月 内 完 成 这 个 项 目， 预 算 不 能 超 过 14 万 美 元。 项 目 的 发 起 人 Joe
Fleming 强调的是在内网网站完成以后，应该在一年内收回成本。为了满足这个财务目标，内网网站必须有用户
的大力参与。我们必须研究一种方法，在内网网站开发、测试以及推广应用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利润。如果项目比
计划延迟了一点时间，或者多花了一些钱，但是如果它能有一个好的回报，同时能够帮助公司达到成为一个杰出
的咨询组织的目标，那么公司仍然认为项目是成功的。

项目组在编写范围说明书的同时，还设计了工作分解结构（WBS）。在项目管理中，
104
～
106

WB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它提供了决定如何工作的基础。为了度量和预测项目的
执行情况，WBS 同样提供了一个建立项目进度表和进行挣值管理的基础。Erica 和她的团队
决定使用项目管理过程组作为 WBS（如图 3-3 所示）的主要范畴。它们包括了从启动过程到
提供完整的项目范围视图过程中所完成的工作。项目组同样想列出几个计划中的里程碑，例
如关键交付成果的完成，所以他们准备了里程碑的独立列表，这些同样被包含在甘特图中。
你将在第 5 章学习更多创建 WBS 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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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启动
1.1 识别关键的干系人
1.2 准备项目章程
1.3 召开项目启动会
2.0 计划
2.1 召开团队计划会
2.2 准备团队协议
2.3 准备范围说明书
2.4 准备 WBS
2.5 准备进度表和成本基线
2.5.1 决定任务资源
2.5.2 决定任务持续时间
2.5.3 决定任务依赖关系
2.5.4 创建甘特图草案
2.5.5 审核和敲定甘特图
2.6 风险的识别、讨论和分级
3.0 执行
3.1 调研
3.2 用户介入
3.3 内网网站内容
3.3.1 模板和工具
3.3.2 文章
3.3.3 链接
3.3.4 专家咨询
3.3.5 用户请求栏
3.4 内网网站设计
3.5 内网网站构建
3.6 内网网站测试
3.7 内网网站推广
3.8 内网网站大量使用
3.9 项目收益度量
4.0 监控
4.1 状态报告
5.0 收尾
5.1 准备最终的项目报告
5.2 准备最终的项目展示
5.3 经验教训

图 3-3

JWD 咨询公司内网网站项目工作分解结构（WBS）

在准备好了 WBS 以后，项目团队召开了另外一个面对面的会议来制定项目的进度表，
遵循在 2.5 节中给出的 WBS 中的步骤。项目进度表中的几个任务是有依赖关系的。例如，
内网网站的测试依赖于内容任务的构建和完成。每个人都参与到进度表的制订中，特别是那
些自己将要开展工作的任务。一些任务被进一步分解，从而团队成员对将要做什么以及在什
么时间做有更好的理解。在设计时间估计的时候，他们同样考虑到工作量和成本的约束。例
如，Erica 的计划是每周工作 20 个小时，其他的团队成员平均每周不能超过 60 个小时。在
团队成员提出日期估计的时候，他们同样估计了在每个任务上应该花费的时间。
会后，Erica 和 Jessie 一起将所有的信息输入到 Microsoft Project 中。Erica 使用内网网
站培训 Jessie 应用几种项目管理工具和模板。他们输入所有的任务、工期估计和依赖关系以

78

第3章

开发甘特图。在审核过项目的进度表后，Erica 决定输入资源和成本信息。他们最初的输入
导致完成日期比计划晚了几周时间。Erica 和 Jessie 审核了项目的关键路径，同时为了在 6
107
～
108

个月内完成计划的目标，Erica 缩短了一些关键任务。她与参与在这些任务上的团队成员讨
论，他们同意为了按时完成，他们每周将投入更多的时间到这些任务上。图 3-4 显示的是由
Microsoft Project 制作出来的甘特图，但只展示了正在执行的任务，以便能进一步显示其分
类下的子任务。（在附录 A 中你将学习如何使用 Microsoft Project 2010。第 6 章解释了甘特
图和其他时间管理工具的使用。
）基线日程计划的完成日期是 11 月 1 日。还要注意的是，在
10 月 17 日只有一个交付的软件，显示项目接近尾声的一个里程碑。项目章程中给出的计划
完成时间是 11 月 4 日。Erica 想按时完成计划，虽然三天不是一个大的缓冲，但是她感觉基
线日程是实际可行的。她将尽力帮助每个人完成目标。

图 3-4

JWD 咨询公司内网网站项目部分网络图

这个项目的主要成本是内部的人力资源，在开发任务工期估算的时候，团队考虑了他们的
工作时间约束。Erica 和 Jessie 在他们的 Microsoft Project 文档资源表中输入了每个团队成员的
名字和人工费率。因为不为客户代表的时间付费，所以他们的人工费率缺省为零。Erica 同样准
备了 1 万美元用于财务分析中的采购花费。她准备了商业论证，同样她向 Jessie 示范如何将这
一数额作为一个固定成本平分到“专家咨询”和用户请求栏目之间，对于这个栏目，她认为必
须购买一些外部软件和服务。然后 Erica 帮助 Jessie 把资源分配到任务，对于每个任务，输入每
个人计划每周工作的时间。然后，他们产生了几个成本报告，对于资源分配做了一些小的改动，
以使计划的总成本能够满足预算的约束。他们的成本基线非常接近于计划的 14 万美元的预算。
在计划过程组中，团队的最后可交付成果是一个分级风险列表。随着项目的进展，需要
更新信息并扩展以包括风险成因的信息、可能引起潜在风险的警告标识以及风险的处理策略
（关于风险登记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1 章）。Erica 审核了在商业论证中提到的风险，以及
在项目章程和团队会议上所给出的意见。她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来进行头脑风暴并讨论潜
在的风险。他们把识别出的风险放到“可能 / 影响”矩阵上，然后把一些意见组织到一起。
只有一个风险是在高可能性和高影响类别中，有些是在一个或者两个类别的几个中等影响的
风险。他们选择了不列出低可能性和低影响的风险。经过讨论，团队设计了表 3-10 中的分
级风险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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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分级风险列表

等级

潜在风险

1

缺少内部咨询师的参与

2

缺少客户代表的参与

3

新系统的安全性

4

文章检索和“专家咨询”栏目的外包 / 购买

5

处理在线支付事务的外包 / 购买

6

以实用的方式来组织模板和样例

7

提供有效的搜索栏目

8

从 Michael Chen 和其他的高级咨询师获得好的反馈

9

新系统的有效宣传推广

10

3.4.3

在一年内实现新系统的利润

项目执行

项目执行涉及采用必要的行动以确保完成项目计划中的活动，包括根据工作需要将任何
新的硬件、软件和过程引入正常操作中。项目的产品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通常需要
最多的资源来完成这个过程。表 3-11 基于《 PMBOK® 指南》（第 5 版）列出了知识领域、执
行过程和项目执行的输出。许多项目的发起人和客户重点关注提供的产品、服务或项目预期
结果等项目的可交付物。记录变更请求和计划文档的更新也是项目实施的重要输出。与该过
109

程组相关的模板将在本章后面列出。
表 3-11
知识领域

项目综合管理

项目质量管理

执行过程和输出
执行过程

指导和管理项目执行

可交付成果
工作绩效数据
请求变更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执行质量保证

请求变更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获取项目团队

项目人员分配
资源日历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建设项目团队

团队绩效评估
企业环境因素更新

管理项目团队

请求变更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企业环境因素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管理沟通

