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概述：为什么需要项目管理

本章目标
学习本章后，你将能够：
1．了解项目管理为何在企业中的地位越来越强大和普及。
2．认识项目的基本特征，包括其定义。
3．理解为什么有效的项目管理是一个挑战。
4．区分项目管理和传统的以流程为导向的商业职能。
5．识别促使企业采用项目管理的关键因素。
6．理解并解释项目生命周期、项目各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典型活动。
7．理解项目“成功”的概念，包括各种成功的定义以及可用的成功模型。
8．理解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目的和组织中基准比较的过程。
9．识别组织在熟练使用项目管理技术前所要经历的相关成熟阶段。

本章涉及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
1．项目的定义（见 PMBoK 1.2 节）
2．项目管理的定义（见 PMBoK 1.3 节）
3．与其他管理学科的关系（见 PMBoK 1.4 节）
4．项目阶段和项目生命周期（见 PMBoK 2.1 节）
世界通过极端化来获得价值，而又仅依赖适度性来保留价值；极端主义者使得世界不
断变大，温和主义者则使世界稳定发展。1

□ 项目导读 1-1
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开发项目
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拥有 1 500 万～ 2 000 万居民，其人口数量比伦敦及北京都要大，
同时拉各斯人口还在以每年近 60 万的速度增长。作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最大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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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迅速的城市，拉各斯亟须开发和维护其基础设施以适应人口增长，同时维系其作为非洲
大陆高科技中心的地位。据统计，世界人口的 85% 都居住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
而其中近 2/3 的人口年龄在 35 岁以下，因此对于这些国家，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以满足其
人口需求。在拉各斯，大约有 70% 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区，同时 2006 年的一份联合国
报告也指出，拉各斯城市区域中仅有 10% 的住户能直接获得市政供水。尽管存在这些问
题，在拉各斯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尼日利亚已成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成为电影与时尚
产业、金融市场及消费产品制造商之乡。
为改进城市设施所要实施的关键项目数量庞大，例如，作为一座拥有超过 1 500 万人
口的城市，拉各斯电力供应极度匮乏，现有电厂的发电量仅仅只有 2 000 兆瓦，比中型城
市曼哈顿单个城市街区所能获得电力的一半还少。“我们每天也许只有两小时的公共电力供
应，”尼日利亚海岸线国际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科拉·卡里姆（Kola Karim）说道，“这真令
人难以忍受。”面对长时间的间歇供电，城市居民不得不利用汽油或柴油发电机进行供电。
此外，拉各斯的住房极度短缺。为了克服住房短缺问题，许多人选择居住在贫民区，
而马科科就是其中之一。马科科位于大陆的拉各斯泻湖，有几十万居民，但其公共服务，
如干净的饮用水、电力及垃圾处理装置都极度缺乏，整个城市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和健康风
险。马科科是分布在恶臭四溢的泻湖边上的众多贫民区之一，也是拉各斯近年来发展起来
的混乱聚居地的典型代表，这些贫民区不断扩张延伸，它们离主要桥梁或发电塔过近时，
政府会定期派出军队拆除这些临时房屋。
这座城市为何会陷入如此境地？最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远见和计划。在拉各斯，平均每
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有 2 万居民，而每天还会有上千人到达这座城市，但拉各斯原本坐落在
大洋边壤的狭长土地上，其有限的自然条件使它难以容纳不断涌入的居民。缺乏城市规划，
人口的不断增多导致城市无序地发展，到现在，拉各斯几乎不存在城市交通系统，仅仅只
有少量运行中的红绿灯以及陈旧过时的道路系统。
问题不仅限于此，由于缺少商业发展的空间，拉各斯的土地价格非常高昂。然而，因
为不可靠的电力供应，电梯使用成为问题，因此拉各斯很少有高层公寓或办公大楼，同时
由于过去的失败和经济不稳定，银行也不愿意投资房地产市场。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巴巴
通德·法什拉（Babatunde Fashola）自 2010 年执政起就发起了一系列城市开发项目以解决
城市的各类需求。作为一名非常有远见的管理者，法什拉宣布在未来 10 年，将投入 500 亿
美元用于拉各斯的基础设施项目，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拉各斯地铁蓝线
地铁蓝线是由政府实施的拉各斯铁路轨道交通项目的一部分，它往返于马里纳和奥科
科迈科之间，中途停靠 13 站。将拉各斯各辖区连接起来，以缓解交通拥堵和缩短城市居民
出行时间。该项目最初在 2008 年提出，但资金问题使得蓝线计划推迟至最快 2015 年开始。
该线路的建造成本达到 12 亿美元，将由拉各斯州政府进行资助。
大西洋新城
大西洋新城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土地复垦项目，同时也是一个位于维多利亚岛沿高档沙
坝滩海岸的开拓性的住宅和商业开发项目。该项目位于由大西洋填海造地形成的 3.5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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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里 的土地上，预计可容纳 25 万人口，还可再为 15 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该综合设施将
一

成为城中城，涵盖娱乐设施、商业和购物区以及现代化的便利设施。
快速公交系统
为了缓解公共交通的拥堵（见图 1-1），拉各斯 10 年前引进了快速公交系统（BRT），以
改善现有混乱的公交车服务局面。拉各斯长期受困于不受监管的运输系统，大量各式的
“公交车”为争夺客户展开竞争，从破败的迷你巴士到老旧的黄色校车均是如此。票价同样
也不受监管，司机可以随意叫价。“早上的单程票他们可能收费 1 美元，到了下午就能变成
3 美元。”拉各斯城区运输局的管理者戴奥·莫波利奥拉（Dayo Mobereola）说，这让通勤
者们在交通上的平均支出占到收入的 40%。在该项目宣布之前，这个城市曾预计每天将运
送 6 万名乘客，但是现在每天运送的乘客数目已经超过 20 万人。BRT 系统减少了居民在公
交车站的等待时间，缩短了城市中的出行时间。

图 1-1

尼日利亚拉各斯拥堵的交通

资料来源：Femi Ipaye/Xinhua Press/Corbis

学校、桥梁和发电厂
积极的基础设施现代化部分还包括建设西非第一座吊桥，在城市中新建多所学校，为
了给城市提供更可靠的电力来源，两座新的发电厂也在计划建设中，为街道路灯供电可以
减少犯罪和其他问题。拉各斯还投放了一队全新的垃圾车，用来处理每天产生的 1 万吨
垃圾。
拉各斯近些年在市政基础设施上的努力已取得成效，正如法拉德（Falade）教授所指出
的，这些城市设施建设给拉各斯带来了新气象，拉各斯的城市面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2

概述
项目是人们用来改变世界的一种主要方式。不管目标是分裂原子、挖掘穿越英吉利海
一

1 平方英里 =2.589 99×106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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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的隧道、采用 Windows 9 系统，还是筹备下一届夏季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要成功完成这
些任务的方式是相同的：通过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最受组织欢迎的工具，通
过项目管理，组织、公众或个人可以改善内部运作，快速响应外部机遇，取得技术突破，
改进新产品开发，从而更有力地对商业环境中出现的各种机遇进行管理。畅销书作者和管
理咨询专家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指出项目管理在企业中的地位：“项目不是单个的
任务，而是企业最大的增值基础。”3 对当今世界上的企业而言，项目管理已经成为它们成
功进行商业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企业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必须面对由外部事件带来的各种机遇和威胁。企业从来没
有像现在这样，既要面对国际竞争，同时还需要迅速抓住商业机会，公司必须不断调整并
引入新产品，对客户的需求迅速做出反应，同时还要保持竞争成本和经营水平。完成所有
这些任务可能吗？要同时完成，确实不可能，传统的看法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策略、
产品创新或对客户服务进行关注来参与竞争，简而言之，也就是企业必须在竞争优势方面
寸步不让，而在其他方面则可以有所妥协。然而在过去的 20 年间，什么东西都颠倒过来
了。一些大公司，如通用电气、苹果、爱立信、波音公司以及甲骨文公司等都越来越明显
地意识到这些目标都需要达到，而不仅仅是达到其中的一个。这些公司看起来在竞争模型
的各个方面都做得比较成功：快速有效响应市场、成本关注和以客户为中心。那么它们是
如何将这些不可能的事情付诸实施的呢？
显然，这个复杂的问题绝不只有一个答案。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公司至少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它们开发并致力于项目管理，并将其作为竞争的手段。《财富》杂志曾经有过这
样的描述：
传统的中层经理就如恐龙，而新式经理阶层则像哺乳动物，他们一旦设立了
规则就会严格执行，他们就是项目经理。不同于哺乳动物的是，项目经理比其将
取代的中层主管更加灵活，更有适应力，更能发挥他的才智，而不是占着位置仗
势欺人。4
在不久的将来，高效的项目经理将是成功企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公司得
出了相同的结论并将项目管理作为企业生存的手段。事实上，在许多行业，如建筑、重型
制造、保险、保健、金融、公共事业和软件等行业已经对项目越来越了解，并希望其员工
也都能做到这一点。

1.1

什么是项目
尽管项目有很多一般性的定义，但在最开始我们必须认清项目（project）与其他组织流

程的区别。流程（process）通常指的是持续的日常活动，组织利用这些活动来生产产品或
提供服务，流程以连续重复的方式对现有的系统、资产和能力进行利用。5 而项目从外部取
代了企业常规的以流程为导向的领域。尽管有些组织，如建筑公司、日常流程中心等组织
就是以项目设计和开发为主，然而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项目管理活动都是独特的，区别
于其他以流程为导向的日常活动。项目工作是不断进行的过程，有着自己的工作规则，但
又不是重复性的工作。因此，项目为许多企业提供了令人激动的选择，尽管挑战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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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成功的回报也是巨大的。
首先，要清楚地理解项目和项目管理的唯一性，看看下面一些关于项目的定义。
项目是具有开始和结束的一次性努力，由相关人员执行以达到符合一定成本、预算和
质量要求的目标。6
项目是基于目标的、涉及协调交互活动、有期限，并且唯一的活动集合。7
项目是具有下列条件的任何行动和任务的序列：
● 有一个将根据某种技术规范完成的特定目标；
● 具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 有经费限制（如果可行的话）；
● 消耗人力或非人力资源（如资金、人员、设备等）；
● 多功能的（如涉及多个职能部门）。8
项目是有预定目标，需要资源和努力，有预算和进度计划的一次性（因此也是有风险
的）组织活动。9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PMI）在项目管理知识指南（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PMBoK）中为项目所做的定义也许是最容易理解的表
述。PMI 是世界上最大、最专业的项目管理协会，到 2014 年，它已拥有遍及全球的超过
450 000 名会员。PMBoK 认为项目是“为完成某一独特的产品、服务或结果所做的一次性
努力”。10
下面从项目的一系列定义中来看组成项目的各个要素。
● 项目是复杂的、一次性流程。项目总是为特定或既定的目标服务的。由于项目需要
组织成员间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因此显得非常复杂。项目成员可能来自不同的部
门、其他的组织或者是同一个职能领域。比如，为铁路公司开发新应用软件的项目
仅仅需要信息系统部门和市场部门的员工一起合作，但是如引进新产品的项目最好
是能由来自多个职能部门的代表合作完成，如营销部、工程部、生产部和设计部。
因为项目是要完成既定的目标，因此是一次性的。项目仅存在于目标完成前，一旦
目标完成，项目便终止。
● 项目受到预算、时间和资源的限制。项目要求成员在有限的时间进度期限内以有限
的财务和人力资源来工作。财力、人力和时间都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一旦任务完成，
项目组便解散。到任务完成的那一刻，所有的活动都是在预算和可获得的人力资源
的约束下进行，项目是具有“资源约束性”的活动。
● 项目开发是为了实现一个或一组特定的目标。项目团队绝不会致力于正在进行的没
有确定目标的工作。项目的目标，也就是可交付成果（deliverable），定义了项目和
项目团队的特点。实施项目是为了产生有形的结果，比如新的产品或者服务。不论
是修建一座桥，实施一项新的应收款系统，还是赢得总统选举，目标必须是明确的，
而项目工作必须是为实现这个既定目标而开展的。
● 项目是以客户为中心的。不论是为了响应组织内部（如会计部门）的需求还是试图
抓住组织外部的市场机遇，任何项目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以往，
企业的这种目标往往被忽视，项目只要达到了技术上、预算内和进度计划的目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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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成功的。然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已认识到项目的主要目标是要满足客户的需
求，如果这个目标被忽视，企业就会冒着“将错事做好”的风险，即一味注重高效
地完成项目却忽略了客户需求，或者导致商业上的失败。

项目的一般特点
借助这些定义的要素，可以总结出所有项目共有的关键属性。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理解项目，也为理解基于项目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些工作与绝大多数组织进行的其
他活动是不同的。项目指的是任何组织的一项特定业务。无疑，正确执行这项业务是一个
让人望而生畏的挑战。但尽管如此，企业要想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业务，熟知项目已经不再
是特殊要求，而逐渐成为企业的必要技能。
项目的一般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1
（1）项目是有确定生命周期的一次性努力。项目具有非传统性，是由一系列活动组成
的，这些活动是为满足某种需求而被发起的，它们必须在一定进度计划内完成，一旦超过
了生命周期后项目便终止。项目是一次性处理的操作。
（2）项目为组织战略的设计和执行奠定了基础。在后面的章节中，读者将会了解项目
能有助于组织战略的实施，是公司实现整体目标的主要手段。如英特尔公司是以开发更新、
更小、更快的计算机芯片作为向市场渗透的策略，而该策略就是通过一系列稳定的研发项
目来实现的，这些项目使得英特尔公司能不断跨越电子和计算机工程技术上的鸿沟。
（3）项目主要致力于开发最新最先进的产品、服务和组织流程。项目是创新的手段。
由于项目改进（常常是转变）了传统的以流程为导向的活动，因此很多公司依靠项目来超越
常规的活动，项目成为企业前进的阶梯。
（4）项目为变革管理提供了方法和策略。如果没有可行的方法能使我们对在做的或生
产的产品进行变更，“变革”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项目使得组织可以超越简单的目标要
求而进行实际的创新。例如，不管是雪佛兰的电动车，还是苹果公司的最新款 iPhone，成
功的企业都是先对用户的需求进行了解，再根据用户的喜好对产品进行改进。
（5）项目管理需要跨越职能和组织边界。项目需要将公司内不同职能部门的人员调集
在一起，因此是组织内部协作的体现。以开发新产品为目标的项目需要整合工程部、财务
部、营销部、设计部等部门的资源。同样，在商业全球化的新环境中，很多公司已经跨越
了组织边界，它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机遇而与其他公司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强调高
效率和成本控制。项目是促进合作的最普遍的方法之一，既跨越职能部门又跨越组织。
（6）项目管理需要传统的管理职能，如计划、组织、激励、指挥和控制。项目经理必
须精通技术，精通管理，愿意并能胜任领导职位，而最重要的是能以目标为导向：项目经
理最主要的责任是对大局的把握。不能低估这些项目管理的职能，因为它们的功能多种多
样，对项目的成功也非常关键。
（7）项目的主要成果是在技术、成本和进度目标内满足客户需求。项目都是受到限制
的，如有限的预算、一定的进度计划和指定的标准。比如，大学课堂上的学期论文就可能
包括对详细的格式、长度、引用的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数量等方面的要求。在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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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珠峰探险的案例（案例分析 1-3）中，领导变革流程的主管也为期望的绩效制定了明确的
指导方针。这些约束对项目的重点和项目团队可做的工作进行了限定，而正是因为这些特
定的约束条件使得进行成功的项目管理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8）一旦成功完成目标，项目便终止—或者是在项目生命周期的早期发现结果并不
能带来操作或战略上的优势，项目也会终止。项目不同于传统的流程，因为它有着有限的
生命周期，有启动、完成和终止的过程，作为传统组织活动的重要选择，项目有时也被认
为是“一次性的组织”。12
不同于熟知的组织活动，项目往往是不具有重复性的流程。大多数公司的传统模式是
要不断执行一系列的组织活动。比如，零售服装的公司要购买、存储以及销售服装，钢铁
公司则要预订原材料、炼钢、运输成品，然后再循环该过程。考察这些活动的性质，很容
易发现它们都是“以流程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只需要以原有的方式尽可能有效地完成工
作。如果对流程理解得比较好，组织就会寻求更好、更有效的方式来完成相同的基本任务。
项目是离散的活动，因此与重复性相悖，是运作于正式渠道之外的一次性活动。它将具有
不同职能专业知识的成员集中起来，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运作，通常还会对企业的常规活
动带来“冲击”。由于项目具有唯一性，所以它并不遵循操作的常规标准，它以不同的方式
来处理事务，因此也会常常展现一些更新更好的处理事务的方式。表 1-1 列出了基于项目
的工作与传统的基于流程的活动的一些区别。需要反复强调的是：项目打破了组织标准的
基于流程的操作方式。
表 1-1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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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项

目

重复流程或产品

新流程或产品

几个目标

一个目标

持续进行

一次性—有限的生命周期

同一部门的人员

不同部门的人员

利用已有的系统来整合资源

为了整合资源而创建系统

绩效、成本和进度的确定性较大

绩效、成本和进度的不确定性较大

直线集权型企业组织的一部分

跨越多个直线集权型企业组织

保护已建立的惯例

改变已有的惯例

维持现状

推翻现状

资料来源：R. J. Graham. (1992).“ A Survival Guide for the Accidental Project Manager,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Symposium. Drexel Hill, PA: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p. 355–61.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以苹果公司开发便携式 MP3 播放器 iPod 为例，该款播放器与苹果公司的流行站点
iTunes 整合在一起，从而可以方便地存储并播放下载的音乐。由于将音乐共享到互联网以
供下载这种方式很受欢迎（也有人认为是臭名昭著），已故的前总裁史蒂夫·乔布斯（Steven
Jobs）领导的苹果公司认识到了 MP3 的市场潜力。公司希望利用客户对 MP3 播放器的需
求，同时对非法音乐下载给予合法化的选择。自 2003 年产品投放市场以来，消费者购买的
iPod 播放器已经接近 4 亿台，从苹果公司的 iTunes 网站上下载的歌曲超过了 250 亿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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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iTunes 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音乐零售商，占全美音乐销售的 29% 以及数字音乐市场
的 64%。
在一次访谈中，乔布斯认为苹果个人电脑旗舰店的销售虽然稳定，仍占有整个 PC 市
场约 13% 的市场份额，但并不令人满意，因此苹果公司的业务需要一些调整。iPod 是苹果
公司独特的风险投资，第 2 年就为公司创造了 10 亿美元的业务。iPod 变得如此受欢迎以致
公司宣布计划要组成单独的公司，将与 iPod 相关的产品和员工从 Mac 集团公司分离出来。
“不必说，iPod 很受欢迎，即使那些不喜欢苹果的顽固分子也中意于 iPod。”业内分析家保
罗·佩斯卡托雷（Paolo Pescatore）在接受 News Factor 杂志的采访时谈道，他还提到苹果
公司又成功引入了一款更小的产品。“总之，到目前为止他们都很成功，我想他们正在考虑
重组，并将以此作为确保继续成功的方法。”14
围绕着苹果公司 iPad 平板电脑的引进与后续升级，一系列类似的活动正在展开。iPad
拥有众多功能，其中就包括直接从出版商处下载书籍（包括大学教材），这项能力有效地避
开了传统的中间商（书店）。iPad 给竞争者们带来激烈冲击，他们已经引入了自己的模式（比
如三星的 Galaxy 平板），希望能在这个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同时，大型书店也希望调整自己
的商业模式，为自己的读者提供电子购书的新方式（如亚马逊的 Kindle）。专家们认为，在
十年内，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阅读设备将会淘汰传统书籍，从而占领出版业市场的绝大多
数份额。这些就是以项目为导向的技术变革案例（如苹果公司），它正在重塑竞争格局。
考虑到近来很多公司对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的狂热追捧，我们需要指出的
是，使项目管理成为独特事务的因素实际上也是造成其实施困难的原因。项目管理的成功
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部分原因是在为适应“项目体系”而进行变革时，很多大公司都
遇到了激烈的反对。事实上，近期对 IT 项目成功率研究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容乐观的。
● 毕马威（Peat Marwick）咨询公司对 300 多家大公司做了一次调查，发现软件或者硬
件开发项目失败的比率是 65%。调查还显示，这 65% 失败的项目要么成本超支，要
么进度超时，要么运行结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或是以上几种情况都有。半数项目
经理都认为出现这些情况很“正常”。15
● META 咨询集团的一项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 IT 项目都半途而废—超出了预算
和进度计划，同时目标也没有完成”。16
● 英国政府就业与养老金部门的首席信息官乔·哈利（Joe Harley）表示，目前税收正
用于投资一个年预算达 140 亿英镑（折合超过 220 亿美元）的公共区域 IT 项目，而
其中“只有 30% ”基于技术的项目能获得成功，这笔资金等同于 1 年内建成 7 000
所小学或 75 家医院的成本。17
● 美国政府审计局报告称，美国核安全管理局在 10 个主要项目上累计超支 160 亿美
元，进度滞后总计达到 38 年。比如，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一项长达 7 年价
值 2.13 亿美元的安全系统升级计划以失败告终，该系统升级是用于保护实验室最为
敏感的核弹制造设施。某熟悉该机构的党派称“容忍无底线的文化已经盛行”。18
● 2004 年，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对总项目金额达 72 亿美元，涉及多
个行业不同规模的 10 640 个项目的调研发现，只有 2.5% 的全球商业项目获得了
百分百的成功，而超过 50% 的全球商业项目失败了。斯坦迪什咨询集团（Stand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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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进行的 2013 年混沌总结（Chaos Summary 2013）调查也显示出类似的结果。
他们发现大多数项目要么是“问题重重”（原因包括交付成果延期、超出预算或者是
不能按预期要求完成交付成果），要么就是“已经失败”，有些在完成之前就被中止，
再或者项目开发出的产品从未被投入使用。研究者认为，商业应用关键开发项目的
成功率是 39%，而且这一统计数据从 1994 年开始就一直保持着惊人的稳定。19
● 伊拉克重建特别监察长（SIGIR）的报告显示，五角大楼花费 530 亿美元用于数以千
计的伊拉克重建项目，然而由于“欺骗、浪费和滥用”，其中有超过 80 亿美元不见
踪影。数百个项目最终被取消了，这其中有 42% 的项目是因为管理不当或粗制滥造
而被终止。在 2013 年的最终报告中，SIGIR 指出，“我们发现不完整的非标准化数
据库使我们无法识别在项目上支出的数十亿美元的具体用途。”20
这些研究的结果都强调了一点：尽管项目管理变得流行起来，但是要在大多数公司传
统的流程中生存并不容易。那些发现项目所带来优势的企业，也往往低估了在逐渐熟悉项
目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这些研究也指出了项目管理的一个核心真理：既不应该高估项目管理带来的益处，也
不能低估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种准则没有速成宝典，也没有应急措施。与其他
任何价值活动一样，项目管理需要准备工作、知识、培训并遵守基本的准则。打算利用基
于项目的工作的组织应该认识到，项目制的威胁在于：在操作过程中它往往会引起与以流
程为导向的标准业务之间的冲突（如表 1-1 所示）。

1.2

为什么项目很重要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项目和项目管理对组织实现战略上的目标有着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项目管理研究者大卫·克利兰（David Cleland）认为这些原因都来自组织自身发展所
面临的压力。21
（1）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公司提供一种新产品并依靠它取得多年竞争优势的生存方式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多地以月甚至是周来计算，而不再是年。人
们能从电子或者计算机软硬件的新产品中看到这一趋势，但有趣的是，从传统的服务性企
业也可以看到相同的征兆，因为这些服务性企业也认识到必须要快速地提供新服务并对其
不断更新。
（2）看准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另一个与时间相关的问题是时机。企业已经意识到失
去投放新产品最佳时机会带来的损失，因此必须对新产品投放的时间有提前的预计。例如，
从产品 A 的成功销售中获利的同时，明智的公司已经为产品 B 计划好了最佳的投放时机，
产品 B 可能是作为产品 A 的更新产品，也可能是全新的产品。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产品的
最佳投放时机只能以月来衡量，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即使只是错过了几周，企业也可能
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3）产品的复杂性和技术性越来越强。事实证明，如今普通汽车的计算能力已经超过
能让宇航员进行月球漫步的阿波罗 11 号太空舱。这阐述了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当今世界是
复杂的，产品的构造也相当复杂，技术上更加精细，因此很难高效地生产。公众对“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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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好的产品”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任何人都希望新的商品模型要比旧的更好、更大（或
更小）、更快、更复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企业就要不断更新产品和服务线。于是在不断
探索如何克服技术瓶颈的同时，也导致了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此外，很
多公司在预计未来需求时，在研发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弄清客户的偏好，
然而结果可能只是错误地实施了昂贵的、技术复杂的并且只是它们所认为的顾客会需要的
项目。如芬兰劳马公司（Rauma Corporation）开发了一种用于伐木业的最新水平的装卸设
备，劳马公司的工程师在产品上使用了最新的计算机配件和技术，使产品看起来非常先进。
但不幸的是，产品的主要客户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工作，物流问题使得装卸机的服务和维
修变得不切实际，即使是拆掉机器，也要空运 1 000 英里 以上才能到达服务中心。投放初
一

期，该装卸机的销售业绩平平。劳马公司的失败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除非公司能够找
到控制流程的方法，否则这种为了“工程而工程”的情况马上就会变得无法控制。22
（4）全球市场。21 世纪初期，几乎每种产品或服务都出现了新的市场，从前封闭的国
家，如巴西、越南和印度，也已经有了大量的消费者和竞争者参与到全球商业竞争领域中。
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伴随着消费者与供应商之间联系方式的改进，已经为商业带来了一系
列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也为那些快速适应新形势的企业带来了独特的机遇。在全球环境中，
项目管理技术使得公司能够将不同的商业伙伴联系起来，快速响应市场和供应商的需求，
同时又能非常灵活地预测消费者偏好的快速变化，并对此做出响应。通过项目管理，未来
的成功组织将会认识并学会迅速利用全球商业环境所提供的机遇。
（5）低通货膨胀的市场经济周期。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指标是通货膨胀处于控制
范围内。特别是在发达的西方经济体内，过去 10 年低通货膨胀不仅有助于保持持续的经济
增长和股市繁荣，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驱动力。然
而，由于成本持续增加，低通货膨胀也会限制商业的盈利，公司不能仅通过提高产品或服
务的价格来继续增加利润率。未来的成功企业将是那些通过内部流程流线化来提高盈利的
企业，这些企业通过“做得比竞争者更好”来节约成本。项目管理是实现多种目标的工具，
包括提高企业的内部效率，同时它也是一种支持盈利的手段。
如今，企业面临着更为明显的挑战，而这些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关键的一点是，在
不久的将来，引发这些挑战的力量并不会有所减弱。为了迎接这些挑战，一些大型、成功
的商业公司，例如，通用电气、3M、苹果、三星、柏克德（Bechtel）以及微软，已经将项
目管理作为公司经营理念的一个关键方面。

□ 项目导读 1-2
“拿钱打水漂”：BBC 的数字媒体计划
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日宣布取消用于更新他们庞大广播业务的一个主要信息技术
（IT）项目，该项目被称为数字媒体计划（DMI），初始预算为 8 170 万英镑（约合 1.4 亿美
元），开发该项目是为了淘汰过时的文件归档系统和避免使用老旧的模拟信号录像带进行昂
贵的档案存储。BBC 是全世界最大且最广为人知的新闻媒体组织之一，它是一个公立组织，
一

1 英里 =1 609.34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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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英国政府的监管（见图 1-2）。DMI 项目意图通过替换昂贵且过时的存储设施，实现为
组织每年节省数百万英镑的目标，同时将所有的媒体内容转换成一种现代的数字格式。作
为一个大型 IT 项目，DMI 计划包括媒体资产管理、档案存储和检索系统以及媒体分享功能。

图 1-2

BBC 数字计划项目

资料来源：Roberto Herrett/Loop Images/Corbis

DMI 项目始于 2008 年，BBC 与技术服务供应商西门子签订合约，并由德勤提供专业
咨询服务。有趣的是，BBC 没有将合同进行竞价投标，理由是 BBC 和西门子已经有一个
10 年期的供应合同，因而他们相信西门子对项目开发的判断。BBC 的管理者们赋予西门子
对该项目的完全控制权，同时两个企业之间也几乎不存在互动交流。当西门子开始错过重
要的交付时点以及遇到各种技术难题时，BBC 终于开始注意它与承包商之间这种疏远的关
系。一年之后，BBC 终止了和西门子之间价值 6 500 万美元的合同，并且起诉该公司要求
赔偿损失，最终在庭外调解中收回了大约 4 700 万美元。然而仅仅一年就浪费了纳税人将
近 2 000 万美元却什么都没留下的项目，后续的发展也并不太好。
由于同外部承包商之间的关系破裂，BBC 接下来尝试将该项目“内部化”，任命自己
的员工和项目经理来继续开发 DMI。该项目由 BBC 的首席技术官（CTO）约翰·林伍德
（John Linwood）全权负责。原本寄希望于从上一轮项目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可以帮助改进
项目，在组织中推行该系统，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该项目在 BBC 的控制下并没有好转，
在 2011 年就有报告指出该项目进度滞后，没有实现承诺，且大多数测试都以失败告终。尽
管有人声称早在 2011 年，BBC 就清楚地意识到该项目存在瑕疵，但对外始终对该项目保
持乐观态度，就算在议会监督委员会面前也是如此。2011 年，BBC 总负责人马克·汤普森
（Mark Thompson）出现在委员会上，告诉他们 DMI 绝对是按照计划进行中，并且已经初见
成效。他告诉议会成员们，“ DMI 已经执行了许多规划，其中一部分规划已经公开，一部
分将来会公开”。
问题是，该项目的效果完全不好，持续的技术失败在项目组和公司管理者之间已经广
为所知，但是报告显示这些担忧被淹没在乐观的预测之中。实际上，后来由外部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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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一份项目报告指出，整个 2012 年，DMI 日益恶化的处境既没有被准确地汇报至管理
层，也没有被精确地传达给 BBC 信托基金。比如，BBC 自身的内部项目管理办公室在 2 月
就发布了项目失败“红色代码”警告，然而此事在 6 个月之后才被汇报给信托基金。多年
来，首席技术官约翰·林伍德始终坚称该项目确实有效，将会以一种更为高效、经济的方
法来生产媒体内容。
关于为什么 DMI 没有进展的各种观点开始出现。对于“技术专家们”而言，该系统并
没有任何问题，它确实提供了工作相关的技术，但是该项目被潜在用户破坏，这些人从来
都不相信最初始的设想，并且持续不断地更改他们的需求。技术专家们认为 DMI 失败的原
因并非是无效，而是内部政策所致。另一方面是那些质疑项目发展的人，他们认为不论是
否成功交付，这项技术从来没有真正起过作用，当然也没有达到在整个组织实施所需要的
规模。此外，有事实表明市场上存在着现成的技术能够实现 DMI 所承诺的部分功能，而这
些技术很大程度上已经运行良好。那么，为什么 BBC 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再去创造
一个新的系统呢？
有新闻报道指出，直到 2013 年 4 月，才有事件证实 DMI 存在的问题。在 BBC 对英国
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逝世和葬礼的报道进程中，为了制作关于这位前首相的生活和职业背
景的素材，新闻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地将旧存档的模拟录像带转换成数字格式。然而，新的
数字档案系统表现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有报道指出这些录像带不得不通过计程车和地铁在
伦敦市内进行物理运送才能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视频转换工作则由一家私人制作公司完
成。而上述这一切都是在 DMI 历经近 4 年的开发后发生的！
撒切尔夫人葬礼中出现的系统失败是最后一根稻草。2013 年 5 月，BBC 新任总负责
人洛德·霍尔（Lord Hall）宣布取消该项目，在对 DMI 项目的管理层进行外部调查期间，
BBC 的首席技术官约翰·林伍德被停职。之后有消息指出，早在该项目被取消的一年以
前，一名 BBC 高级经理就已经向 BBC 主席洛德·帕滕（Lord Patten）表达了自己对 DMI
的强烈质疑。他同时还声称在 2011 年，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有关 DMI 的实际进程就已经
被误导。在放弃 DMI 的大约两年以前，其他 BBC 高管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该项目给
BBC 以及英国纳税人造成的最终损失据估计已经达到 1.6 亿美元。BBC 信托基金成员安东
尼·弗莱伊（Anthony Fry）评论道，DMI 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灾难”，他同时说到该项目
“也许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严重、最尴尬的事情”。
对于 DMI 的失败，议会成员们也有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其中涉及项目本身、DMI 的
执行监管以及 BBC 的整体运营。作为英国公共会计委员会主席，议会成员玛格丽特·霍奇
（Margaret Hodge）在她的议会报告中对该项目做出如下总结：
BBC 的数字媒体计划是一个彻底的失败。纳税人为这个据称极为重要的系统
花费了将近 1 亿英镑（约合 1.6 亿美元），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DMI 的主要输出品是一个文档目录及排序系统，用于替代 40 年的旧系统，然而该系统
的运行显得更为缓慢和烦琐。只有 163 名常规用户，该系统每年的运行成本却达到了 300 万
英镑（约合 510 万美元），与之相比，旧系统则每年仅需 78 万英镑（约合 130 万美元）。
委员会在 2011 年检查 DMI 进程的时候，BBC 告诉我们 DMI 是“决不可少的”，BBC
的将来很大程度上与 DMI 的成功实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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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还告诉我们 DMI 正被用于制定多项规划，并且有望在 2011 年完成该系统，不会
再有进一步的延迟，但事实并非如此。
BBC 对于在内部执行该计划的高风险过于漠不关心。没有一个人对 DMI 实施和利益达
成负有全面的责任和义务，当问题出现时，也无人承担。
责任和义务缺乏明确的界定，这意味着当项目陷入困境时，公司无法对警告信号做出
相应的反应。
糟糕的计划、管理不力、过度的乐观预测以及披上了一层神秘外衣的数字媒体计划的
真实状态，这一切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最受尊敬的广播机构之一的 BBC 而言，不啻为一记公
开响亮的耳光。也许，DMI 项目失败的原因在今后的几年中还会被争论不休，但是对于正
在开发复杂 IT 项目的组织，这个故事最起码应该是个警示。23
项目管理也是未来大多数组织高层管理人员的最优培训阵地。项目制的一个特点在于
它融合了技术和行为的挑战。项目管理在技术方面要求项目经理要能熟练进行项目选择、
预算和资源管理、计划和进度制定以及项目跟踪。这些技能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详细讨论。
同时，项目经理也面临着管理项目中行为的或者是“人的因素”方面的挑战。项目作为一
次性的活动，要求项目经理要将跨组织的成员集中起来，迅速组成高效的团队，管理冲突、
进行领导、参与协商并进行适当的政治行为，这些都是为了完成项目，本书在后面将再次
针对这些行为方面的挑战进行说明。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强调技术而忽略行为，或者
是只强调行为而忽略技术的项目经理，都不能算是成功的，只有同时强调这两方面才是成
功的项目经理。为什么项目管理对高层主管培训非常有用呢？因为项目管理对个人掌握技
术和人力挑战的能力进行了最真实的测试，而这些能力正是在商业环境中一个好的领导者
所应该具备的。项目经理及其领导的项目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3