项目沟通
项目文档更新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项目沟通管理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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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知识领域

执行过程

项目采购管理

项目干系人管理

输出

实施采购

选择卖方
协议
资源日历
请求变更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管理项目干系人参与

问题日志
请求变更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对于这个相对较小的项目，Erica 能够与所有的团队成员紧密合作，从而能够保证产生
期望的工作结果。她还能够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在不增加项目成本的情况下，从公司内部人
员和外部资源得到意见。她确信，每一个将使用所建立的内网应用的人都知道，作为项目的
一部分他们自己正在做些什么，以及内网网站在未来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她知道，提供强
有力的领导和使用好的沟通技巧对于好的项目执行是至关重要的。公司有一个正式的变更请
求表，但是主要是用于外部项目的。对于几个采购文档，公司同样有几个合同专家和模板。
项目团队将利用这些来完成计划外包的部分。
如前所述，Erica 知道首席执行官和项目发起人 Joe 想通过里程碑报告来看到项目的进
展。他想让 Erica 提醒他任何潜在的麻烦和问题。表 3-12 给出了 Erica 和 Joe 在 6 月中旬审
核的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的里程碑报告的样例。Erica 与团队成员经常见面，每周与 Joe
一起来审核完成里程碑的进展，讨论项目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尽管 Erica 能够使用项目管理
软件来创建里程碑报告，但他更喜欢使用 Word 处理软件，因为项目比较小，同时也能够比
较好地控制报告的格式。
表 3-12
里程碑

日期

6 月 17 日的里程碑报告
状态

责任人

问题 / 评论

启动
识别项目干系人

5月2日

完成

Erica 和 Joe

签署项目章程

5 月 10 日

完成

Erica

召开项目启动会议

5 月 13 日

完成

Erica

签署团队协议

5 月 13 日

完成

Erica

完成项目范围说明

5 月 27 日

完成

Erica

完成 WBS

5 月 31 日

完成

Erica

完成风险排序清单

6月3日

完成

Erica

完成进度表和成本基线

6 月 13 日

完成

Erica

进行很顺利

计划

与发起人和团队一起审核

执行
调研完成

6 月 28 日

Erica

内网设计完成

7 月 26 日

Kevin

项目效益度量完成

8月9日

Erica

用户输入收集

8月9日

Jessie

文章完成

8 月 23 日

Jessie

目前反映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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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里程碑
模板和工具完成
专家咨询完成
用户要求的特色完成
链接完成
内网网站构建完成
内网网站测试完成
内网网站推广完成
完成内网投入使用
监控
进度报告
收尾
最终项目展示完成
发起人签字确认项目完成
最终项目报告完成
提交经验总结报告

日期

状态

责任人

9月6日
9月6日
9月6日
9 月 13 日
10 月 4 日
10 月 18 日
10 月 25 日
10 月 25 日

Erica
Michael
Cindy
Kevin
Kevin
Cindy
Erica
Kevin

每个星期五

所有人

10 月 27 日
10 月 27 日
10 月 28 日
11 月 1 日

Erica
Joe
Erica
所有人

问题 / 评论

人 力 资 源 问 题 通 常 出 现 在 项 目 执 行 过 程 中， 特 别 是 冲 突 问 题。 在 几 次 团 队 会 议 上，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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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a 能够看到 Michael 好像比较烦躁，经常离开房间去给客户打电话。她跟 Michael 谈到
过这个问题，发现 Michael 是支持这个项目的，但是知道他只能花费很少的时间在这上面。 112
他在会议之外的产出率更高，所以 Erica 同意 Michael 尽可能少地参加团队会议。她能够
看到 Michael 通过提供反馈，以及在“专家咨询”栏目中的领导作用来为开发组做出贡献。
Erica 调整了沟通方式来满足他的特殊需要。
另一个问题出现在当 Cindy 联系潜在的软件供应商来用于“专家咨询”和用户请求栏目
的时候。Kevin 想自己写所有的软件代码，但是 Cindy 认为从可靠的供应商购买新的软件具
有更好的商业意义。Cindy 想说服 Kevin 从其他地方购买一些软件是值得的。
Cindy 也发现 1 万美元的预算只是其需要的一半。她与 Erica 讨论这个问题，解释了不
管他们选择什么样的供应商都需要某些定制开发。Erica 同意可以外包，同时请发起人批准
追加资金。Joe 同意了，但是仍然强调了该系统在一年内收回投资的重要性。
当项目团队在收集调查和用户参与的请求时，得到的响应率比较低，Erica 向 Joe 请求
帮助。Joe 向 JWD 咨询公司的所有人员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强调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他
还提供了 5 天额外的假期给那个提供最好案例的人，案例是关于如何使用工具和模板来管理
项目的。这样，Erica 就从咨询师们那里收到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高效沟通技巧和强力高层
113
管理支持对于好的项目执行来说至关重要。
最佳实践
学习项目管理最佳实践的一种途径是向 PMI 年度大奖项目获得者学习。蒙特利尔国际
区（QIM）是一个占地 66 亩的城市新建项目，位于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的市中心。这个
耗费 9000 万美元，为期 5 年的项目，把一个曾经不受欢迎的地区建设成为城市里一个拥有
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的欣欣向荣的地区，并已催生出了价值 7.7 亿美元的房地产建设。项
目管理师 Clement Demers 是 QIM 项目的总负责人。他说该团队“采取了独特的项目实施方
式，将工作划分成工作包，可以进行小规模的管理技术测试和合同签订。这样项目经理就可
以从每一个阶段获取经验，并据此调整未来的工作环节和管理风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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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团队取得成功的其他战略包括以下内容：
● 团队在项目干系人群体中识别拥护者，以帮助鼓舞其他人实现项目目标。
● 团队的沟通计划包括为公众关心的问题专门设立了一个网站。
● 在每个项目阶段的开始都有为期两天的评审活动，来讨论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以
防止发生冲突。
● 要求投资者增加资金投入，以增加其在该项目中的股份。
● 团队认识到了雇用高品质专家的价值，如建筑师、工程师、律师以及城市计划者。
他们为所有专业人士的服务支付固定佣金并及时支付。

3.4.4

项目监控

项目监控（检测和控制）是一个过程，包括针对项目目标来衡量进展情况、监测计划的
偏离状况、采取正确的行动符合计划的进展。监控贯穿一个项目的生命周期，也包括 10 个
项目管理知识领域中的 9 个。表 3-13 按照《PMBOK® 指南》
（第 5 版）列出了这些知识领域、
监控过程和输出。与该过程组相关的模板在本章的后面列出。
表 3-13

监测和控制过程和输出

知识领域

监控过程

监控项目工作

实施整体变更控制

批准变更请求
变更日志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范围核实

验收的可交付成果
变更请求
工作绩效信息
项目文档更新

范围控制

工作绩效信息
变更请求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进度控制

工作绩效信息
进度预测
变更请求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成本控制

工作绩效信息
成本预测
变更请求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项目综合管理

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时间管理

项目成本管理

输出
请求变更
工作绩效报告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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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知识领域

项目质量管理

项目沟通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

项目采购管理

项目干系人管理

监控过程

输出

执行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度量
确认变更
确认可交付成果
工作绩效信息
变更请求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沟通控制

工作绩效信息
变更请求
项目文档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风险控制

工作绩效信息
变更请求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采购控制

工作绩效信息
变更请求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文档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控制项目干系人参与