项目生命周期
试想在大学课堂上我们被分配撰写学期论文的任务。采取的第一步是理解作业的要求：

教授要我们做什么，报告要有多长，要求多少文献，格式上有什么要求，等等。一旦弄清
楚了作业的要求，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开始拟定一个计划，即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
项目。我们可以大致估计一下做这项研究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初稿、校对到完成终稿要花
多长时间，并利用这些信息开始创建报告各部分的初步里程碑。下一步就可以执行计划，
到图书馆或者互联网上查找资料、拟出报告的大纲、完成初稿等。我们的目标是尽我们最
大努力按时完成作业。最后，交完报告，将参考资料存档或者丢弃，归还图书馆的书籍，
松了一口气，等待成绩。
这个例子虽然比较简单，却是项目生命周期的一个有效的例证，在这个例子中，项目
的目标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要求完成学期论文并交给教授。项目生命周期（project
life cycle）是指项目发展的阶段，生命周期表现了进行项目管理的逻辑性，因此非常重要。
生命周期也有助于制订执行项目的计划，还能帮助决定何时投入资源以及如何评价项目的
进展等。图 1-3 是项目生命周期的简化模型，该模型将项目生命周期分为 4 个阶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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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实施，收尾。
ज़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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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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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生命周期阶段

● 概念阶段是指项目的初始目标和技术规格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中，确定了工作范
围，必要的资源（如人力、财力、物力）得到识别，并确定重要的组织成员或干系
人（stakeholders）。
● 计划阶段要制订详细的项目规范、图表、进度计划以及其他计划。项目的个人负责
部分，通常也称为工作包，应该进行分解，指派好任务，并清楚描绘完成任务的流
程。如在计划如何完成学期论文时，就要确定该流程中的所有必需步骤（搜索资料、
初稿、修订等）。
● 实施阶段要做的是项目的具体“工作”，开发系统或者生产产品。项目团队的大量工
作正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如图 1-3 所示，在这个阶段项目的成本（以工时计算）迅
速攀升。
● 收尾阶段发生在项目移交到客户手中后，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项目正式收尾。当具
体的子活动完成后，项目的成本和范围迅速减小。
这些阶段是项目团队评价团队绩效和项目整体状况的时间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项目
周期仅在项目真正开始后才有意义。项目的开始、计划和时间进度的制定、必要工作的实
施、项目的完成和人员重置等都是项目生命周期的信号。用生命周期模型来评价项目时，
会得到一些关于后续资源需求的提示，也就是说，要开始询问是否有足够的人员、材料和
设备来对项目进行支持。比如，当开始准备学期论文时，你发现需要一台个人电脑或者雇
用帮手来协助搜集相关主题的资料，因而在计划项目的生命周期时还需要获得与所需资源
有关的重要信息。因此，生命周期模型具有双重功能，即确定项目进度计划和项目需求，
从而使得项目团队成员可以更好地确定什么时候需要资源以及需要什么资源。
项目生命周期也可以用来预见项目生命周期内需要完成的活动以及将面临的挑战。图
1-4 列出了项目生命周期内这些活动和挑战的部分特点。24 可以看出，在项目生命周期中，
项目的 5 个组成部分发生了变化。
● 客户兴趣：项目预期的客户对项目的热情和关注度。客户（clients）可以是组织内部
的，也可来自组织外部。
● 项目投资：企业对项目的投资额。项目周期越长，投资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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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兴趣
项目投资
强度级别
资源
创造性
不确定性
概念

计划

实施

收尾

时间

图 1-4

项目生命周期及其影响

资料来源： Victor Sohmen. (2002, July).“ Project Termination: Why the Delay? ”Paper presented at PMI Research
Conference, Seattle, WA.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Sohmen, Victor.“ Project termination: Why
the delay? ”PMI Research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 467–475. Paper presented at PMI Research
Conference.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Inc (2002).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 资源：项目生命周期内所需的财力、人力和技术资源。
● 创造性：项目所需的创新程度，特别是在特定的开发阶段。
● 不确定性：项目涉及的风险程度。这里的风险反映了未知因素，包括项目可能面临
的技术挑战。开始时期项目的风险最大，因为很多挑战还没有被识别，更不用说要
如何应对了。
每种因素都有自己的动态性。如客户兴趣为一条 U 形曲线，说明客户一开始很有热情，
开发期间兴趣减弱，到项目快结束时兴趣又上升。项目向前发展时项目投资迅速增加，这
是因为为了支持正在进行的活动需要增加资源的投入。创造性通常被视为创新思想或独特
观点的应用，在项目开始时创造性最高，此时项目团队和客户开始开发共有的项目版本。
随着项目的推进，不确定性一直较高，创造性则一直保持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直到项
目完全进入实施阶段，有了固定的目标后，创造性的重要性才会减弱。在之前的学期论文
以及其他很多情况下，由于要识别目标并计划完成目标的流程，就需要用“创造性”来建
立一种独特或者是有价值的开发方法，而且越早越好。一旦识别了目标，在实施阶段，即
学期论文写作期间，创造性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完成项目作业的具体步骤变得更为重要。
图 1-4 中简化的信息有助于理解项目团队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可能面临的竞争问题
和挑战。经过一段时间，某些因素（创造性、资源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其他
一些因素（客户兴趣和项目投资）则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平衡项目生命周期内这些因素的需
求仅仅只是对项目团队众多要求中的一个。

□ 实践中的项目经理 1-1
斯蒂芬妮·史密斯，西屋电气公司
斯蒂芬妮·史密斯（Stephanie Smith）是核工业的一名项目经理（见图 1-5），就职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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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电气公司，却居住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她本科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的生物科学专业，之
后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在结束了 4 年的生物与环境科学教学工作之后，斯蒂芬妮决定
转行，被西屋公司聘为软件管理员。职责是管理由多个团队的工程师们为核电站设计的软
件，同时，也会开发一些程序化文档，例如程序计划、程序质量计划、文档生成计划以及
一个用于工程文件技术编辑的程序。在进行了大约 1 年程序级别的支持工作之后，她参与
了核保护与安全监控的大型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她除了要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还需要
与核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打交道。

图 1-5

斯蒂芬妮·史密斯，西屋电气公司

资料来源： Jeffrey Pinto/Pearson Education, Inc.

作为核工业的一名项目经理，斯蒂芬妮所参与的绝大多数项目都是为核电站开发产品，
这要求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然而，斯蒂芬妮很快意识到，单凭技术能力无法做好项目管
理，也无法让自己的专长在工作上得到充分发挥。“这份工作需要技术支持，但我大多数的
时间都花在了利用自己的项目管理技能，依照客户、内部质量及管理要求，开发和实施项
目上。”沟通技能非常关键，斯蒂芬妮表示，“我常常需要和我的项目组、高级管理层以及
客户打交道，从时间、预算和质量方面跟踪项目进度。”
斯蒂芬妮需要确保技术问题能够尽可能地得到有效解决，这是她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之一。鉴于行业的特殊性，她需要全面地考虑问题，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以及就产品安全
性做出谨慎判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客户和监管机构感到满意。“出于成本和安全性的
考虑，必须有效地管理风险，尤其是在核工业中。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做的任何决定都
必须严格参照安全标准。”她同时也负责项目的合同管理，这意味着她除了要和客户及高级
管理层打交道，还需要定义合同中的模糊语言，以确保工作可以按期完成。这些对于项目
范围的定义与控制，以及项目经理每日使用的技能而言，也非常关键。
“如果没有强大的项目管理基础，我无法完成我的工作，”斯蒂芬妮说道，“我的日常工
作主要是，在执行有效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硬 / 软技能（如，技术和人际导向的行
为）。良好的沟通技巧和领导才能对我的日常工作非常重要。我每天都会与高级管理层、组
员及顾客接收和传递消息。我的工作不断变化，富于灵活性，因为不论计划如何，总会有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良好的沟通技巧与耐心。”
斯蒂芬妮认为，她工作中最大的机遇是支持世界范围内清洁能源的发展。核工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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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往日形象，以最清洁、最安全的能源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核电与项目管理是快速成
长的领域，它们需要人们致力于去适应其中独特的挑战。这份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报酬可
观。“在这份支持全球清洁能源研发的工作中，我有幸可以和非常聪明且充满活力的人们共
事，说实话，我每天都可以学到一点新的东西。我鼓励那些新手或者本科生找出自己的最
大优势，试着想想如何利用这些优势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你能想象自己在办公室里吗？
你能想象自己在野外工作吗？你很难在其他室内办公的工作中感受到灵活性和自由，而这
恰恰是项目管理工作的实际优势之一。项目管理充满了挑战，但是不论是从金钱，抑或是
工作满意度来看，回报都令人难忘。”

1.4

项目成功的决定因素
成功的项目很难定义。25 因为有很多问题需要弄清：项目何时成功？项目何时盈利？

是否在预算范围内完成？是否及时？开发出来的产品何时起作用以及何时销售？何时才能
达到长期回收目标？一般来说，项目成功（project success）的定义必须考虑限定项目的本
质因素，也就是时间（遵守时间进度）、预算、功能 / 质量和用户满意度。曾有一段时间，
项目经理通常用 3 个标准来衡量项目是否成功。
● 时间（time）。项目受到特定时间的约束，项目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不能无
限期地进行下去，因此进行项目管理的第一个约束所涉及的基本要求是：项目必须
在规定的进度计划内完成或者提前完成。
● 预算（budget）。任何项目的第二个关键约束是有限的预算。项目必须在预算允许的
范围内，要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资源。因此，项目的第二个约束引起的问题是：项目
是否在规定的预算内完成？
● 绩效（performance）。所有的项目开发都必须遵循既定的技术规范。项目开始前要知
道项目预期是怎样的，最终产品应该如何操作，测度绩效就是衡量最终产品是否根
据规范来操作的方法。项目的客户当然希望项目按照他们期望的要求开发出来。第
三个标准的应用常常也指进行“质量”检查。
上述三约束（triple constraint）曾是项目绩效例行的评估
标准。现在，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第 4 个标准（见图 1-6）。

预算

客户接受

● 客户接受（client acceptance）。客户接受的基本原理
是：项目是为客户开发的，项目的目标也是满足客户

成功

的需求。如果客户接受是关键变量，那么就应该确定
目标客户能否接受完成的项目。企业在严格遵循“三
约束”标准的同时，很可能也会忽视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客户对完成项目的满意度。
此外，也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来考虑项

时间

图 1-6

绩效

新的四约束模型

目成功的标准。当项目管理最初应用于建筑业或者其他重工业时，其主要价值是保持内部
组织对资金和时间的控制。传统的三约束非常理想，它注重内部效率和生产力测度，为人
员估算提供了一种定量测度方法，使得会计可以对费用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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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项目成功的测度方法，传统的三约束准则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比如，
最终产品可能是败笔，但是如果项目及时交付，又在预算范围内，符合最初的规范（尽管
规范有缺陷），项目仍然可以被称为成功的。在评价过程中加入客户接受这个外部准则就可
以弥补上述明显的不足。首先，客户接受将企业的注意力再次拉到组织外部，放在会对失
败或者有问题的最终产品不满的客户身上。其次，项目成功的最终评判者不是公司的财务
人员，而是市场，只有给委托的客户带来利润的项目才是成功的项目。最后，客户接受标
准需要项目经理及其团队在项目的开发过程中营造一种开放和交流的氛围。
下面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在《抓住顾客的窍门》（What Customers Really Want）一书
中，作者斯科特·麦克凯恩介绍过一家为音乐明星提供服务的长途汽车公司最初是如何计
划投入大笔资金到一个车内装饰改善项目上，因为他们相信有了这些车饰升级，顾客们会
愿意支付更多费用租赁他们公司的车。然而，在对车队进行全面翻修之前，管理者们决定
问问老客户对于这个计划的想法。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发现尽管顾客们想要精美的内饰，
但是选择租车公司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却是司机（比如，一个好司机可以将音乐明星
安全地送达目的地，同时也能担任乐队大使招待粉丝）。根据这些信息，该公司取消了他们
的初始项目，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司机培训计划，该计划教会司机如何更有效地和顾客进行
交流，以及如何保持并提升顾客好感。该公司还根据司机们为客户服务以及与客户建立长
期关系的情况，开始对司机进行补偿。公司这么做之后，它的市场排名就从第四升到了第
一，所拥有的长途汽车也从 28 辆增加到了 56 辆。26
项目评价的另一个方法认为还应该将一个因素考虑进来：交付产品可以为组织带来的
在未来商业或技术方面的机遇。27 也就是说，仅仅根据当前的成功来评价项目是不够的，
评价项目时要考虑项目商业方面的成功，同时也要考虑项目带来新商业机遇的潜力。这种
评价方法中项目成功的 4 个相关维度如图 1-7 所示。
● 项目效率：满足预算和进度计划。
● 对客户的影响：满足技术规格，针对客户需求，并创建满足客户需求的项目。
● 商业成功：确定项目是否取得了显著的商业成功。
● 未来潜力：确定项目是否开发了

重要性

新市场、新产品线或者有助于开

4 未来潜力

发新技术。
这种方法向传统的三约束原则项目

3 商业成功

评估方法提出了挑战。企业希望项目不
仅 能 有 效 地 运 行（至 少 如 此）， 还 要 能
满足客户需求，取得商业成功，并能带
来新的商业机遇。即使是纯粹的内部项
目（如更新公司订单记录系统软件），项
目团队既要关注客户需求，也要评价团
队努力所带来的潜在的商业机遇或技术
机遇。28
最近提出的最终模型也与传统的三

2 对客户的
影响

1 项目
效率
项目完工

图 1-7

时间

项目成功重要性的 4 个维度

资料来源： A. J. Shenhar, O. Levy, and D. Dvir.
（1997）.“ Mapping the Dimensions of
Project Success,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28(2):12.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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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受项目影响的所有成员（干系人）都应该参与到项目是否成

功的评价中来。项目的背景和类型也与制定评价项目的标准有关，这些标准清楚地定义了
项目是成功还是失败。表 1-2 展示了阿特金森模型，该模型认为传统的成本、质量、时间
三约束仅仅是综合评价标准中的一部分。当然，评价项目的方法应该在项目实施前就确定，
“能度量的，就能管理”，这条古老的公司格言暗示只有当项目团队了解了项目执行的标准，
他们才会给予项目绩效更适当的关注。以信息系统安装为例，如果成功的标准是提高操作
效率和满足用户需求，而且质量也被清晰地认定为最终产品的关键盈利优势，那么团队也
将会在项目的这些特定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表 1-2

理解项目成功的准则

项目成功的三约束

信息系统

效益（组织）

效益（干系人）

成本

可维护性

提高效率

满足用户需求

质量

可靠性

提高效力

社会和环境影响

时间

有效性

增加利润

个人发展

信息质量

战略目标

专业学习，承包商利益

使用

组织学习

资金提供者满意

减少浪费

项目团队对周围团体有经济方面的影响

■ 项目管理研究精要 1-1
如何评估 IT 项目的成功
正如本章前面提到的，IT 项目在成功实施以前有着曲折的历史。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
原因是没有用具体的术语来定义成功的 IT 项目所具有的特点。IT 项目成功的标准常常不
够明确，缺乏对项目成功的清晰引导，因此大量项目达不到开发前的期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 1992 年和 2003 年，W. Delone 和 E. McLean 两位学者对以前关于 IT 项目的研究进行了
分析，识别出 IT 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提出至少可以通过以下
6 个指标对 IT 项目进行评价。
● 系统质量。提供系统的项目团队必须向客户保证应用系统能够按预期那样正常运行。
所有的系统必须满足一定的标准，如系统应该容易使用，并且能够提供优质的信息。
● 信息质量。实施该信息技术产生的信息必须是用户要求的，并且必须是高品质的，
能够被立即使用。也就是说，不应该产生需要额外转换或者分类的数据。系统用户
可以感知产生信息的质量。
● 使用。一旦安装，IT 系统就会被使用。显然，开发任何 IT 系统都是为了使用系统
来解决问题、辅助决策和实现网络化。该标准是通过确定系统实施后用户使用系统
的程度来评价系统的实际有用性。
● 用户满意度。一旦 IT 系统完成后，项目团队必须确定用户满意度。而准确确定用户
对系统的满意度是对 IT 项目是否成功进行评价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由于用户就是委
托人，是决定项目是否有效的最终评判者，因此测度客户对系统及其产出的满意度
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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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影响。所有系统都应该易于使用，并能提供优质的信息。除了满足这些需求，
是否还有特定的标准可用来评价系统对客户的有用性？决策是否更快更准？信息是
否更容易获取、更容易提供、更容易理解？简而言之，系统是否以对用户最重要的
方式使其受益？
● 组织影响。最后，系统的提供者必须能够确定系统是否对客户的组织产生正面影响。
如系统对客户的公司是否有集体效应或协作效应？是否感觉良好以及是否有显示系
统效率或质量的财务和操作上的衡量标准？
Delone 和 McLean 的工作为认识 IT 项目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设计和实施 IT 系
统的公司要对上述标准尽早给予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系统最终能使客户满意。28

1.5

建立项目管理成熟度
随着项目管理在全球企业中的广泛使用，近期出现了为项目管理企业服务的项目成熟

度模型。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s）使得企业能够用一定
的基准来指导项目管理公司的实践。根据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可以识别企业当前处在其
最佳项目管理实施级别中的哪一级。例如，实行项目制有着较长历史的企业，如波音公司
（飞行器和国防系统）或福陆 – 丹尼尔公司（Fluor-Daniel）（工业建筑）在管理项目方面应该
比最近才注重开发基于项目工作的企业更先进。
使用基准比较（benchmarking）的目的是为了对单个企业在一段时间内交付项目的改进
过程进行系统的管理。30 因为项目管理中有很多不同的衡量维度，对于刚开始将项目管理
引入操作中的新企业来说，普遍会提出此类问题，如“我们从哪里开始？”也就是说，这
类企业首先需要了解应该调查、模仿以及应用众多项目管理流程中的哪一个流程到组织中。
成熟度模型首先提供了必要的框架来分析和准确评价项目管理过程中当前的进程；其次，
将当前的进程与主要竞争者或者一些普遍的行业标准做比较；最后，为改善这些进程制定
系统的路径。
向更好的项目管理实践发展是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该过程不能一步到位，而是需要
不断进行系统改善，成熟度模型就为定义并取得这些渐进的改善提供了模板。 31 因此，最
有效的项目成熟度模型既要提供目前所接受的最新标准，同时还要说明达到这些标准的过
程。图 1-8 说明了一种定义目前企业项目管理实施情况的方法。32 这种方法采用“蛛网”方
法，首先识别了在指定行业中企业的一系列重要的项目管理进程。在这个例子中，企业在
分析了自身的需求并与本行业竞争公司进行基准比较的基础上，首先识别项目管理进程的 8
个组成部分。图中每个环代表对企业符合行业标准程度的评价，假设指定下列数字来代表
不同程度的评价。
等级

意义

等级

意义

0

没有定义或定义很差

2

符合标准

1

定义了但不符合标准

3

行业领导者或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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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度计划编制
3
2

项目人员发展

项目管理的结构化支持

1
0
项目之间的关联

项目群管理

指导、审计和评估项目

项目干系人管理
控制

图 1-8

测量项目成熟度蛛网图

资料来源： R. Gareis. (2001).“ Competencies in the Project-Oriented Organization,”in D. Slevin, D. Cleland, and
J. Pinto, The Frontiers of Project Management Research. Newtown Square, PA: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p. 213-24, figure on p. 216.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继续分析上面的例子，从项目团队成员发展和项目控制系统两个方面看，项目进程与
竞争者相比处于弱势，因此给定级别为 0，而项目进度计划编制是表现最佳的，因此级别是
3。图 1-9 显示了企业对自身项目管理各关键组成部分情况给予的评价。这种方法有助于根
据项目管理复杂度来了解当前企业项目管理实施所处的阶段，它也是在任何一个成熟度模
型中进入更高一级的关键阶段。
项目进度计划编制
3
项目人员发展

2

项目管理的结构化支持

1
0
项目群管理

项目之间的关联

指导、审计和评估项目

项目干系人管理
控制

图 1-9

进行了深入组织评价的蛛网图

资料来源： R. Gareis. (2001).“ Competencies in the Project-Oriented Organization,”in D. Slevin, D. Cleland, and
J. Pinto, The Frontiers of Project Management Research. Newtown Square, PA: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p. 213-24, figure on p. 216.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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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对企业当前项目管理实施状况以及存在的缺陷有了清晰的认识后，成熟度模型的
下一个步骤就是开始制订逐步渐进的计划以实现要求的目标。表 1-3 列出了一些常见的项
目成熟度模型以及到达整个组织专业化最高级别的各中间级别。其中有几个模型是由私人
项目管理咨询公司或专业项目管理组织提出的。
对比表 1-3 中重点列出的这 4 个成熟度模型，这几个模型在该领域内是最为人熟知
的，包括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软件工程研究所的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SEI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哈 罗 德· 科 兹 纳 的 项 目 管 理 成 熟 度 模 型（Harold Kerzner’s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ESI 国际公司的项目框架（ESI International’s Project Framework）以及商
业实践中心（Center for Business Practices）开发的成熟度模型。33 将这些维度用金字塔的
形式表示，我们可以看到项目管理成熟度进程（见图 1-10）。尽管在术语上有所差别，但这
些模型的共有模式还是比较清晰的，它们从一开始都假设企业中的项目管理实施没有计划
也没有集中进行，事实上，这也就是因为项目管理的执行没有通用的规则或者方法。随着
企业项目制的逐渐成熟，企业开始接受通用的做法，开始培训项目管理专业骨干，为项目
的发起和控制制定程序和流程。最终，直到成熟度模型的最后阶段，企业不仅对项目管理
非常了解，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地将项目管理应用到其日常的流程中，同时还能主动寻找
持续改进项目管理技术和流程的方法。在最后的阶段，企业才能被认为是“项目成熟”的，
此时它已经将所有必要的项目管理原则和在这些原则下积极寻找创新方式真正内部化了。

高成熟度
制度化、追求持续提高
中等成熟度
定义练习，培训计划，组织支持
低成熟度
临时过程，没有共同语言，几乎没有组织的支持

图 1-10

项目管理成熟度—一般模型

项目成熟度模型近年来变得非常有用，项目成熟度模型反映了企业对项目管理不断增
长的兴趣，同时它也指出了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在公司采用、适应并改善项目成熟度模
型最优流程方面缺乏清晰的引导。这些模型的关键特点是其识别了那些典型但又不是突然
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想要熟练使用项目管理方法的公司不可能在缺乏对项目管理了解
的情况下立即采取步骤达到最优实施阶段。相反，成熟度模型指出“成熟”是一个持续的
过程，它建立在通过可辨认的增长步骤进行不断改进的基础上。一旦对在成熟度模型中所
处的位置有了准确的了解，企业就可以开始确定达到期望水平所需的合理程序。从这种意
义上说，任何组织，不管在刚开始对项目管理有多生疏，都可以开始制订一个进程和计划，
来实现它所希望成为的项目组织类型。

第 2 级：通用过程
● 有形收益明显
● 整个企业内支持项目管理
● 项目管理课程的发展
ESI 国际公司的项目框架

第 3 级：单一方法
第 4 级：基准比较
● 整合流程
● 对实施进行分析和评价
● 文化和管理支持
● 建立项目办公室
● 从项目管理培训中获得财
务收益

科兹纳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

第 1 级：初始的
● 临时的、混乱的过程

第 2 级：被管理的
第 3 级：被定义的
● 产 生 管 理 需 求， 编 制 项 目 计 ● 需求开发并进行产品整合
● 过程核查和确认
划，进行控制
● 进行过程质量担保
● 强调风险管理
● 使用配置管理

SEI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
第 4 级：定量管理
● 测量过程的绩效
● 强调项目管理定量的特点

第 5 级：优化的
● 强调创新和配置
● 进行临时分析，决定解决方案

第 5 级：优化的
● 不断努力改进和创新项目能力
● 减少常见的失误

第 5 级：持续改进
● 学习经验，创建文档
● 团队间知识转移
● 指导活动

第 2 级：结构、流程和标准
第 3 级：项目管理制度化
第 4 级：管理过程
第 5 级：优化过程
● 基本过程，并不是所有项目的 ● 所有的项目过程都可重复
● 公司流程中的集成项目管理过程
● 测量项目效果的过程
● 基 于 行 业 标 准 进 行 评 估 并 ● 项目绩效的静态分析
● 适当改善项目绩效的过程
标准过程
● 利用管理支持
● 基于公司规范进行评估并制订进 ● 公司注重持续改善
制订进度计划
● 基于专家知识进行评估并制订
度计划
进度计划

商业实践中心的成熟度模型

项目成熟度模型和递增步骤的比较

第 2 级：一致的
第 3 级：集成的
第 4 级：综合的
第 1 级：临时的
● 因为过程应用不完整导致过程 ● 组织致力于方法
● 改 进 过 程 来 改 善 项 目 管 理 ● 跨组织地完全实施项目管理
● 没有项目控制过程或学习经验
● 使用信息评价过程并减小偏差
定义糟糕
的每个方面
● 组织几乎不支持
● 跨 组 织 地 理 解 并 使 用 常 规 ● 开发先进的项目管理工具和技术
方法

第 1 级：通用语言
● 零星使用项目管理
● 企业内小规模的兴趣
● 没有项目管理培训的投资

第 1 级：初始过程
● 临时过程
● 管理认知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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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项目的基础和本书的组织框架
本书的目的是为项目管理提供一个全面的基于管理的方法。全面性表现在本书集中讨

论了成功的项目经理应该具有的各种责任、义务和知识。项目管理覆盖的内容广泛且充满
挑战性，它需要对制订进度计划、分配资源、监控项目等活动中涉及的管理科学知识进行
充分了解。同时，成功的项目经理还应该结合行为科学方面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人
类学、领导实践、动机和团队开发、冲突解决和协商技巧等。事实上，“偏重科学”的方法
和过于注重“人为因素”的观点都不能取得未来项目管理的成功，项目管理是科学和管理
艺术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项目管理自身才如此具有挑战性。
图 1-11 以甘特图的形式给出了本书组织框架的模型，甘特图是一种用来进行项目进度
计划编制和控制的工具，具体的使用将在第 10 章进行详细介绍。这里将通过一个简单的甘
特图来说明本书的架构。首先，本书的所有章节都列在左边第 1 列，在图底部从左到右是
一条（简单）的时间线，说明了每章的主题将在何时被引入。为了简单起见，本书将 X 轴
代表的时间按前面介绍过的项目生命周期的 4 个阶段来进行划分：①概念，②计划，③实
施，④收尾。注意到有些主题仅仅与项目的特定阶段相关，而其他一些主题，如项目领导
力，则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都会涉及。按照这种顺序建立本书框架的好处在于，首先，表
明了将以人为本的主题（领导和团队建设）与项目管理中更具分析性和科学性的组成部分直
接结合在一起的重要性，项目管理的方法不完全偏重技术或行为，因为这两者是同一问题
的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起来理解。其次，该结构表明了各章节和项目阶段间的关联性，读
者可以在相应的项目阶段关注相应的主题。如图中给出的一些概念就与项目计划阶段直接
相关，而同时其他一些概念则在项目后面阶段会变得很重要。理解项目管理的各组成部分
和它们之间的正确次序是重要的学习指导。最后，本图直观地突出了本书后面将介绍的主
题结构和顺序。
第 1 章 概述：为什么需要项目
管理
第 2 章 组织的环境：战略、结
构和文化
第 3 章 项目选择和项目群管理
第 4 章 领导力与项目经理
第 5 章 范围管理
第 6 章 项目团队的建设、冲突
和谈判
第 7 章 风险管理
第 8 章 成本估算和预算
第 9 章 项目进度计划：网络、
历时估计和关键路径
第 10 章 项目进度计划：滞后、
赶工和活动网络
第 11 章 计划和排班的高级课
题：敏捷和关键链
第 12 章 资源管理
第 13 章 项目评估和控制
第 14 章 项目收尾和终止

概念

图 1-11

计划

实施

收尾

本书的结构

项目建立阶段有助于理解什么是项目，以及如何在现代组织中管理项目。作为需要理
解的一部分内容，有必要对创建、选择以及实施项目的组织环境进行关注。影响项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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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重要问题包括企业的战略、结构和文化等企业环境问题。这些要素的提出有的是为
了支持基于项目的工作，而有的不是。如果是支持基于项目工作的要素，项目的运行就更
为容易，并能为组织取得积极的结果。因此，清楚理解组织环境在项目管理中的作用是非
常有帮助的。
第 3 章对项目审查和选择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通常，组织选择开发项目的方式对项目
成功实施和商业盈利的机会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第 4 章从项目领导的角度介绍了项目管
理所带来的挑战。项目管理是极度“领导集中”式的工作：项目经理是项目的焦点，职位
相当于小型 CEO。项目经理对项目领导能力以及高效项目经理所必需的技巧了解得越多，
企业在不同层次开始对项目经理的培训就会越有效。
前面介绍的第 2 个阶段是项目计划阶段。一旦决定实施项目，组织首先需要选择合适
的项目经理来监督实施过程。项目经理立刻面临众多责任，包括以下几个。
（1）选择团队。团队建设和冲突管理是项目经理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2）制订项目目标和执行计划。识别项目需求以及制订执行项目的合理计划非常关键。
（3）实施风险管理活动。在认真了解项目计划和实施过程中会涉及的风险前，不能进
行项目开发。
（4）成本估算和预算。由于项目是受资源约束的活动，因此慎重地进行预算和成本估
算非常关键。
（5）进度计划编制。项目计划的中心是制订清晰、积极且合理的进度计划，进度计划
是对项目完成最有效的过程的描述。
（6）管理资源。项目计划的最后一步是仔细管理包括项目团队成员在内的项目资源，
使其能够最有效地完成任务。
第 5 章讨论了项目范围管理，并介绍了整个计划的关键特征。“项目范围管理”是总括
性的术语，在进行范围管理时需要对整个项目计划过程中许多不同的因素进行考虑。这一
章详细说明了各种制订进度计划的不同方法，并介绍了使项目启动应遵循的正确步骤。
第 6 章提出项目经理在建立有效团队和冲突管理的过程中会面临的一些行为挑战，同
时也考虑了有效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保持高绩效的团队。有效
建立和培养团队成员（通常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需要慎重考虑。冲突发生的形式很多，不仅团队成员之间会发生冲突，团队与项目干
系人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如高级经理与客户之间。本章还识别了冲突发生的几种主要原因，
并提出了冲突的各种解决方案。
第 7 章涉及的是项目风险管理。近年来，很多企业希望尽可能保证项目选择是正确的，
能考虑到所有的风险和不足，并提前制订好适当的应急计划，项目风险管理对这些企业来
说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第 8 章包括预算和成本估算。因为项目经理和团队既要遵守绩
效标准，也要考虑成本控制标准，因此了解成本估算和预算的关键特性是很重要的。
第 9 章和第 10 章着重介绍进度计划编制方法，这些方法是项目管理的关键特征。这两
章对各种制订项目进度计划的工具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了制订项目进度计划的主要软件，
并介绍了近期在这方面取得的一些突破性研究成果。第 11 章介绍了项目进度计划编制的一
些重要近期发展，阐述了敏捷项目规划方法以及关键链项目进度计划编制的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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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讲述的是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挑战。在识别各种项目活动后，必须确保每项活动都有
适当的资源来支持它们。
项目管理的第 3 个阶段是实施，也是最容易理解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项目的实际“工
作”开始执行。比如，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确定完成整个项目所必需的一系列任务，包括
个人任务职责，每个任务都是由项目经理和团队管理，以确保不会有任何延误致使项目超
出进度计划。第 13 章主要介绍项目的控制和评估。在实施阶段，如果不采取实际可行的具
体措施来构建跟踪和控制项目的清晰方法，那么可能会出现很多关于项目状态的不确定性。
最后，项目收尾阶段反映了项目是组织中独特的一次性努力，有着明确的开始和结束。
停止项目或者是因为项目不再可行而需要终止，或者是原先计划的结束步骤，不管是哪种
原因，项目收尾阶段都会有其自身的困难和挑战，许多流程的开发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过程
能更加平稳和合理。第 14 章讨论了项目终止的因素，在这个阶段项目结束，资源（包括资
金和人力）重新进行分配。
本书的目的是帮助培养新一代高效的项目经理人。通过研究项目经理的各种职责和他
们面临的机遇及挑战，为更好地理解项目管理提供了综合全面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各种层
次的战略、项目经理会面对的技术行为挑战以及其职责进行了研究。
在后面的相关章节，本书还设计了一系列活动来帮助学生制订综合项目计划。完成了
项目管理的课程后，学生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实际项目管理步骤的知识，包括创建项目、制
订计划、监督项目工作等。对于未来的项目经理来说，学习必要的技能来将项目管理理论
转化为成功的实践是非常必要的，遵循着这样的目标，本书同时也设计了一系列的练习题
来帮助教师和学生制订全面的项目计划，这些练习题涉及制订项目计划的整个过程，包括
叙述、风险分析、工作分解结构、活动估算以及绘制网络图、资源平衡和编制项目预算等。
为了对现实环境中的这些过程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本书在后面的章节还包括了一系列假定
的问题。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应该可以创建综合性的项目管理文档，详细描述将项目计划
付诸实施并完成的必要步骤。
作为提供案例的模板，本书假定了一个 ABCups 公司，该公司打算启动一个重大项目，
章末的练习，包括进度计划编制、预算、风险管理等，很多都要以 ABCups 公司的案例作
为模型。使用这种方式，学生在逐渐建立他们的项目计划时既可以将其作为挑战，也可以
将其作为产生自己的项目交付成果的范本。
许多软件包可用于计划和跟进项目的当前状态。其中有些软件（比如，SAP 和 Oracle
的产品）非常庞大且复杂，可以将项目管理的功能和公司的其他关键生产运作连接起来。
其他的桌面软件更容易获得，对于有兴趣提高自身项目管理技术的普通新手而言，这些软
件也更容易理解。本书使用的案例全部来自于 Microsoft Project 2013，包括屏幕截图，旨在
于说明如何使用 MSP 2013 进行各种各样的项目计划和跟踪。此外，在本书末尾的附录中，
我们提供了一些简单的教程，让读者了解软件的工作原理以及它提供的一些特性。作为学
习软件功能的一种方法，这只是一个开始。对于那些致力于充分学习某种项目管理进度计
划编制软件的人来说，我建议你选择其他软件，一旦选定了软件，那么接下来你需要的是
一本完整的培训手册。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普遍讨论的概念和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的项目管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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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体系（PMBoK）中的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世界领先的项目管理专业组织，拥有近 50 万
成员的项目管理协会一直致力于将项目管理标准化，并将在该领域内获得成功的必要技能
进行编纂整理。第 5 版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将项目管理技能和活动分为 10 个关键“知识领
域”，所有的项目管理从业者必须掌握这些领域涉及的知识。划分的知识领域如图 1-12 所
示，这些领域对项目管理过程进行了概括。尽管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专业资格考
试提供初级读本，而是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认识到本书中所描述的技能都可以直接应用于
专业的项目管理领域，但学生会发现本书和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有一些直接的关联。首先，
关键术语和定义来自更新的第 5 版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术语表（书末附录中）。其次，章节导
读也参考了 PMBoK，本书将依次说明。读者将看到每一章既增加了项目管理的知识，又与
PMBoK 的各部分紧密联系。最后，很多章末的习题和互联网参考文献需要直接登录项目管
理协会的网站与其取得直接联系。
项目管理

4. 整体管理

5. 范围管理

6. 时间管理

4.1
4.2
4.3
4.4
4.5
4.6

5.1
5.2
5.3
5.4
5.5
5.6

6.1
6.2
6.3
6.4
6.5
6.6
6.7

制定项目章程
制定项目管理计划
项目指导与管理
项目监控
项目整体变更控制
项目或阶段收尾

范围管理计划编制
收集需求
定义范围
建立工作分解结构
核实范围
控制范围

进度管理计划编制
活动定义
活动排序
活动资源估算
活动历时估算
进度计划开发
进度控制

7. 成本管理

8. 质量管理

9. 人力资源管理

7.1
7.2
7.3
7.4

8.1 质量管理计划编制
8.2 质量保证
8.3 质量控制

9.1
9.2
9.3
9.4

10. 沟通管理

11. 风险管理

12. 采购管理

10.1 沟通管理计划编制
10.2 沟通管理
10.3 沟通控制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2.1
12.2
12.3
12.4

成本管理计划控制
成本估算
成本预算
成本控制

风险管理计划编制
风险识别
定性风险分析
定量风险分析
风险应对计划编制
风险控制

人力资源计划编制
项目团队人员招募
项目团队开发
项目团队管理

采购计划编制
采购执行
采购控制
采购收尾

13. 干系人管理
13.1
13.2
13.3
13.4

图 1-12

干系人识别
干系人管理计划编制
干系人参与管理
干系人参与控制

项目管理协会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中的知识领域

资料来源：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2013). A Guide to the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PMBoK
Guide), 5th ed.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Inc.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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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提供了部分项目管理职业认证的考试样题，用于测试学生对 PMBoK 的掌握程
度。约 20 年前，项目管理协会建立了项目管理职业认证体系，用于对具有专业知识管理经
验的项目经理进行资格认证。项目管理职业认证代表了职业项目经理资格的最高水平，它要
求对 PMBok 中的 9 个项目管理知识领域有深刻的理解。如今，全世界已经有超过 60 万名的
项目专业人士获得了项目管理职业认证，而这个数字每年都保持稳定增长。本书在每章的结
尾都提供了部分项目管理职业认证的考试样题，使学生有机会测试自身对课程的掌握程度，
熟悉项目管理职业认证考试的形式，以及了解掌握这些内容还需要进行哪些额外的学习。
本书为刚开始掌握项目管理新技能的学生提供了机会，这些技能在全球现代企业中变
得越来越有价值。项目经理代表了新式企业精英：一群熟练掌握技能的人，他们可以将日
常混乱的局面有序化，为组织创造更多的利润，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提高自身的价值。在
了解这些目标后，读者就可以进行本书的学习了。34

小结
1. 了解项目管理为何在企业中的地位越来

算、功能以及客户满意等多个约束。

越强大和普及。项目管理为组织提供了

4. 区分项目管理和传统的以流程为导向的

很多实际的竞争优势，包括对市场的反

商业职能。比较典型的项目涉及有一个

应能力和有效使用组织资源的能力、取

或一组限定目标的新流程或新产品构想。

得技术突破的能力、提高新产品开发效

项目是有着特定开始和结束的一次性活

率的能力、管理来自商业环境挑战的能

动，并由来自组织内不同部门的成员组

力等。

成项目团队。项目在变化和不确定的条

2. 认识项目的基本特征，包括其定义。项

件下运作，但不以常规的组织渠道来实

目是为完成新产品或新服务所做的一次

施，为了实现项目目标，在需要的时候，

性努力。项目的关键特点是：复杂性和

项目是为了改变现状、打破已有惯例做

一次性；在预算、进度和资源方面受到

准备的。以流程为导向的职能僵化地遵

约束；其开发是为了完成一个或一组明

守组织规则、沟通渠道和流程，职能部

确的目标；以客户为导向。

门的人员属于同质人群，用完全确定的

3. 理解为什么有效的项目管理是一个挑战。

系统和程序从事各种活动，他们代表了

项目是在常规组织流程之外进行的操作，

用于巩固组织现状的已有的操作惯例。

代表职能组织部门完成的工作。由于项

5. 识别促使企业采用项目管理的关键因素。

目的唯一性，因此需要不同的理解；项

促进企业实施项目管理的关键驱动因素

目是一次性的，要在限定的时间范围内

包括：①缩短项目生命周期；②缩短产

完成明确的目标。项目是在明确的生命

品投放时限；③产品的复杂性和技术性

周期内的一次性努力。项目是设计和执

越来越强；④全球市场的发展；⑤低通

行组织战略的基础，为变更管理提供了

货膨胀的市场经济周期。

方法和策略。项目管理是一个挑战的另

6. 理解并解释项目生命周期、项目各阶段

一个原因在于项目管理需要跨越职能和

以及每个阶段的典型活动。项目生命周

组织边界，同时还要设法满足时间、预

期将项目活动与时间联系起来，它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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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发 展 的 阶 段。 描 述 项 目 生 命 周 期

中基准比较的过程。要想和成功进行项

的 各 阶 段 一 般 包 括： ① 概 念， ② 计 划，

目管理的企业所采用的最佳实施过程进

③实施，④收尾。各阶段会发生各种各

行基准比较，就需要借助项目管理成熟

样的活动，比如，在概念阶段，要确定

度模型。根据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可

项目的基本任务和范围，并指定支持项

以识别不同的组织当前处在项目管理实

目开发的项目关键干系人。在计划阶段，

施级别中的哪一级。基准比较的目的是

要确定各种项目的计划和进度来指导开

为了对单个企业在一段时间内交付项目

发过程。在实施阶段，要完成项目的主

的改进过程进行系统的管理。随着企业

要 工 作。 最 后， 在 收 尾 阶 段 完 成 项 目。

进行项目管理实践，成熟度模型通过不

项目工作都完成后，将项目交付给客户。

断递增的项目管理专业水平为企业提供

7. 理解项目“成功”的概念，包括各种成

了多级发展的过程。

功的定义，如三约束模型及其他的项目

9. 识别组织在熟练使用项目管理技术前所

成功模型。项目成功起初以三约束模型

要经历的相关成熟阶段。项目成熟度模

为基础，即：如果项目完成并满足进度、

型有很多，最常用的几个模型都有一些

预算和功能三约束就认为项目是成功的。

相同的关键特点。比如，大多数模型开

但此模型忽略了客户的需求。更准确地

始就假定组织单纯为特定目的而启动项

说，项目成功应包含四个约束，除了进

目，而对整体共享知识和程序涉及甚少。

度约束、预算约束和项目质量（功能）等

当企业进行到中间步骤时，就开始启动

基本的项目测量标准以外，还应包括客

项目管理过程，这些过程将项目管理技

户对最终产品的满意度。IT 项目成功模

术和文化分散于整个企业中。最终，直

型 使 用 的 测 量 标 准 包 括： ① 系 统 质 量；

到成熟度模型的最后阶段，企业已经不

② 信 息 质 量； ③ 使 用； ④ 用 户 满 意 度；

再是简单地学习项目管理技术了，而是

⑤个人影响；⑥组织影响。

在改进、提高和巩固项目管理方法体系

8. 理解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目的和组织

上不断进行努力。

讨论题
1.1
1.2

项目管理在现代商业中变得如此流行

项目，从开发项目的过程和项目的结

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果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

你所了解的大多数组织在引入项目管

1.7

考虑本章结尾的迪士尼珠峰探险案例：

理方法时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也

迪士尼开发新游乐项目的方法有哪些

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很难将已有的方

方面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像迪士尼这

法转变为基于项目的方法？

样的企业如何能既高效又顺利地完成

1.3

使用项目管理的优缺点是什么？

具有创造性的项目？在本案例中，指

1.4

所有项目共有的关键特点是什么？

导其开发过程的原则是什么？

1.5

描述项目生命周期的基本要素，为什

1.6

1.8

考虑成功 IT 项目管理的六个准则，IT

么理解项目生命周期与理解项目相关？

项目的成功评价为何如此困难？举例

想一想你熟悉的成功的项目和失败的

说明哪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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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当企业希望在管理项目方面做得更好
时，通常会与同行业中其他企业进行

1.10

说明它有什么作用？
1.11

比较表 1-3 中 4 种项目管理成熟度模

基准比较。讨论基准比较的概念，它

型，你认为每个模型的优势和劣势各

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进行基准比较？

是什么？

解释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概念，并

案例分析 1-1
米格科技有限公司
米 格 科 技 有 限 公 司（MegaTech，Inc）

团队成员来自公司各条产品线。

是设计和制造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多年来

同时，米格科技还想要保持其内部操

公司拥有稳定的市场份额，拥有少量但忠

作的效率。因此项目团队引入新产品时必

诚的顾客群和比较看好的发展环境。尽管

须严格控制成本和时间进度。最后公司精

年销售额增长较慢，但近年来也突破了 3

心组建了研发团队，负责寻找技术变革的

亿美元。米格科技的产品因其几乎不需要

道路使公司在 5 ～ 10 年内沿着这条道路走

更新或每年重新设计而大受欢迎。市场的

下去。如今米格科技的项目运作团队不仅

稳定性，加上产品的一致性，使得米格科

要管理当前产品线，还要通过应用研究寻

技年需求预测非常准确，能依赖产品投放

求长期盈利。

期 较 长 的 生 产 过 程， 并 可 以 专 注 于 内 部
效率。

米格科技已经找到了应对项目管理挑
战的策略。首先，员工在重新考虑其分配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

时间和资源的方式。另外，虽然企业新项

其他国际贸易条款的出现，米格科技感觉

目的成功率仍然低于项目管理层期望的目

到了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其他汽车配件

标，但高级管理层认为，项目管理带来了

供应商的竞争。公司面临着之前没有经历

挑战，也为企业带来了在全球竞争环境中

过的状况：必须以客户为中心并更快向市

超越竞争者所必需的竞争优势。米格科技

场提供新产品。面对这些巨大的商业挑战，

的一位主管认为：“项目管理绝不是取得成

几年前米格科技的高层决定将公司变革为

功的法宝，但是它让我们开始思考应该如

基于项目的组织。

何操作，结果就是我们正在用更快的方式

尽管这个转变很艰难，但公司也从中

去做更明智的事情。”

获得了很大的收益。例如，高级管理层决

问题

定产品更新频率必须更快，要达到这个目

1. 项目管理给米格公司带来的行业竞

标意味着每年要重新设计，并使用新技术，
也就是说，要在企业操作方面做出创新性
的改变。为了实现上述调整并保持市场竞
争优势，公司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团队，该

争优势是什么？
2. 在本例中，引导企业相信项目管理
会改善其运作过程的市场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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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1-2
汉姆林医院的信息技术部门
汉姆林医院（Hamelin Hospital）是美国

更新。此外，新项目的工作量总是在增加。

东北地区的一家大型医院（有 700 张床位）。

团队员工完成了一项任务后马上转到另一

医院信息技术（IT）部门有员工 75 人，经

项任务。典型的 IT 职员要参加处于不同阶

营预算逾 3 500 万美元。部门主要负责管理

段的 7 个项目。

的项目有 30 ～ 40 个，项目规模从小型到

汉姆林医院的项目管理系统很受推崇。

超大型都有，小型项目如重新设计计算机

它为扩展医院的信息技术能力充当了先锋，

界面，超大型项目如历时超过 1 年耗资几

因此有助于医院相对其他地区性医院获得

百万美元的开发型项目。汉姆林的 IT 部门

竞争优势。最近汉姆林医院开始以免费的

逐渐壮大，反映了医院正在逐渐扩大其信

形式“出租”IT 服务，包括进行信息的记

息存储量并提高操作能力。IT 部门的两个

录和管理，以及提供订单输入系统等服务，

主要职能是开发新的软件应用系统和维修

从而与需要 IT 支持的医院竞争。无疑，这

当前的信息系统。项目管理是部门的日常

样做的结果是大大改善了医院的盈亏底线：

工作。

当越来越多的卫生保健组织认识到螺旋式

IT 部门的职位主要分为 5 类：①服务

上升的成本造成的影响时，汉姆林医院的

技术员；②程序员；③高级程序员；④系

IT 部门已经协助医院保持持续的预算增长，

统分析员；⑤项目经理。服务技术员主要

扩充人员，扩大项目规模并追踪记录成功

解决计算机系统用户的咨询和其他大量的

的项目。

问题。很多新聘的员工都是从服务技术员

问题

做起，可以逐渐熟练使用系统，熟悉各种

1. 招聘新员工担任服务技术员职位有

问题，能够理解用户的困惑并帮助用户解
决 问 题， 理 解 IT 部 门 如 何 影 响 医 院 的 运
营。随着个人职位逐渐上升，他们就会加
入 项 目 团 队， 成 为 程 序 员 或 系 统 分 析 员。
最后，由 5 个项目经理监督项目使其不断

何优缺点？
2. 要求项目团队成员同时参与多个项
目有什么潜在问题？潜在优势有哪些？
3. 哪些现象表明“项目经理”在部门
中居于最高职位？

案例分析 1-3
迪士尼珠峰探险
迪士尼世界度假胜地最新开发的刺激

2006 年，迪士尼公司在佛罗里达州的

之 旅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在 迪 士 尼 50 周 年 之

纳维斯塔湖的迪士尼动物王国引入了珠峰

际，迪士尼打算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庆

探 险 项 目。 珠 峰 探 险 不 只 是 一 个 过 山 车，

祝，即建立一个主题公园，从多个方面将

它还体现了迪士尼精神 —一种充满迪士

迪士尼灿烂的过去和光明的未来连接起来。

尼式乐趣的旅行。旅行中会有意想不到的

迪士尼已经准备全力以赴完成整个项目。

迂回曲折、令人难以想象的细节以及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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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深刻的项目管理技巧。
首先，让我们大家来看看珠峰探险项
目的一些技术细节。
旅途中包含了由迪士尼幻想家们设计
的 18 座将近 200 英尺的高峰。
该旅途含有将近 1 英里的轨道，包括
了翻转、急转弯和陡降。

们讲述故事的渴望 —这是一个关于住在
世界最高山峰之下的尼泊尔人的独特历史
故事，融合了雪人的神话。从背景与主题
元 素 的 设 计， 到 项 目 的 最 终 建 成 共 耗 时
5 年。
游客们在珠峰探险的旅途中，能够深
刻体会到迪士尼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游客

迪士尼团队创造了一个全身长毛、形

们的冒险旅程是从进入一个叫作“喜马拉雅

象逼真的大雪人。雪人的动作由液压系统

逃亡”的旅行公司开始的。游客们从 Norbu

提供动力进行操控，其中液压缸的推力相

和 Bob 售票处获得旅行许可证，走出售票

当于波音 747 客机。通过一系列的草图设

处，游客们可以看到尼泊尔寺庙的经幡旗

计、电脑绘图、雕塑成形以及超过 2 年的

在他们头顶随风摆动。随后，他们将会到

测试，迪士尼建造了这个 10 英尺 高的雪

扎西的百货商店，采购他们旅途中需要的

人，并把它作为整个旅途中的一个重点。

各种物品。最后，游客们将穿过一个旧的

团 队 在 沿 途 种 植 超 过 900 种 竹 子、10

茶叶仓库，这个仓库同时也是一个博物馆，

种树木以及 110 种灌木，以此来营造喜马

陈列了大量尼泊尔史前古器物，这些古器

拉雅低地的感觉。

物向游客们述说着尼泊尔的文化、喜马拉

建造这座雄伟的山峰要消耗 1 800 多吨

雅山的历史以及居住在珠峰之上的雪人的

钢铁，山峰外观使用了 3 000 多张预制“芯

传说。参观完博物馆，游客们终于可以登

片”，这些芯片由 25 000 个独立的铁板（由

上开往山峰的火车了，每一辆火车都是模

电脑建模形成）组成。

仿 20 世纪的蒸汽机火车，限乘 34 人。

团队将迪士尼村庄和沿途的假山作为

接下来的几分钟，游客们将坐着过山

整个旅途的背景，这些背景的配色使用了

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轨道上，直到与雪人

约 2 000 加仑 的染剂和颜料。

邂逅。此时，一个非常刺激的场面出现了：

来自亚洲的 2 000 多种手工艺品被用来
制作小道具、家具以及建筑装饰等。
对于迪士尼的幻想家来说，建造一个
具有吸引力的娱乐项目是相当耗时耗力的。

火车像失去控制一样开始后退，在到达山
顶后再以 50 英里 / 小时的速度冲下山，结
束这场惊险刺激的旅行。之后，游客们安
全回到尼泊尔村。

珠峰探险的开发就耗时多年，这是因为迪

在迪士尼，类似于珠峰探险这样的项

士尼多次派出团队，其中包括创意执行长

目，都会编制详细的项目计划和预算。创

乔·罗德，数次前往尼泊尔喜马拉雅实地

造性是迪士尼开展新项目的关键因素，不

调研当地的人文风情、建筑特点及生态环

少参与迪士尼项目的人员都是世界上出色

境，这些都是为了建造一个最真实的乐园。

的艺术家或者电脑动画专家。迪士尼所采

迪士尼的期望远远不只提供一次世界级别

用的技术常常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们应

的旅行经历那么简单。他们展示了幻想家

该看到，它每实施一个新项目都包括其对

一二

一

1 英尺 =0.304 8 米。

二

1 英加仑 =4.546 09 立方分米，1 美加仑 =3.785 41 立方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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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业务的理解，包括市场预算、成本控

项 目 时， 公 司 采 用 的 成 功 关 键 标 准 是 什

制以及认真的项目管理。新景点的提议一

么？ 换 而 言 之， 就 项 目 成 本、 进 度 计 划、

般需要经过仔细筛选和研究，才能造就世

质量以及顾客接受等需求问题的解决，你

界上最刺激最好玩的游乐项目。迪士尼很

会如何进行排序？哪些证据可以支持你的

少在它们的主题公园内加入新元素，但是

观点？

一旦决定加入，它们就会秉持风格，勇往
直前！

2. 为什么迪士尼着重描述旅途的特殊
性？公司是如何运用案例中描述的“氛围”

问题

来最大化用户体验，同时降低顾客对长时

1. 假 设 你 是 迪 士 尼 的 一 名 项 目 经 理。

间等待的抱怨？

根据该案例提供的信息，你认为在设计新

案例分析 1-4
智利矿工的救援
2010 年 10 月 13 日， 伴 随 着 雷 鸣 般 的

救援的第一项挑战就是维持矿工们的

掌声与“智利，万岁！”的欢呼声，工头路

生存。通过狭窄的通信通道运输下去的补

易斯·乌尔苏亚踏出了救生舱。至此，33

给物资，包括大量的食品、水、氧气、药

名受困矿工全部获救，在此之前，他们已

品、衣物、生活必需品以及帮助矿工们打

经在 2 000 英尺的地下被困 70 余天。一场

发时间的物品。几组工作人员每天与矿工

灾 难 性 的 坍 塌 将 矿 工 们 困 在 了 矿 井 底 层，

们保持联系，振作他们的精神，并将来自

与地面失去联系，生死未卜，对这些矿工

家人的信息传递给矿工，与此同时，其他

的救援过程充满勇气和智慧，堪称近年来

的项目组开始研究援救计划。

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智利北部的圣何塞金铜矿靠近科皮亚

援救形势严峻，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有：
（1）如何定位被困矿工？

克，2010 年 8 月 5 日， 当 矿 工 们 正 在 紧 张

（2）多久才能打通至被困位置的竖井？

工作时，突然地动山摇，大面积的矿井通

（3）如何将矿工安全带上地面？

道开始坍塌，33 名矿工被困井下。尽管生

矿井隧道在塌方中受到严重破坏，将

命安全暂时不受威胁，但他们被困于地下

矿工们救出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只有开

半 英 里， 没 有 电， 食 物 也 仅 能 维 持 两 天。

展 全 面 的 救 援 行 动 才 可 能 尽 快 救 出 他 们。

更 糟 糕 的 是， 他 们 无 法 和 地 面 进 行 通 信，

莱恩·克里斯坦森公司下属的美智联合博

对 公 司 和 家 人 而 言， 他 们 依 然 生 死 未 卜。

伊尔斯兄弟地质技术公司从世界各地调来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生存，

关键资源。在宾夕法尼亚西部，两家曾参

依靠贫乏的食物度过 17 天后，他们终于迎

与南美地区矿井坍塌事件救援的公司加入

来了第一个钻探，隧道顶部被钻出一个洞

该项目。他们委托联合包裹服务（UPS）运

口。被困矿工们与地面取得了联系，并提

来一台专业钻孔机，该钻孔机可钻出直径

供了他们近况的详细信息，随即，一场大

较宽的井筒，能让人从中通过而不会坍塌。

型救援活动拉开帷幕。

钻 孔 机 48 小 时 之 内 就 被 免 费 送 到 了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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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UPS 总计共运送了超过 50 000 磅的专

比专家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了两个多月。

业设备至钻孔及救援地点。救援舱的设计

被命名为凤凰号的第一个救生舱，在 9

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工程师—

月 23 日到达事发地点，另外两个救生舱还

克林顿·克拉格，他利用自己前海军潜艇

在建造，并于两周内运到当地。凤凰号救

舰长的经验，带领有 20 名成员的小组设计

生舱被设计成柱形圆管，有 13 英尺长，内

并开发了一套方案，可以每次将一名矿工

部宽度为 22 英寸 ，重达 924 磅 ，装备有

运送至地面。

氧气、保持乘客直立的安全带、通信设备

来自 NASA 的医生和美国潜艇专家在

以及可伸缩的滑轮。救生舱的设计思路是

8 月中旬到达矿区，他们负责对矿工的心理

舱体要足够窄，可以顺利通过救援竖井进

状态进行评估，并制定措施疏解由于身体

入地下，同时，其宽度又要足够容纳一个

长期隔离而引发的心理压力。这些医生和

人，从而将其带回地面。在最终准备完成

专家与当地官员一同为工人们设计了一套

前，为保证 33 名矿工都能够进入凤凰号，

健身计划与活动安排，目的是让矿工们感

他们需要摄入特制的液体食物，同时进行

受到救援的条理性从而振作起来。矿工们

身体锻炼。

知道救援活动正在组织中，但对救援行动

最终，在经历大量测试之后，地面救

成功展开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一无所知。通

援组认为竖井通道足够安全，可以支撑救

过最初钻开的通信通道，矿工们与地面建

援行动，于是将第一个凤凰号救生舱放入

立了紧密联系，并且开始收到消息、了解

洞中。连续两个来回之后，救生舱将一名

地面的情况更新以及用一些物品来打发枯

护理人员和一名救援专家送入地下，他们

燥的等待时间。

志愿进入井中开展矿工救援运输的协调工

美国同样也派出了一名临时召回的专

作。10 月 13 日 的 午 夜， 在 救 生 舱 中 度 过

业 钻 探 工 — 杰 夫· 哈 特（Jeff Hart）， 他

15 分钟旅程的第一名矿工被成功救出。约

曾在阿富汗通过操控专业钻探设备，帮助

22 小时之后，值班经理乌尔苏亚被带出矿

美军在前方作战基地寻找水源。这名 40 岁

井，这场紧张的救援成功结束。

的钻探工连续工作了 33 天，克服了一系列

智利矿工的救援活动是近年来最为成

困难，终于找到被困在矿井底下的工人们。

功的应急项目之一，它凸显了人们在人道

总共有 3 个钻井平台从不同方向开凿救援

主义领域的协同工作、资源安排、支持寻

竖井。直至 9 月 17 日，哈特的钻孔机（被

求以及创新技术使用方面的能力，让全世

称为“计划 B ”）到达了矿工所处的位置，

界铭记了这次经历。总结起来，在行动中

此时钻孔直径只有 5 英寸，又耗费了数周

需要克服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第一，寻

时间，才通过逐渐加宽的钻头将救援竖井

找幸存者，并与之保持联系是最大的技术

扩大到直径 25 英寸（这是救生舱可以顺利

难题；第二，设计安全解救被困人员的方

通过的必要宽度）。救援组对这个速度还是

案；第三，采取特殊措施确保矿工们的身

非常满意的。在采矿专业人士的特殊技能

体和精神健康；第四，需要所有成员研发

的帮助之下，这阶段操作耗费的时间大约

从 未 使 用 过 的 最 新 技 术。 面 对 这 些 挑 战，

一

二

一

1 英寸 =0.025 4 米。

二

1 磅 =0.453 592 37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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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组向人们展现了奇迹，让 33 名被困矿

问题

工回到亲人身边。11 月 7 日，救援结束后

1. 关于项目管理在现代世界中的多种

的 1 个月，其中一名矿工，爱迪生·佩尼

用途，这则智利矿工的援救故事给了你什

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参加并完成了纽约

么启示？
2. 成 功 的 项 目 管 理 需 要 明 确 的 组 织、

市马拉松大赛。对于刚刚在地下半英里深
处度过了两个多月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
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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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的计划和良好的执行。在这个救援案
例中，这些特征是如何体现的？

网上练习
1.1

全球最大的专业项目管理组织是项目

今的项目到底有多复杂？项目给了我

管理协会（PMI）。访问网站 www.pmi.

们哪些振奋人心的突破和机会？

org，考察你找到的链接。网站上的哪

1.4

些链接表明项目管理是公司取得成功

雅虎等）输入关键词：
“项目”
（project），

的先进、关键要素？至少选择 3 个相
1.2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随

关链接并简要描述这些链接的内容。

机访问搜索结果中的 3 个链接。简要

访问 PMI 网站，考察“成员”
（Memb-

概述你的发现。

ership）这个链接。在 PMI 相关的各章

1.3

到 你 最 喜 欢 的 搜 索 引 擎 上（如 谷 歌、

1.5

访问卡耐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协会的

和合作组织间的导航条中，你有什么

网 站， 从 以 下 网 址 https://resources.

发现？这些信息如何让你重新考虑项

sei.cmu.edu/asset_files/SpecialRepo

目经理这种职业选择？

rt/1994_003_001_16265.pdf 获 得 软 件

输入网址 www.pmi.org/Business-Solutions/

过程成熟度调查问卷。IT 企业在评价

OPM3-case-study-library.aspx，查看结

其项目管理成熟度时要考虑的问题是

果中的部分案例。这些案例指出进行

哪些？

成功的项目管理会遇到哪些挑战？当

项目管理职业认证考试样题
1. 项目预算主要用于：
a. 项目计划编制。
b. 项目计划执行。

d. 如无其他特殊情况，三者的重要性相
同。
3. 下面哪项最符合对项目干系人的描述？

c. 项目收尾。

a. 团队成员。

d. 项目沟通。

b. 项目经理。

2. 以 下 哪 项 符 合 项 目 三 约 束 的 重 要 性 排
序？
a. 时间，成本，质量。

c. 项目会影响到其工作领域的人。
d. 以上都是。
4. 以下不属于项目定义所包含的内容的选

b. 质量，预算，时间。

项是：

c. 范围最重要。

a. 项目受到时间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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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ly select three of the links that come up on the
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he most critical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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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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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he
th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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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
1.5 Go to
for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a. Time,
thenUniversity
cost, then quality.
Carne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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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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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组织的环境：战略、结构和文化

本章目标
学习本章后，你将能够：
1. 了解有效的项目管理是怎样发挥作用以实现战略目标的。
2. 了解公司战略模型的三个组成部分：制定、实施与评价。
3. 认识到识别关键项目干系人并在项目开发环境下管理他们的重要性。
4. 了解组织结构的三种基本形式的优势与不足，以及它们对管理项目的意义。
5. 了解企业怎样将它们的结构变为一个“项目型组织”结构，从而有助于开展有效的
项目管理实践。
6. 识别项目管理办公室（PMO）3 种形式的特征。
7. 了解公司文化的关键概念，以及公司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8. 认识到支持性的组织文化对项目管理实施的积极影响，并与那些阻碍项目管理的文
化对比。

本章涉及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
1. 项目采购管理（见 PMBoK12 节）
2. 干系人识别（见 PMBoK13.1 节）
3. 项目干系人管理计划编制（见 PMBoK13.2 节）
4. 干系人参与管理（见 PMBoK13.3 节）
5. 项目管理的组织影响（见 PMBoK 2.1 节）
6. 组织结构（见 PMBoK2.1.3 节）
7. 组织文化与形式（见 PMBoK 2.1.1 节）
8. 企业的环境因素（见 PMBoK 2.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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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导读 2-1
特斯拉的 50 亿美元豪赌
标志性的 Model S“电动运动型汽车”的开发者特斯拉（Tesla）汽车公司近日公布了
“超级工厂”
（gigafactory）的建造计划，该工厂是为了生产给本公司汽车充电的电池。“超级
工厂”的概念由特斯拉创始者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提出，他声称该工厂将成为全世
界最大的电池工厂，会雇用 6 500 名新员工，在建造过程中还会产生数千个辅助工作岗位。
马斯克计划建设的工厂占地 1 000 万平方英尺，每年生产的总电池容量达到 35 千兆瓦时。
而距离特斯拉最近的竞争者，位于田纳西州的日产电池工厂，仅有 300 名雇员，电池生产
能力也只有 4.8 千兆瓦时。致力于建造世界上最大电池工厂，特斯拉（和埃隆·马斯克）孤
注一掷地认为电动汽车的需求正在急速增长。在马斯克的计划中，该工厂将在 2017 年开始
生产电池，因而 2014 年年底前工厂需要破土动工。
特斯拉的首款车特斯拉 Model S 是一款纯电动的运动型汽车（见图 2-1），它的性能、
造型和质量都得到了巨大的关注。Consumer Reports 为该款车给出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评分
99 分。该款车的售价超过 8 万美元，这将特斯拉 Model S 的目标市场限定在了富裕人群。
因此，特斯拉宣布了中档价位汽车 Gen Ⅲ的计划，该款车型的预计起始售价大约为 3.5 万
美元。特斯拉面临的挑战在于降低电池成本，比如，Model S 85 千瓦时的电池组售价超过
2.5 万美元。很明显，为了生产中档价位的汽车，特斯拉必须找到降低电池成本的方法，最
初的目标是降低 30% 成本。

图 2-1

特斯拉 Model S 在汽车底部安装扁平电池组的“滑板”
（Skateboard）设计

资料来源：Car Culture/Corbis.

因为有着建设如此大规模工厂的承诺，以及该项目将会带来的数千个工作岗位，许多
西部州都在积极竞争希望成为该工厂的根据地。亚利桑那、内华达、新墨西哥以及得克萨
斯的官员们都提出了税收减免，承诺提供特斯拉在全州范围内开设自己的零售商店的机会，
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就是为了争取在自己的州内建设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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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特斯拉计划充满激情，比如，大众汽车的 CEO 马丁·温特科恩
（Martin Winterkorn）近期注意到由于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的缓慢接受率，如今的汽车电池
已经供大于求。电动汽车的销量仍然很小，全美市场的占比不足 1%。作为奥巴马政府经济
刺激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新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投入已经超过 10 亿美元，但是现
如今那些工厂中的大部分产能仅为 15% ～ 20%。许多汽车公司的 CEO、电池制造商以及其
他的汽车产业相关人士对在发展如此缓慢的市场投入巨额资本是否明智表示了担忧。
特斯拉去年的销售量刚刚超过 22 400 辆，但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锂电池买家。50 万
辆汽车的销售计划意味着它自身对电池的需求将超过全世界销售出的所有笔记本电脑、手机
与平板电脑的需求。为了满足该需求，同时也为了抵消超级工厂计划的部分成本，埃隆·马
斯克正在与一些持怀疑态度的潜在合作伙伴进行谈判，包括松下汽车和工业系统子公司，让
他们投资该新型超级工厂来生产电池。特斯拉管理层认为他们需要这么一座工厂来确保未来
所需的数百万电池的供应，而电池成本降低则来自于规模经济与物流成本的节约。
该大型项目所承担的风险并不仅仅在于技术或需求方面。由于特斯拉对工厂的完成时
间表安排得非常紧迫，有人担心在马斯克先生预想的时间范围内完成该工程不太可能。不
过，该计划仍可能是可行的，对超级工厂的设想、设计与建造的展望毫无疑问使之成为一
个伴随着极大风险的独特机会。1

概述
对于成功的项目管理而言，组织的设置十分重要—它的文化、它的结构以及它的策
略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一起构成了项目成功或失败的环境。比如，项目与组织
整体战略的联系，对人员配备的关注度以及为项目制定的目标等都是非常关键的。同样，
组织的政策、结构、文化与运作系统既能支持与促进项目管理，也可能妨碍有效的项目管
理。环境为项目活动实施提供了背景，因此了解决定项目环境的因素，将有助于更好地了
解如何进行项目管理。公司与公司之间，影响项目的因素大不相同。
在开始一个项目之前，项目经理与团队必须对组织结构有清晰的了解，因为它与将要
完成的项目和任务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要尽可能清晰地确定所有的汇报关系，建立项目运
作的规则与流程，识别管理项目团队的所有问题。通用电气以 170 亿美元收购法国阿尔斯
通（Alstom）集团的尝试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其中涉及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多个业务部
门、财务分析以及与阿尔斯通主要干系人保持持续沟通，尤其是与法国政府。作为他们战
略的一部分，通用电气必须识别出能够与自己的组织融合的业务组、与通用电气业务无关
的单元，并且还需找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组织结构，以尽可能高效的方式将合并的组织最佳
地组合在一起。通用电气吸收了阿尔斯通近 85 000 名雇员，并且将它的全球业务部门与自
身业务相融合，通用电气的这一尝试成为战略收购项目管理的明星案例。
对许多组织来说，项目与项目管理实践不是操作规范。实际上，在第 1 章中讨论过，
在许多组织中，项目并不是那些正式的、基于流程的活动，因此，许多企业没有通过重组
来确保项目以及其他企业活动的顺利完成。关键的问题是发现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管理项目，
而不论企业采取的是何种组织形式。各种组织结构的优缺点是什么？它们对项目管理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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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影响？本章将分析组织文化的概念、根源以及对有效项目管理的影响。通过仔细考察对
项目管理最重要的 3 个环境问题—战略、组织结构与文化，读者将能看到不同的组织结
构如何给企业项目管理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2.1

项目与组织战略
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是一门科学，它研究制定、实施与评价跨职能部门的

决策，使得企业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objectives）。2 本节在讨论项目管理时，将考虑这个
定义的相关组成部分。战略管理包括以下部分。
（1）制定愿景说明和任务说明。对愿景和任务的说明描述了在未来的某一点上，组织
或高层管理者所希望完成的任务。愿景说明描述了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效的愿景说明
不仅鼓舞人心，还充满抱负。组织成员会发现自己被各种矛盾的需求拉向不同方向，因此
企业愿景应该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在面对各种期望甚至是矛盾的努力方向时，最终的愿
景能够充当“裁判”，这对于建立优先权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愿景还是动机与目标极其重
要的来源。正如谚语所说，“没有愿景，人们将消亡”。3 任务说明解释了公司存在的理由，
并为愿景提供支持。许多企业应用愿景与任务作为首要的过滤方法来评价新的项目机会。
例如，贝克特尔（Bechtel）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筑企业，它的愿景是“成为全球杰出的工程、
建筑与项目管理公司”。4 对于贝克特尔而言，这意味着①顾客和合作者将贝克特尔视为他
们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②人们将会为在贝克特尔工作而感到自豪；③社区将认为贝克
特尔具有“责任性与回应性”。他们实施的项目必须支持该愿景，不支持公司这个愿景的项
目将不会进行开发。
（2）制定、实施与评价。项目作为战略实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管理的基本流
程模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建立企业愿景或任务、评价内在的优势与不足、外在
的机遇和挑战、建立长期的目标以及在多个战略选项中进行选择，企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与资源来评价它所面临的商业机遇，所有这些都与战略的制定阶段相关。在这个背景下，
项目是保证企业抓住机遇、扩大优势、实现企业整体目标的工具。例如，新产品开发就是
很典型的例子，它是企业对商业机会的响应。有效的项目管理使得企业能够进行快速有效
的响应。
（3）制定跨部门的决策。商业战略是整个企业的冒险，它需要所有部门履行责任与共
享资源来实现整体目标。跨部门的决策制定是项目管理的关键特征，因为项目团队由具有
不同的个性特征和背景的人组成，而聚集到这个团队的专家也来自不同的部门。项目管理
工作是执行战略计划的一个自然环境。
（4）达到目标。不管组织是通过低成本、创新性产品、优质的质量还是其他方式来寻
求市场的领导地位，项目都是达到目标最有效的工具。项目管理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允许
企业在外部市场和内部操作中都保持有效，也就是说，不管组织的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
还是改善产品与流程的有效性，项目管理都是优化组织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
项目被称为企业战略的“奠基石”。5 这意味着组织的整体战略愿景是项目开发的驱动
力量。例如，3M 公司的目标是成为商业的创新者，因此，它每年要在多个国家的子公司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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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并管理几百个新产品开发项目。同样，乐佰美公司也因不断开发新产品并投放市场而闻
名。组织战略影响新产品引入的方式将在项目选择这一章（第 3 章）中进行详细介绍。项目
是实施战略的手段，它们使企业在战略的大环境下能以活动为中心。表 2-1 列出了项目充
当战略组成部分的几个实例，每个例子都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即项目是战略愿景背后的
“运作现实”，也就是说，它们充当了战略组成部分，创造与企业战略相联系的实际背景。
表 2-1
战

项目反映战略

略

项

目

技术或操作的动机（如新的分销战略或分散工厂的运作）

新工厂的建设或设施的现代化

为获得更高市场接受率而对产品进行重新开发

新产品开发项目

为提高效率和有效性而建立新的商业流程

重构项目

战略方向的变化或产品组合的重新配置

新产品线

创造新的战略联盟

与供应链成员协商（包括供应商与分销商）

匹配或改进竞争者的产品或服务

逆向的工程项目

改进跨部门沟通和供应链关系的有效性

企业 IT 投入

促进跨部门的互动，提高新产品或服务的引进效率，改进部
门间的协调

同步工程项目

TOWS 矩阵（TOWS matrix，见图 2-2）是一种说明项目与组织战略选择关系的有效
方法。TOWS 来自于“威胁 – 机会 – 劣势 – 优势”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指的是公司在其内
部环境（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公司外部）中面临的挑战。企业将项目作为一种手段来进
行战略选择，首先识别出内部优势与劣势，以及外部机会与威胁，然后形成处理战略。如
图 2-2 所示，组织只有决定了要采取的合适战略（如“最大化 – 最大化”战略），才可以识
别并做出支持该 TOWS 矩阵项目的选择。项目为企业提供了创造实现战略目标具体方法的
能力。6
外部机会（O）
1.
2.
3.
内部优势（S）
1.
2.
3.
内部劣势（W）
1.
2.
3.