工作绩效信息
变更请求
项目文档更新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周五下午 4 点之前，通过公司的项目管理软件，提交他 / 她的实际的工作时间。他们使用企
业版的 Microsoft Project 2010，所以能够通过 Web 很容易地更新任务信息。Erica 与 Jessie
一起分析这些信息，对关键路径和挣值数据给予特别的关注。（关于关键路径分析的更多信
息见第 6 章；关于挣值管理的描述见第 7 章；更多关于使用 Project 2010 来帮助监控项目的
信息见附录 A。
）Erica 想按时完成项目，即使这样意味着花更多的钱。Joe 同意这种做法，
批准了 Erica 申请的追加资金（Erica 根据挣值投影得到的）和对于关键任务的时间的增加。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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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中，项目管理计划需要做一些更新，以反映项目的范围、进度
和预算的变化。Erica 和其他团队成员在需要的时候采取正确的行动。例如，当他们没有从
调研中获得许多响应的时候，Erica 请求 Joe 的帮助。当 Cindy 与供应商在磋商的过程中遇
到问题的时候，她从另一个高级的咨询师那里得到帮助，该咨询师以前与这个供应商一起工
作过。Erica 同样为了项目的这个部分申请了更多的资金。
团队成员每周五提交一个简要的状态报告来显示工作绩效信息。他们原来使用的是公司
的状态报告的模板，但是 Erica 发现在修改了旧的模板后，她能够得到更好的信息以帮助她
的项目团队更有效率地工作。她希望团队成员不仅仅是报告他们做了什么，还要强调哪些方
面进展得比较好，哪些方面进展得不好，为什么。附加的信息能够帮助团队成员反映项目的
进展，并且识别需要改进的领域。表 3-14 是 Cindy 提供的一个状态报告的示例。
除了状态报告外，监控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是使用项目管理软件。所有团队成员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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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作为样例的周状态报告

项目名称：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
团队成员：Cindy Dawson, cindy_dawson@jwdconsulting.com
日
期：8 月 5 号
本周完成的工作：
－与 Kevin 一起进行内网网站的搭建
－组织所有的内容文件
－开始为内容文件制定一个文件命名模式
－继续做“专家咨询”和用户请求栏目的工作
－与感兴趣的供应商会面
－验证软件是否满足我们的需求
－发现一些需要定制的需求
下周需要完成的工作：
－继续内网网站的搭建工作
－准备为感兴趣的供应商起草合同
－为外包工作设计新的成本估计
进展较好的部分和原因：
内网网站的搭建开始进行得较好。设计非常清楚而且容易遵循。Kevin 真正知道在做什么
进展不好的部分和原因：
很难决定如何组织模板和例子。需要高级咨询师和客户的参与
建议 / 问题：
－召开一个专门会议来决定如何组织内网网站上的模板和例子
－得到一些样例合同，与感兴趣的供应商进行磋商以获得帮助
项目变更：
我认为现在是按计划进行的，但是需要 1 万美元来用于外包。这使得那一部分的预算加倍

Joe 也强调了新系统要在一年内收回成本的重要性。对于能够超出计划的财务收益，
Erica 非常有信心，同时决定只要项目团队开始测试系统，就开始获取利润。当她没有工作
在该项目的时候，Erica 管理着 JWD 咨询公司的项目管理办公室，她已经能够看到内网网站
将帮助雇员节省时间，同时使得咨询工作更加高效。她的一个下属想加入到咨询组，她相信
由于采用新系统，即使是少一个人，PMO 也能够继续提供当前的服务，这是以前没有考虑
过的好处。公司的几个客户的合同是基于绩效而不是基于时间来付费的，所以她很高兴地开
始衡量新的内网网站对于咨询师们的价值。

3.4.5

项目收尾

收尾过程包括获得干系人和客户对于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验收，同时使得项目或者项目阶
段实现有序的结束。它包括核实所有的可交付成果都是完整的，通常还包括最终的陈述。即
使许多 IT 项目在完成之前就被取消了，正式结束每个项目同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有利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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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项目也是重要的。如哲学家 George Santayana 所说，“那些不记得过去的人必将重复

117

过去。”
将项目平滑过渡到公司日常运作的计划和执行也非常重要。大多数的项目产生的结果被
集成到已有的组织结构中。例如，JWD 咨询公司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将需要员工在运作
以后支持内网网站。Erica 为支持新系统的 3 年生命周期，支持了每年 4 万美金的成本。她
还提供了一个过渡计划作为最终报告的一部分，从而提供从系统到公司运作的平滑过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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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包括在内网网站交付使用之前要解决的问题的列表。例如，在 6 个月的项目完成以后，
Michael Chen 就不再工作在内网网站项目上，所以团队就需要知道谁将支持“专家咨询”栏
目，同时为 Michael 安排一些时间与其一起工作。
表 3-15 列出了基于《 PMBOK ® 指南》（第 5 版）中的知识领域、过程和项目收尾的输
出。在任何项目的收尾过程中，项目团队成员将花费时间来开发合适的收尾过程，交付项目
最终的产品、服务或者成果，更新组织的过程资产，比如项目文档和经验教训报告。如果项
目团队成员在项目期间有采购项目，那么他们就必须正式地完成或者结束所有的合同。项目
收尾的相关模板将在本章后面列出。
表 3-15
知识领域

过

收尾过程和输出
程

输

出

项目综合管理

项目或阶段收尾

最终产品、服务或成果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项目采购管理

采购终止

采购终止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在项目收尾的时候，Erica 和她的团队准备了最终报告、最终展示、协议文本和经验教
训报告。Erica 审核了从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机密的、个人的经验教训报告，写了一个总经
验教训报告放到了最终的文档中。表 3-16 给出了报告的部分内容。注意被高亮的项目，例
如有一个好的启动会，一起合作开发一个团队协议，使用项目管理软件，与项目团队和发起
人之间的良好沟通等的重要性。
Erica 让 Joe 签订了一个客户验收表，该表是新的内网网站上的一个样例模板。她也希
望所有的咨询师在项目收尾时使用该表。（你可以在本书的配套网站上找到此模板或者其他
模板。
）
表 3-16

经验教训报告（简化版）

项目名称：JDC 咨询公司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
项目发起人：Joe Fleming
项目经理：Erica Bell
项目时间：2005 年 5 月 2 日——2005 年 11 月 4 日
最终预算：15 万美元
1. 项目是否满足范围、时间和成本目标？
我们确实满足了范围和时间目标，但是不得不申请追加 1 万美元并获得发起人的审批。
2. 在项目范围说明书中列出了哪些成功的准则？
下面是在我们的项目范围说明书中给出的项目成功的准则：
“我们的目标是在 6 个月内完成项目，花费不能超过 14 万美元。项目的发起人 Joe Fleming 强调了当内网网站
完成后，要在一年内收回成本的重要性。为了满足这个财务目标，内网网站必须有用户的大力参与。我们必须
制定一个方法当内网网站在开发、测试以及正式使用的时候来获取利润。即使项目的时间稍微加长，或者成本
稍微增加，但是如果该项目有一个好的回报，同时能够帮助公司实现杰出咨询组织的目标，那么项目仍将视为
是成功的。”
3. 反思你是否满足了项目的成功准则。
如上所述，发起人并不在意项目超出预算，只要系统有一个好的回报期和帮助公司实现目标。我们已经编制了
新的内网网站的一些财务和前景利益上的文档。例如，我们决定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下能够保证 PMO 的正常运行，
从而产生了显著的成本节省。我们同样从几个客户那里得到了关于新的内网网站的良好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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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4. 从管理项目来说，哪些是你的项目团队从项目中学到的经验教训？
主要的经验教训包括：
● 有一个好的项目发起人有助于项目的成功。我们碰到了好几个困难的情况，Joe 富有建设性地帮助我们
解决了这个问题。
● 团队工作是基础。在启动会上，花时间让每个都了解其他人是很有帮助的。制定和遵循一个团队协议也
是有用的。
● 好的计划在执行中会得到回报。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制定一个好的项目章程、范围说明书、WBS、进
度表等。所有的人都一起工作来制定这些计划文档，包括很强的外部买进。
● 项目管理软件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是非常有用的。
5. 描述项目中做对的一个例子。
6. 描述项目中做错的一个例子。
7. 基于在本项目中获得的经验，你将在下一个项目中有哪些不同的做法？

表 3-17 提供了项目最终报告的目录。封面包括项目名称、日期和团队成员的名字。注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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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包括过渡计划和在最终报告中每年分析项目的利润的计划。同样，要注意最终报告中包含
的附件，这些附件是与所有的项目管理和产品相关的文档。Erica 知道提供好的最终文档对
于项目来说是多么重要。项目团队编制了最终报告的硬拷贝和存储在新的内网网站上的电子
版用于提供给其他的咨询师在需要的时候使用。
表 3-17

项目最终报告的目录

1. 项目目标
2. 项目结果总结
3. 计划的和实际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4. 原始和实际预算
5. 项目评价（为什么做这个项目？将产生什么？项目是成功的吗？项目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6. 过渡计划
7. 年度项目利润估算方法
附件
A. 项目管理文档
● 商业论证
● 项目章程
● 团队协议
● 范围说明书
● 工作分解结构
● 基线和实际的甘特图
● 分级风险列表
● 里程碑报告
● 状态报告
● 合同文档
● 经验教训报告
● 最终展示
● 客户验收表
B. 与产品相关文档
● 调研和结果
● 用户输入总结
● 内网网站内容
● 内网网站设计文档
● 测试计划和报告
● 内网网站推广信息
● 内网网站规模使用信息
● 项目利润估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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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终的项目展示后，Erica 为项目团队组织了一个正式的项目结束午宴。她用这个午
宴来分享经验教训和庆祝项目的完成。

3.5

案例研究 2：JWD 咨询公司的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敏捷方法）
本节演示了一个更敏捷的方式来管理 JWD 咨询公司的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不是重

复第一个案例的样板文档示例，而是更加可预测性的案例研究。本节强调在每个过程组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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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敏捷方法的差异。回顾一些前面论述的敏捷方法，通常用于这样的项目：项目业务团队在
产品生命周期早期不能清楚表达项目范围，但团队确实想在项目早期而不是后期提供一个潜
在的可交付产品。一个敏捷项目团队通常使用若干次迭代来交付软件，而不是等到项目结束
后提供一个产品。
注意，团队通常不会很快决定是否使用敏捷方法管理一个项目。同样，没有特定的逻
辑，你不会马上决定是否坐飞机或者驾车去长途旅行。如果你需要很快地去某处，很少关心
沿途观光，而且身体情况可以乘飞机，你可能会选择乘飞机。如果你想要在某处消耗时光，
去看看沿途风景并享受开车的乐趣，你需要驾车去。同样，组织应该使用逻辑来决定何时使
用可预测方法或敏捷方法来管理具体项目。对于具有强大约束、经验不足和分散的团队、大
风险、通常清晰的项目前期需求，以及相当严格的完成日期的项目，最好使用预测型方法。
相反，对于项目约束不严格、有经验且合作良好的团队、风险小、需求模糊和进度灵活的项
目将更适合使用敏捷方法。本文使用同一个项目来强调两种方法过程和输出的主要不同。
当 使 用 敏 捷 技 术 和 其 最 受 欢 迎 的 方 法 ——Scrum 时， 团 队 使 用 特 定 的 角 色、 工 件 和
仪式。

3.5.1

Scrum 角色、工件和仪式

回忆第 2 章，Scrum 包括项目参与者的三个主要角色：
● 产品负责人：负责项目的商业价值，决定做什么工作以及以什么顺序记录在产品待办
事项列表中。在本案例中，Joe Fleming 是产品负责人。他是 JWD 咨询公司的 CEO，
并且是建议该项目的人。
● 敏捷教练：确保团队的生产力，促进每日例会，使所有角色和职能密切合作，并且
移除阻碍团队发挥的障碍。敏捷教练管理的是过程而不是团队的人。他们必须对产
品负责人和团队舒适地放弃控制权。一些专家认为，传统的项目经理不会成为伟大
的敏捷教练。在本案例中，Erica Bell 将接受挑战并成为敏捷教练。
● Scrum 团队或开发团队：由 5 ～ 9 人自发组织的跨职能团队，其工作用来产生每个
冲刺所需要的结果。一个冲刺通常持续 2 ～ 4 周，在这期间必须完成特定的工作并
可以进行审查。大型项目可能需要团队之上的团队。在本案例中，Michael Chen、
Jessie Faue、Kevin Dodge、Cindy Dawson、Kim Phuong 以 及 Page Miller 都 是 开 发
团队的成员。他们的位置都列在项目章程表 3-6 的前面。Kim 和 Page 是客户代表，
不在 JWD 咨询公司工作，但是他们是团队的关键成员，尤其是开发外部客户会使用
的部分内网的功能时。
在 Scrum 中，工件（artifact）是人工创造的有用的对象。工件在其他项目管理方法中成
为可交付成果。以下是用 Scrum 创建的三个工件：
● 产品待办事项：按照商业价值进行优先级排序的特性列表。最高优先级的条目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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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解为足够的细节以便于团队估计开发的工作量。一些专家建议为每个条目安排
月 10 个工作日的时间。当然，工作的大小和复杂性决定了估计。
● 冲 刺 待 办 事 项： 在 产 品 待 办 事 项 中 在 一 个 冲 刺 内 完 成 的 优 先 级 最 高 的 条 目 集 合。
Scrum 团队把最高优先级的条目分解成可以花 12 ～ 16 个小时完成的小任务。冲刺待
办事项和产品待办事项的例子会在本节的计划部分提供。
● 燃尽图：显示了按天计算在一个冲刺中累积工作的剩余量。燃尽图的例子在本节的
监控部分提供。
在使用 Scrum 方法时，敏捷教练可以利用 4 种仪式或会议：
● 冲刺计划会议：在一个冲刺内团队从产品待办事项中选择一系列工作去交付的会议。
这次会议大约需要 4 个小时到一整天。
● 每日例会：开发团队分享进展、挑战和计划一天工作的简单会议。理想情况下，团
队成员位于同一地点的会议通常持续不会超过 15 分钟，这是每天在相同时间和地点
举行的。如果这是不可能的，团队可以使用视频会议来开一个短的虚拟会议。敏捷
教练问从昨天起有什么工作已经完成，今天计划什么工作，以及可能阻碍团队的障
碍或绊脚石。敏捷教练记录这些绊脚石并和关键项目干系人在每日例会后一起工作
来解决它们。许多团队使用术语“问题”来表示这些不需要在未来 24 小时内解决的
条目，“阻碍”来表示需要立刻解决的条目。这允许敏捷教练首先保持专注优先级条
目（阻碍），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天左右解决其他问题。
● 冲刺评审：团队向产品负责人展示在一个冲刺内已经完成的会议。
● 冲刺回顾：基于对开发团队的实际绩效的回顾，帮助团队寻找提高产品和过程的方
法的会议。
图 3-5 显示了根据项目管理过程组如何看待在第 2 章显示的 Scrum 框架。创建产品待办
事项、指定冲刺待办事项，并在每日例会中讨论计划属于“计划”部分。执行日常工作和冲
刺并创造潜在的可交付产品增量属于“执行”。把冲刺回顾和讨论挑战作为每日例会的部分
可以视为“监控”。在冲刺回顾中的反思属于“收尾”。启动整个项目是一个阶段，这个阶
段在本例中超出了 Scrum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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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总结了一些每个过程组独特的 Scrum 活动。以下将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些活动。
表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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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组独特的 Scrum 活动