外部威胁（T）
1.
2.
3.

“最大化 – 最大化”战略

“最大化 – 最小化”战略

开发可以利用优势来最
大化机会的项目

开发可以利用优势来最
小化威胁的项目

“最小化 – 最大化”战略

“最小化 – 最小化”战略

开发可以利用优势最小
化劣势的项目

开发可以最小化劣势及
避开威胁的项目

图 2-2

TOWS 矩阵

对项目管理方法来说，组织的战略管理是首要的环境因素。由于项目是实施战略计划的
“组成部分”，因此清晰地认识战略与已被选定的开发项目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后面的
章节将介绍一个新的因素：组织结构，以此来进一步了解为项目创造合适环境的重要性。

第2章

2.2

组织的环境：战略、结构和文化

干系人管理
组 织 的 研 究 与 直 接 经 历 都 说 明， 组 织 和 项 目 团 队 的 运 作 不 能 忽 视 影 响 决 策 的 外 部

因素。干系人分析是了解项目经理及项目同组织其他部门关系的一种方法。干系人分析
（stakeholder analysis）是对那些似乎无法解决的冲突进行有效说明的工具，这些冲突来自于
新产品的规划和引入过程。项目干系人（project stakeholders）指的是那些与项目有利害关
系的个人或群体，他们能够给项目的发展带来潜在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7 项目干系人分析包
括形成对干系人的积极作用进行识别和管理的策略。
干系人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组织的活动，同时也受到组织活动的影响。8 在某些情况下，
企业必须密切关注一些干系人群体所能施加的潜在影响，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一个干系
人群体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企业的活动，这种情况值得注意。考虑这样两个例子：
政府在管制烟草行业活动上发挥的作用；作为甲骨文公司新软件项目的小转包商所发挥的
微弱作用。对于第 1 个例子，联邦政府在近几年通过法规与诉讼，大大限制了烟草公司的
活动与销售战略。而在第 2 个例子中，甲骨文公司作为一家大型企业，能够非常容易地用
一个小分包商替换另一个。
干系人分析对企业是很有帮助的，它使得企业承认他们的行为，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
意的，都将对不同的干系人群体产生广泛的潜在影响。9 例如，基于成本 – 收益分析，企业
做出一个关闭效率低下的制造厂的战略决定，从商业意义上来说该决定是合理的。然而它
也可能引发一系列干系人的不满，包括来自于本地工会、工人、受到关闭影响城市的社区
领导者的抗议，同时企业也可能要面对政治、法律以及环境方面的问题。精明的经理在衡
量他们战略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时，必须要考虑干系人的反应。
正如干系人分析对了解主要战略决策的后果具有指导作用，项目干系人分析对于了解
管理项目所带来的效果也是极为重要的。项目开发过程本身要直接受到干系人的影响，而
反过来项目团队的活动也能够影响外部的干系人群体。10 客户干系人影响项目团队运作的
一些常见方式包括：要求更快的开发、与团队紧密合作以减少项目移交问题、影响其母公
司的高层管理者以继续支持项目。而作为这种支持的回报，项目团队会在项目开发和移交
的过程中，与客户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不同需求将使它们看上去是彼此互相冲突的，即为了响应一个干系人的需求，项目经
理常常会在无意中违背了另一个干系人的意愿，因为不同的干系人对项目有着完全不同的
期望。例如，在企业内安装新软件的项目团队，可能为了用户满意而对软件包进行无数次
的修改，虽然客户满意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不断的修改导致整个项目的进度计划
受到严重影响，却可能造成高层管理者为成本超支和进度滞后而烦恼。在项目管理中，项
目经理总是要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就是需要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平衡干系人的不同需求，
同时还要与每个重要的干系人保持融洽的关系，以保证这些干系人能够持续支持项目。

2.2.1

识别项目干系人

内部干系人是所有干系人分析中的重要部分，他们的作用通常是正面的，也就是说，
尽管他们经常是扮演限制和控制的角色（比如公司的会计），但大多数内部干系人都希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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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另一方面，一些外部干系人群体表现出的态度则非常有挑战性，甚
至对项目开发持反对态度。以石油价格波动为例，在 2014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石油价格持
续不稳定，从每桶 60 美元到超过 100 美元，这对正试图走出大萧条期的全球经济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美国的许多企业开始致力于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例如海上探索以及新核能
电站的开发。2012 年，美国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 1.5 万亿立方英尺 ，作为开发全国页岩资
一

源的一种方法，水裂压力（hydraulic fracturing，“ fracking ”）技术已经被广泛接受，由此推
测，到 2016 年，美国将从天然气纯进口国变为出口国。但是环境组织却对此给予了强烈的
反对，他们通过诉讼、政治游行及其他方式对这些新能源的开发进行抵制。例如，在从加
拿大的油砂地区到得克萨斯炼油厂总长达到 1 700 英里的基石 XL 输油管道（Keystone XL
oil pipeline）项目开发中，环保人士及其支持者通过引用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石油泄漏事故，成功将该项目的开发推迟了数年。Cleland 称这些外部干系人为干
预群体（intervenor groups），他们被定义为项目的外部群体，却拥有干预甚至中断项目发展
的影响力。11
项目经理必须考虑的项目干系人包括以下两类。
内部干系人：
● 高层管理者；
● 会计；
● 其他职能部门经理；
● 项目团队成员。
外部干系人：
● 客户；
● 竞争对手；
● 供应商；
● 环境、政治、消费者及其他干预群体。

1. 客户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保持与增进同客户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特别关注外部
客户和内部客户对项目的投资。客户关注的是尽可能快地获得项目成果，因为如果项目不
移交到他们手中，那么对项目的投资也就无法产生任何回报。如果成本不由他们承担，客
户一般很少过分关注项目开发的费用。但实际情况常常相反，成本由客户承担，因此客户
非常关注他们能从项目中所获得的产品。此外，许多项目在顾客需求被充分定义之前就开
始了，因此产品概念审查与分类常常是项目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参考第 5 章）。许多客户寻
求对项目性质和操作特点提出建议和要求修改的权利，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客户
认为要求一个项目可接受并有用是合乎情理的；第二，这样的做法为需求设置了一定的灵
活性，同时也要求项目团队能积极响应特殊的变更。
在与客户群体打交道时要注意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客户在这里并不一定指整个顾客
组织，实际情况总是非常复杂。一个客户企业包括许多内部利益群体，在多数情况下，这
一

1 立方英尺 =0.028 316 8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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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群体有着不同的需求。例如，很容易就可以对一个企业中的不同客户群体进行识别，它
们包括高层管理者、工程师群体、销售团队、现场操作团队、制造或装配群体等。在这些
正常环境下，对顾客组织进行干系人分析往往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因为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商业语言与多个
顾客干系人群体进行沟通（参见图 2-3），因此

上级组织
其他职能经理

外部环境

这个过程会变得更为复杂。例如若项目经理要
向顾客企业的工程师进行讲解，就需要对项目

客户

务与合同人员则更看重所提交的数字。建立干
系人管理策略首先需要意识到这些不同客户干
系人的存在，然后建立一个协调的计划，来了

高层管理者

项目经理

的技术与规格细节十分精通。而另一方面，财
会计

项目团队

图 2-3

项目干系人关系

解与处理每个群体的特定需求，并试着满足这些需求。

2. 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是项目的一个重要干系人，因为他们受到项目成功实施的影响。比如，如果
竞争对手向市场推出一个新产品，项目团队的上级组织将被迫改变、推迟甚至放弃其项目。
在将竞争对手作为项目干系人群体进行评价时，项目经理应该尽力获取关于竞争对手项目
状态的任何可获取的信息。此外，竞争对手所得到的显著教训对于想开始一个类似项目的
项目经理来说，也是十分有用的信息。假如竞争者的项目发生了严重的实施问题，那将为
新项目需要规避的方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3. 供应商
供应商是向项目经理提供完成项目所需原材料或其他资源的群体。当项目需要从外部
大量购买部件时，项目经理就需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来确保供应的稳定。在多数情况下，
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第一，项目经理必须确保每个供应商收到必要的信息，从而及时地
实施其中的部分项目。第二，项目经理也必须对发货进行监控以确保其符合计划。理想的
情况是，供应商自动从项目团队那里获取需求信息，然后发货，而不需项目经理的过度参
与。例如，在大规模的建筑项目中，项目团队每天都需要处理大量的物资供应问题。供应
链管理学科的基础就是通过有效地管理项目供应链来使物流过程流程化的。12 如果这个过
程失败或被中断，后果会非常严重，就如 2011 年 3 月日本东北海岸遭受的灾难性海啸一
样，日本企业的供应链与产品开发能力在这次天灾中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学家估计此次
自然灾害导致的国家经济损失超过了 3 000 亿美元，此外，无数的企业（包括日本公司和它
们的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公司）受到了此次灾害的影响。日本生产了全世界 20% 的半导体产
品，这导致像英特尔、东芝与苹果等公司的产品出现了严重短缺和交货延迟。

4. 干预者群体
来自不同环境、不同政治背景、不同社会和社区，能对项目开发与成功启动产生正面
或负面影响的消费者的群体，被统称为干预者群体。13 也就是说，他们有干预项目开发的
能力，并能使他们的需求融入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关于项目干预者群体阻止大型建设项目
的例子有很多，特别是在核电站建设行业。当美国的联邦、州甚至本地的规则制定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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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这些建设项目时，干预者能够利用相关法律来改变项目的规模或阻碍项目的进程，甚
至可能使项目无果而终。比如，风力农场满足了丹麦全国一半以上的电力需求，而在美国，
当可替代能源项目“风力农场”被提出将选址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海岸附近时，遭到了
当地组织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些农场会破坏当地的海景。诉讼持续了很多年，近期该
项目仍没有得到批准的迹象。谨慎的项目经理需要对他们项目的性质进行评价，同时还要
考虑干预者群体向开发过程施加其意愿的可能性。

5. 高层管理者
在多数组织中，高层管理者对项目经理有着很大的控制权并能限制项目经理的行动自
由。高层管理者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批准项目的启动，提供项目团队所需的额外资源，
支持与保护项目经理及其团队免受来自其他组织的压力。高层管理者要求项目能迅速完成
（他们希望项目快速进行）、保证成本有效（他们不想支付他们不愿支付的部分），并且尽可
能少地打乱其他职能部门的工作。

6. 会计
会计在职能组织中的作用是保证项目团队的成本绩效。会计支持并积极监控项目预算，
因此有时被项目经理看作敌人。然而这个感知是错误的，为了进行项目管理、做出必要的
决策以及同客户沟通，项目经理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项目成本。有效的成本控制与汇报机制
是非常重要的，会计为项目经理提供了重要的管理服务。

7. 职能部门经理
占据着发布命令位置的职能部门经理也是重要的干系人群体。大多数项目团队成员都
是从相关的职能部门借调过来的。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项目团队成员可能在团队中仅仅
是兼职，他们所属部门的经理仍然期望这些员工能够每周完成各自在职能部门中的任务。这
个情况会带来大量的混乱和冲突，因此需要项目经理与职能部门经理之间进行协商，同时也
导致了团队成员忠诚度的严重差异，特别是当员工的绩效评估由职能部门经理而不是项目经
理主导时。为了自我保护，团队成员常常更效忠于他们的职能部门而不是项目团队。
项目经理需要认识到组织的职能部门经理作为干系人群体的力量。职能部门经理并不
总是阻碍项目开发，相反，他们对其职能角色非常忠诚，并在企业结构的限制之内使用他
们的资源。然而，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干系人群体，职能部门经理需要受到项目经理应有
的重视。

8. 项目团队成员
对于项目结果，项目团队明显具有巨大的作用。尽管一些人对项目与他们的职能群体
有着各自的忠诚度，但在许多企业中，团队成员都是自愿为项目服务，并希望接受具有挑
战性的任务，以激励他们有效地工作。项目经理必须认识到项目的成功依赖于项目团队中
每个成员的努力。因此，他们对项目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干系人群体所带来的影
响意义更为深远。

2.2.2

管理干系人

项目经理与他们的公司需要认识到干系人群体的重要性，并积极管理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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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提供了一个关于政治过程的有用框架，可用来有效管理干系人。 14 在他的框架中，
Block 提出了 6 个步骤：
（1）评价环境；
（2）识别主要参与者的目标；
（3）评价自己的能力；
（4）定义问题；
（5）制定解决方案；
（6）测试并改进解决方案。

1. 评价环境
项目是否受到限制？它是否具备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潜力？例如，当大型的电脑制造商
EMC 公司开始设计一种迷你型计算机与存储单元时，它面临两种结果：巨额利润或严重损
失，因此企业首先要重点考察市场是否需要这种产品。直接走入消费者中间进行市场调查，
是评价外部环境的关键。类似地，作为自动和近自动技术（无人驾驶车辆）的开发者之一
的谷歌公司，与消费者展开紧密合作以确定他们对该技术的期望与满意程度。在迄今为止
的测试中，自动驾驶车辆已经行驶了超过 70 万英里，仅发生了一起事故（该事故由人为导
致）。目前的预测是，安全可行的无人驾驶汽车最早将于 2017 年发布。据估计，全球最终
将有超过 10 亿辆汽车及卡车和超过 45 万架民用及军用飞行器会受到该新技术的影响。15

2. 识别主要参与者的目标
要制定策略以降低负面影响，第一步就是：项目经理应尽量清晰地了解干系人的要求。
Fisher 与 Ury

16

都曾指出，不同参与方采取的立场几乎总是基于他们各自需求的。那么对

于项目来说，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干系人群体的需求是什么呢？最近的一个例子解释了这
一点。一家主要提供网络解决方案与软件开发服务的小型 IT 企业，最近和一家大型出版社
签订了合同，负责为其开发用于大学教室的模拟系统。软件企业愿意在此项目上接受一个
稍低的价格，因为出版社表示，如果软件企业出色地完成这个项目，那么未来将给予其更
多业务。软件企业出于对未来业务的兴趣，接受了较低的价格，因为他们更迫切的需求是
进入出版业并与客户建立长期的关系。出版商需要一个低价格，而软件开发商需要新的市
场机会。
项目团队必须寻找目标评估中隐藏的事项。通常部门和干系人群体都会提出一系列相
关但不切实际的目标。17 在急于满足这些公开或受支持的目标时，项目团队常常犯的错误
就是基于表面现象而接受这些目标，却没有考虑驱动这些目标的需求，也没有考虑这些需
求是否会导致更难实现的目标。例如，一家基于项目的大型制造企业正在进行一个开发综
合项目管理规划系统的项目。负责系统安装的项目经理同每个部门的负责人会面，这些负
责人都表示愿意参与设计这样一个规划系统，也同意将该系统置于项目管理部门中。然而
问题很快就产生了，尽管 IT 部门的成员公开表示支持，却开始使用各种可能的方法秘密地
破坏系统的实施、拖延任务的完成时间并拒绝响应用户的需求。他们这么做的原因究竟是
什么？原来他们以为输出信息的计算机将放在其他部门而不是 IT 部门，而若将计算机放在
IT 部门，将威胁到他们作为唯一信息发布者的地位。除了考察不同的干系人公开的目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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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之外，项目经理必须寻找那些隐藏的因素或资源限制。

3. 评价自己的能力
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曾说过：“有某种更崇高的力量让我们能更客观地审
视自己！”18 组织必须考虑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不足之处又在哪里？项目经理与团队是否
对政治有所了解，因而更容易从干系人群体处获取支持？假如不是，是否能够联系这样的
人？项目团队需要用这样的问题来了解自己的能力。例如，不是每个人都同高层管理者有
接触，而高层管理者又是为项目提供稳定支持与资源的重要来源，因此如果项目团队中缺
乏具有政治敏锐性的成员，就应该去积极寻找那些具有这方面技巧的人以获得帮助。

4. 定义问题
我们必须设法既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出发，也要从对方的角度来定义问题。发展并维系
强大的干系人之间关系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不同派别在同一问题上可以有不同但合乎情理的
观点。当我们定义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从我们的观点出发，还要试图了解我们的干系人
如何看待同一问题。在一开始，我们就要以“双赢”模式经营。然后，我们必须尽可能准
确地关注问题的细节而不仅仅是概况。对问题的定义越准确越真实，就越能提出有意义的
解决方案。

5. 制定解决方案
这一步有两点非常重要。首先，制定解决方案意味着，在考虑与其他干系人关系的情
况下，尽可能针对不同干系人群体的需求，制订一个行动计划。这一步包括下面的步骤，
即项目经理同团队一起，寻求管理协调过程。如何同高层管理者打交道？在实施这个战略
过程中，将会引起会计、客户以及项目团队的何种反应？思索这些问题有助于项目经理在
考虑相关干系人群体间的相互关系之后，制定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权力、政治行为、影响、
协商的话题将在第 6 章进行详细讨论。
其次，有必要在制定解决方案之前收集足够多的信息。19 如果项目经理指望通过零散
或不足的信息来进行项目管理，那么他将陷入困境。“准备、瞄准、开火”的哲学思想同干
系人管理是一样的，其结果就是一个不断交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项目经理如同钟摆，
从一个危机摇摆到另一个危机。钟摆与这些项目经理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永远达
不到目标。扑灭一个火源的过程将会创造新的火花。

6. 测试并改进解决方案
实施解决方案意味着，承认项目经理与团队正在非完备的信息条件下工作。可假定干
系人将以可预测的方式对特定的动机产生反应。当然，这样的假定也可能是错误的。在测
试并改进解决方案时，项目经理与团队应该认识到，方案的实施是一个反复的过程。项目
团队可以做出最好的猜测，测试干系人的反应，然后重新修改方案。同样地，以前对不同
干系人群体的需求与偏见的认识还有待修正。另外，某些假定可能是有害或不真实的。然
而，这个干系人管理过程的最后一步使得项目经理进行关键的自我评价。它需要一定的灵
活性来进行精确的诊断与恰当的中期修正。
如果做得好，这 6 个步骤能形成一种重要方法，来帮助认识项目干系人在成功的项目
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它们使项目经理在考虑其他问题的解决方式时，也将干系人管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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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进来，这是一个多元的问题，因为各干系人不仅对项目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彼此影响。
对干系人管理的解决方案将变得更为丰富、广泛和准确。
一个可选择的、简化的干系人管理过程包括规划、组织、引导、激励与控制必要的资
源，来管理不同的内外干系人群体。不同的干系人管理功能是彼此联系和重复的，也就是
说，干系人管理过程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循环。在你不断评估环境的时候，你会改进这些主
要干系人的目标。类似地，当你在评估自身能力以及定义问题与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你需要不断地观察环境，以确保你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最后，在测试与改进这些解
决方案的阶段，考虑到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确保它们是最优的可选方案是至关重要的。
在开发与实施你的计划的过程中，你也可能发现新的干系人，这些干系人的需求也需要考
虑。此外，当环境发生变化或当项目进入生命周期的新阶段时，需要再次重复干系人管理
模型中的各步骤，以验证旧的管理战略是否依然有效。另一方面，如果新环境需要对这些
战略进行变更，项目团队也必须重复这些步骤来更新相关信息。

2.3

组织结构
结构意味着组织。为使在一个组织中工作的人们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他们被分成不

同的群体。组织结构（organizational structure）包括 3 个关键组成部分。20
（1）组织结构指定了正式的汇报关系，包括层级中的级别数量以及经理与主管的控制
范围。在结构层级中谁向谁汇报？这是企业结构的一个关键部分。控制的范围决定了直接
向主管汇报的下属的数量。在一些结构中，经理可能拥有广泛的控制范围，也就意味着他
有很多下属，而在其他的结构中经理的控制范围可能比较窄，因而只有较少的人直接向其
汇报。对一些企业来说，汇报关系可能是刚性的、官僚主义的；对另一些企业来说，他们
需要各层级间的灵活性与非正式性。
（2）组织结构确定了构成部门的个人以及构成组织的部门。个人如何组合成一个群
体？结构的最小单元可与其他单元结合，形成大的群体或个人组织。这些被称为部门的群
体，可以通过不同的逻辑形式进行组合。例如，组建部门最常见的理由包括：①职能—
将从事相似工作的人组建成一个部门，②产品—将在相似产品线上工作的人组建成一个
部门，③地理位置—将处在相似地理位置或物理位置的人组建成一个部门，④项目—
将同一个项目中的人组建成一个部门。本章随后将详细讨论其中一些常见的部门安排。
（3）组织结构包括设计系统来确保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和整合。组织结构的这
个特征指的是企业所依赖的用来加强与促进其结构的支持机制。这些支持机制可能简单也
可能复杂。在一些企业中，确保有效沟通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通过规则与程序来制定项
目团队成员必须采用的沟通方式以及必须共享的日常信息。而其他一些企业则采用更为复
杂的方式来促进部门协调，比如在远离企业的地方建立特定的项目办公室，在这里，项目
团队成员为项目的发展共同努力。组织结构这个特征的关键点在于，仅为组织人员建立秩
序或层级是不够的，同时还要得到确保部门之间清晰沟通与协调的系统支持。
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在项目管理环境下，有两个不同的组织结构同时在运作，并且它
们都会影响到项目完成的方式。第 1 个是项目开发组织的整体结构。这个结构包括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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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项目开发的部门或利益团体的安排，它包括项目团队、客户、高层管理者、职能部门
以及其他的相关干系人。第 2 个结构是项目团队的内部结构，它指定了项目团队成员之间
的关系、角色与职责，与项目经理的交互方式。本章的大部分内容考察了组织的整体结构
以及它如何与项目管理相符。本章同时解释了内部项目团队结构的含义，在第 6 章还将对
其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2.4

组织结构的形式
组织可以采用多种结构形式，它们高度复杂或者极其简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组织

结构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企业应对外界压力的结果。很多因素会影响企业采用特定的
结构形式。运作环境是影响组织结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组织的外部环境（external
environment）包括组织外部的所有力量或群体以及它们对组织产生潜在的影响。在企业外
部环境中对企业活动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竞争者、外部市场顾客、政府及其他法律或管
理机构、总的经济环境、人力或财力资源的可获取性、供应商、技术趋势等。同样，这些
根据外部因素建立的组织结构，也会对组织内部的项目管理方式产生影响。可以看到，作
为建立项目的环境，每种结构类型各自都有优势与不足。
大多数企业所采用的常见结构类型包括以下 3 种。
（1）职能型组织—企业的结构方式是将从事相似活动的人组成部门。
（2）项目型组织—企业的结构方式是将员工分组为负责临时任务的项目团队。
（3）矩阵型组织—企业的结构方式是创造一个双重的层级，即职能部门与项目部门
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2.4.1

职能型组织

职能型结构（functional structure）可能是目前最常见的企业组织类型，职能型结构的
原理是将从事相似活动的人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部门。在职能型结构里，建立诸如会计、
营销、研发等部门是很常见的。在职能型组织中，劳动力的分配不是基于产品或支持的项
目类型，而是根据所完成的工作类型。在采用职能型结构的组织里，成员通常同时从事支
持多个项目或多个产品线的工作。
图 2-4 是一个职能型结构的例子。效率是职能型组织的主要优势，当每个会计都是会
计部门的成员时，可以通过考虑每个会计的工作任务。确保不存在重复或没有利用的资源
来更有效地在整个组织中进行服务。另外一个优势是当所有的专家资源都被整合到一个职
能部门时，保持有价值的智力资产将变得比较容易。当需要了解全球外包项目中离岸税收
的含义时，完全不必在全企业的范围里搜寻专家，直接去会计部门寻求帮助就可以了。
对项目管理而言，职能型结构最大的不足在于，通过这种方式组织的员工会产生这样
的趋势：只关注本部门，在完成指派任务时忽略其他部门的要求。这种趋势被称为职能孤
立（参见图 2-5）。当一个工作群体中的相似人群不愿意或不能从多角度考虑，也不愿意同
其他群体协作或以跨部门的方式工作时，孤立就发生了。例如，在数据通用公司被 EMC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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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之前，工程部与销售部之间经常会发生争吵。销售部抱怨其对新产品开发的参与受到了
限制，因为工程部常常在进行产品创新时没有向其他部门进行有意义的咨询。同样地，克
莱斯勒公司前总裁罗伯特·鲁茨认为，该公司各职能部门无法相互协作，也不承认彼此所
做的贡献。职能型结构另一个不足是，它对外部机会或威胁的反应非常迟钝。沟通渠道必
须经过多个层级，而不是直接跨越职能边界。这个垂直的层级可能非常庞大，决策制定也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职能型结构由于其内在的设计问题，因此很难有较大的革新。由于孤
立的职能群体考虑整个组织与目标时的角度受到限制，因此想实现跨部门的协作相当困难，
而这种协作对于创新或快速响应市场机遇来说又是非常必要的。
董事会
总裁

营销副总裁
市场研究
销售
售后服务
广告

制造副总裁

财务副总裁

物流
外包
配送
仓储
制造

图 2-4

会计服务
签订合同
投资
员工福利

研发副总裁
新产品开发
测试
研究实验室
质量

职能型组织结构的例子
董事会
总裁

营销副总裁

制造副总裁

财务副总裁

研发副总裁

市场研究

物流

会计服务

新产品开发

销售

外包

签订合同

测试

售后服务

配送

投资

研究实验室

广告

仓储

员工福利

质量

制造

图 2-5

职能型结构中的孤立效果

对项目管理来说，职能型结构的另外一个不足是它没有为中央项目管理职能提供合理
的地位。高层管理者可能将一个项目或项目的不同部分分配到各职能部门中，而整个项目
的协调，包括组合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则需要更高的管理层来负责，如最高管理层。在这
种环境下运行项目的严重缺陷就是项目被分配或指派给职能部门成员后，这些成员还要继
续履行已有的职责。实际的情况是，被分配项目任务的员工的主要任务往往还是完成其所
在部门的工作，当员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各自部门中时，他们的行为准则还是职能型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项目实际是一种干扰，耽误了完成“真正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因此

51

52

项目管理

也就解释了为何团队成员积极性不高，以及为什么需要项目经理与部门主管就团队人员问
题进行广泛协商等一系列行为问题。
职能型组织另外一个与项目有关的问题是项目开发过程很容易形成局部优化。 21 当项
目由一个部门负责时，该部门的努力是充分并且有效的。然而同项目没有关系或从项目中
无法获利的部门将只会尽可能担负最少的责任。一个基于项目成功的产品或服务，需要所
有职能部门的整体参与并为项目的开发做出贡献。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职能型组织中，顾客不是每个人关注的中心。在这个环境里，对顾
客的关注常会被看作别人的事情，特别是那些负责提供支持服务的人的事情。顾客需求必
须得到满足，在创建项目时必须以顾客为中心。参与项目团队的任何部门代表，如果没有
以“顾客为中心”的认识，将增加项目失败的可能性。
表 2-2 总结了职能型结构的特征。由于与外部环境相关，职能型组织结构比较适合那
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企业，因为稳定的环境不需要企业快速地变革与响应。当环境
状态可以预测的时候，职能型结构将运转良好，因为它强调效率。但不幸的是，职能型结
构企业中的项目管理活动常常具有很多问题，因为职能型结构无法在项目管理中发挥其优
势。上面的讨论说明，尽管职能型结构在有些方面有利于项目管理，但从主要方面来说，
如果想从项目管理中获得最大绩效，职能型结构可能是最差的一种组织结构形式。22
表 2-2

职能型结构的优势与不足

对项目管理的优势
1．项目在组织的基本职能结构中开发，不需要打断
企业的日常活动，也不需要调整企业的结构
2．促进知识深度与智力资产的开发
3．为员工考虑到常规的职业发展道路。项目团队成
员仅需完成要求的工作，同时与他们的职能部门保持
最大的联系

对项目管理的不足
1．职能孤立使得实现跨部门的合作比较困难
2．缺乏对顾客的关注
3．由于结构问题、沟通缓慢、项目直接所有权的缺
乏以及职能部门间优先权的竞争，导致项目常常要花更
长时间来完成
4．由于各职能部门的利益与履行义务的不同，导致
项目局部优化

2.4.2

项目型组织

项目型组织（project organizations）是指那些将主要精力放在项目运作上的组织。建筑
企业、大型制造企业如波音和空客（Airbus）、制药企业以及许多软件咨询与研发组织都采
用纯粹的项目型组织结构。在项目型组织中，每个项目由专门的项目团队负责，是组织中
独立的业务部门。在需要的时候，企业会从职能部门中直接划拨必要的资源给项目。在项
目型组织里，项目经理对于本部门使用的资源具有唯一的控制权。职能部门的主要作用是
同项目经理协作，并确保项目经理拥有足够的资源。
图 2-6 显示了纯粹的项目型结构（project structure）的一种简化形式。项目 A 与项目 B
的成员都来自于企业的各职能部门。项目经理是项目的领导者，所有的项目成员都要向他
汇报。项目经理决定项目成员的引入与停留时间，他是整个项目权力的掌握者。如图所示，
采用纯粹的项目型结构有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项目经理在组织结构里并不是处于下属的位置。所有的主要决策与权力都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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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理的控制之下。
第二，职能型结构引发的孤立或沟通问题将不会发生。在项目型组织中，组织与项目
团队内部的沟通得到改善。由于权力被项目经理与项目团队掌握，因此提高了决策的速度，
从而不会发生需要向职能部门咨询或职能部门可以否决项目团队决策所带来的延迟问题。
第三，这种组织形式促进了对项目管理骨干人员的培养。因为组织内运作的焦点是基
于项目的，组织中的每个人将了解项目并为同一个目标努力，从而确保了组织拥有绝对充
足的项目管理资源。
第四，纯粹的项目型结构鼓励灵活、快速应对外界机遇。项目按照固定程序进行创建、
管理和解散，因此在需要的时候也能很容易并迅速地组建项目团队。
董事会
总裁

项目副总裁

营销副总裁

制造副总裁

财务副总裁

研发副总裁

项目 A

项目 B

图 2-6

项目型组织结构的例子

尽管使用项目型结构组建专门的项目团队有很多优点（参见表 2-3），但这种结构同时
也有一些不足。
第一，组建与维持一定数量的项目团队需要花费较大的成本。不同职能部门并不会控
制他们的资源，而是为随时出现的不同项目提供全职员工。这就导致项目组织可能雇用过
量的项目专业人员（比如工程师），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损失。
第二，对于纯粹的项目组织来说，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无法充分利用资源。组织的员
工数量可能随着企业项目数量的增减而浮动。因此，在企业有较多项目的情况下，组织资
源得到充分利用，而当项目不多时，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简而言之，组织对人力资源需
求的迅速变动加剧了人员配备问题的激烈程度。
第三，要维持技术或知识资产的供给相当困难，而这正是职能型组织的优势。由于资
源不能在职能部门内停留很久，需要经常从一个项目转到另一个项目，因此不会形成统一
的知识基础。例如，许多项目组织常常为不同的项目雇用专业人员，这些人员完成他们的
工作，并在合同终止时离开组织，离开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没
有保存在整个组织中，而是掌握在被分配了项目任务的部分员工手中。因此就可能造成这
样的情况：一些团队成员专业技能非常好，而另外一些人则缺乏足够的锻炼和能力。
项目型组织的第四个问题与项目团队成员在项目结束时的合理担心有关。团队成员担
心一旦项目完成他们会怎么样？正如前文所述，项目成员是不同的，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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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当项目成员完成一个项目之后，却发现新的项目并不需要他们。职能专家在项目组织
中缺乏“家”的感觉，因此他们的担心是合理的。此外，在纯粹的项目型组织里，团队成
员常常将项目看作其忠诚的唯一来源。他们的兴趣在自己执行的项目中，而非整个组织，
因此当项目完成时，他们可能开始寻找新的挑战，甚至离开企业寻找新的任务。
表 2-3

项目型结构的优势与不足

对项目管理的优势

对项目管理的不足

1．将权力仅授予项目经理

1．建立与维持项目团队的成本较大

2．促进组织内与职能部门间的沟通

2．项目团队成员可能只是对项目而不是整个组织忠诚

3．促进有效、快速的决策

3．维持知识资产的供给比较困难

4．有利于培养项目管理骨干人员

4．项目团队成员为其在项目完成后的去向担心

5．鼓励对市场机遇的快速响应

2.4.3

矩阵型组织

在过去 30 年里出现的一个颇具创意的组织结构是矩阵型结构（matrix structure）。矩阵
型组织（matrix organization）是职能型结构与项目活动的结合，是在职能型组织与纯粹项
目型组织之间寻求的平衡。同时强调职能与项目两方面是矩阵型组织达到这种平衡的方式。
在现实环境中，矩阵型结构创造了一种双重层级，这种形式在仅仅强调项目和纯粹的职能
化之间进行了平衡。
图 2-7 解释了矩阵型组织的结构，注意到项目副总裁的地位相当特殊，它不是职能部
门结构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单独的项目部门主管，与各部门的 CEO 与部门主管地位相当。
图 2-7 同时说明了企业组建项目团队的方式。项目副总裁控制项目经理的活动，但同时他
们又必须与职能部门紧密合作，以便能从每个职能部门中借调人员组成项目团队。职能型
组织中项目团队成员完全受职能部门控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需要取悦其部门负责人；
而在矩阵型组织中，这些人员由各自所属部门与所指派的项目共享，他们受到项目经理与
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共同管理。例如，项目 A 的项目经理同营销副总裁协商后从该部门获得
2 单位资源（resources）（人员），而后从制造部门获得 1.5 单位资源，依此类推获得其他资
源。对于每个项目，项目经理与职能部门的主管一起确定最佳的人员需求，如需要多少人
来完成必要的项目活动，以及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这些人员。类似“这个项目需要完成什么
任务？”这样的问题由项目经理做出回答无疑是最好的，然而，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如
“谁将完成这个任务”与“完成该任务将花多长时间”，则必须由项目经理与职能部门主管
共同协商来解决。
有必要区分 3 种常见的矩阵形式，包括弱矩阵（weak matrix，有时称为职能型矩阵）、
平衡矩阵（balanced matrix）以及强矩阵（strong matrix，有时称为项目型矩阵）。在弱矩阵
组织中，职能部门控制其资源，并负责管理项目中属于本部门的部分。项目经理的作用是
协调各职能部门的活动，其实也就是典型的管理者。项目经理负责准备进度计划，更新项
目状态，充当不同部门之间的连接桥梁，但对资源没有直接的控制权，也没有权力根据自
己的意愿做出重大的决策。平衡矩阵的目标是在项目经理与职能部门负责人之间平等地分
配权利与资源分配责任。而在强矩阵组织中，项目经理会拥有更多的权力。项目经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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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项目活动与功能，包括任务分配与对项目资源的控制，并具有关键的决策权。尽管
职能经理对从其部门抽调到项目团队的人员有一定的权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只是
处于协调的地位。在矩阵组织环境中工作，会发现强矩阵可能更接近于“项目型组织”。
董事会
总裁