启动：
● 决定角色
● 决定多少冲刺会组成每个版本以及要交付的软件范围
计划：
● 创建产品待办事项
● 创建冲刺待办事项
● 创建释放待办事项
● 在每日例会中计划每天的工作
● 在列表中记录绊脚石
执行：
● 在每个冲刺完成每天的任务
● 在每个冲刺结束时完成一个可交付产品
监控：
● 解决问题和阻碍
● 创建并更新燃尽图
● 在冲刺回顾会议上展示完成的产品
收尾：
● 在冲刺反映会议上反映如何改进产品和过程

3.5.2

项目预启动和启动

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预启动的主要区别是确定角色，并决定什么功能会交付作为每个
版本的一部分，完成一个版本需要多少冲刺，以及有多少软件版本交付，这类似的把项目分
为几个小项目。一个项目章程、项目干系人登记表、项目干系人管理策略，以及启动会议仍
会作为启动阶段的一部分被创建，就像它们在本案例第一个版本中一样。但是，使用 Scrum
角色，Joe Fleming 会是产品负责人，Erica Bell 是敏捷教练，列在项目章程中的其他人会是
团队成员。
Joe 会见了 Erica，讨论在每个版本中应交付什么功能，每个版本由多少冲刺构成，需要
多少软件版本以及完成这个项目所需要的方法。他们决定，仍然需要调查潜在用户来收集新
软件的需求，并确定一种方法来衡量内网网站在实施后的价值。他们估计，这项工作需要大
约两个月。他们认为只有几个与调查和利益衡量相关的人物可以包含在被开发的软件中。例
如，两个新软件功能可能收集用户增强需求以及收集项目收益信息。Joe 和 Erica 一起做一
个调查，明确访问特点会提供最大价值的新内网的潜在用户。例如，他们将列出具体功能而
不是列出总体思路，并按照受访者的重要性排列他们。他们也会要求调查受访者提交样品模
板、工具以及其他对 Cindy Dawson 有用的信息，Cindy Dawson 在 IT 部门是一个项目团队
成员。前面收集这些信息将简化软件开发过程。Joe 和 Erica 决定，考虑到时间和成本的限
制，三个软件版本将是现实的。每个冲刺将持续 4 周，审核和创造产品以及冲刺待办事项在
每个冲刺中会是一个持续进行的活动。
Joe、Erica 与 Cindy 以及其他成员有几个会议。Cindy 最有敏捷项目工作经验。她探讨
了提交几个图形用户界面设计给潜在用户以获得他们反馈的重要性。在过去，这种方法非常
有用，基于 Cindy 的经验，在开发中避免了大量的返工。例如，一个团队成员会为潜在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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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创建 1 ～ 4 种特定界面的设计在营销团队举办的会议中评审。反馈有助于使得用户界面更
好、更直观。此外，要求潜在用户评价“外观和感觉”是非常有益的。例如，用户可能会被
一个选定的颜色方案弄晕，因此团队成员应该设计不同的配色方案，以判断对哪些人有最
大的吸引力并产生最积极的“可用性”分数。Cindy 解释，用户界面设计师通常不会是开发
团队的成员，但是组织可能会给他们提供一致的用户界面的详细设计规范。Erica 和 Joe 从
Cindy 那学到了很多，并把她的建议纳入未来的计划中。

3.5.3

项目计划

团队会遵循 Scrum 方法而不是创建一个团队协议、WBS、甘特图、整个项目风险的排
序列表。整个项目的初步范围说明书仍然是计划阶段的有用的工具；团队知道更多的细节
将会被添加以及更多的改变将发生。因为 Scrum 意味着团队成员作为一个自主组织来工作，
被敏捷教练指导，所以团队协议应该不是必需的。在产品以及冲刺待办事项中完成高层次工
124

作的描述将会被确认。在每个冲刺中，团队将制定一个更详细的技术故事和需完成相关任务
的列表。基于每天团队成员可用性的冲刺，团队为每个冲刺还必须建立一个速度（或容量）
评估。假设所有的开发人员都是外包人员，每天可以编写 8 小时代码，评估可以按工作的
小时数计算；或者如果开发者是每天工作少于 8 小时的员工，那么可以按点数进行评估。例
如，每天 6 个小时等于一个点，因此 36 小时的工作等于 6 个点。
我们仍然可以创建整个项目的甘特图，如图 3-6 所示。注意，过程组不遵循一个简单的
线性模式。如图中的里程碑所示，一些过程组对每个冲刺来说是重复的，导致一个有用软件
产品的几次迭代。回顾本案例的第一个版本，在 10 月 17 号即将结束项目时只有一个软件版
本或交付成果。在本案例中，两个额外的软件交付成果被安排在 8 月 3 日和 9 月 11 日。对
每次软件交付，有些团队创建一个版本路线图，将在本节后面进行描述。整个项目仍然安排
在 11 月 1 日完成。

图 3-6

使用 Scrum 方法制作的内网网站项目的基线甘特图

除了在项目范围书中列出所有的初步的项目需求，如表 3-2 6.0 节所显示的，Joe 是产品
负责人，创建了一个产品待办事项，根据增加的商业价值来优先考虑新内网软件最重要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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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Joe 与一些人分析调查结果和讨论选择后创建了产品待办事项。他包括了最重要的模板
和工具的单独条目，而不是把它们分组到一个条目中，并要求一个负责人来联系关于每个模
板或工具的问题。注意，这种方法结合了第一个案例显示的范围说明书中的一些条目，专注
于会添加什么最有价值。有一个负责人在团队开发出更复杂的“专家咨询”功能时是非常有
用的。评审产品待办事项后，Scrum 团队会做计划，团队可以在第一冲刺完成的基础上更新
冲刺待办事项。表 3-19 提供了一个第一个冲刺的产品待办事项和冲刺待办事项的示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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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会开第一个每日例会来安排这一天的工作。
表 3-19
产品代办事项