项目副总裁

营销副总裁

制造副总裁

财务副总裁

研发副总裁

项目 A

２资源

1.5 资源

1 资源

3 资源

项目 B

1 资源

2 资源

2 资源

2.5 资源

图 2-7

矩阵型组织结构的例子

创建具有两个上司的组织结构看上去有点棘手，但如果特定的条件得到满足，这种方
法将具有相对的优势。矩阵结构在以下环境中是有用的。23
（1）存在产品或项目机会多而资源却相对稀缺的压力。当组织拥有的人力资源较少，
而项目机会比较多时，它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尽可能高效地利用人力与物力资源，以支持
最大数目的项目。矩阵结构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企业能够充分利用资源
来支持尽可能多的项目。
（2）有两种或多种生产形式的需要。例如，企业可能需要提高其技术能力（使用职能
型结构），同时又要研制一系列的新产品（需要项目型结构）。在这种对绩效的双重压力之
下，采用矩阵型组织可以在职能型和项目型两种结构中达到平衡，既能在职能工作中保证
技术能力和效率，又能通过项目确保新产品的快速开发。
（3）组织环境是复杂的、动态的。当企业面临复杂与快速变化的双重环境压力时，矩
阵结构促进了职能部门间的信息交换与协调。
矩阵结构的目标是同时关注对外部机遇的快速响应与对内部效率的提高。为了达到这
个双重目标，赋予项目部门与职能部门的权力必须是等同的。而实际上，对于项目管理来
说，矩阵结构的一个优势也就是将项目管理部门与职能部门放在了拥有同等权力的位置。
这个优势突出了项目经理在组织中的地位，他将拥有与部门经理类似级别的权力和对资源
的控制。另一个优势是矩阵被进行了专门的修正以鼓励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同时也强调
了快速高效地实施项目，并且根据需要与其他项目共享资源。职能型结构中，项目分层的
结构不必支持项目，矩阵结构则不同，它在外部响应和内部效率间取得了平衡，建立了一
种使项目得以迅速执行的环境。最后，由于资源可以在多个项目间共享并且“移动”，因此
与项目型组织一样，矩阵组织中的专业知识将更不会由有限的人群掌握，而是分散在整个
企业中。
矩阵组织双层级结构的弊端是会形成多个权力点，从而给操作带来负面效应。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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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和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都会向其成员传达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发生冲突，而当这两个
部门共享权力时，这些互相冲突的信息就会给同时在两个部门承担任务的人员带来极大的
挫败感。假定项目副总裁要求员工要将所有精力放在 5 月 1 日之前必须完成的一个重大项
目上，而同时，财务总监告诉他的员工缴税期即将来临，大家必须暂时将项目放在一边以
完成相关的缴税工作，这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项目团队成员看来，双重领导令人感到
很沮丧。职员们每天都会感觉到被拉向不同的方向，因为他们收到了都是来自公司老板却
不一致的指令—一个是关于项目，而另一个是关于自己所在的职能部门。结果，普通的
工作往往变成一个争夺员工的时间的活动。
另一个不足就是项目经理需要在会议、谈判和其他协调性职能工作方面花费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以便在有着不同计划的多个群体间做出决策。表 2-4 列出了矩阵结构的优势与
不足。
表 2-4

矩阵结构的优势与不足

对项目管理的优势
1．适合动态环境
2．同时强调项目管理和部门效率的重要性
3．促进各部门间的协作
4．通过项目和部门职责间的竞争实现了稀缺资源的
最大利用

对项目管理的不足
1．双重层次意味着有两个老板
2．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协调项目和部门之间对关键资
源的共享
3．会对同时担任项目和部门职责的人员造成挫败感

矩阵结构看来似乎是项目管理的一种重要解决方法，但它却需要在人力资源的协调上
花费大量的时间。很多项目经理都指出，作为矩阵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投入了很多时间用
于开会、解决和协调资源问题，以及寻找与部门领导共享权力的方法。矩阵结构对于管理
项目来说，有着重要的优势，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它将项目管理与职能效率放在同等
地位，并促进了跨部门的协作。但同时由双层级结构所带来的诸如权力或控制方面的行为
挑战也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24 在矩阵组织中，项目经理抱怨最多的就是需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进行权力争夺，以及同职能经理讨价还价，从而得到所需的资源和支持。因此对项目
经理来说，要想在矩阵组织中获得成功，谈判技巧、政治头脑以及关系网的构建是至关重
要的。

2.4.4

迈向以项目型为主的组织

以项目型为主的组织（heavyweight project organization）涉及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企
业最终可以通过创建完全的项目型组织而获得巨大收益。25 迈向项目型组织基于这样一种
观点，即成功的项目型组织不会偶然出现，也不可能凭运气获得，而是要在设计和操作方
法中采取标准的步骤。以“臭鼬工厂”（Skunkworks）的模型为例，此模型的名称来自著名
的洛克希德集团的项目，自治的项目团队代表了企业对那些基于项目工作的优先权的认可。
在这些组织中，项目经理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地位和责任，以确保项目能够成功。职能
部门可以完全服从项目，或者与被给予了独立资源的项目团队合作完成任务。
为了实现项目型组织的灵活性和敏捷性，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首先，只有开始运
行项目才能直接进入团队自治阶段。这种项目组织形式是在企业共同思考中进行有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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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转变的最后一步。而项目经理则需要不断探索如何改善项目运行的方式才能逐渐走到
这一步。成功的项目企业在尽力扩大项目经理权力的同时，也经常会遭到职能主管的强烈
反对，因为他们希望维持现有的权力平衡状态。给予项目经理更高的地位、评价项目团队
成员绩效的权力、对项目资源的控制权以及与客户直接联系的权力，这些无疑都改变了现
有的权力平衡状态。在现实中，项目经理常常被迫根据职能经理的意愿来安置团队成员、
协调、配置财务和其他资源，因而会受到很大约束。
其次，项目型组织将市场机会放在了职能维持的前面，但也只有当快速响应市场机
会所需资源是由项目团队控制，而不是由企业高层领导控制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最
后，也是本书一直强调的，企业越来越关注基于项目的工作，这一思想的转变已经开始
深刻影响项目组织、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运作的方式。对外部客户的关注成为运作的驱
动力，而不再仅仅是简单地为项目团队指定几个竞争需求，然后让他们尽量去满足这些
需求。
最终，决定使用哪种组织结构也是为了满足特定的要求，比如在给予项目经理最大灵
活性和权力的结构中（纯项目型组织），对项目的管理可能是令人满意的，这也说明对很多
项目经理来说，要影响重大决策来改变整个组织的结构，从而更好地支持项目，这几乎是
不可能的。因此更恰当的问题是：在特定的组织结构中管理项目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本章
前面的部分已经将这个问题作为讨论的重点。如果必须在某种结构的组织中操作和管理项
目，这种结构与项目经理出色完成项目能力相关的优势与不足有哪些？思考这个答案的过
程，其实也是有效理解组织结构和成功项目管理之间联系的过程。

■ 项目管理研究精要 2-1
组织结构对项目绩效的影响
一般认为，项目在某些组织结构中比在其他类型的组织结构中运行得更平稳。越来越
多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些组织结构能为项目成功完成带来更多优势，但这主要取决于启动
项目的类型。例如，Gobeli 和 Larson 的工作就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企业的组织结构会对
项目的生存能力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Gobeli 和 Larson 比较了在不同组织类型中完成的多个项目，包括职能型、矩阵型和纯
项目。根据企业对职能制或项目制的倾向（或介于二者之间），将矩阵型组织结构进一步细
分为三类：职能矩阵、平衡矩阵和项目矩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在从 1 600 个项目经理处
收集了样本数据后，他们挑选出在这 5 种组织结构中执行项目的人员，并要求他们对其组
织采用的结构给项目管理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进行评价。研究结果如图 2-8 所示，该结
果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一般来说，项目型组织确实为支持成功的项目管理提供了更好的
环境。
有趣的是，Gobeli 和 Larson 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新产品开发项目以及与建设相关的项
目后发现，研究结果与之前大致相同，只是与建设相关的项目在矩阵组织中的边际效应更
大。这表明组织结构在创建成功项目的过程中有着显著的作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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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效
新产品开发
建设项目
有效

低效

非常低效

职能型
组织

图 2-8

职能
矩阵

平衡
矩阵

项目
矩阵

项目型
组织

经理感知的不同结构对项目成功的有效性

资料来源： D. H. Gobeli and E. W. Larson. (1987).“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Project Management
Structures,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18(2): 81-85, figure on page 83.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2.5

项目管理办公室
项目管理办公室（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PMO）是指组织内或部门内对项目管理进

行评审或改进的中心机构。27 在许多企业中，项目管理办公室被视为优秀项目管理的中心，
是协助项目经理完成项目目标的独立组织实体或子部门，它在重大的项目管理事务方面提供
直接的专业知识，如进度计划编制、资源分配、项目监控等。项目管理办公室最初被用来识
别组织在运行项目时出现的不好记录。例如，本书第 1 章就从项目管理办公室的资料中引用
了一些 IT 项目失败率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诸如此类的项目都可能失败。
之所以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是基于这样一个公认的事实：企业内部的项目管理资源
中心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如前所述，项目经理承担的责任很多，从处理人际关系事务到
解决重要的技术细节，都是项目经理的工作。然而很多时候项目经理可能没有时间或能力
解决所有的技术细节问题，如进度计划编制、资源分配、过程监控等。而如果使用项目管
理办公室作为资源中心，就可以将上述这些由项目经理负责的活动转移一部分给负责提供
辅助服务的人员来完成，从而减轻了项目经理的负担。其次，虽然项目管理已经成为一种
职业，但项目经理及其团队拥有的实际知识和期望值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简而言之，
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处理项目支持活动的技能或知识。通过项目管理办公室进行项目管理
专业知识的培训，使项目团队在需要的时候能获得所需的专业知识。
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充当知识库，储存所有获取的经验、项目文档
以及过去和现有项目的相关跟踪记录。这种功能使所有项目经理能直接迅速获得以前的项
目记录和经验材料，而不是在整个组织中盲目寻找这些资料。项目管理办公室的第 4 个好
处在于它成为改进企业内项目管理过程的重要中心。正因为如此，它也变成了项目管理中
所有流程改进的中心，而后它再将这些改进传播到其他组织部门。项目管理办公室识别项
目管理的改进之处、进行测试和优化，并最终将其传播到组织的其他部门。每个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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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将项目管理办公室作为一种资源，相信他们可以对所有项目管理的创新负责。
项目管理办公室可以被设置在企业内任何位置。28 如图 2-9 所示，项目管理办公室可以
设置在企业级别（第 3 级）上，此时它的功能是对整个企业的支持。同样它也可以被设置在
更低的级别（第 2 级）上，此时它是用来满足特定商业部门的需求。最后，项目管理办公室
也可以分散设置到实际的项目级别（第 1 级）上，为每个项目提供直接支持。理解项目管理
办公室功能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是为了支持项目经理和员工的活动，而
不是取代项目经理或是对项目负责。在这种条件下，项目管理办公室承担部分管理职责，
减轻了项目经理的压力，使项目经理可以更自由地关注同等重要的人员问题，包括领导、
协商、建立客户关系等。
首席运营官

事业部
交付

销售

公司支持
支持

第2级

PO 第 3 级

PO
项目 A
项目 B
项目 C

图 2-9

PO
PO

第1级

PO

可以设置项目办公室的多个级别

资料来源： W. Casey and W. Peck.(2001).“ Choosing the Right PMO Setup, ”PMNetwork, 15(2):40-47, Figure on
page 44.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尽管图 2-9 给出了项目管理办公室在组织内的位置和范围，以及由其结构所决定的支
持作用，但同时考虑不同形式的项目管理办公室也是很有用的。项目管理办公室在企业中
主要有以下 3 种形式和目的：①监测中心，②控制中心，③资源库。29 项目管理办公室可
以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形式。
（1）监测中心—在这种形式中，项目管理办公室被用作典型的跟踪和监督工具。采
取这种形式，通常只会有一种假设，就是高层管理者对大范围的项目投资感到紧张，因此
将监测中心作为跟踪工具，对项目的现状给予密切关注而不必直接影响或者控制项目。这
种项目管理办公室的目的是为独立的观察员提供场所，这些观察员几乎只须关注几个关键
的问题，比如：
● 项目的进展如何？项目进展偏离原计划多少？完成了哪些关键里程碑事件？
● 目前为止对项目投入了多少资金？项目的挣值情况如何？有没有出现预算报警信号？
● 主要项目风险情况如何？是否已根据需要更新了应急计划？
（2）控制中心—控制中心这种形式将项目管理当作一种商业技能来保护和支持。它
注重不断建立方法来提高项目管理的技能，如识别正在进行的工作、哪些地方存在缺陷以
及如何解决现有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不像监测中心那样仅仅为了报告结果给高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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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监督项目管理活动，其目标是试图直接参与项目经理及其团队的活动并给予支持。控
制中心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
● 建立管理项目的标准—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控制中心形式被设计用来为所有的项目
管理活动建立统一的方法体系，这些活动包括历时估算、预算、风险管理、范围建
立等。
● 引导如何遵循标准—除了确定运行项目的合适标准，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项
目管理办公室还会在需要时提供内部咨询专家和项目专家，以帮助项目经理满足这
些标准。
● 执行标准—除非能将这些标准真正实施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否则它们不会被真
正当回事儿。控制中心有权执行它所建立的标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对良
好表现进行奖励，或对拒绝执行标准的行为进行制裁。比如，美国事故基金保险公
司（Accident Fund Insurance Co.）的项目管理办公室，有权终止它觉得违反了惯例
或无法为公司带来价值的项目。
● 改进标准—项目管理办公室总是担负着改进现有项目管理流程的责任。当项目绩
效提高到了新的水平时，在逐渐改进的原则下，项目管理办公室也应该已经开始了
对新改进标准的探索。
（3）资源库—资源库项目管理办公室的目的是保持并在需要时提供受过训练的、熟
练的项目专业人员。实质上项目管理办公室成为企业项目经理不断提高技能的培训所。企
业启动新项目后，受到影响的部门向资源库项目管理办公室申请人员来组建项目团队。资
源库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为企业项目提供项目经理和其他技术专业人员。为了成功实现这
种形式，在组织内给予资源库足够高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它就能与需要项目经理进
行其项目的高层管理者处于同等的地位。再来看图 2-7，资源库的作用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
挥是当项目管理办公室作为第 3 级的支持部门时，此时项目管理办公室主管拥有适当的地
位来控制受过培训的项目经理，同时也有足够的权力来为他们指派任务。
虽然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概念被许多企业迅速接受，但也有人对它提出了批评。比如，
一些批评家认为，将所有的项目管理专业知识都集中到项目管理办公室是错误的，这就像
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样。这种观点表明，项目管理办公室将项目技能集中在
一起，实际上阻碍了这些技能在组织各部门间自然地、非正式地传播。项目管理办公室另
一个潜在的缺陷在于，如果方法体系没有得到慎重说明，它很容易就会成为组织内另一阶
层的官僚部门，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是这样，那么项目管理办公室不仅没有为项目团
队的工作给予支持，反而会因为要求更多的行政控制职能而阻碍了项目的进行。此外，使
用项目管理办公室还会引起的一个潜在问题是：这种模式会成为跨组织沟通流程的瓶颈，30
特别是母公司和项目客户之间的沟通。
尽管对于项目管理办公室的一些批评反映了一些真实问题，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不应该
以此为借口而不采用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核心是认识到了以下两点：首先
是必须鼓励和加强对项目管理技能的发展，其次是很多组织都有将项目实践标准化的需求，
其重要的支持功能是对项目技能进行不断改进的重要来源。这样看来，项目管理办公室在
未来几年内将能成为普遍认同的概念。

第2章

2.6

组织的环境：战略、结构和文化

组织文化
有效管理项目的第 3 个关键环境变量是组织文化。到目前为止，本书已经说明了企业

战略影响其项目管理的方式，以及项目和项目群如何不可避免地影响企业愿景并成为战略
运作化的选择。组织结构是第 2 个环境变量，我们证明了不同的组织设计是如何促进或阻
碍项目管理过程的。现在来看第 3 个环境变量：组织文化及其对项目管理的影响。
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个组织都有其独特的前景发展方法、政策和流程实施方式、
思考模式、态度以及行为规范。这种特点如每个人的指纹或者 DNA 签名一样独一无二。同
样，不管规模、产品、经营环境或收益率如何相似，没有哪两个组织是一样的。每个组织
都建立了独特的方法来培训员工、响应市场的威胁和机遇、支持或阻止经营行为。在其他
领域，如人类学，文化被视为一个群体所共同拥有的知识，同时它也会影响群体对不同环
境可能的反应。这些思想也都被包含在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这个概念中。一位
研究文化的作者将组织文化定义为“始终与群体保持一致，是解决群体内部问题和外部问
题的方案，因此也是教导新成员如何感知、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31
如果到欧洲旅游，游客很快就会陷入多种不同的文化中，会发现各个国家都有其独特
的文化特点，如芬兰和瑞典。语言、社会行为、家庭组织甚至是宗教信仰的不同都清晰表
现了其在文化上的差异。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文化态度和价值观也不尽相同。如意大利
南部和北部在准则、态度和共同行为方面就存在不同，因而导致这两个地区在穿着、语言
模式甚至是晚宴时间方面都产生了差异。国际商务研究的关键领域之一就是意识到独特的
行为模式是由文化差异所引起的，这样商务旅行者或是居住在其他国家的人可以认识到行
为和文化态度的“合适”标准，即使这些文化模式和他们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模式存在
极大的差异。
对于参与海外项目或者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其他成员保持联系的
项目团队成员，正确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由不同文化所表达出来
的价值观和态度对个人行为进行规范和纠正，它们定义了各组织的信仰体系和工作贡献，
也定义了跨文化项目团队的职责能力。
工作地点的文化氛围对项目绩效会产生影响，也影响了各个项目团队成员决定是否要
努力实现项目目标，目前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已经展开。笔者曾经遇到过两个案例，第一
个是一家位居《财富》500 强的企业。在该企业中，对于项目经理的资源需求，职能部门经
理多年来都是指派最差、最新或者是绩效最低的人员到项目团队。实际上，他们是将项目
看作处理不满或能力极差员工的绝佳机会。在这个组织中，项目团队常常被称为“受蔑视
的群体”，因此也不难想象当企业的员工听到他被分配到一项新项目时的反应。另一方面，
笔者曾工作过的一家 IT 企业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项目经理需要帮助时，所有的职能
部门人员都要使自己成为专家资源。项目交付成果在这家企业享有最高优先权，其他的活
动都要为这个目标服务。在特殊的时期，IT 成员每天要工作 12 小时以上，同时支援 10 个
或更多的项目，公司里这样的现象很普遍。正如一位经理所说：“在关键时期，头衔和工作
种类都无关紧要。如果要求必须完成，我们就会团结在一起共同担负责任，以确保项目的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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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企业管理项目的差异很明显，因为不同的企业文化已经渗透到工作环境和完
成项目的方法中。文化（culture）的定义可以直接应用到这两个案例中，表示不成文的行为
准则或者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和准则由组织各部门的成员共同遵守，并被传授给所有的企
业新员工。该定义中有几个重要的要素需要详细说明。
● 不成文的—文化准则指导组织内每位成员的行为，但往往没有形成书面文字。采
用这种方式，可以真正清楚地理解建立行为标准的文化，并在所有新员工中推行该
行为标准，这与写在企业墙壁上的口号或者鼓舞性的海报有着天壤之别。例如，伊
利保险公司（Erie Insurance）每年被评为最佳工作单位之一，它拥有强大的支持性
文化，该文化强调并奖励职能部门之间的积极合作。尽管没有形成书面文字，但却
众所周知，并得到了广泛实施，同时被告知给新的企业成员。有了这种文化，当项
目需要多部门成员的协助时，就能及时获得支持。
● 行为规则—文化准则对行为的指导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为理解、定义或者解
释现象提供共同的语言，二是引导如何对这些现象做出最好的反应。这些行为规则
力量强大，且能得到普遍执行：它们可以应用于管理高层，也可应用于车间的工人。
但由于这些规则是不成文的，因此学习起来并不容易。比如，新聘的项目工程师工
作起来比同事慢很多或快很多，同事中很可能会有人马上暗示他应该采用可接受的
速度，这样就不会让他或其他任何人因为对比而显得表现太差。
● 被组织的某些部门坚守—文化准则可能会在整个企业内传播，但也可能不会。事
实上在同一组织内员工对文化态度的差异很大是非常正常的。比如，蓝领工人对高
层管理者可能持有强烈的敌对态度，财务部人员可能反对市场部门，反之亦然。这
种“亚文化”反映了组织中可能包含多种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在不同地方的不同
层次起作用。例如，必能宝（Pitney-Bowes）是邮资计算器和其他办公设备制造商。
它的总部给人的印象是稳定、有序和有威望。然而，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谢尔顿市
的一个分公司必能宝信用公司（Pitney-Bowes Credit Corporation，PBCC），却以有意
识地采用非正式、开放和娱乐的态度而闻名。该公司利用仿煤气灯作为装饰，还建
有一个法式咖啡屋和一个互联网冲浪棚，因此被称为“室内主题乐园”。必能宝信
用公司有意识地创造一种亚文化来反映其处理业务的方式，而不是直接采用总公司
的一般形象。32 另外一个例子是苹果公司项目团队在开发苹果操作系统时创建独特
文化的方法，当时他们在房内配备了不同于公司其他部门的设备，同时还在旗杆上
升起了反盗版的旗帜！
● 告知所有新成员—显然，由于文化准则往往是不成文的，因此不能以正式的方式
传达给新员工。新员工通过观察其他成员的行为来学习这种文化。在某些组织，要
对新聘员工进行正式的培训，以确保他们能够熟悉并理解企业的文化。比如，美国
海军以其教导和培训新兵的方法为荣，他们通过这种方法来帮助新兵建立对海军陆
战队的集体感和自豪感。谷歌也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培训（onboarding，“入职培
训”），公司在 2013 年为超过 7 000 名的新员工进行了入职培训，他们利用入职培训
程序来帮助新员工建立更多的社会联系，以及更快地进入工作角色。作为通用电气
的员工，还要佩戴代表公司标志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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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被允许摆脱控制时，文化可以很快变得有毒，同时还可能违背组织目标。
比如，澳大利亚奥运游泳队一直以来都是夏季比赛中最强劲的竞争者之一，然而，在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游泳队最终仅获得了一枚金牌，这是一个出奇的差的结果。赛后展开的
一项独立评估将责任归咎于失败的团队领导与文化，报告提出了一种“有毒”的文化，其
中包括“欺凌、滥用处方药与缺乏自律”。团队成员缺乏道德权威与自律是导致这 20 年以
来最差表现的直接原因。33

2.6.1

文化如何形成

如果两个组织的文化差异非常大，却生产着相似的产品，那么研究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这一问题就变得非常有意义。通用电气的喷气式发动机分部和劳斯莱斯有很多共同点，包
括产品线在内。两家公司都为商业和防御飞行器行业生产喷气式发动机。然而，通用电气
为其竞争性、高度紧张的文化而自豪，这种文化鼓励进取和奉献行为，对工程师和中层经
理的解聘率也很高。而劳斯莱斯正好相反，是更加家长式作风文化的代表，这种文化鼓励
忠诚和长期工作。
研究者们考察了影响企业文化的一些重要因素，这些重要因素包括：技术、环境、地
理位置、奖励系统、规则和程序、重要组织成员以及关键事件。34

1. 技术
组织的技术（technology）关系到将投入变成产出的转换过程。例如，很多项目组织的
技术就是指项目开发的过程，这些项目是为了满足当前的需求或者预期的未来机遇。实施
项目的技术方法可能高度复杂化、自动化，也可能相当简单、直接。此外，项目也可以是
产品或服务的形式。研究表明，项目组织内使用的技术类型会影响组织所发扬的文化。“高
技术”组织就是快节奏、以技术为基础的文化如何渗透到整个组织中去的典型例子。

2. 环境
组织在独特的环境压力下运行。企业的环境可能很复杂，瞬息万变，也可能很简单，
一直保持稳定状态。有些企业是全球性的，因为它们要面对来自全世界的竞争，而另外一
些企业则更专注于区域竞争。通常来说，企业环境会对其文化产生影响。比如，简单且变
化缓慢的企业环境会产生规避风险、稳定且有效的文化。高度复杂的企业环境则会产生致
力于促进对外部威胁和机遇的快速响应和侦测，并且鼓励承担风险的文化。因此，企业的
运营环境影响了企业内公认的文化和行为的形成。又如，一家擅长商业房地产开发的小型
区域性建筑公司，拥有环境的稳定度可能比像福陆 – 丹尼尔或柏克德这样在全球范围内承
接建筑项目的公司还要高。

3. 地理位置
不同的地理区域都拥有其独特的文化风俗和态度。比如，某人到欧洲南部旅游，傍晚
不久就用过晚餐了，而在西班牙，晚餐要在晚上 9 点以后才开始。同样，在商业环境中，
基于文化的态度往往要与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保持一致。在同一国家内，也会发生这种状
况，例如，施乐公司在将康涅狄格总部的公司文化与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员工更随意和实
际的心理相结合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个地方进行的项目与另一个地方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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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往往区别很大。当然，虽然地理位置确实会引起文化的分离，特别是企业在国内外多
个地点设立分公司的时候，但也不要过分夸大它的影响。

4. 奖励系统
不管企业的正式方针是什么，企业向员工提供的奖励类型对于说明高层管理者真正
重视的信仰和行为大有帮助。奖励系统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企业付出什么，就会收获什
么。公开表明支持环境保护和客户服务，却不断违背这些原则的项目经理，实际上就是在
高调地声明了企业真正关心的是利益。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迅速引发欺骗和困惑等行为。
看看关于企业不法行为的头条新闻，如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高盛（Goldman
Sachs）、阿德菲亚电缆公司（Adelphia Cable Company）的丑闻，从这些新闻中可以看到，
组织的文化是如何对那些导致会计造假、公开曝光、最后损失几百万美元的行为进行奖
励的。

5. 规则和程序
影响项目管理文化的一种方法是为员工制定规则手册或者程序系统来阐明可接受的行
为。在这些规则和程序的背后，其实是向新员工声明企业的行为标准。当正式的公共规则
与非正式的行为规则相冲突时，就会出现明显的问题。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德州
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有一条正式的规定：所有管理人员的工作标准是每周 40 小时。
然而，非正式的规则却是公司希望每个员工每周实际工作至少 45 小时，正如高级经理向新
员工所解释的：“你每天在这里工作 9 小时，8 小时为自己工作，1 小时为公司工作。”尽管
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间存在潜在的不一致，大多数用于建立支持基于项目组织的程序
认为，改进行为方式的第一步是将期望的情形正式变成规则，从而改变功能紊乱的项目文
化。因此，规则和程序代表了形成稳定的企业文化的良好出发点。

6. 重要组织成员
包括组织创始人在内的重要组织成员对企业文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如果创始人是鼓
励言论自由或灵活性的传统企业家，这种态度就会在企业中根深蒂固，并且影响深远。本
杰瑞冰激凌公司（Ben and Jerry’s Ice Cream）的创始人从前是两个公认的嬉皮士，他们创
建了一种独特的公司文化，表达了他们要建立不同于原始资本主义的“乐趣”文化的决心。
若某种企业高层执行者每天强调规则但行动与之不符，那么在这种企业文化中，应用于高
层领导和其他人的规则就不相同了。

7. 关键事件
关键事件表达了文化，因为这些事件向所有员工表明，要在组织内取得成功需要采取
什么措施。也就是说，关键事件告诉公众哪些规则真正有用，而不考虑企业正式支持的规
则是什么。关键事件通常表现为与所有员工相关的事迹形式，表明了企业所要推崇的行为。
不管好坏，关键事件都成为企业知识的一部分。2000 年通用电气的运输系统部门接到了大
量火车头订单，为了完成订单，整个公司加班加点。正如其中一名成员所说：“如果你看到
部门副总周六还来上班，穿着工作服，在飞沫四射的喷漆火车头工作车间与其他工人一起
工作，你就会意识到这家公司下了多大的决心要按时完成订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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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与项目管理

组织文化对项目管理流程有什么意义呢？它至少在 4 个方面会对项目管理产生影响。
第一，文化影响部门之间的交流方式，促进相互支持以实现项目目标；第二，文化影响员
工平衡在项目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投入水平，特别是潜在的竞争目标；第三，组织文化
影响项目计划的制订过程，如工作评估方式、资源分配形式等；第四，文化影响经理评价
项目团队绩效和项目成果的方式。
● 部门相互影响—本章引用的几个案例已经强调，在职能部门和项目团队间建立并
保持支持性的稳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职能型组织和矩阵型组织中，权力可能直
接由部门领导拥有，也可能是部门领导与项目经理共享。不管是哪种情况，部门领
导按照其意愿支持项目的方式对新启动项目的成功或失败起着重要的作用。毫无疑
问，与那些毫无意义甚至是对抗关系的文化相比，赞成职能部门和新项目之间积极
合作的文化要成功得多。
● 员工对目标的投入—项目依靠人员对指派工作的投入和积极性来完成。比较两种
文化：一种文化能够提高职员的投入，必要的时候鼓励其具有献身精神，加班工作
或完成多项任务，而在另外一种文化中，不成文的规则暗示说如果没被发现，简单
做做样子也没什么大碍。很明显，前一种文化比后一种要更加成功。例如，阿美科
公司（AMEC）在对员工进行培训的时候特别重视对安全的承诺。阿美科公司是一家
跨国工程建筑公司，总部设在加拿大。年收入将近 70 亿美元，雇有 29 000 名员工，
阿美科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建筑公司之一。这家公司非常重视其对核心价值观
的承诺，要求每位员工深刻认识到自身对客户、业务伙伴、同事、公司及更广的社
会环境的责任。从员工进入该公司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要意识到必须遵守这些指导
原则：行为伦理、公平、对质量的承诺和安全问题。35
● 项目计划编制—虽然后面的章节还要对活动的历时估计进行介绍，但是现在就指
出员工支持项目计划编制过程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估计通常是不精确的过程，
一些项目团队成员高估历时，从而给自己留下充足时间，这种现象很常见。这些人
往往会支持加强了某种观念的文化，这种观念认为糟糕的历时估计总比延迟交付项
目要好。而如果在项目团队成员中有一种信念，即更倾向于给出诚实的评价，而不
用担心自己是否会错了，或者是否会因错误而受到惩罚。情况就会完全相反。
● 绩效评价—支持性的企业文化鼓励项目团队成员采取主动，即使是需要靠冒险来
促进绩效。当企业文化暗示着企业的目标是提供创新性的新产品时，它就加强了一
种激进并提供潜在高回报（偶然的重大损失）的项目管理文化。前面已经提到，组
织要从付出中得到回报。如果奖励系统是积极的，并强调强烈的项目精神，就会获
得大量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如果奖励系统支持谨慎和小心的操作，这种原则同样
也会在项目管理方式中得到体现。
文化会对组织内各部门看待项目管理流程的方式产生深远影响。文化也会影响员工致
力于项目目标而反对其他目标（如潜在的竞争目标）的方式。通过树立楷模、宣传事迹等
方式，企业传达了他们对项目管理所做贡献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会消失在项目团队成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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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会从来自监督者和其他典型的期望绩效中获得这些信息的线索。提倡跨部门协作
的文化可能树立的典范是，那些为了实现项目目标而与其他部门积极合作的员工。同样，
IT 部门将一些成员描述成学习的榜样，因为这些人在日常工作中为处理系统用户投诉和问
题付出了许多额外的劳动，公司同时也传达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他们都为同一目标在工
作，忽略其所属部门的差别。
试想一下文化是如何影响计划编制和项目监督的，假设在某企业中，项目如果延期完
工将会受到严重的惩罚，那么项目经理及其项目团队成员很快就会明白，不能轻易承诺能
够完成项目的日期。在一些企业中比较安全的方式是，将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时间估计得高
一些，这样可以保护自己。这种企业文化下就产生了欺骗。同样，在某些企业中，在项目
出现问题时刻意隐瞒项目信息，用乐观或者错误的估计来误导高层管理者的行为可能是安
全的。实质上，关键的问题是：公司文化对真实的信息和诚实的交流是否支持？在危急时
刻，它向员工所提倡的是首先保护自己，而不是考虑这种行为对项目可能产生的影响吗？

□ 项目导读 2-2
美国艺电公司与设计团队中坚固的文化力量
美国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电脑游戏公司之一，以游戏机和畅
销的个人电脑游戏而闻名，其产品包括疯狂橄榄球（Madden NFL）、国际足球（FIFA）、战
地风云（Battlefield）、极品飞车（Need for Speed）、模拟人生（Sims）等。在电脑游戏产
业，新游戏进入市场的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制作一流的游戏需要召集有才华的设计师、图
形艺术家、程序员以及测试员，所有人都要为畅销游戏的持续更新做出努力。游戏开发的
过程是快节奏的，无序和不断提出颠覆性的新技术和新观念是这一过程的常态，因此艺电
Labels 部门的前任负责人弗兰克·吉博（Frank Gibeau）发明了一种游戏设计的制胜公式，
在游戏开发方面，他不信任大型团队，相反，他致力于通过为现有的人才提供支持，从而
维护每个工作室的文化。
吉博相信最优秀的游戏来自拥有坚固文化的小型团队。他的原则之一就是限制项目组
的规模，从而提升彼此之间的承诺与他们设计游戏的质量。吉博表示如果参与的人数过多，
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开始，因为过多的人与过多的问题会让一切都变得难以管理。此外，当
团队维持着小型规模并且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步调一致的时候，坚持一种独特的文
化会更为容易。因此，艺电公司支持在较长时间内使用较小型的团队来完成游戏。吉博也
因此小心确保工作室不会过度扩张，变得过大，他一直是“小即是美”理念的坚定信奉者，
因为该理念支持动态文化与以行动为导向的态度。
艺电公司的游戏设计方法是以小型团队为核心，他们可以尽可能自由地工作，保持独
特的群体身份，并由此推行了坚固的内部文化。艺电公司的管理层已经意识到这些独特的
团队文化对鼓励创新和促进高科技游戏制作工作的承诺至关重要，因此，在这个高速发展
的行业中，这些文化对保持竞争优势是非常必要的。36
有哪些案例能说明组织文化对项目团队的实际操作有何影响？又有哪些案例说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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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带来的结果如何被感知？一般情况下会出现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的现
象。项目组织中这种流程运转不是很常见。尽管认识到项目会失败，没有必要再继续，或
者被高深的技术问题或其他难题困扰，组织仍然要继续支持项目，而忽略客观的评估认为
项目应该结束这一点，此时就会产生承诺升级的现象。37 虽然有很多理由解释承诺升级会
引起失败的决策，但最重要的一条是：组织不肯承认失败，或者组织文化使那些原本会采
取正确行动的关键决策者失去了判断力。
反之亦然，许多组织项目管理所处环境的文化都提倡并支持跨职能部门合作、为项目
经理分配充足的资源使其积极地执行计划，同时还营造出一种优化项目管理的氛围。一个
组织的文化可以促进（同样也可能抑制）该公司进行有效的项目管理，这样的影响使我们必
须要对组织的文化进行管理，并且经常对其进行评估，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对其进行调整，
使其促进项目的有效管理。
管理项目所处的环境决定了项目成败的可能性。3 个关键的环境因素分别是组织的战
略、结构和文化。战略驱动项目，项目使战略可操作化。两者是否能和谐地共同发挥作用，
其关键在于保持整体战略和公司项目群之间清晰的联系，以确保包括愿景、目标、战略、
目的和计划在内的所有关键因素保持一致。另外，公司需要意识到当他们采用支持项目的
组织结构时，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同样，当组织的文化氛围有利于项目管理方法时，它们
也更可能取得成功。这些项目管理方法包括承担风险的意愿，创造性思考，与其他职能部
门密切合作等。越来越多成功的项目型组织意识到一个简单的现象，即项目所处的环境是
项目取得商业和技术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小结
1. 了解有效的项目管理是怎样发挥作用以