产品和冲刺待办事项
冲刺待办事项

1. 用户故事模板、样例和负责人

1. 用户故事模板、样例和负责人

2. WBS 模板、样例和负责人

2. WBS 模板、样例和负责人

3. 项目进度模板、样例和负责人

3. 项目进度模板、样例和负责人

4. 就一些内网产品和服务向客户收费的能力

4. 就一些内网产品和服务向客户收费的能力

5. 收集用户建议的能力

5. 收集用户建议的能力

6. 商业论证模板、样例和负责人
7. 专家咨询功能
8. 项目干系人管理策略模板、样例和负责人
9. 风险登记模板、样例和负责人
10. 等等。

Scrum 团队会将冲刺待办事项的条目通常以用户故事、技术故事和相关任务的形式分解
成更具体的工作条目。用户故事是客户简短地描述他们需要系统来为他们做什么。这些描述
应该大概有三句话长并且提供了冲刺计划会议的评估时间的基础。用户故事也应该可以被测
试并足够小，以使程序员可以及时地完成代码并进行单元测试。用户故事是由技术故事组成
的。技术故事是开发人员用于转化用户需求到技术规范必须创建定义用户功能。技术故事可
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技术任务。在冲刺中的工作进行的同时，开发人员可以在冲刺板上绘制出
这些任务的进展。冲刺待办事项中的一个条目基于它的复杂性可能会 / 不会被记录在一个用
户故事、一个技术故事以及一个任务中。有可能是一对一的关系，或者如果这个条目是高度
复杂的，则是多对一的关系。
例如，有人在金融领域的公司应该这样写一个用户故事：“就一些内网产品和服务向客
户收费的能力。”它可能如下所示：“作为一个财务经理，我希望我们的网站使用 B 公司来
处理付款，这样我们就会节省在交易以及客户服务方面的成本。”用户故事先被分解成详细
的技术故事再被分解到任务中，类似于工作分解结构中的任务。参见配套网站以及其他资源
获取关于“当使用 Scrum 框架时，创建用户故事以及其他计划文档”的更多信息。
一些组织使用一个版本路线图来布置整个版本的所有工作，其中包括多个冲刺。这个
路线图通常表示为包含多个列的图。版本路线图提供一个清楚的包含在每个冲刺中的框架
故事（范围）；速度估计对照实际很容易被评审和更新。版本线路图应该来自项目管理信
息系统（PMIS）或者相关的敏捷管理系统的数据，如微软的团队基础服务器、Rally 技术、
VersionOne 或 JIRA。

3.5.4

项目执行

正如这一章前面所讨论的，大部分时间和金钱应该花在执行上，在执行阶段实施计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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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所需要的产品。在本案例的第一个版本中，该团队完成每一天的任务，但通过使用敏捷
方法，该团队会产生多次迭代的潜在的可交付产品。例如，在第一个冲刺结尾，JWD 咨询
公司会有一些新项目管理内网网站的功能。如在第一个冲刺待办事项所列出的，用户将能够
访问对用户故事、WBS 以及项目进度表的模板、样例以及负责人。在开发过程中，用户也
可以建议他们希望在内网网站看到的功能。第一次迭代的软件也会提供对一些产品和服务向
客户收费的能力。通过使用 Scrum 方法，企业会比他们使用在第一种案例中描述的方法要
早几个月受益于这些新软件的功能。
因为 Erica 和一些项目团队成员没有使用 Scrum 的经验，他们将不得不解决一些挑战。
例如，因为项目团队在每天早上都要进行实际或者虚拟的见面，所以沟通方式是不一样的。
与新内网网站的用户沟通也会有问题，他们可能会迷惑于三个迭代产品而不是一个。参见第
10 章和第 13 章获取额外信息。

3.5.5

项目监控

在 Scrum 框架下的监控的两个主要条目是每日例会和冲刺评审。每日例会包括团队面
临的任何问题以及阻碍的简短讨论。敏捷教练会和合适的项目干系人来解决这些问题作为监
控的一部分。清除障碍使团队可以表现良好是敏捷教练的一个主要工作职责。每天早晨举行
每日例会来计划和沟通一天的工作并讨论任何风险、问题或者阻碍。敏捷教练记录这些问题
以及阻碍，类似于风险排序列表。
在一个冲刺内的工作进展可以被敏捷教练维护的冲刺板代表。冲刺板包含许多卡片，每
张卡片代表在一个冲刺内要进行的一个任务。每个任务卡包含控制编号、任务名称、完成估
计、等级或优先级编号以及分配的团队成员。由于任务分为公开的、工作中的以及关闭的，
他们被手动放到冲刺板合适的部分。这些部分包括未开始、进行中、准备测试、测试以及关
127

闭。开发人员将会在未开始、进行中以及准备测试部分更新任务的状态。测试人员在测试部
分会更新任务的状态。业务负责人会负责审核功能，确认其正常工作并改变任务为关闭状态。
燃尽图是非常重要的工件，用来在每个冲刺中以图形化的方式显示进度（见图 3-7）。如
果 JWD 咨询公司内网项目的第一个冲刺被安排持续 4 周并产生 5 个条目，或用户故事被列在
冲刺待办事项中，燃尽图展示了那段时期的进展。每个用户故事应该分解为具体的任务。团
队应该估计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来完成每个用户故事的每个任务。一个任务应该适合一天内完
成，并且一个团队成员在每日例会上或者站立式会议上要求的工作也适合一天内完成。每天，
团队会再估计每个任务的剩余时间。有些任务可能会增加，同时由于范围变得更清晰有些可
能会被减少。花多少小时无所谓，重要的是那个冲刺完成后用户故事剩下多少小时的工作。
燃尽图绘制每天的估计时间或者剩余点的总和。它还显示了一条理想化的燃尽线，好
像团队每一天完成等量的工作，或者在本例子中每天的 10 个任务。图表清楚地展示了是否
团队在那个冲刺做得好，还是有潜在的问题。燃尽图帮助团队了解用户故事能否在那个冲刺
内完成。如果故事是有风险的，这张图是一个指示器，它们应当被删除。如果进展比预期要
好，燃尽图表明故事应该被加到冲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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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冲刺结束时，本例子中的敏捷教练或者 Erica 领导了冲刺示范评审会议。团队向
团队负责人展示了在冲刺内已完成的内容。在本案例中，Joe 会评审在第一个冲刺中创建的
5 个特性。在冲刺示范评审之后，他会基于最新的信息和业务需求更新产品待办事项，然后
开始下一个冲刺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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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尾

在冲刺评审之后，敏捷教练领导了一个冲刺回顾会议。在这次短暂的会议（约半个小
时）中，团队反思在冲刺中发生了什么。敏捷教练通常首先通过电子邮件征求团队成员的反
馈并在会议前整理这些结果。这节省了时间并集中讨论重要的条目。回顾会议类似于一个经
验教训报告，但是它集中在一个更短的时间内。冲刺回顾旨在回答两个基本问题：
● 在上一个冲刺中什么进展很顺利，我们应该继续做？
● 什么样的不同的做法使我们能够改进产品或过程？
冲刺回顾会议通常是敏捷教练领导的，他记录了要实现的行动条目的列表。如果产品负
责人同意它们，那么这些条目可能被添加到产品待办事项列表中。例如，在 JWD 咨询公司
的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的第一个冲刺后，团队可能建议这个网站是手机可访问的。这个新
的需求被添加到产品待办事项列表，并被选为下一个冲刺的条目。回想一下，只要专注于商
业价值，敏捷方法欢迎新需求。
回顾以上演示的同一项目的两种不同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敏捷方法既有相似之处又
有不同之处。如果做得好，敏捷方法可以产生有用软件的几次迭代版本。这种方法允许组织
合作从而快速地应对变化的业务需求。

3.5.7

过程组模板

正如你所看到的，项目团队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准备了许多文档。许多人使用模板作为需
要准备的文档的标准形式。表 3-20 列出了用于准备在本章以及后面章节提及的文档的模板。
该表列出了模板名称、章节编号、通常使用该模板的过程组、创建它的应用软件以及文档
名。从本书的配套网站上你可以下载包含所有这些模板的一个压缩文件，或者从作者的网站
www.kathyschwalbe.com 下载。之后你可以通过修改模板来满足你的需要。
表 3-20
模板名称
商业案例

过程组
预启动

章节出处
3

过程组模板
应用软件
Word

文档名
business_case.doc

商业案例财务分析

预启动

3，4

Excel

business_case_financials.xls

干系人登记表

启动

3，13

Word

stakeholder_register.doc

干系人管理策略

启动

3，13

Word

stakeholder_strategy.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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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模板名称
启动会议

章节出处
3

应用软件
Word

文档名
kick-off_meeting.doc

投资回收表

启动

4

Excel

payback.xls

加权决策矩阵

启动

4，12

Excel

wtd_decision_matrix.xls

项目章程

启动

3，4，5

Word

charter.doc

团队协议

计划

3

Word

team_contract.doc

需求跟踪矩阵

计划

5

Word

reqs_matrix.doc
scope_statement.doc

范围说明书

计划

3，4，5

Word

工作说明书

计划

12

Word

statement_of_work.doc

建议书邀请函

计划

12

Word

rfp_outline.doc

软件项目管理计划

计划

4

Word

sw_project_mgt_plan.doc

工作分解结构

计划

3，5，6

Word

wbs.doc

甘特图

计划，执行

3，5，6

Project

Gantt_chart.mpp

网络图

计划，执行

3，6

Project

network_diagram.mpp

项目成本估算

计划

7

Excel

cost_estimate.xls

挣值数据与图

监控

7

Excel

earned_value.xls

燃尽图

监控

3，7

Excel

burndownchart.xls

质量保证计划

执行

8

Word

quality_assurance_plan.doc

帕累托图

监控

8

Excel

pareto_chart.xls

项目组织结构图

计划，执行

9

PowerPoint

project_org_chart.ppt

任务分配矩阵

计划，执行

9

Excel

ram.xls

资源直方图

计划，执行

9

Excel

resource_histogram.xls

沟通管理计划

计划

10

Word

comm_plan.doc

项目描述（文本）

计划

10

Word

project_desc_text.doc

项目描述（甘特图） 计划

10

Project

Project_desc_Gantt.mpp

里程碑报告

执行

3，6

Word

milestone_report.doc

变更申请表

计划，监控

4

Word

change_request.doc

进展报告

监控

3，10

Word

progress_report.doc

概率 / 影响矩阵

计划，执行，监控

11

PowerPoint

prob_impact_matrix.ppt

风险清单

计划，执行，监控

3，11

Word

list_of_risks.doc

风险注册

计划，监控

11

Excel

risk_register.xls

前 10 项风险跟踪

计划，监控

11

Excel

top_10.xls

盈亏平衡分析

计划

11

Excel

breakeven.xls

期望管理矩阵

监控

13

Word

expectations.doc

问题日志

监控

13

Word

issue_log.doc

客户验收表

收尾

10

Word

client_acceptance.doc

经验教训报告

收尾

3，10

Word

lessons_learned_report.doc

最终项目文档

收尾

3，10

Word

final_documentation.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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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组
启动

架。他们适用于大多数项目，无论是 IT 还是非 IT 项目，伴随着项目管理知识领域，帮助项

131

目经理能够看到在组织中管理项目的大局。
案例结局
如项目章程中所计划的，Erica Bell 和她的团队于 11 月 4 日完成了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
目。他们实际上超出了预算，然而 Joe 批准了 Erica 追加资金的申请，主要用于外购软件和

项目管理过程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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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像任何项目一样，他们碰到了一些挑战，但是作为一个团队紧密配合，同时使用了好
的项目管理，从而满足了发起人和用户的需求。他们收到了内部咨询师和一些客户对于新
的内网网站初步的正面反馈。即使在系统正式运行之前已经有人请求模板、示例和专家的
建议。在项目完成以后一年，Erica 和来自财务部门的一个人一起审核了新系统的盈利情况。
项目管理办公室少了一名员工，但是并没有招人来替代该位置，因为新系统帮助 PMO 减少
了工作量。这节省了公司花在该职位上每年 7 万美元的工资和福利。他们同样发现新系统帮
助公司在与客户签订合同的时候节省了大约 18 万美元，然而在计划的时候只有 16 万美元。
“专家咨询”栏目在第一年的业绩不理想，Erica 估计系统在第一年将通过产生新的业务提供
3 万美元的利润，而不是计划的 4 万美元。然而，从 PMO 工作职位节省的薪水和增加的合
同，综合起来比预期收益多了 1 万美元。Joe 为项目团队而自豪，认为他们开发的系统将帮
助 JWD 咨询公司成为世界级的组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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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项目管理涉及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过程。5 个项目管理过程组是启动、计划、执行、监控

和收尾。这些过程在一个项目的每个阶段上使用的强度也是不同的，特定的输出是作为每个
过程的结果产生的。通常情况下，在计划过程之后的执行过程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时间。
将每个项目管理过程组对照 10 个项目管理知识领域，可以宏观展示项目管理包括了哪
些活动。
一些组织开发了自己的 IT 项目管理方法论，通常使用《 PMBOK® 指南》中的标准作
为基础。调整这些方法以满足组织的特定需要是非常重要的。流行的方法，例如 PRINCE2、
敏捷方法、RUP 和六西格玛都包括这些项目管理过程。
JWD 咨询公司的案例研究展示了一个组织从启动到收尾如何管理 IT 项目。如下所示，
案例研究提供了关于启动、计划、执行、监控和收尾的几个输出的样例：
● 商业论证
● 项目干系人登记
● 项目干系人管理策略
● 项目章程
● 启动会议日历
● 团队协议
● 工作分解结构
● 甘特图
● 优先风险列表
● 里程碑报告
● 进度报告
● 经验总结报告
● 最终项目报告
同一案例研究的第二个版本阐述了如何使用 Scrum（主流的敏捷方法）来管理项目。不
是在接近项目结束时才发布新的内网软件，该项目团队可以发行三个迭代的软件。此版本的
案例研究介绍了一些新的工具，包括产品待办事项、冲刺代办事项和燃尽图。后续章节将提
供创建这些文档的详细信息，以及在案例研究中使用的几个工具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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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快速测验

1.

是针对某一特定结果的一系列行动。
a. 目标

2.

b. 过程

c. 计划

d. 项目

过程包括协调人员及其他资源，以全面贯彻落实项目计划，输出项目或项目阶段产品、服务或
成果。
a. 启动

3.

b. 计划

d. 监控

e. 收尾

c. 执行

d. 监控

e. 收尾

过程组通常最需要资源和时间。
a. 启动

4.

b. 计划

方法论产生于英国，定义了 45 个单独的子过程，并把它们组成 8 个过程组。
a. 六西格玛

5. 下面

b. 软件统一过程
b. 商业论证

6. 工作分解结构、项目进度表、成本估算是

d. PRINCE2

c. 项目章程

d. 启动会议

过程的输出。

b. 计划

a. 启动

c. 执行

7. 启动过程包括制定项目章程，是项目
a. 综合
8.