战略实施需要协调管理、技术、财

实现战略目标的。本章将项目管理与企

务 和 职 能 资 产 来 对 它 进 行 巩 固 和 支 持。

业战略联系起来。项目是战略的奠基石，

项 目 常 常 作 为 实 现 战 略 的 方 法。 最 后，

因为项目是企业实施前期目标和战略的

项目评价需要有测度结果并向所有相关

最基本工具。

部门提供反馈信息。

2. 认 识 企 业 战 略 模 型 的 3 个 步 骤： 制 定、

3. 认识到识别关键项目干系人并在项目开

实施和评价。本章提出了项目企业战略

发环境中管理这些干系人的重要性。本

管理广义模型，区分三个步骤：战略制

章提出的最后一个战略问题是：企业与

定、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价。每个步骤包

其干系人的关系。项目干系人既可以在

括很多子项。比如，战略制定包括以下

公司内部（高层管理者、其他职能部门的

阶段：

人员、支持人员、内部客户），也可以是

● 建立愿景和任务说明；

外 部 的（供 应 商、 分 销 商、 介 入 者、 政

● 实施内部审计（评估优势和劣势）；

府中介和规则制定者、客户）。每个干系

● 实施外部审计（评估机遇和威胁）；

人都必须进行系统地管理，管理流程从

● 确定长期目标；

识别到需求评价、战略选择、日常评估

● 产生、评价和选择战略。

和调整。与战略管理联系起来，干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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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形成了一种首先评价项目然后管理

哪里以及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法，从而专

项目的环境。

注于提出继续提高项目管理技能的方法。

4. 识别 3 种基本的组织结构形式及其对项

最重要的是，控制中心不同于监测中心，

目管理的意义。本章介绍了 3 种主要组

后者仅仅监视项目管理活动，将监视结

织结构的优缺点，包括职能结构、项目

果报告给高层管理者，而前者则是直接

结构和矩阵结构。本章还阐述 3 种结构

与项目经理及其团队一起工作，并支持

类型的特点及其与项目管理的关系。组

他们的所有活动。最后一种模式是资源

织形式中最常见的是职能结构，但由于

库，这种项目管理办公室用来保持并提

这种形式有太多的局限性，对项目管理

供经过培训的熟练的专业项目人员。公

来说也许是最无效的形式。从项目管理

司启动了新项目，受到影响的部门会将

视角来看，产品结构相对于职能形式具

资源库项目管理办公室作为资产来组建

有优势，但也面临相同的局限性。项目

项目团队。

结构中，组织使用项目作为组织主要形

7. 理解企业文化的关键概念以及文化是如

式，尽管也有一些一般性的局限，但项

何形成的。组织文化是另一个环境因素，

目结构对项目管理来说优势更大。最后，

在影响组织内成员的态度及其共有的价

使用双层级结构系统的矩阵结构追求项

值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成员的态度

目和职能之间的平衡，本章也对该结构

及其共有的价值观又影响他们对项目管

对实施项目管理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

理及其实施的贡献。文化被定义为对行

5. 理解公司如何将其结构转变为项目型组

为不成文的规范，或者是用来塑造和引

织，从而有助于开展有效的项目管理实

导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为组织内一部

践。许多组织在项目管理操作中向以客

分成员共有，并传授给公司内所有新成

户 为 中 心 转 变， 从 而 创 建 项 目 型 组 织，

员。当企业拥有坚固的支持项目的文化

在这种组织中，项目经理拥有更多的权

时，组织协作的可能性变大，而损害项

力以实现项目目标。因为客户满意是组

目目标来保持部门忠诚度的情况将很少，

织的目标，而在这种组织中项目经理能

同时也更可能为实现项目目标获得必需

够更多地控制项目资源并直接与项目委

的资源。

托人联系，因此组织必须依靠项目经理
来获得项目成功。
6. 识别 3 种形式的项目管理办公室的特点。

组织文化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包括技术、环境、地理位置、奖励
系统、规则和程序、关键组织成员以及

项目管理办公室是组织或部门检查或改

关键事件。每个因素都对决定组织文化

进项目管理的中心部门。组织中项目管

是否坚固、是否有协作性、是否以客户

理办公室有 3 种主要的类型。监测中心

为中心、是否以项目为导向以及是否鼓

主要用作跟踪和监督工具。用这种方法，

励高速发展等起着重要作用。

项目管理办公室的作用是密切关注项目

8. 认识到支持性组织文化对项目管理实施

的 状 况 而 不 用 直 接 影 响 或 者 控 制 项 目。

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本章最后指出

第 2 种形式是控制中心，这种形式将项

了支持性文化促进项目的方式以及文化

目 管 理 作 为 受 保 护 和 支 持 的 商 业 技 能。

阻碍项目管理的方式。“病态”文化的共

它可以识别哪些工作在进行中、弊端在

同点在于其承诺升级的问题，即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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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成员继续支持明显会失败或者有问

担心如果承认失败会被嘲笑以及组织文

题的项目。承诺升级的原因有很多，包

化本身的原因。

括：威信岌岌可危、深信离成功不远了、

讨论题
2.1

本章认为战略管理的定义应该包含 4

“项目为本”想法和跨职能合作的组织

个部分：

文化，作为顾问，你将会给该组织哪

a. 建立愿景和任务说明；

些建议？

b. 制定、实施和评价；

2.6

假定你是 XYZ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c. 制定跨部门的决策；

过去公司采用的是职能结构，由 5 个

d. 达到目标。

部门组建而成：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讨论这 4 个部分为什么对理解战

营销部、生产部和工程部。
a. 画出简化的职能结构图，标出上述

略项目管理所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意

5 个部门。

义。项目如何让组织认识战略管理中

b. 假设你已经决定将组织结构转变为

的每个部分？
2.2

讨论组织目标和战略的区别。

项目结构，哪些环境压力促使你认

2.3

你的公司计划在俄勒冈州建一家核电

为必须改变结构？
c. 在采用项目结构后，公司近期有 4

厂。为什么干系人分析是是否应该实

2.4

施该计划的重要前提？对软件更新项

个项目在进行中：立体声设备项目、

目进行干系人分析，其关键干系人有

使用仪器和测试设备项目、光学扫

哪些？

描仪项目、军用通信设备项目。画

假设一家中型企业决定开始在其运作

出新的结构图，使组织图中包含这

中大幅度实施项目管理。作为运作转

4 个项目。

变的一部分，他们准备在企业内某个

2.7

假设你现在想将讨论题 2.6 中的结构

位置设置项目管理办公室。对应该采

转换成矩阵结构，从而强调对职能和

用哪种类型的项目管理办公室（监测

项目或产品线的双重作用。

中心，控制中心，资源库），大家争论

a. 重新设计结构图，看看矩阵结构怎

不休。能帮助他们选择最佳模式的关

b. 从上面设计的结构图来看，你预计

键决策标准是什么？
2.5

么样。

影响发展和保持支持性组织文化的关

会出现哪些行为问题？也就是说，

键组织要素有哪些？某职能型组织过

在双层级结构中你能发现哪些潜在

去是一种敌对文化，不同部门之间强

的问题？

烈反对互帮互助，现寻求转变成鼓励

案例分析 2-1
劳斯莱斯公司
尽管我们中大多数人在提到劳斯莱斯

（Rolls-Royce）时不可避免地将其与超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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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车联系在一起，但是现代的劳斯莱斯

计仅其国内航空对发动机的潜在市场需求

公 司 正 处 于 一 个 完 全 不 同 的 竞 争 性 环 境。

将达到 70 000 套，价值 4 亿美元。如果把

它是为航空航天、航海和电力公司提供动

军用订单计算在内，其喷气式发动机销售

力系统的龙头企业，其市场定位于发展包

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劳斯莱斯计划，未

括 商 业 和 军 用 等 各 种 用 途 的 喷 气 式 引 擎。

来最大的市场增长点是为大型喷气式飞机

在 市 场 上 它 有 两 大 竞 争 对 手， 通 用 电 气

设计的大型强推动力发动机。

（General Electric）和普惠（Pratt & Whitney）

劳斯莱斯正在进行一个可能带来丰厚

（联合技术公司拥有），当然也存在少数小的

利润或惨重损失的战略决策，这个项目是

生产喷气式引擎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们的

与空客公司合作开发的，开发采用其最新

技术和商业前景都比较弱。所以劳斯莱斯、

发动机技术的“特伦特系列”
（Trent series），

通用电气和普惠为争夺军用订单和商业航

应用于远距离航行的超大型商业飞机。而

空工业的客户展开了激烈竞争。两大飞机

空客最新设计的 380 系列，可容纳超过 550

机身制造商波音和空客的持续购买决策对

人， 远 距 离 飞 行（近 8 000 英 里）。 特 伦

于飞机引擎制造商现在的成功来说是极为

特 900 系列，其发动机的每个引擎可产生

重要的，因为每笔订单的价值都是数百万

70 000 磅推动力，消耗大量成本后，目前

美元。空客是一家由几个欧洲公司合伙创

这种机型已经被制造出来，并有望进入大

办的私人联合集团，近年来与波音公司在

型喷气式飞机市场。这一计划反映出劳斯

销售上持平。因为单个喷气式引擎包括备

莱斯和空客预计航空乘客量在今后 20 年内

用部件的花费就可以达到几百万美元，对

将增长 3 倍这一战略眼光。因此，未来的

于“三巨头”中的每一个引擎制造商来说，

机遇将属于更大、更经济的飞机。自 2007

不论是从军用还是商用飞机制造商方面获

年 起， 空 中 客 车 总 共 向 客 户 交 付 了 40 架

得大的订单都是挑战。

A380 飞机，仅 2010 年就有 17 架，现在订

但航空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航空业

单量更是达到 237 架。空中客车和劳斯莱

务通常既存在丰厚的利润又存在风险，因

斯在共同进行一场风险投资，以证实它们

为这些国家保持不了高的外汇储备。众所

对未来的战略预见是正确的。

周知，劳斯莱斯（或其竞争对手）采取部分

问题

现金支付配以日用品来保持平衡。所以它

1. 劳斯莱斯公司的主要项目管理干系

与土耳其国家航空公司的合同将采取部分

人有哪些？如何针对干系人关注的问题来

现金支付再附以数吨阿月浑子果（一种植

设计干系人管理战略？

物）或其他外贸商品的方式。为了保证其销

2. 考虑开发喷气发动机固有的财务风

售和服务的目标，这些喷气引擎制造商采

险，从正反两方面分析劳斯莱斯与其他喷

取了以创造性的融资、长期合同或是以资

气式发动机制造商建立类似于空中客车联

本为基础的交易方式。然而，喷气发动机

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这种联盟关系有

市场正在以巨大的速度持续扩张。劳斯莱

哪些利弊？

斯制订了一个 20 年的项目计划，该计划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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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2-2
经典案例：失乐园—施乐公司的 Alto 个人电脑 38
想象一下在个人电脑市场垄断技术
的 价 值， 对 于 一 个 企 业 来 说，5 年 的 技 术
优势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它意味着上

当 Alto 还在发展阶段的时候，应该将重点
继续放在施乐复印机的经营上。
施乐公司在这段时间的历史，显示了

百万美元的收益、稳固的市场地位、稳定

其从技术领导者的地位到渐进主义的转变，

的未来收入等。然而对于施乐公司（Xerox

转变后的施乐，仅仅满足于在办公自动化

Corporation）， 在 成 为 行 业 领 导 者 的 道 路

方 面 追 随 IBM 的 领 导 地 位。 渐 进 主 义 指

上却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1970 年，施

采用渐进的方法，这种方法安全，避免技

乐公司在办公室自动化上的巨大飞跃为其

术上的飞跃和大的风险，并且能保证有较

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优势，但是由于其

大的收益。1974 年施乐公司决定将 Model

在战略上的目光短浅、缺乏勇气、结构不

800 磁带字处理器而非 Alto 投入市场，因

合理和错误的选择，导致它最终失去了该

为 Model 800 被认为是更安全可靠的选择。

优势。这是关于施乐公司世界上第一台个

接 下 来 的 5 年， 一 系 列 不 合 时 宜 的 诉 讼、

人计算机 Alto 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商业

改革又使 Alto 没有得到关注。哪些部门负

界历史上有名的“假如……将会怎样”的

责 Alto 的开发和生产？通常谁的预算会支

故事。

持 Alto 和 PARC ？丢下这些重要的决定没

与其说 Alto 向前迈出了一步还不如说

有处理，施乐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技术优

它是一次技术的飞跃。它是第一个综合了

势。甚至当很明显的迹象表明它的竞争对

比特绘图、鼠标、菜单屏幕、图符、以太

手 Wang 准备推出它自己的办公系统时，施

网连接、激光打印、字处理软件的独立的

乐依然没有采取行动将 Alto 投入市场。直

个人计算机，在 1973 年年底诞生并运行。

到 1979 年，它唯一的机会也失去了，Alto

它综合了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

不再是一项唯一的技术了，公司只好终止

多 位 计 算 机 科 学 天 才 的 成 果。Alto 激 动

了所有关于它商业介绍的计划。

人心之处在于它的创新吸引力。这是施乐

最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以自己

的 最 高 管 理 层 命 令 要“来 个 本 垒 打” 时，

第 1 次 成 功 创 新 产 品（Model 914 复 印 机）

PARC 所给出的成果。施乐公司在这之前已

命 名 的 公 司， 竟 然 在 第 2 次 创 新 到 来 时，

经在类似的一次“本垒打”中盈利，那次

不 知 道 如 何 处 理 这 次 机 遇。 简 单 说，Alto

是 Model 914 复 印 机， 这 个 技 术 创 新 推 动

真是太先进了，以致似乎无法预测它可能

了 Xerox 在 1960 ～ 1969 年 成 为 一 个 拥 有

带来的机遇。主管人员的策略重心没有一

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公司，而 Alto 是一个相

个是继续创新。相反，他们只知道在竞争

似的成就。

中采取渐进的方法，那就是，当 IBM 推出

既 然 如 此， 究 竟 是 什 么 地 方 出 问 题

一 个 新 的 电 子 打 印 机 时， 他 们 也 跟 着 做。

了？ 是 什 么 导 致 Alto 的 生 产 产 量 未 超 过

施乐的组织结构阻碍了部门或者关键经理

2 000 台并且没有一台投入市场？（它们只是

成为像 Alto 这样新技术的拥护者。

用在公司内部或者一些大学里。
）答案可以

在 1979 年，苹果公司的总裁史蒂夫·

从施乐公司糊涂的策略中找到，他们认为

乔布斯在参观 PARC 时发现了正在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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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lto。Alto 的特征和运行能力给他留下

2. 在支持或者反对开发像 Alto 这样非

了深刻的印象，当他问起 Alto 什么时候会

常新的技术时，施乐的战略愿景起到了什

投入商业生产时，却被告知 Alto 的许多技

么样的作用？

术 在 1973 年 就 已 经 开 发 了。 用 乔 布 斯 自

3. 在 Alto 准备推出的时候，一些不可

己的话说，当他想到施乐所浪费的机遇时，

预 见 的 事 件 联 合 起 来， 它 们 如 何 使 Xerox

他“全身都不舒服”。

的管理层不愿再冒新的风险？
4.“如果我们想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创

问题
1. 施乐投入数百万美元来支持像 PARC
这样的研究机构，然后又拒绝在商业上推

新就不能太激进。”讨论应该支持还是反对
以上说法。

出其成果，其逻辑上的矛盾是什么？

案例分析 2-3
项目任务估计和“扩大 - 压缩”文化
老板：那太长了，我只能给你 80 小时，

你最近与一家公司在一起工作，这个
公司采用的一种方法假定，让项目小组成

最多！
你（夸张地叹息）：好，既然你这么说，

员努力工作的最好方法是：将他们的任务
估计历时减少 20%。设想老板要求你估计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推迟！

为一个专业软件产品编写计算机代码要花

一旦你离开办公室关上门，你会立即

多少时间，你确定要花 80 个小时。如果你

笑起来，同时轻声说一句：“抓住你的弱点

知道当你将这个信息告诉你的上级时，他

了！”

将立即减掉你估计时间的 20%，那么你会

问题

怎么做？你很可能为了保护自己，首先加

1. 公 司 的 文 化 是 如 何 支 持 这 种 行 为

上 20% 到你估计的时间上。你和老板的对

的？项目经理面对的压力是什么？下属面

话将会是：

对的压力又是什么？
2. 讨论这样的观点：“如果你不认真考

老板：你能估计一下写那些代码的时

虑我的估计，我将不会给你认真的估计。”

间吗？
你：可以，我要花 100 小时。

在本案例中，该观点是如何得到表现的？

案例分析 2-4
WRU 公司
WRU 公司（Widgets' R Us）是一家中

过去 3 年中，市场对装饰品的需求在

型企业，专门设计生产高级装饰品。装饰

持续增长，新的装饰品被不断开发出来以

品的市场很稳定。以前，WRU 采用职能结

满足人们增长的需求。推出一个新装饰品

构， 设 有 4 个 部 门： 会 计 部、 销 售 部、 生

的 平 均 周 期 是 12 ～ 15 周。WRU 不 幸 地

产部和设计部。当时公司运行得很好，而

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市

且可以和低价公司竞争。

场成功地竞争。执行总裁指出了企业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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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营情况，你将给出什么意见？
2. 可采取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变化来改
进企业的运营？
3. 企业采用不同组织结构的优缺点分
别是什么？

任，各部门的负责人都互相推诿。
问题
1. 如果你作为顾问被邀请来分析 WRU

网上练习
1. 韦格曼斯公司一直被美国《财富》杂志

到它的组织结构图。这个图说明该公司

评 选 为 100 家 最 佳 公 司 之 一。 事 实 上，

是以什么形式组成的：职能、项目、矩

自 2005 年 起， 它 就 被 排 在 首 位。 看 看

阵或者其他形式？根据我们在这个章节

它 的 网 页，www.wegmans.com， 点 击

的讨论，该公司项目管理活动的优缺点

“ About Us ”。韦格曼斯公司想通过它的
网页表达什么，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这个网页蕴含着什么样的组织文化？

是什么？
4. 访 问 福 陆 – 丹 尼 尔 公 司 的 网 页， 查 看
它 的“ Compliance and Ethics ” 板 块

2. 访 问 网 站 www.projectstakeholder.com，

www.fluor.com/sustainability/ethics_

分 析 在 该 网 站 中 找 到 的 一 些 案 例 研 究。

compliance/Pages/default.aspx。“ Fluor

这些案例如何说明在项目开发阶段之前

Code of Business Conduct and Ethics ”是

评估干系人项目期望的重要性？换言之，

如何指导公司的业务执行的？从道德准

在项目开始后才着手处理干系人关注的

则中可以看出其战略目标和方向是什

问题，会带来哪些风险？

么？在你看来，道德标准如何影响公司

3. 选择一个公司，登录该公司的网站，找

经营项目的方式？

项目管理职业认证考试样题
1. 职能经理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3. 管理和监督项目经理、文件和政策的组

a. 控制资源。

织是什么？

b. 当项目经理不在的时候管理该项目。

a. 项目管理办公室。

c. 定义业务流程。

b. 强矩阵。

d. 管理项目经理。

c. 职能部门。

2. 高级管理人员在项目中的典型职责是什么？
a. 支持项目。

d. 纯项目。
4. 一名业务分析员有一条对其十年的职业生

b. 付款。

涯非常重要的职业发展道路。她被安排到

c. 支持项目，解决资源问题和其他冲突。

一个具有强矩阵组织结构的项目中。以下

d. 解决资源问题和其他冲突。

哪一项可能会对项目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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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远离团队或参与一个可能难以得到晋

d. 程序管理生命周期。
答案：

升的项目。
b. 与有相似技能的人一起工作。
c. 因为某项目具有较高的优先级而长时

1. a。职能经理负责其部门的日常运营和控
制其资源。
2. c。因为高级管理人员往往职位上高于项

间地工作。
d. 因为她太忙了而不能参加她个人的认
证考试。

目经理，他们能帮助解决一些资源或出
现的其他冲突。

5. 职能经理正计划与公司新任项目经理一起
完成更换计费系统的项目。在讨论这个项

3. a。项目管理办公室（PMO）典型地具备
以上所有的职责。

目的时候，职能经理更关心系统创建后的

4. a。因为项目采用了强矩阵结构，离开她

运行成本，系统更新率是多少年？什么最

所在的职能团队可能会使她感到在项目

能反映职能经理关心的问题？

中的努力没有被她的职能经理认可。

a. 项目生命周期。

5. b。职能经理重点关注产品生命周期，它

b. 产品生命周期。

包含该产品的使用范围，是一个项目成

c. 项目管理生命周期。

功的前提条件。

项目综合练习
制订你的项目计划
练习 1 建立方案的描述和目标
你被分配到一个项目小组为公司开发
一个新的产品或者服务。你首先面临的挑

报告应该完整解释项目的概念、约束
和期望，但不必细化到项目的子活动或具
体组成部分，关键是要针对目前的前景。

战 是 必 须 决 定 开 发 的 产 品 或 服 务 的 类 型。

ABCups 公司的案例背景分析和描述

方案的选择很灵活，而且种类繁多，比如

ABCups 公 司 成 立 于 1990 年， 拥 有 并

建筑、新产品的开发、IT 应用等。
建 立 一 个 你 所 选 择 项 目 的 范 围 报 告，

操作着 10 个注射浇铸机来生产塑料饮用器
具。ABCups 公司的生产线包括旅行杯、保

你的团队应该建立一个完整的项目历史记

温杯、啤酒杯和运动杯。旅行杯、保温杯、

录，包括：项目的概要、明确的目标（包括

啤酒杯有两种型号：14 盎司和 22 盎司，运

项目目标）、采用的项目管理的一般方法以

动杯只有 32 盎司一种型号。除了啤酒杯，

及重要的项目约束或者潜在的限制性影响。

所有产品都有盖子。旅行杯、保温杯包括

此外，如果可以的话，明确完成项目所需

垫圈、杯身和杯盖。啤酒杯、运动杯没有

的所有资源要求（例如：人员或者专业的设

垫圈。有 15 种颜色可供选择，而且可以使

备）。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你所选

用 任 何 几 种 颜 色 进 行 混 合 搭 配。 旅 行 杯、

择项目的历史记录或描述，包括一个详细

保温杯有一个需要焊接在杯身外面的垫圈；

而精确的目标或意图说明（例如：开发该项

次承包商和印刷商将各个部分拼合在一起。

目的原因？该项目的内容是什么？它所针

ABCups 公司不负责拼合，但是它负责将盖

对的环境和机会是什么？）

子附在杯子上。ABCups 公司的顾客基础包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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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分销商以及推销商。其每年的销售增长

组装和印刷，这样做将解决目前的质量问

率保持稳定，平均每年 2% ～ 3%。去年的

题，扩大市场，能更好控制交付和订单输

销售总收入是 7 000 万美元。

出，并且对消费者更负责。该项目包括将 3

目前的工序

个新的工序（组装、印刷、进一步的质量控

ABCups 公司目前的生产方法如下：

制）增加到公司现有的生产流程中。
ABCups 公 司 没 有 组 装 和 印 刷 的 经 验

（1）说明工作任务；
（2）接受 / 处理订单；

和设备，公司需要自己学习，考察租借还

（3）根据订单安排生产日期；

是购买厂房和设备，雇用受过训练的工人，

（4）浇铸各个部件；

实现从依靠次承包商到自己负责全部生产

（5）根据生产规格向印刷商下订单；

的 过 渡。 项 目 需 要 一 个 明 确 的 完 成 时 间，

（6）将各个部件运给印刷商让其负责

来保证该过渡能顺利平稳地进行，同时减

组装和艺术处理；

少产品在运送给顾客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7）收回从印刷商处返回的产品，进

问题。

行最后的装配和质量检测；
（8）将产品运给消费者。
按 现 在 的 加 工 水 平， 根 据 订 单 大 小、

高层管理者的战略是纵向集成各部门
以节省成本、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产品质
量。目前，ABCups 公司正面临与其销售商

复杂性以及目前生产的特点，整个过程大

之间出现的许多问题，如产品质量差、进

约要花费 2 ～ 4 个星期。

度 延 期 等， 这 些 问 题 导 致 ABCups 公 司 运

方案的概况

输 货 物 中 的 20% 错 过 了 顾 客 的 期 望 时 间。

由于大量来自顾客的抱怨和对质量不

对产品的开发周期保持完全的控制能提

合 格 的 反 馈，ABCups 公 司 决 定 首 先 解 决

高 ABCups 公 司 的 产 品 质 量， 并 保 证 准 时

最突出的质量问题。公司决定由自己负责

交货。

目标
目的

标准

1．在不降低顾客满意度的前提下，在 1 年内满足项目的所有期限

优秀 = 错过 0 个最后期限
良好 = 错过 1 ～ 5 个最后期限
可接受 = 错过的最后期限小于 8 个

2．在 6 个月的时间内，逐渐完全不依靠次承包商，并且不提高产
品价格，不降低产品质量

优秀 =100% 独立
良好 =80% ～ 99% 独立
可接受 =60% ～ 79% 独立

3．在不影响现在的顾客交付进度的前提下，在 1 年内，实现全部
工序的改进

优秀 =0 运输延迟
良好 = 不超过 5% 运输延迟
可接受 =5% ～ 10% 运输延迟

4．在 1 年时间内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并且不降低质量，不提高
价格

优秀 = 减少 2/3 的等待时间
良好 = 减少 1/2 的等待时间
可接受 = 减少 1/3 的等待时间

5．保留 10% 的资金预算，不超过项目进度基准计划的 20%

优秀 = 变动 1%
良好 = 变动 5%
可接受 = 变动 10%

6．在 1 年内，使顾客的抱怨减少 25%

优秀 = 减少 45%
良好 = 减少 35%
可接受 = 减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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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项目管理

一般的方法
（1）管理方法 — 从外面的卖主那里
买 来 设 备， 由 ABCups 公 司 内 部 的 员 工 来
完成装配工作。有了所需的设备，同时公
司雇用了必要的维护人员来装备设备并进
行设备的维护，此外卖主还提供了相应的
培训，因此就不再需要次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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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项目选择和项目群管理

本章目标
学习本章后，你将能够：
1. 解释一个有效的项目选择模型应符合的 6 个标准。
2. 知道如何使用检查表以及简化的评分模型进行项目选择。
3. 使用更精确的评分模型，如层次分析法。
4. 学习使用财务概念，如有效边界和风险 / 回报模型。
5. 使用财务分析和期权分析来评估新项目投资的潜力。
6. 识别企业在保持最优项目群过程中的困难。
7. 了解成功项目群管理的 3 个关键因素。

本章涉及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
项目群管理（见 PMBoK 1.4.2 节）

□ 项目导读 3-1
项目选择的程序：来自多个行业的项目选择实例
项目选择既是科学也是艺术，需要企业认真对待，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开发了相当复
杂的项目选择方法，以保证所投资的项目能够成功。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组织通常会使
用各自独特的方法，而这些方法都是以技术问题、可获取数据、共同文化和偏好为基础的。
下面通过一些实例来大致了解什么是项目选择方法。
● 赫斯特制药公司（Hoechst AG）在对项目机会进行评价的时候，采用了一种由 5 个
主要类别共 19 个问题构成的评分组合模型。这 5 个主要类别包括：技术成功的可能
性、商业成功的可能性、给公司带来的回报、是否符合商业战略以及战略层次（项
目使用和提升企业资源与技能的能力）。在这每一类下又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问
题，这些问题采用十分制，由管理人员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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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德 国 工 业 巨 头 西 门 子 公 司 中， 位 于 190 个 国 家 的 各 个 分 公 司 都 借 助“ PM@
Siemens ”系统，使用两位编码对项目进行分类。字母 A ～ F 表示项目对公司的
重要程度，而数字 0 ～ 3 则表示项目整体风险水平。大型或者高风险型项目（如，
“ A0”）需要通过西门子德国董事会的同意，小型项目（如，“ F3”）得到当地分公司
的批准即可。项目群中如果有过多的 A0 则表示风险较大，但是如果 F3 项目过多，
则是缺乏整体经济价值的信号。
● 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Canada）开发了一种用来评价项目机会的评分模型，
其组合评分的标准包括项目重要性（战略重要性、影响的大小以及经济利益）和操
作的简易性（开发成本、项目复杂度以及资源是否可获得）。每年预期的花费以及整
个项目的支出也是对项目进行优先级排序的标准，此外，其他一些评判准则也被采
纳进来，如将重要性很低同时又难以实施的项目划分到不执行的等级中。
● 维尔豪泽公司（Weyerhaeuser）为研发项目的选定和排序过程设计了共同的流程。这
个流程包括 3 个类型的活动：技术评估（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对企业的影响）；研究
（建立知识数据库以及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资质）；利用特殊的商业机会。在进行优先
级排序时有 4 个关键的输入因素需要考虑：外界环境的显著变化、主要客户未来的
长期需求、商业战略、优先顺序、技术要求以及共同的战略方向。
● 美孚化工公司（Mobile Chemical）使用 6 种项目类型来对项目群中的项目进行排序，
这 6 种类型包括：①成本减少和流程改进项目；②产品改进、产品修改和提高客户
满意度项目；③新产品开发项目；④新平台项目和基础 / 突破研究项目；⑤设施支
持项目；⑥客户技术支持项目。高级管理层对所有提议的项目进行审核后，就根据
这 6 种类型来进行资金分配。这些决策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对“实际是什么”和
“应该是什么”的比较。
● 得克萨斯交通运输部门在选择项目过程中拥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基础设施和开发项
目的选择基于以下几个标准：安全性、与现有系统的兼容性、对交通堵塞的缓解作
用、接入灵活性、经济活力、有效系统管理和运作，还包含其他一些在全州长期运
输计划中提出的运输目标。这些项目也必须遵守所有部门设计的章程，遵守州和联
邦的法律和规定。1
● 在美国 3M 公司的交通控制物料部门（Traffic Control Materials Division），管理层在
进行项目选择的时候，使用一份项目生存能力图来对所选择的项目进行打分。作为
制图和打分过程的一部分，个人必须说明项目如何达到项目战略目标，同时还要解
释影响目标市场中指定人群的关键商业问题。一般来说，提议项目的投资回报要能
够弥补选择项目的风险。
● 埃克森化工公司（Exxon Chemical）的管理层根据事业部的战略和战略优先级来对新
项目提议进行评估，全面考虑所有的项目，以决定需要的支出。每年所有的项目会
用评分模型进行重新排序，对于那些计划支出和实际支出有显著区别的项目，高级
管理层会做出一些调整以便于第 2 年的管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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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所有企业都需要从众多的项目中进行选择，那么选择项目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这
不是一个简单的决策，草率的决策很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最近的研究表明，在 IT 领域，
企业 1 年大概要浪费 5 000 多万美元在那些从没被客户使用过的产品项目上。如何在选择
项目时做出最合理的决策？需要收集什么类型的信息？项目决策能否严格按照财务分析或
者其他参考的标准来进行？在本章中，随着对项目选择过程的深入了解，这些问题也将得
到解答。
本章首先将对潜在项目的不同评估和选择方法进行介绍，这些项目选择方法主要是基
于定量分析，而非定性分析，当然，在介绍过程中也将指出每种方法的优缺点。
接下来将会介绍与项目群（project portfolio）管理相关的问题。项目群是指企业在某个
时期正在运行的项目的集合，如美国乐佰美公司（Rubbermaid, Inc）就经常需要同时运行数
百个新产品开发的项目。当一个企业在运行多个项目时，由战略决策制定、资源管理、进
度计划编制和流程控制等过程所带来的挑战也将会变大。

3.1

项目选择
企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是，任何企业都不能拥有无限的资源来把握每次机会，

因此就需要企业做出选择，同时还要确保所选择的项目是最可行的。许多经理开发了优先
级系统，用来对每种选择所带来的机会和成本进行权衡，其目标就是在项目所需的时间和
它所能带来的优势之间进行平衡。3 主要的决策都要受到时间和财力的影响，及时且有效地
做出决策通常更易成功。例如，如果企业的销售部门发现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那么它就
需要快速地创建相关项目来将机会转化为利润，浪费时间也就是丧失机会。从另一方面来
说，决策的过程也必须十分谨慎：必须保证，至少是尽可能保证做出的是最好的决策。因
此企业的决策者们建立了项目选择模型，以在节省时间和资金的同时使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对管理者来说，有许多可行的对潜在项目进行评估和选择的模型，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这些模型大多是定性的，而且相当复杂，所有企业都在尝试建立一个或多个筛选模型，来
帮助他们在一定时间和资金的约束下做出最好的选择。
假设你正致力于建立一个项目选择模型，你如何保证整个模型能够在大批的可能项目
中选出最有潜力的项目？在经过各方面考虑后，你决定减少筛选模型的关注点，只关注有
最大回报的项目，核心指标是经济收益，于是其他的指标都被忽略。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
个问题：这样的筛选模型真的是有效的吗？ Sauder 4 指出管理者在评估选择模型时需要注
意 5 个问题。
（1）实用性。首先，一个有效的模型必须反映组织的目标，主要包括企业的战略目标
和任务；其次，模型的决策标准必须要考虑资源上的限制，如财力和人力；最后，模型必
须要考虑商业和技术上的风险，包括效率、成本和时间。这一条概括起来就是：这个项目
是否在计划内？能否保证初始的预算？将来成本会不会增加？随着进度的推移是否会产生
明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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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性。模型要能够应用于不同的环境，比如，模型要能让企业对不同类型的项目
（长期和短期的项目，不同技术或性能的项目，不同商业目标的项目）进行比较。模型要能
够接纳新的标准和限制，这意味着企业能更广泛地使用该模型对多种类型的项目进行选择。
（3）灵活性。如果在应用过程中需要改变，那么模型要便于修改，比如在利率、税法、
建筑法规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模型能针对这些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4）易用性。模型要简单，要能让企业所有部门的人员都可以使用，这些人员包括专
业的项目组成员和处于相关职能部门的人员。另外，在使用选择模型时，它的选择结果以
及得出这样结论的原因应该很容易被所有组织成员所理解。最后，模型还要具有及时性：
能迅速产生筛选的信息，使人们在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的情况下能够理解这些信
息的意义。
（5）成本。选择模型的成本不能太高。一个方法如果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或财力，组
织成员就会拒绝使用该方法。模型获得选择信息和产生最优结果的成本要足够低，以便于
被广泛地使用。
一个成功的选择模型还要考虑下面一个标准。
（6）可比较性。选择模型应该能适用于不同类型项目的选择。如果一个模型的适用范
围非常狭窄，那么它就不能用来对潜在的项目进行比较并为今后其他的项目选择收集信息。
一个有用的选择模型应该能够支持项目选择的一般性比较。
项目选择模型一般分为两类：数学模型和非数学模型。5 数学模型（numeric models）
中的输入一般是数值，这些数值可能是主观获得的，也可能是客观获得的，比如，客观的
外在的数值（“建这座桥需要 800 立方米水泥”），或者是主观的内在的数值（“你需要雇用
两个检验员，以便在 8 周内完成软件的开发工作”）。以下两种数据没有必然的对错之分：
比如专家对问题的看法是主观的，但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反过来说，一个进行错误测量
的测量员给出的数值是客观的，却是错误的，因而，在项目选择的大部分过程中都要不断
对这两种数据进行评估，然后做出决策。非数学模型（nonnumeric models）所依据的信息不
是数值，而是其他数据。
企业在项目的选择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并在考虑企业最高领导层基于战略计
划而制定的目标后，做出最后的决策。这些目标可能相当复杂，也反映了一些能够影响企
业运转的因素。比如，假设喜万年公司照明设备部的新主管将组织的新战略目标制定为不
惜任何代价增加销售额，那么所有新的潜在项目都需要按照这个战略规则来进行评价。从
这个角度来说，能够提供开发新市场潜力的项目就比能带来高额潜在回报率的项目要好。
表 3-1 列出了在进行项目评估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这样的因素很多，表中将这些因素
分为 4 大类：风险因素、商业因素、内部操作因素和其他因素。虽然这里列出的仅仅是企
业进行项目选择时考虑因素的一部分，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管理层所强调的战略方向通常
也只考虑这些因素。事实上，按照帕累托（Pareto）的 80/20 原则来看，即 20% 的因素是非
常重要的，而另外 80% 是不重要的，那么就可以认为对许多项目来说，少于 20% 的项目选
择标准最后决定了是否要实施该项目。
也就是说，在考虑使用何种项目选择方法之前，需要强调两点。首先，现今最完善的
项目选择模型也只是反映了企业的部分实际情况，能够列出来的用于项目选择决策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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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也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必须认清这一事实，从而避免错误地认为只要投入足够的时
间或人力就可以识别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其次，任何决策模型都要考虑主观因素和
客观因素，比如通过客观的数据来进行判断，或者从主观的输入中形成复杂的决策模型，
需要认识到，在任何有用的选择模型中都要同时用到主观或客观的输入信息。
表 3-1