c. PMBOK® 指南

输出在项目启动之前完成。

a. 项目干系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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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执行

d. 监控

e. 收尾

管理知识领域的一部分。

b. 范围

c. 沟通

d. 风险

包括根据项目目标来衡量项目进度，并采取纠正措施。
b. 计划

a. 启动
9. 下面

c. 执行

b. 项目组没有经验且分散
d. 竣工日期相当死板

c. 涉及巨大风险
10. 很多人在编制各种项目管理文档时都是用
b. 模板

a. 方法论

1. b

3.9

e. 收尾

不是项目组用预测方法而不用敏捷方法去管理项目的典型原因。

a. 项目没有清晰的前期需求

3.8

d. 监控

作为标准格式。
c. 项目管理软件

d. 标准

快速测验答案
2. c

3. c

4. d

5. b

6. b

7. a

8. d

9. a

10. b

讨论题

1. 简述在 5 个项目管理过程组（启动、计划、执行、监控、收尾）中分别需要做什么工作。哪些工作
需要在启动项目之前完成？
2. 一个好的项目经理在每个过程组大约花费多长时间，为什么？
3. 为什么组织需要具体应用项目管理概念（如《 PMBOK® 指南》（第 5 版）中列出的），来创建自己的
方法论？
4. 每个过程组的主要输出是什么？
5. 项目团队在 5 个过程组中的每一个中所面临的典型挑战是什么？你可以设定你的讨论基于这一章的
项目描述的功能框（例如，“错在哪里”或者“对在哪里”）。你也可以你的讨论设定为关于一个 PMI
135

的年度获奖项目，或者关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失败项目（如丹佛国际机场行李处理系统）。
6. JWD 咨询公司案例研究的两个版本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什么时候你应使用一个更规范或敏捷的方
法？你认为 JWD 咨询网网站用户更喜欢软件的一个版本还是几个增量的版本？每个方法的利弊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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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练习题

1. 研究图 3-3 的工作分解结构与图 3-4 的甘特图。将工作分解结构输入 Project 2010，以缩进来表现工
作分解结构的层次。不要输入工期和任务相关性。打印由此产生的甘特图。如何使用 Project 2010
见附录 A。
2. 阅读第 3 章中 William Munroe 的关于密歇根州的 Blue Cross Blue Shield 的 IT 项目管理的方法论，
在本书配套网站上可以找到。或者研究另外一种方法，如 PRINCE2、敏捷方法、软件统一开发过程
或者六西格玛，以及组织如何使用它，举出至少两个参考的例子。为什么你认为组织应该花费时间
和资金开发适合其具体情况的方法论？关于这个话题总结出你的发现和观点。
3. 阅读本书配套网站上第 3 章提供的“ ResNet 案例研究”。这个实际的案例研究是关于西北航空公司
订票系统，它展示了项目管理过程组的另一个应用。写一篇文章总结在该案例中的每个项目过程组
中产生的主要输出。同时给出你自己的观点，即 Peeter Kivestu 是否是一个有效的项目经理。如果你
愿意，你可以找另一个记录齐全的项目并总结它。
4. JWD 咨询公司在项目管理内网网站项目正式启动之前写了一个商业论证。查看表 3-2 中本文档的内
容，找到两篇文章描述为什么要对 IT 项目的投资进行验证。此外，描述你是否认为大多数项目在项
目发起人正式批准该项目之前应该包括一个商业论证。写一篇短文总结你的发现和观点。
5. 阅读一篇文章或观看一个关于 PMI 项目年度奖的得主的视频。在网上搜索信息或者咨询配套网站上
的文本链接获取更多信息。该奖项过去的获奖项目包括草原水域项目、国家点火设施项目以及纽蒙
特 TS 电源计划项目。写一页论文总结一个成功的项目，重点是项目经理和团队如何使用良好的项
目管理实践。
6. 回顾本章提供的产品待办事项、冲刺待办事项、燃尽图。阅读文章或观看一个关于使用提到的这些
工件的 Scrum 方法视频。写一篇短文描述如何创建这些工件的详细信息，引用至少两个文献。
7. 你是 ACME 公司的项目咨询师，并帮助公司使用 Scrum 开发敏捷方法。该公司一直用预测型的项
目管理方法来进行软件开发，但是公司经理听说如果实施正确，敏捷方法有着显著的优势。准备一
项提案，建议需要哪些培训、文档、行政支持以及团队管理方法开始试点敏捷方法。提供你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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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8. 从配套网站或者 www.kathyschwalbe.com 上下载本文所使用的模板文件。回顾这几个文档，看看它
们是如何在本书中被使用的。在互联网上搜索其他模板文件。写一个短文来总结关于使用模板你想
到了什么，以及你认为它们如何帮助项目经理和团队。同时讨论使用模板可能存在的问题。

3.11

关键术语

敏 捷 方 法（agile method） 一 种 管 理 项 目 的 方
法，包括一个迭代的工作流程和一个通过短迭
代增量交付的软件。

每日例会（daily scrum） 一个简单的会议，在
会议上团队可以分享进展和挑战。
执行过程（executing process） 协调人力和其

工件（artifact） 人工制造的有用的对象。

他资源来执行项目计划，以产生项目或者项目

燃 尽 图（burndown chart） 一 种 图 表， 用 来 以

阶段的产品、服务或者结果。

按天计算的方式，显示在冲刺过程中累积工作
的剩余量。
收尾过程（closing process） 对项目或者项目
阶段的正式验收，并有效地终止。

启动过程（initiating process） 定义和批准项目
或项目阶段。
启动会议（kick-off meeting） 在项目开始时召
开的会议，所有重要的干系人在会上讨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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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计划等。
方法学（methodology） 描述应该如何去做事情
的方法。
监控过程（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process）
有规律地测量和监视项目进展，以保证项目团
队能够满足项目目标。
计划过程（planning process） 制订和维护一个

统 一 软 件 开 发 过 程 框 架（Rational Unified
Process（RUP）framework） 一种 迭代的软
件开发过程，关注团队的生产率以及向所有团
队成员提供软件的最佳实践。
敏捷教练（ScrumMaster） 确保团队的生产力，
促进每日例会，使所有角色和职能密切合作，
并且移除阻碍团队发挥的障碍。

可执行的计划，以保证项目满足组织的要求。

Scrum 团队或开发团队（scrum team or development

过 程（process） 针 对 某 一 特 定 结 果 的 一 系 列

team） 由 5 ～ 9 个人自发组织的跨职能团队，其
工作用来产生每个冲刺所需要的结果。

活动。
产品待办事项（product backlog） 根据商业价
值进行优先级排序的特性列表。
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 在使用 Scrum 方
法时，对项目的商业价值负责，同时决定以什
么样的顺序开展什么工作的人。
项目管理过程组（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
group） 项目活动的进展，从启动到计划、执
行、监控和收尾。
受控环境中的项目管理（Projects IN Controlled
Environments（PRINCE2）
（PRINCE2）） 在

六西格玛方法（six Sigma methodology） 用于
改善现有的业务流程，以及用于创建新的产品
或工艺设计。
冲刺（sprint） 设定的一段时间，通常 2 ～ 4 周，
在这期间使用 Scrum 方法时，必须完成特定的
工作并且准备好审查。
冲刺待办事项（sprint backlog） 在产品待办事项
中在一个冲刺内完成的优先级最高的条目集合。
干 系 人 登 记 表（stakeholder register） 包 含 识
别项目干系人的细节的文档。

英国开发的一种项目管理方法，定义了 45 个

标准（standard） 关于应该做什么的最佳实践。

独立的子过程，并将这些子过程组织成 8 个过

用户故事（user story） 用户简短地描述他们需
要系统为他们做什么。

程组。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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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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