项目审查和选择过程中要考虑的因素

1. 风险因素—对企业来说不可预知的因素，包括有：
a. 技术风险 —由新技术或未被测试的技术带来的
风险
b. 金融风险—对项目进行投资时所带来的经济上
的风险
c. 安全风险—项目开发者和使用者的健康风险
d. 质量风险—完工的项目可能给企业形象和商誉
带来的风险
e. 法律风险—可能要面对的诉讼或法律责任
2. 商业因素—反映项目市场潜力的因素，包括有：
a. 投资的预期回报
b. 回收期
c. 潜在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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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长期市场优势
e. 初始现金费用
f. 产生未来商业 / 新市场的能力
3. 内部操作因素—涉及项目对企业内部操作的影响
因素，包括有：
a. 发展 / 培训新雇员的需要
b. 人员数量或结构的改变
c. 物理环境的改变
d. 由项目带来的生产或服务流程的变化
4. 其他因素：
a. 专利保护
b. 对企业形象的影响
c. 战略符合

项目审查和选择的方法
一个迅速有效且成本合理的项目审查模型（project-screening model）能够产生有用的

信息，来帮助企业在众多的方案中做出最好的决策。6 下面将介绍一些较为普遍的项目选择
方法。

3.2.1

方法一：检查表模型

项目审查和选择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检查表（checklist），或者是用于项目选
择的标准列表，然后使用该表对多个可能的项目进行选择。例如，在某企业中，选择项目
的关键指标是成本和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出于对战略竞争地位和所处行业的考虑，该企
业更倾向于低成本、并且能够在 1 年内就能将产品推向市场的项目。用这两个指标对各种
可能的项目进行审查，从中选出最符合这两个指标的项目，但是具体考虑到项目的类型和
大小，还要逐一考虑其他的相关指标。在对新产品开发项目进行选择时，企业应该对多个
因素进行权衡，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 开发成本：最合理的成本预算是多少？
● 投资的潜在回报：期望的回报是什么？最可能的回收期是多长？
● 尝 试 新 技 术 的 风 险 性： 项 目 是 否 需 要 开 发 新 的 技 术？ 达 到 期 望 标 准 的 风 险 性 有
多大？
● 开发过程的稳定性：母公司和项目团队是否稳定？是否会发生资金缩减或关键人员
（包括高层管理发起人）离去的情况？
● 政府或干系人的冲突：项目是否与政府的法规有冲突？其他干系人是否对项目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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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见甚至试图阻止项目的完成？例如，在自然资源开发项目中，环境组织就经常
被认为是“干预者”，他们对项目持反对意见，并且采取行动对项目进行阻挠。7
● 产品的耐用性和未来市场潜力：该项目仅仅是一次性的机会，还是预示着会为将来
带来更多的机会？例如，一个为客户开发应用程序的软件公司，也会期望好的开发
效率能够为它们带来更多的商机；另一方面，如果未来与该客户再次合作的机会很
小的话，公司也可能只是把这个项目看作简单的一次性项目。
这些只是项目选择标准的一部分，检查表法对项目机会的评价来说是一个相当简单的
方法，它对意见进行记录，同时也能促进讨论。因此，作为一种发起对话、促进讨论以及
交流观点的方法，检查表法非常适用于在组织内部达成一致意见。
 例 3-1

检查表

假设 SAP 公司是商业应用软件行业的领导者，它正致力于开发一种用于库存管理和运
送控制的新应用程序包，并试图决定在 4 个项目中选择一个。基于过去的商业经验，该公
司认为最重要的选择标准是：成本、潜在利润、投入市场的时间以及开发风险。表 3-2 是
一个只有 4 个选择方案和 4 个选择标准的简单检查表模型，在决策标准的基础上，表中还
增加了数值的计算，该数值反映了这几个项目符合标准的情况，对每个标准的符合程度有
高中低三个等级，最后将每个项目符合标准的等级综合起来，有着最好符合情况的项目将
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解决方案
基于以上的分析，项目 Gamma 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在各项标准中符合等级最高的数
目最多，分别是成本、潜在利润和开发风险。
表 3-2

简化项目选择检查表模型
标准符合等级

项目
项目 Alpha

标准
成本

高

中

潜在利润

×

投入市场的时间

×

开发风险
项目 Beta

×

成本

×

潜在利润

×

投入市场的时间

×

开发风险
项目 Gamma

×

成本

×

潜在利润

×

投入市场的时间
开发风险
项目 Delta

×
×

成本

×

潜在利润
投入市场的时间
开发风险

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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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模型的缺陷就是高、中、低的评判标准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既不精确也容
易错判。检查表审查模型也不能用于需要权衡的情况，如果每个指标的权重不相同，如某
些指标更为重要的情况下该如何呢？如何在最后的选择中体现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呢？比如，
公司认为投入市场的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在这个指标上，项目 C 表现为“低”，但项目 B
和项目 D 表现为“高”，但在其他非重要指标上项目 B 和项目 D 不如项目 C，那么哪个项
目更好呢？公司是否愿意折中，为了在成本、利润以及开发风险中获得最高利益而接受投
入市场时间最慢的项目呢？
因为检查表模型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下面将介绍一个更为复杂的选择模型，该模
型为每个指标赋予简单的权重，从而将较为重要的指标从其他指标中区分出来。

3.2.2

方法二：简化评分模型

在简化评分模型（simplified scoring model）中，每个

标准

重要性权重

指标都按其重要程度进行排列，那么最终选择的项目就能

投入市场的时间

3

反映某些重要指标对决策的影响。为每个指标赋予不同的

潜在利润

2

权重后，就可以对简化检查表进行评分了。

开发风险

2

成本

1

接下来用这种方法来重新考虑刚才使用检查表方法得
到的结果。
 例 3-2

评分模型

使用上面为每个指标所赋的权重，SAP 公司试图选出要进行投资的最优项目。如表 3-3
所示，尽管在简单的检查表上增加了打分的部分，使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变得复杂，但是它
却是一个更为精确的审查模型，能更真实地反映决策者对某些指标的重视。
表 3-3
项目
项目 Alpha

标准

简化评分模型
（A）

（B）

（A）×（B）

重要性权重

得分

加权得分

成本

1

3

3

潜在利润

2

1

2

开发风险

2

1

2

投入市场的时间

3

2

6
13

总得分
项目 Beta

成本

1

2

2

潜在利润

2

2

4

开发风险

2

2

4

投入市场的时间

3

3

9
19

总得分
项目 Gamma

成本

1

3

3

潜在利润

2

3

6

开发风险

2

3

6

投入市场的时间

3

1

3

总得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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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项目
项目 Delta

标准

（A）

（B）

（A）×（B）

重要性权重

得分

加权得分

1

成本

1

1

潜在利润

2

1

2

开发风险

2

2

4

投入市场的时间

3

3

9
16

总得分

解决方案
从表 3-3 可知，每个指标的权重各不相同，因此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分值：投入市场的
时间为 3，潜在利润为 2，开发风险为 2，成本为 1。
同时也对这几个指标的打分标准进行了规定：
高=3
中=2
低=1
表 3-2 中的 × 被得分以及被赋予的权重取代。例如：在项目 A 中，成本指标原来为
“高”，因而得到的分值为 3，同样，投入市场的时间这一指标原来为“中”，所得分值就为 2。
但是要注意到最后的加权得分那一栏，它是得分和重要性权重的乘积，如将项目 Alpha 中
成本的得分 1 乘以成本的权重 3，就得到成本的加权得分 3，同样，如果将投入市场的时间
的得分 3 乘以其权重就得到相应的加权得分 6，最后将每个项目各个指标的加权得分相加，
就得到了该项目的最后得分，如表 3-3 所示，4 个项目的相应得分分别为 13、19、18 和 16，
项目 Beta 的得分最高，因此相对其他项目来说，项目 Beta 是最好的选择。
简化评分模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 为每个指标确定权重。确定区分不同重要性水平的逻辑，同时设计为每个指标赋以
合适权重的系统，可以通过团体共同的价值判断来验证重要性水平的区分是否合理。
同时团队也可以指定一些“必须”要满足的标准，比如安全就需要无条件保证，换
句话说，所有的项目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安全水平，否则就不再予以考虑。
● 根据不同的等级为每个指标打分（如：高 = 3，中 = 2，低 = 1）。这些分值的大小往
往会因采用的评分体系的不同而不同，比如，有些团队，会选择划分更细的评分体
系，如 1 ～ 7 分体系，这样是为了通过分数对细微的差别进行更好的区分。由于采
用的评分体系的不同，最后的决策结果也可能会不同。
● 将每个指标的得分与相应权重相乘得到加权得分。加权得分不仅反映了团队对每个
指标的打分，也反映了他们认为每个指标所处的等级。
● 加总所有指标的加权得分就得到整个项目的得分。项目的最后得分就是将其在所有
指标上的加权得分进行相加。
制药企业赫美罗公司（Hoechst Marion Roussel）就是采用评分模型进行项目选择，该
企业的选择指标分为酬劳、与商业战略的一致性、战略影响、商业成功的可能性以及技术
成功的可能性 5 大类，同时在每个大类下又划分了一共 19 个子指标，子指标使用十分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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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打分，将子指标的得分进行平均就得到了该指标的得分，项目最后的得分就是将五大
指标的分数相加。该公司将这种评分模型应用于项目优先级排序以及项目选择的决策中，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8
作为项目选择方法，简化评分模型有着它的优势。首先，它很容易将企业的关键战略
目标与所选择的项目联系起来。在上面所举的制药企业的例子中，该企业为其项目选择制
定了几个战略目标，包括与商业战略的一致性以及战略影响等，这些战略目标成为进行项
目选择的关键因素。其次，简化评分模型很容易理解和使用。使用列出关键指标的检查表、
评估选项（高、中、低）以及相应的分数，高级管理人员能很快掌握这种方法。

3.2.3

评分模型的缺陷

这里分析的简化评分模型仅仅是加权评分模型的简化，一般来说，评分模型是结合多
个指标并将几种体系置于决策制定过程中的方法。
许多评分模型都有共同的缺陷，1 ～ 3 分的评分体系很容易被理解和使用，但不够精确；
从数学测量的角度来说，用这样的打分体系来进行评估是非常错误的。比如，如果 3 代表
“高”，2 代表“中”，很容易判断 3 要优于 2，但是优出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另外，也不能
假设 3 和 2 之间的区别与 2 和 1 之间的差别是一样的，如表 3-3 所示，项目 Alpha 的得分
是 13，项目 Beta 的得分是 19，那是否可以认为项目 Beta 优出项目 Alpha 46% 呢？结论当
然是否定的。评分模型的批评家们认为，评分模型的易用性很容易蒙蔽初学者的眼睛，使
他们在错误的假设下使用这些模型。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评分模型的另一个不足就是备选指标之间的实用性以及被赋予权
重的准确性。换句话说，它不能保证所选择并被赋予权重的指标与原先发起项目的商业目
标之间的联系是准确合理的。
例如，为了进行项目选择，一家大银行的信息系统指导委员会采用了 3 个指标：对质
量的改进、经济效益以及服务。这家银行的战略主要关注的是以客户为中心，但是在委员
会采用的这些指标中并没有得到反映。结果是，致力于改进潜在市场服务的项目在服务这
个标准上获得了较高的分数，虽然很可能它并不是对现有顾客进行服务，而这些现有的顾
客正是银行想要保留的。同时还要注意到的是质量改进和服务两个指标彼此交叠，从而使
高层管理者对某些因素进行了两次评分而高估了其实际值。 9 结果，该银行使用了一个既不
能达到要求，也不符合整个战略计划的项目选择方法。

3.2.4

方法三：层次分析法

如 上 所 述， 使 用 评 分 模 型 进 行 决 策 容 易 产 生 技 术 和 管 理 上 的 问 题， 而 层 次 分 析 法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就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托马斯·萨提（Thomas Saaty）10
博士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一种方法，这种有效的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项目选择过程
中，它主要包括 4 个步骤。

1. 构造层次结构模型
第一步是建立指标和子指标的层次结构模型。例如，假设某企业的 IT 指导委员会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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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项目提出了 3 项指标：①财务收益，②战略贡献，③对 IT 基础设施的贡献。财务收益指
标主要关注的是项目的有形收益，可以再细分为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战略贡献是无形的，
又分为 3 个子指标：a）提高产品 X 的市场占有率，b）保持产品 Y 的现有消费者，c）改进
成本管理。
表 3-4 是对这些指标进行细分后的结果。这样的细分实际上是让管理者对指标进行分
类和排序，从而得到一个容易理解的层级结构。高层的指标如战略贡献，就可以被分解为
一系列用来支持该指标的要求，包括市场占有率、顾客保持和成本管理，从而建立了一
个由抽象至具体的层级结构。由于该层级结构反映了组织战略的结构以及关键的成功因
素，因此为通过判断项目与商业目标的一致性来进行项目证实和选择提供了一种可行的
方法。11 该层级结构也说明了企业如何使用战略及关键因素来确立项目的选择指标及相关
权重。
表 3-4

选择指标的层次结构

第一层

第二层

1．财务收益

1A：短期收益
1B：长期收益
2A：提高产品 X 的市场占有率
2B：保持产品 Y 的现有消费者
2C：改进成本管理

2．战略贡献

3．对 IT 基础设施的贡献

最近，一家大型的美国公司使用层次分析法，对价值上百万美元的一百多个项目提议
进行了分类。首先，来自财务、营销、管理信息系统以及操作层等不同部门的 10 位管理者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建立了标准的层次结构模型，他们的困难在于如何在彼此相关的指标中
选定能够用来指导项目选择的关键指标。在定义和建立好评估项目的指标体系后，他们也
发现，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对组织战略进行了一次更为一致和连贯的描述。

2. 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的第二步包括对第一步中建立的指标指定权重，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子
指 标 中 分 摊 所 有 指 标 的 权 重。Mian 和 Dai

12

推 荐 的 是 一 种 被 称 作 两 两 比 较 法（pairwise

comparison approach）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对所有指标的两两比较来确定指标的权重。研究
者证明，这种方法每次只让管理者对两个指标进行区分和比较，因而能更精确确定权重。
图 3-1 是 简 化 了 的 层 次 结 构， 它 给 出 了 表 3-4 中 所 示 的 3 个 主 要 指 标 的 权 重， 如 财
务（即财务收益）相对总目标来说权重为 52%，而相对财务收益的指标，短期收益的权
重 为 30%， 长 期 收 益 的 权 重 为 70%， 因 此， 长 期 收 益 相 对 于 总 目 标 的 权 重 就 为 0.52×
0.7=36.4%。
使用层级的方法来确定指标及相关权重避免了评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二次评分问题。
在评分模型中，诸如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的指标是基于组织目标的独立或者彼此交叠
的因素，因此对某个指标的权重经常会被高估或者是低估。而使用层级分析法，就避免了
这样的问题，因为每个指标都由不同的子指标组成，而同一指标下的子指标共同拥有其母
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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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信息系统项目提议
目标
（1.000）
财务收益
（0.520）

战略
（0.340）

信息技术
（0.140）

短期

市场占有率

差

长期

保持力

中

成本管理

好
很好
非常好

图 3-1

对主要选择标准进行分级的层次分析法模型

资料来源： J. K. Pinto and I. Millet. (1999). Successful Informati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The Human Side, 2nd ed.,
figure on page 76. Newtown Square, PA: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3. 为不同的评估等级指定分值
层级结构建立好以后，就可以使用两两比较法对各种不同的评估等级指定分值。图 3-2
列出了一个有 5 个等级的评价比例尺度：差、中、好、很好、非常好。图中为说明需要，
为这 5 个不同的比例尺度赋予的分值为：0.0、0.10、0.30、0.60、1.00。当然，这些分值也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如，如果某企业希望扩大“差”和“中”之间的差异，那
么管理者也可以将这两个等级的分值差拉大。通过对数值的调整来满足不同的评估需要，
管理者也避免了对分值间差异的错误假定，比如在 1 ～ 5 的比例尺度中，假定 4 与 5 间的
差异与 3 和 4 间的差异是一样的。在层次分析法中，最好的结果得到最好的分值—1 分，
而其他的结果都根据与该结果的比较得到相应的分值。
得分

权重

差

0.000 00

0.000

中

0.100 00

0.050

好

0.300 00

0.150

很好

0.600 00

0.300

非常好

1.000 00

0.500

合计

2.000 00

1.000

图 3-2

条形图

为评价尺度赋予分值

资料来源： J. K. Pinto and I. Millet. (1999). Successful Informati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The Human Side, 2nd ed.,
figure on page 77. Newtown Square, PA: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在必要的情况下，管理者需要对指标使用不同的评价比例尺度，如在图 3-2 中的评价
比例尺度是从差到非常好，假设在进行项目选择时某个指标是“受教育程度”，那么将相应
的评价比例尺度改为“中学”
“专科”
“本科”等就更容易理解。通过比较来赋予权重，能加
深对目标以及对为达成这些目标而采用的方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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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项目提议
将项目在每个指标上的得分与该指标的权重相乘，最后求总和就得到了最后的总分。
图 3-3 是使用层次分析法对 5 个项目进行评价的例子，由专家选择（Expert Choice）这一决
策软件制造商提供。13 下面列出的是该电子表格中几个需要说明的地方。
● 第 2 行指定了每个评价尺度的分值（从差 =1=0.000 到非常好 =5=1.000）。
● 从第 4 行开始是决策时要参照的指标以及相关的权重（财务收益 / 短期收益 =0.156 0，
战略贡献 / 改进成本管理 =0.081 6，依此类推）。（注意到 3 个主要的指标被分解成了
6 个子指标。
）
● 第 2 列列出了 5 个备选项目（最优项目、相符项目等）。
● 标注“合计”的第 3 列给出了每个备选项目的得分。该得分是将项目在各个指标上
的得分乘以权重，最后进行加总得到的。
财务收益

短期

差
1（0.000）

中
2（0.100）

好
3（0.300）

很好
4（0.600）

非常好
5（1.000）

财务收益
备选项目
１

最优项目

合计
1.000

短期
0.156 0
非常好

战略

长期
0.364 0
非常好

市场占有率
0.102 0
非常好

保持力
0.156 4
非常好

技术
成本管理
0.081 6
非常好

0.140 0
非常好

２

调整后的项目

0.762

好

非常好

好

非常好

好

非常好

３

未调整的项目

0.538

非常好

好

非常好

好

非常好

好

４

较好的项目

0.600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５

混合项目

0.284

差

中

好

很好

非常好

好

６
７
８
９
10

图 3-3

项目评级电子表

资料来源： J. K. Pinto and I. Millet. (1999). Successful Informati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The Human Side, 2nd ed.,
figure on page 78. Newtown Square, PA: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Copyright and all rights reserved.
Material from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MI.

为了对计算过程进行分析，这里以调整后的项目为例。每个指标在不同的等级（非常
好，很好，好等）上都有不同的分值，这些分值再乘以相应的权重就得到
0.156 0×0.3 + 0.364 0×1.0 + 0.102 0×0.3 + 0.156 4×1.0 +0.081 6×0.3 + 0.140 0×
1.0= 0.762
再比如最优项目在 6 个指标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因此最后得分为 1.000。同样，
根据这样的计算方法也可以得出未调整的项目以及较好的项目的得分。尽管所有项目的综
合评价都是非常好或者是好，但是调整后的项目是最优的，因为它在权重较大的指标上得
到的评价最高。
和典型的评分模型的结果不同，层次分析法的得分更为显著。比如调整后的项目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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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就为 0.762，几乎是混合项目得分（0.284）的 3 倍。层次分析法对更优备选项目的量化
能力使管理者可以将该计算结果作为其他计算过程的输入数据。比如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
的得分比例来计算项目的开发成本，从而对项目进行排序，基于这个比例，未调整的项目
比调整后的项目启动成本更低。这个结果说明，从成本 / 利润的角度来看，未调整的项目
比调整后的项目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层次分析法同样也可以显著改进制定项目提议的过程。在使用层次分析法的企业中，
新项目提议中必然包含作为核心信息的一个层次分析分解结构，而该层次分解结构列出了
提议项目、备选方案以及相应的产出。相较于传统评分模型，层次分析法的优势之一就在
于它减少了因为使用这种方法可能带来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
但是层次分析法也有一些缺陷。首先，最近的研究表明，该模型不能充分考虑“负效
应”，也就是说，有些选项非但不能为决策带来积极的影响，反而会导致负面的结果。例
如，假设某企业对项目选择有一个很关键的标准，如成本不能过高，那么就不能选择投资
较大的项目。但是如果使用层次分析法，首先需要确定积极因素的权重，建立评分体系，
然后再将这些分值与负面因素（比如成本）进行比较。因此计算结果可能会存在偏差。14 层
次分析法的第二个缺陷是在开始选择时就要考虑所有的指标。而组织中那些能影响组织政
策或青睐某些项目的人员可能会强烈抵制这种开放的选择过程。

3.2.5

方法四：风险 / 回报模型

风险 / 回报模型（profile models）分析各种备选项目的风险和回报（risk/return），而后
从中选出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风险最小而回报最大的项目。但是风险是一个主观估计，
因此很难对一个特定项目的风险水平达成整体一致的意见，不过风险 / 回报模型还是为项
目的评估、审查和选择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15
再来看 SAP 公司项目审查的例子，假设现在该公司已经有 6 个备选的新软件项目，在
前面的例子中是 4 个。为简单起见，经理们只关注两个指标：风险和回报。
在图 3-4 中标出了 6 个点，分别代表 6 个备选方案，图中的横坐标表示潜在的回报，
纵坐标表示项目可感知的风险。同时
图中也给出了公司可接受的最大风险
和最小回报，以便与每个项目进行比
较。风险 / 回报模型用图形表示出了

X6

最大
可接受风险

每个备选项目（这里的风险值是为了
便于分析而设定的），对 SAP 公司来
说，它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测量项目可

X2
X4

风险

能的回报，如折现现金流分析以及期

效率边界

望的内部收益率等。同样，它也可以
对每个项目的风险进行量化，将它们
在 y 轴上表示出来，风险 / 回报的关
键就在于评估风险以及回报，将其量
化并在图上表示出来，因为如果无法

X5

X3
X1
最小可接受回报

图 3-4

回报

风险 / 回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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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与项目的风险进行比较，也就无法在图上把它表示出来。
在图 3-4 中，我们发现项目 X2 和 X3 有着相同的回报率，但是项目 X3 明显是更好的选
择，这是因为它的风险比项目 X2 要小。同样，项目 X5 要优于 X4，虽然它们有同样大小的
风险，但是项目 X5 的回报大于项目 X4。最后项目 X6 虽然有着最大的回报，但它却超过了
公司可接受的最大风险。
风险 / 回报模型运用了在财务管理和投资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效率边界。在
项目管理中，效率边界（efficient frontier）指的是在给定风险水平时最大回报或者是在给定
回报水平时最小风险的各种组合情况。16 再来看图 3-4 中的组合模型，项目 X1、X3、X5 和
X6 位于假定有着最优风险和回报组合的直线上，而项目 X2 和 X4 就被认为是较差的选择。
效率边界通过建立项目必须满足的风险 / 回报组合极限来指导决策。
风险 / 回报的一个优点是它为备选项目的比较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权衡项目的
风险和回报来进行选择。有时通过评分或者其他量化方法来对项目进行评估和比较是很困
难的，而风险 / 回报模型使管理者能够同时考虑项目存在的风险和可能带来的回报。通过
这个模型，管理者可以排除一些风险过大或者是回报过小的项目。
但同时，风险 / 回报模型也存在如下缺陷。
（1）该模型的选择标准只有两个—风险和回报。虽然风险中也包括了诸如安全、质
量、可靠性等因素，但是在决策者要考虑的指标上，该模型还是存在限制和不足。
（2）按照效率边界进行分析，模型中需要估计的值更多的是与风险相关，因为期望回
报可以通过数学方法估计出来。然而风险不容易被量化，这就可能导致错误地将风险人为
地定义为在各备选方案间进行比较的数值。
 例 3-3

风险 / 回报模型

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企业识别了两个潜在项目，并希望通过风险 / 回报模型从中
选出一个最符合现有项目群的项目。回报可以通过项目的期望边际利润估算出来，而企业
可能面对的风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技术风险—项目在技术上面临的挑战；②资金风
险—项目需要的总投资额；③安全风险—项目失败的风险；④信誉风险—失去顾客以
及企业形象受到损害的风险。用低、中、高三个等级来衡量这些企业可能遇到的风险的大
小，同时为每个等级赋予不同的分值：高风险为 3 分，中等风险为 2 分，低风险则为 1 分。
在对两个项目的风险进行了估计并确定了项目最可
风险

潜在回报

土星项目

10

23%

水星项目

6

16%

能的收益率后，得到了右面的结果：
图 3-5 是企业当前项目群的效率边界。接下来如何
比较这两个项目的优劣呢？
解决方案

考虑这两个项目，通过项目的风险和回报，可以将它们与现在正在进行的其他项目联
系起来，从而在风险 / 回报模型中画出图形。图 3-5 显示了这两个新项目的位置，注意到，
土星项目尽管处于最大风险限制的范围内，但是表现却不如当前的其他项目，因为对于同
样的项目回报，它有着比其他项目更高的风险。水星项目的风险比目前的效率边界低，同
时还有 16% 的回报率，因此可以看出，水星项目相对于土星项目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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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允许的
10
最大风险
8
风险

土星项目
X4
X3

6

X2

4

效率边界

水星项目

X1

2
6% 8%
最小
可接受回报

10%

图 3-5

3.3

12%

16% 20%
回报

24% 28%

32%

效率边界

财务模型
还有一系列的重要模型是依靠财务分析进行项目选择的，本章将介绍 3 个普遍的财务

模型：折现现金流分析、净现值以及内部收益率，其他的财务模型还有很多，但是这 3 个
财务模型是使用得最为广泛的。
财务模型以资金的时间价值（time value of money）这一原则为依据，该原则意味着今
天的钱比明天的钱更有价值，也就是说，今天的 100 美元就没有 4 年前的 100 美元值钱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将 100 美元存入银行，银行利率是 3%，那么 1 年后，最初的投入就值
103 美元，而两年后，当初的 100 美元就能值到 106.9 美元了，以后再依此类推。反过来推
也一样：如果希望在 4 年后能从银行取到 100 美元，那么同样在 3% 的利率下，今天就只
需要存入 88.85 美元。
我们认为相同币值的钱在未来的价值之所以会减少，是因为如下两个原因：①通货膨
胀的影响；②资金的缺乏。众所周知，通货膨胀会引起物价上涨，进而削弱消费者的支出
能力。比如，在 1900 年时，家庭年均支出不过几千美元而已，但是今天这个数字就相当大
了。所以，由于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4 年后 100 美元的价值会比今天的 100 美元低。另
外，假如今天没有这 100 美元，那么未来能够产生的收入也就无从谈起，不能进行投资的
资金就是没有收益的资金。因此，净现值（present value of money）必须根据一些因素折算
成未来期望得到的价值。最后，假如项目 A 能在两年内得到 5 万美元的收益，而项目 B 要
在 4 年内才能获得 5 万美元的收益，那么很明显，项目 A 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能更快得
到回报。

3.3.1

投资回收期

项目投资回收期（payback period）就是预计收回项目投资的最少时间，也就是收回项
目最初投资并开始产生正的现金流所需的时间。为了计算项目的投资回收期，需要使用基
于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净现值分析方法。折现现金流分析（discounted cash flow，DCF）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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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估算项目的现金流出和期望的现金流入，估算潜在的成本（大部分已经包含在项目
预算中），并在启动项目之前对资金流进行规划，然后将这些成本与项目可能的收益来源进
行比较。比如，一个开发化学新药项目，它的收入与预期的生产量、生产水平、销售数量
等因素相关。
计算过程中将使用到折现率，它的基础是企业的资本成本，并通过企业获得资金的来
源（一般的来源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来确定该折现率的值。而企业的资本成本可以通过下
面的公式来进行计算
Kfirm = (wd) (kd) (1-t) + (we) (ke)
其中 wd 和 we 分别表示来自债务和权益的资金所占的百分比，kd 和 ke 表示每单位债务和权
益的成本，t 表示企业的边际税率，由于支付利息需要纳税，因此计算的是税后的债务成本。
下面是计算投资回收期的标准公式：
投资回收期 = 投资 / 每年现金节余
投资回收期的倒数就是项目的平均收益率。然而，上式仅可用于每年现金流（或年现
金节余）相同的简单情况中。因此，举例说明，如果我们投资了 150 000 美元，每年收到
30 000 美元的现金节余，投资回收期很明确：
投资回收期 = 150 000/30 000 = 5（年）
另一方面，在现金流和年节余金额不相等的情况下，需要确定累计现金流变为正数的
时刻。因此，
累计现金流（CF）=（初始投资）+ CF（第 1 年）+ CF（第 2 年）+…
 例 3-4

投资回收期

假设某公司想使用投资回收期的方法从两个备选项目中选择一个更适合投资的项目。
计算出的两个项目的初始投资和期望收益如表 3-5 所示。应该选择哪个项目呢？
表 3-5

初始成本及期望利润

（单位：美元）

项目 A

年份

利润

0
1
2
3
4
5

项目 B
成本

利润

500 000

成本
500 000

50 000
150 000
350 000
600 000
500 000

75 000
100 000
150 000
150 000
900 000

解决方案
两个项目投资回收期的计算如表 3-6 所示，结果显示项目 A 的投资回收期为 2.857 年，
比 项 目 B 的 投 资 回 收 期 4.028 年 更 短， 同 时 项 目 A 的 收 益 率 35% 也 比 项 目 B 的 收 益 率
24.8% 高，因此项目 A 是更好的选择。
表 3-6
项目 A

项目 A 和项目 B 的投资回收期比较

年份
0

现金流（美元）
-500 000

累计现金流（美元）
-5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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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项目 B

年份

现金流（美元）

1
2
3
4
5

50 000
150 000
350 000
600 000
500 000

年份

现金流（美元）

累计现金流（美元）
-450 000
-300 000
50 000
650 000
1 150 000

投资回收期 = 2.857 年
收益率 = 35%
项目 B

累计现金流（美元）

0
1

-500 000
75 000

-500 000
-425 000

2
3
4
5

100 000
150 000
150 000
900 000

-325 000
-175 000
-25 000
875 000

投资回收期 = 4.028 年
收益率 = 24.8%

3.3.2

净现值

进行项目选择时使用得最广泛的财务模型就是净现值法（net present value，NPV），净
现值为正数，表明企业正从项目中获利。净现值同样也需要应用折现现金流分析，将未来
的现金流折现为现在的币值。
简化的净现值计算公式如下
t

t
NPV（项目）= I 0 + ∑ Ft /(1 + r + pt )
n =1

式中，Ft 为第 t 年的现金流量；r 为要求的收益率；I0 为初始现金投资（第 1 年年初的现金
支出）；pt 为第 t 年的通货膨胀率。
进行 NPV 计算要建立相关时期内现金流入、现金流出、折现率以及折现现金流的表
格。例 3-5 中给出了这样的表格（见表 3-7）。
 例 3-5

净现值

假设你正在考虑是否要对一个初始成本为 100 000 美元的项目进行投资，企业要求的
收益率为 10%，估计的通货膨胀率为定值 4%。假定项目有 4 年的使用期，并且预期的现金
流入如下所示：
第 1 年：20 000 美元
第 2 年：50 000 美元
第 3 年：50 000 美元
第 4 年：25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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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t
净现值的计算公式为 NPV = I 0 + ∑ n=1 Ft /(1 + r + pt )
t

现在只要建立一个持续折现现金流表（包括现金流入和流出）来看项目是否值得投资。
表中除了已知的几项：年份、现金流入、现金流出和净现值外，还要计算另外两项：
净现金流：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之间的差值；
折现因子：折现率的倒数（1/（1+ r + p）t）
在表 3-7 中，如果在折现因子那一栏中假设 r = 10%，p = 4%，就可以进行净现值计算
了。注意这里的第 0 年指的是目前时间，第 1 年指的是项目正式运作的第 1 年。
表 3-7
年份
0
1
2
3
4

现金流入（美元）

现金流出（美元）
100 000

持续折现现金流
净现金流（美元）
- 100 000

20 000
50 000
50 000
25 000

20 000
50 000
50 000
25 000

折现因子

净现值（美元）

1.000 0
0.877 2
0.769 5
0.674 9
0.592 1

例如，第 3 年的折现因子就应该为
（1/（1 + 0.10 + 0.04）3）= 0.674 9
接下来将现金流入、现金流出以及净现金流的值都填入表中。
最后，将净现金流与折现因子相乘，结果显示在表中净现值那一栏。所有折现现金流
的总和就是净现值，如表 3-8 所示。最后的净现值为正，说明该项目是值得投资的。
表 3-8
年份

现金流入（美元）

0
1
2
3
4
合计

20 000
50 000
50 000
25 000

折现现金流和净现值（Ⅰ）

现金流出（美元）
100 000

净现金流（美元）
-100 000
20 000
50 000
50 000
25 000

折现因子
1.000 0
0.877 2
0.769 5
0.674 9
0.592 1

净现值（美元）
-100 000
17 544
38 475
33 745
14 803
4 567

净现值是目前最通用的项目选择方法之一，其主要优点是能将备选项目与财务指标联
系起来，最大程度确保所要投资的项目能够盈利。它的缺陷在于不能保证长期预测的准确
性。例如，假设某企业考虑是否要对一个在未来十年中有持续收益的项目进行投资，为此
必须要对未来的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必要收益率（required rate of return，RRR）进行假
设，但是在不确定的经济时期，由于折现率可能发生变动，会给长期投资决策带来风险。

3.3.3

折现还本法

既然我们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就像在 NPV 中计算的一样，我们可以运用这种逻
辑对投资回收期模型进行改进，进而使这个模型更加准确。记住，我们可以运用按现值计
算的现金流量来决定是否投资一个项目。现在，让我们将相同的原理运用在折现还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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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nted payback method）中。在折现还本法的计算中，我们感兴趣的是，按现值计算的
现金总流量达到初始投资额所用的时间。
表 3-9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直接投

（单位：美元）

资回收期法和折现还本法的区别。假设我们要求一
个新投资的投资回报率是 12.5%，现在我们有一个
项 目 投 资 机 会， 初 始 投 资 30 000 美 元， 年 回 报 为
10 000 美元。在简单的投资回收期模型下，它只需
要 3 年就可以收回初始投资。但是，如表 3-9 所示，
当我们运用贴现现金流（投资回报率 12.5%）重新计
算时，它需要 4 年来收回项目的初始投资。
折现还本法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更加合理地估计
收回初始投资的周期。简单的投资回收法适合会计

折现还本法

年份
1
2
3
4
5
回收期

项目现金流①
折现

未折现

8 900
7 900
7 000
6 200
5 500
4年

10 000
10 000
10 000
10 000
10 000
3年

① 四舍五入到百位数字。

目的；折现还本法能更加准确地联系金融现实，因此任何组织在选择项目的时候都应该加
以考虑。通货膨胀效应和未来的投资机会对个人投资决策很重要，对评估项目机会来说也
同样重要。

3.3.4

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IRR）是另一种评估投资项目期望支出和收入的方
法，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项目的收益率是多少？在这个模型中，被选择的项目必须满足
某个设定的收益率。在给出具体的计算过程前，只能说内部收益率就是使项目收益和支出
的现值相等的折现率。假设项目生命为 t 年，那么 IRR 则通过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ACF t
t
n =1 (1 + IRR )
t

IO = ∑

式中，ACF t 为每年的税后现金流；IO 为初始的现金支出；n 为项目预期年限；IRR 为项目
的内部收益率。
尽管需要将每年的现金现值列出以计算项目的收益率，IRR 的含义还是非常容易理解
的，现在许多小型计算器都有计算内部收益率的功能，可以很快得出结果，否则就需要进
行多次迭代来进行计算，找出最接近的项目内部收益率。
 例 3-6

内部收益率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项目需要的初始投资为 5 000 美元，并且在接下来的 3 年
中产生的期望现金流入分别为 2 500 美元、2 000 美元和 2 000 美元，另外再假定公司对新
项目要求的必要收益率为 10%，请问：这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
解决方案
解答这个问题需要 4 个步骤。
（1）随意给定一个折现率，并用其确定现金流入的净现值。
（2）将现金流入的净现值与初始投资进行比较，如果它们相等，那么该折现率就是内
部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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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净现值大于（或小于）初始投资，那么重新选定一个更高（或更低）的折现率
再次进行计算。
（4）确定现金流入的净现值，并将其与初始投资进行比较。继续第 2 ～ 4 步，直到找
出符合要求的内部收益率。
从该例中可以知道：
现金投资 = 5 000 美元
第 1 年现金流入 = 2 500 美元
第 2 年现金流入 = 2 000 美元
第 3 年现金流入 = 2 000 美元
必要收益率 = 10%
第 1 步：用 12% 进行试算
年份

现金流入（美元）

必要收益率为 12% 时的折现因子

1
2
3
现金流入的净现值
现金投资
差值

2 500
2 000
2 000

0.893
0.797
0.712

NPV（美元）
2 233
1 594
1 424
5 251
-5 000
251

决策：在设定必要收益率为 12% 时净现值差值为 251，差值过大，应选择一个更高的
折现率。
第 2 步：用 15% 进行试算
年份
1
2
3
现金流入的净现值
现金投资
差值

现金流入（美元）

必要收益率为 15% 时的折现因子

2 500
2 000
2 000

0.870
0.756
0.658

NPV（美元）
2 175
1 512
1 316
5 003
5 000
3

决策：在设定基准收益率为 15% 时差值为 3，可以认为 15% 是真实内部收益率的近
似值。
如果内部收益率大于或等于给定的必要收益率，那么项目是值得投资的。在例 3-6 中，
该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为 15%，大于给定的必要收益率 10%，因此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候选项
目。使用内部收益率进行分析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从投资收益率（ROI）的角度对每个项目
进行比较，一般来说，有着较高内部收益率的项目比较低内部收益率的项目要好。
但是内部收益率分析也有缺陷。首先，它不是项目的收益率，实际上，只有当由项目
产生的现金流入能以相同的收益率投入到其他新项目的情况下，它才与项目的收益率相等。
如果企业只能将该项目产生的收入再投资于低收益的项目，那么该项目的“实际”收益率
是要低于计算出来的内部收益率的。内部收益率的其他一些问题也使得净现值成为项目生
存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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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收益率和净现值计算只有当项目彼此独立时才是一致的。如果项目之间彼此不
独立，那么内部收益率和净现值对它们的分类也是不同的。原因在于净现值采用的
是能够反映潜在再投资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而内部收益率则不是。由
于这个区别，净现值就成为更实际的衡量投资机会的方法。
● 现金流不规则的时候，内部收益率计算就会得到多个解。例如，如果净现金流出在
一个时期随着净现金流入变化，那么就会得到互相矛盾的结果。比如在进行了车间
基础建设后，有必要再对土地的改造或其他非主要但开支较大的事项进行投资，但
是此时计算出的内部收益率可能就有多个解，而这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

3.3.5

模型选择

从上面项目选择模型的介绍中能够得到什么结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
们学会了项目选择的方法。我们在考虑各种备选方案时是否客观一致？本书作者在为许多
公司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的时候发现，这些公司都有过多次失败的项目选择经历，其中一
个明显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客观公正地选择项目选择模型。许多被提议的项目大多来自高
层领导或者是少数高级管理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团队成员预先都知道项目会失败，但为了
使其能够与选择的标准相符合，项目的很多信息也都进行了改动，项目选择的关键就是要
在选择的过程中保持公正和客观。如果选择的项目不正确却仍然继续进行，那么按照“无
用输入，无用输出”的原则，迟早都会陷入困境而无法脱身。
其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存在多个模型可以选择，但面对特定的企业和项目
环境时应选择特定的一些模型。有些项目的实施需要精确的财务支持，而与其他备选方案
相比，另一些项目可能只需要满足可接受的风险 / 回报组合即可。但是也要注意到，之前
讨论过的所有选择模型都只能用于特定的环境。有些专家更青睐加权评分模型，因为这些
模型能更好地反映企业的战略目标，而不会导致为了短期的财务收益而牺牲长期效率的情
况。18 同时他们也提出这些重要的非财务指标不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事实上，研究
表明即使是常用且收益高的选择模型，如果用户仅仅只是使用其中某一种，也并不能得到
最优的结果。19 也就是说，如果用户将加权评分模型加入到其他选择模型中进行更加综合
的计算，他们能够得到更加优化的结果。根据不同的项目类型来选择更为合适的选择模型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在构建一个合适的选择模型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也需要我
们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比如说，通过这个选择模型我们能否根据投资额来计算出未来的
回报和潜在的风险。项目选择规则的重点可能也在于要同时兼顾财务和非财务方面的考虑。
不管企业选择何种模型，能够肯定的一点就是：选择合理的项目是保障今后进行有效项目
管理的关键步骤。

□ 项目导读 3-2
通用电气公司的项目选择和审查：关卡似的过程
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为项目的评估和选择开发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法，并
将其称为关卡过程（tollgate process）。从图 3-6 中就可以看出，关卡涉及了 7 个随着项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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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建立的正式过程检查点（如 100 ～ 700 标签所示）。同样，关卡不仅是一个项目选择方
法，它也涉及对项目选择的控制，以及与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相关的开发过程的控制，这个
控制过程的每一步都被谨慎地监控。
新产品采用过程的 7 个阶段

识别
客户
需求
100

协 商/
系统 详 细 系 统 生 产 /
提议 资 源 计
设计 设计 核实
实现
划制订
200

图 3-6

300

400

500

600

700

通用电气公司的关卡过程

注：该图的使用得到通用电气公司的许可。

关卡 7 个阶段的每一步都能够被分解为被称作过程图的指导手册，能够针对完成这一
步的特定关键部分对经理以及团队成员给予指导。这些部分还包含了指导项目审查的子步
骤，这样就保证了所有项目都能够遵循通用电气的统一标准。
图 3-7 显示的是作业流程图，它用来对项目在每个阶段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估。注意到
团队成员必须完成关卡步骤的所有子步骤。一旦他们完成了指定的步骤，跨部门的管理审
查小组将会在审查会议上进行查漏补缺，只有这一阶段正式通过后，团队成员才能进入下
一阶段的工作。如果审查小组对某个阶段存疑，那么团队成员必须重新解决那些审查小组
未确认的问题。比如，假设在系统验收阶段项目未通过某项技术的一致性检测，那么这就
要求团队成员返回到可能的点来分析导致失败的原因，并通过补救性的措施来进行更正。
在项目团队得到审查小组的正式认可后，同时还要得到高层管理人员的批准才能进入下一
阶段。如果被高层管理人员拒绝很可能就意味着项目的终止。
拒绝

高层领导团队

跨部门管理
审查小组

审 核、 成 本、 进 度、
风险行动和计划
对风险问题、状态、补救措
施 采 取 的 行 为、 建 议 和 指
导，以保证过程的整体性

项目团队
批准
关卡重审

附有风险评分卡片和
小结的风险管理计划
项目团队

高级管理层审
批准
核或 CEO 察看

完整的检查列表清单或
不完整的风险因素清单

图 3-7

停工并通知客户

批准进入下一阶段，
同时制订风险减轻
和行动计划

拒绝

项目团队
关卡阶段

项目团队解决在重审中提出
的问题。如果重审 3 次未通
过，那么项目团队必须向高
级管理层报告以获得批准

通用电气公司审核流程图

注：该图的使用得到通用电气公司的许可。

一些批评家认为，像通用电气这样正式和复杂的审查过程只不过为项目审查阶段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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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额外的官僚审批程序而已。然而事实上，关卡过程保证了清晰明确的行动、步骤、检查
表以及管理层的审查，同时也能在项目需要紧急解决一个问题时给予项目足够的关注。另
一方面，该技术的支持者认为，事业部的标准化、容易理解的分步风险分析以及与高层管
理者的紧密联系所带来的好处能够弥补它的不足。从关卡过程中，通用电气自身也能更早
发现问题，并能显著提高实时管理风险的能力。

3.4

项目群管理
项目群管理（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是对企业的项目集合进行选择、支持和管

理的系统过程。根据项目管理协会的规定，一个企业的项目群应该包含有项目、程序、项
目子群和操作，它是由一个小组进行集中管理来达到企业的战略目的的。20 项目群在同一
时刻被管理，它们之间可能彼此独立也可能互相关联。项目群管理的关键点是认识到企业
的项目群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分享同样的稀缺有限资源。 21 例如，普惠喷气引擎公司是
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的一家附属企业，和其他主要的喷气
机引擎生产商一样，该公司要同时生产从直升机引擎到喷气式飞机引擎、从民用到军用的
各类飞机引擎。尽管这些产品有着通用的特征，但技术上的挑战使得产品线非常分散。项
目群管理的概念使企业不是将项目看作独立的个体，而是将其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进行
管理。虽然每个项目都有各自的目标，但是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目标。22
Cooper23 认为项目群管理应该达到 4 个目标：①最大化项目群价值—确保所有项目
的总体价值最大化企业的价值；②保障项目群中的所有项目的权益平衡—包括高风险和
低风险的平衡，长期和短期的平衡，新项目和产品成长型项目的平衡；③达到项目群的战
略目标—帮助企业制定一个明确的产品创新战略来指导它们进行创新项目投资；④资源
平衡—在一个项目群中分配合适数量的项目也是至关重要的，有非常多的企业同时投资
很多的项目以至于它们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所有的项目。而这种过度的业务扩
张只会耗光企业资源并促使企业内的高级管理者不断去发掘新的项目但最终没有足够的资
源来支持完成这些项目。
Artto24 指出在以项目为主导的企业中，项目群管理需要在长期战略目标和短期需求以
及各种限制间寻找平衡。管理者会遇到下面这些问题：
● 企业应该投资哪些项目群？
● 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这些项目群？
● 这些项目群能否支持企业未来的战略目标？
● 这个项目是否具有商业可行性？
● 这个项目是对其他项目的补充吗？

3.4.1

目标和动机

上面列出的每个问题都有长期和短期的影响，综合起来，它们就构成了战略项目管理
和有效风险管理的基础。因此项目群管理涉及了项目的决策、优先排序、审查、重新组合
以及重新排序等多个过程，下面将对这些过程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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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策制定
一个决策是否有具体的战略方向，往往受到市场行情、资金的可用性、可感知的机会
以及可接受的风险等因素的影响。项目群管理不仅是选择一个项目，而是要选择多个项目
的组合。

2. 优先级排序
由于企业的资源有限，因而不能对所有的项目进行投资，所以就必须对备选项目进行
优先级排序，在排序的过程中可以参考以下标准。
● 成本：有着较低开发成本的项目更为有利，因为伴随它们的风险也会相对较小。
● 机会：巨大的收益机会往往是高额投资的诱因。
● 来自高层的压力：来自高级管理层的行政压力（如管理者青睐的项目）往往能影响
决策的制定。
● 风险：项目的支出要考虑其可接受的风险水平，风险过高的项目应该被剔除。
● 战略一致性：如果企业的目标是开发一整套产品，那么应该考虑所有的备选项目的
战略是否与现有的产品线一致，以及它们能否提升现有产品家族的实力。
● 组合平衡的需求：企业也许希望通过投资其他项目来抵消风险，例如波士顿咨询公
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矩阵框架就是在考虑相关的市场份额以及产品发展
后，对企业的产品线进行权衡，这意味着公司在不同性质产品的组合间保持着战略
的平衡。企业可能用具有盈利性但发展前途小的产品来筹集资金，以投资于发展潜
力大的产品。项目群管理支持发展一种战略，该战略使得企业能够平衡风险、探索
可能的市场机会以及对其他产品线的革新进行投资。

3. 审查
所有的备选项目都通过排序来进行选择。根据排序结果，能够带来最大回报的项目被
选入企业项目群。例如，在经济下滑初期，DHL 快递就开始从新的角度评估项目群。该组
织的项目群审查委员会决定，所有进行中的项目必须满足以下标准：2009 年产生投资回报，
必须是业务运转中的“关键环节”以及可以解决维持业务运营所面临的政府或监管问题。
经过大量的审查，一批项目被暂时叫停。

4. 重新组合
当有新项目需要加入到现有的项目群中时，管理者必须重新检查企业的优先选择。在
有新项目添加进来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新项目是与原有的项目群的战略目标
一致，还是为企业指出了新的战略方向？新项目是否显著改变了企业的战略目标？新的项
目群是否需要重新权衡比较？由于新增项目会给项目群带来变动，因此需要重新进行分析，
以得到新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重新对项目群进行审查，看是否有不平衡或者是需
要更新的地方。

5. 重新排序
如果战略重组给企业的关注焦点带来了冲击（如形成新的战略方向），管理者必须对企
业的目标进行重新排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项目群管理实际上是对整个企业战略的管理。
例如，全球制药巨头拜耳（Bayer）公司发现，由于大量并购其他品牌，公司自身的形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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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越来越不鲜明。公司近期宣布决定逐步减少“拜耳产品伞”下拥有的其他品牌，目的在
于强化拜耳商标。他们通过彻底分析自己的品牌群，发现拜耳集团品牌的多样性会大大稀
释主品牌。消费者会困惑于拜耳集团到底是生产什么产品的，而这种困惑会改变他们对拜
耳集团产品质量的感知。

3.4.2

建立初始项目群

项目群管理是战略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特殊项目的管理，企业一般按常规
对收益率进行战略计划，而达到该收益率的过程往往贯穿整个战略项目管理过程。建立一
个初始项目集合或是集成的项目群是排列利润目标以及战略计划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通
常这些项目都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比起那种每次只考虑单个项目的方法，这样的项目群
方法更能支持整体战略。
在项目群管理中，一个有用的模型需要考虑两个问题—潜在商业价值和技术可行性，
来判断哪些潜在项目可以加入到企业的项目群中。项目群中的项目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取
决于项目会归类到图 3-8 所示的项目群矩阵中的哪一个象限内。25
（1）面包和黄油项目是指那些拥有很强的技术可行性和一般的商业潜能的项目。这些
项目是对于现有的产品线进行调整或是对现有的技术进行少量的提升。例如，某种软件产
品的一个新版发布或者是生产新的改进版本的洗衣液都属于面包和黄油类项目。
（2）珍珠类型的项目则是指那些既拥有很强的商业潜能也拥有很高的技术可行性的项
目。这些项目可以用来帮助企业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战略优势。珍珠项目是指那些依靠现
有成熟技术同时具有能够完全改变某个领域的革命性潜能的商业应用。例如，利用声波成
像系统来探测水下石油储备就属于珍珠型项目，它将现存的技术应用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中。
（3）牡蛎项目指的是能够实现企业重要战略和商业优势的基础项目，这些项目可以解
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由于牡蛎项目会涉及未知的或改革性的技术，因此它们的成功率较
低。如果这些技术性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企业就可以凭此获得巨大的利润。例如，为电动
汽车开发可用的核能发电技术和强化电池寿命技术就属于牡蛎项目。
（4）白象项目指的是那些不仅技术可行性较低，商业潜能也较低的项目。既然如此，那
企业为什么还会去选择白象项目呢？原因是企业也并不知道它们选择的项目就是白象项目。
大部分的白象项目最初都类似于面包和黄油项目或牡蛎项目，不同的是面包和黄油项目与牡
蛎项目最终没有辜负它们自己的潜能，而白象项目虽然最初拥有高期望但最终证明它只是在
浪费时间并消耗企业的资源，然而这些项目最终也会被保留下来，原因可能是：“我们已经为
它投入了太多，现在结束它太不值得了”，或是“组织内一些权威成员支持这些项目”。
图 3-8 所示的项目矩阵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十分有用的研究项目群状态的方法。使用该
矩阵可以帮助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在项目群中的这些项目类型是否会存在某种平衡？是否
会有一些明显的白象项目需要被结束掉？当企业损失了某些面包和黄油型项目时是否应该
多（或少）投资一些战略型项目？这个项目群矩阵主要用来考虑要平衡技术风险和潜在回
报，而企业也应该周期性地重复这个平衡过程以确保企业的项目群能够不断更新。
在对项目进行分类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对项目机会进行仓促的判断。将项目群中的项目
根据矩阵进行分类意味着企业需要采用全面且谨慎的方法对项目进行分类，例如在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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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否需要使用定量评分或选择模型、财务模型，还是多个模型结合？这些方法中的任意一
种都能够帮助企业将当前项目群中的项目进行分类并认知到企业每一个新投资的价值。
商业潜能（为什么选择这个项目？）
保持竞争力

高

低

低

牡蛎

面包和黄油

珍珠

成功可能性

白象

高

技术可行性（要实现这个有多难？）

获得优势

（项目）成功得到的净现值

图 3-8

项目群矩阵

资料来源： D. Matheson, D. and J. E. Matheson. (1998). The Smart Organization: Creating Value through Strategic
R&D.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以大型制药公司辉瑞公司（Pfizer）为例，26 和其他许多竞争者一样，该公司使用集成
的方式对众多不同类型的项目进行管理。项目管理的整体化使企业的管理者能够处理制药
行业某些具体的实际问题，比如成本过高以及新产品交货时间较长。事实上，如表 3-10 所
示，新药投入市场的交货时间（lead time）往往会延长到 15 年以上。此外，据估计，对于
实际进入商业开发的药品，其成功率一般不高于 0.002%。
表 3-10
阶段

历时
4～7年

探索阶段

成功率
1%

新药的开发阶段
内容
在计算机模型和试管中对选择的成分组合进行研究
通过动物及试管实验进行药品安全性、可能的疗效、毒性
以及代谢作用的研究

临床使用前期
阶段Ⅰ

1年

70% ～ 75%

对健康的志愿者进行小型临床试验，研究药品的安全性以
及在人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特点（ADME）

阶段Ⅱ

2年

50%

针对目标疾病患者进行小型的研究，研究药品的功效、剂
量以及配方

阶段Ⅲ

3年

75% ～ 85%

应用于病人的大型临床研究，对阶段Ⅱ加以确认，也是整
个项目最耗资的阶段

行销申请阶段（MA）

1.5 ～ 3 年

75% ～ 80%

向权威部门提出行销资格申请（MAA），获得许可后药品就
可以投入市场

合计

12 ～ 16 年 小于 0.002%
资料来源：M. Lehtonen（2001）.“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in pharmaceutical R&D,”
in Artto, Martinsuo, and Aalt (Eds.),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Through
Projects, pp. 107-140, figure on page 112. Helsinki, Finland: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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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任何时刻，辉瑞公司都有很多正在进行的新药研发项目，同时小部分项目
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而已投入市场的只有更小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
风险和不确定性，药品在临床阶段是否有效？副作用是否最小？能否以经济的方式进行生
产？它的投放时间是否很紧迫（比如说，可利用的市场机会很有限）？通常情况下，要解决
这些问题，就要减少辉瑞公司正在进行的开发项目群。
在这样一个开发周期长、失败的财务影响大以及成功的不确定性很高的风险环境下，
制药企业必须要进行高度精确的项目群管理。由于极低的成功率以及经常出现的失败，利
用新产品的机会就变得尤为重要，只有在这种方式下，企业才能保证渠道中新产品的稳定
供应。
图 3-9 分析了药品开发过程中的隐患和机遇。制药企业通过同时投资和管理大量的开
发人员，来弥补新产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最后正式批准的缺陷，然而不幸的是，只有
小部分研发项目群中的项目能够有较大的机会进入临床试验的阶段，而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更多项目被剔除掉，只剩很少一部分能够进入商业展示阶段。
成分
选择

行销资格 行销
申请 申请

概念的
证实

开始
第 I 阶段

计划编制

阶段名称
III

II
I
前期准备

商业化

获得批准所需的时间

投放
市场

进入市场所需的时间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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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支持

实施

时间

图 3-9

新药的开发流程

资料来源： M. Lehtonen.(2001).“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in pharmaceutical
R&D, ”in Artto, Martinsuo, and Aalto (Eds.),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through Projects, pp. 107-140, figure on page 120. Helsinki, Finland: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辉瑞公司对新药开发项目采用项目群管理，与诺基亚和爱立信用来追踪包括手机、基
带调制解调器以及防火墙系统在内的多个产品线的方法非常相似。之所以要建立项目群，
是因为一部分项目在投资前就被取消，有些在开发的过程中被中止，还有一些在商业化过
程中失败，这一过程使得只有极少数的项目能够为企业的全部投资带来回报。简而言之，
任何企业的研发项目就如同放在篮子中的鸡蛋一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要么在开发过
程中失败，要么在投放市场时失败。通常，企业会通过不断创造和更新项目群的方式，来
保障企业的选择余地、财务的稳定性及把握机会的可能性。
即使对于企业的项目群应该包含些什么并没有标准的规定，但是通过对企业项目群管
理的分析研究发现，某些特定产业内的公司对于选择开发的项目都会有一些普遍的方向。
例如，在 IT 产业内，企业的项目群预算平均会有 47% 花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用于组织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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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如网络、电脑、开发工具、培训和服务支持以及维护）。而剩下的 53% 的 IT
项目群预算用于应用类型的项目，包括可以改变整个产业的竞争环境的“前沿”项目，帮
助企业达到更好的绩效的改善类项目以及提升企业内部流程效率的效用类项目。对于大部
分的 IT 企业，有将近 67% 的项目群预算用于基础设施和效用类项目，这些并不会直接创
造商业价值，但是对于企业的运行是不可缺少的。27 这说明对于其他产业也可以借鉴一些
研究报告来帮助企业确定最优的项目类型组合。

3.4.3

项目群管理成功的关键

尽管存在很多企业管理项目群的成功实例，但是很少有研究者对他们成功的原因进行
调查。Brown 和 Eisenhardt

28

对计算机行业的 6 家涉及多项目开发活动的企业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成功的项目群管理通常具有下面 3 个要素。

1. 灵活的结构和自由的沟通
如果被限制于官僚主义作风、狭窄的沟通渠道或僵化的开发流程中，多项目环境就不
可能很好地运作，成功的项目群都来自于鼓励灵活和开放的沟通环境中。当项目团队被允
许随时对现有的产品进行试验时，创新性的产品概念才更有可能产生。

2. 低成本环境调查
许多企业花费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只为了在某一个产品上获得成功。在对各种机会或
未来商业趋势缺乏足够分析的情况下，他们将信念（和财力）全部置于一个项目上，期望能
一举占领市场。通常，成功的项目群战略要求对未来进行一系列低成本调查，在环境调查
后，就可以通过与潜在伙伴建立战略联盟，以对试验产品模型进行开发和市场测试。成功
的企业很少会孤注一掷，它们通常在全面开发前研究并测试新产品。例如乐佰美公司，它
经常将许多新产品构想推向市场，从商业反馈中得到抽样信息，而后使用这些信息改进有
潜力的产品，同时放弃那些不合格的产品。

3. 瞄准时机的转换
成功的项目群管理需要认清合适的时机，尤其是当企业从一个产品向另一个产品转
换时。不管是多样化的产品线，还是在原有的产品线上继续更新，成功的企业都使用项
目群计划来建立长期的领导地位，同时通过提前计划来平稳可能的产品转换过程。吉列
（Gillette）公司就通过开发和销售新型剃须刀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其产品生命周期计划
相当周密，使企业能够精确地预测现有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开始新产品开发项目的必要时机，
从而保持了其产品的平稳发展。

3.4.4

项目群管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在建立有效的项目群管理系统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共同问题呢？会给项目群管理
带来负面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下面仅列出一些较为典型的因素。29

1. 保守的技术团体
一些企业中有核心的技术专家，如项目工程师、研究员或者其他开发项目原型的人
员。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由于这些人员的抵制而放弃风险高、成本大或是与现有战略目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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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的项目提议，这种抵制情绪通常出于自尊心、组织惯性或者是对纯研究型项目的不支
持。很多时候，当高层管理者出于战略原因要对现有的项目群进行调整时，工程师和研究
人员往往会很不情愿接受他们的理由。生产计算机和 IT 产品的数据通用公司（Data General
Corporation）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硬件设计部门的牵制，该部门不仅顽固坚持自己的新产
品目标，同时还迫使整个组织接受他们的观点，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产品接二
连三的失败后，该公司由于无法独立运作而被美国 EMC 公司收购。

2. 不同步的项目和项目群
有时，即使企业已经开始对其战略观点进行重新组合和排序，却依然对那些不再精确
反映企业新战略重点的项目或项目群持续进行投资和开发。战略和项目群管理必须要精确
反映相同的战略观点，如果战略和项目群不相符，就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该项目群
为企业战略指出新的发展方向，要么企业战略重新回到它原有的目标。

3. 没有前途的项目
最坏的情况是发现企业正在实施低效或不必要的项目。比如说，本田公司已经花费了
10 年时间来推动在汽车领域引入氢燃料技术，而现在它也努力在南加利福尼亚州推广使用
氢燃料的 FCX 汽车。即使氢燃料能带来非常强的动力，但是现实的技术困难使得 FCX 项
目很难继续下去。这是因为氢气占用的空间非常大，所以需要使用高压气缸将氢气压缩，
但这种高压气缸的重量是所装氢气的 65 倍。因此，一辆 13 吨的氢燃料运输车只能运输 10
个高压气缸！即使忽视这个严重的缺点，本田公司的这款产品相对于电动汽车仍然是一款
低效的产品。本田 FCX 汽车的运行效率分析报告显示，特斯拉的电动汽车效率是该产品效
率的 3 倍，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是该产品的 1/3。30
当项目群管理应用于生产线时，管理者通常要重新权衡该项目群，以保证有足够多的
不同类型的产品能够弥补那些有缺陷的产品可能带来的损失。例如可以用“金牛产品”，即
厚利产品的收益投资于创新性的产品。当然，有时候项目群的关键分析会涉及艰难的抉择、
项目的取消以及资源的再分配，但正是由于这种对项目群的持续关注，才避免了对不可能
实现的项目给予过高的权重。

4. 资源的缺乏
对所有项目来说，人力资源是一个关键性的资源。事实上，人力成本是项目费用的最
大来源之一。其他资源包括有原材料、财务资源以及其他对于成功完成项目的关键供给。
在花费大量时间建立项目群之前，企业希望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所需的资源，因此，项
目群执行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资源，尤其是用来支持开发过程的人力资源。
项目群管理是将企业的项目管理实践同整个企业的战略保持一致的过程，通过在项目
群中各项目的互补，就能保证企业的项目管理团队齐心协力，而不会产生分歧。项目群管
理同时也是战略方向和商业目标的可见标志，企业将所选择的要进行开发和实施的项目放
在一起，就是向企业其他员工传达关于优先级、资源分配以及未来方向的信息。最后，项
目群管理在众多不同类的项目中、在风险和回报间以及在有效运作和无效运作的项目间寻
求持续的平衡，因此也为风险管理提供了一种方法。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企业越来越多地
使用项目管理，这也意味着下一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项目群管理来进行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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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 解释一个有效的项目选择模型应符合的 6

投资回报、安全性、开发成本、商业契

个标准。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把握当前的

机以及干系人可接受度等。一旦建立了

所有机会，因此必须要做出选择，同时

检查表，所有的项目都将按照该检查表

也要确保所选择的项目是最可行的，许

来进行评价，对照每个标准并给出项目

多 企 业 开 发 了 优 先 级 系 统 或 指 导 原 则，

在该标准上的满足水平，如高、中、低，

也就是项目选择 / 筛选模型（或一系列模

在相关标准上满足水平为高的项目最终

型），以帮助它们在节约时间和资金的情

被选择。检查表简单易用，也需要决策

况下使项目成功的概率最大。

者在多个标准间进行权衡，以选出对新

许多决策模型可供负责对潜在的项

项目选择最重要的标准。但检查表也存

目进行选择和评估的管理者使用。管理

在缺陷，如评价过程中的主观性。还有

者在评价项目评审模型时通常需要考虑 5

一个缺陷是在检查表中每个标准的权重

个重要因素。①实用性。一个有效的模

被认为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在决策过

型必须反映组织的目标，同时还要考虑

程中，有些标准要比另外一些更为重要。

到资金、人力等资源的限制。此外，模

简化评分模型大部分与检查表一样，

型还要考虑商业风险和技术风险。②功

但是在简化评分模型中，每个指标被给

能性。模型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

予了不同的权重，然后，所有的备选项

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同时也要

目首先根据这些权重算出加权得分，然

适 应 各 种 新 的 标 准 和 约 束。 ③ 灵 活 性。

后再相互比较。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

在应用过程中需要改变时，模型应该易

区分了指标的重要性，从而能更好地进

于修改。④易用性。模型应该易于被组

行决策，它的缺点在于对评分值的确定，

织中的所有成员使用，同时要能迅速生

如“高 =3， 中 =2， 低 =1”。 其 次， 通

成有用信息，并且成员不需要任何特殊

过使用权重级别的简化评分模型得到的

培训或技巧就可以理解这些信息的含义。

结果取决于他们解释的不确定性。最后，

⑤成本。相对于所执行项目的成本，收

这些模型很大程度要依赖被选择指标的

集、存储以及整理信息（如报告、提议

实用性以及被赋予的权重。

等）的成本应该比较低（换句话说，就是

3. 使用更精确的评分模型，如层次分析法。

要低到能使其得到广泛使用，而不是减

层次分析法（AHP）包括 4 个步骤，可以

少它的使用）。我们在此基础上又新加了

让决策者了解备选项目的本质并做出选

一条标准：⑥可比较性。模型必须适用

择。层次分析法的第一步是建立在决策

于不同类型的项目选择，而且支持项目

过程中使用标准的层次结构模型；第二

间一般性的比较。

步是为这些指标制定权重；第三步是为

2. 介绍了如何使用检查表和简化的评分模

需要评估的领域打分；最后一步，使用

型进行项目选择。检查表需要决策者建

这些得分对备选项目进行评价。层次分

立一张表，这张表列出了进行项目选择

析法帮助决策者确定决策标准，并为每

时的一些重要标准。例如，一家企业可

个指标赋以符合实际的权重，从而使其

能认为接受一个项目需要考虑以下指标：

做出更为精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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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使用财务概念，如有效边界和风险 /
回报模型。许多项目是在对其潜在风险 /
回报进行权衡后才被选中，从这点也可

么，要很好地使用财务模型，就要对未
来收益进行准确的估计。
6. 识别企业在保持最优项目群过程中的困

以看出，所有项目都会涉及风险（不确

难。 与 项 目 群 管 理 有 关 的 困 难 有 很 多，

定性）。项目组织在决定是否要对项目进

包括：（a）不支持新项目启动的保守技术

行投资时，都会试图在高风险和该高风

团体；（b）与整个战略项目群计划不相

险可能带来的高回报间进行权衡。效率

符、不同步的项目和项目群；（c）与项目

边界可以通过比较每个项目的风险和期

群不协调的未批准项目；（d）有限的资

望回报来对项目进行评估。效率边界是

源。由于这些挑战，对新项目的支持变

一组提供不同风险水平下最大回报，或

得不可能。

不同回报水平下最小风险的项目组合。

7. 了解成功的项目群管理的 3 个关键因素。

5. 使用财务分析和期权分析来评估新项目

成功项目群管理包含 3 个关键因素。首

投资的潜力。财务分析中使用折现现金

先，公司需要通过减少官僚作风和行政

流和内部收益率，将资金的时间价值概

疏 漏， 建 立 灵 活 的 结 构 和 自 由 的 沟 通，

念应用于需要考虑备选方案吸引力的所

使得项目群管理团队能有最大的灵活性

有决策中。资金的时间价值表明，项目

来挑选项目并对其进行投资。其次是采

投资的未来收益至少应该收回最初的投

用成功的项目群管理战略进行低成本环

资，并满足企业提出的必要收益率。期

境调查，低成本环境调查通过对未来进

权分析在这个过程上更进一步，将企业

行一系列的调查来建立备选项目并进行

是现在投资还是将来投资的决策考虑进

市场测试。最后，成功的项目群管理还

来，这样的决策取决于企业在未来可以

需要适时的转换战略，在合适的时机成

进行决策的投资选择。这些财务模型说

功地从一个产品转换到另一个产品，不

明，决定是否对一个项目进行投资的主

管这个新产品是原有产品的分支还是创

要标准就是该项目所能带来的收益。那

新性的产品。

已解决的问题
3.1

净现值
假设你的企业正在决定是否要对一个

会维持在 3%，那么，是否应该对该项目进
行投资？

新项目进行投资，现在知道在开始的两年

解答过程

总的现金流出为 250 000 美元，即企业希望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将这些

最 初 投 资 200 000 美 元， 然 后 在 第 1 年 后

数据用表的形式整理出来。

再投入最后的 50 000 美元。估计项目从第

总现金流出 = 250 000 美元

2 年后开始盈利，每年的现金流入分别为

总现金流入 = 400 000 美元

50 000 美 元、100 000 美 元、200 000 美 元

必要收益率（r）= 12%

和 75 000 美元。必要收益率为 12%，同时

通货膨胀率（p）= 3%

估计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内，通货膨胀率

折现因子 = 1/（1 + r +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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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如表 3-11 所示。由于最后计
算的净现值为正（11 725 美元），因此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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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收益率
假设一个项目最初投资需要 24 000 美

目是值得投资的。

元，在接下来的 3 年中每年产生的收益均

表 3-11

为 10 000 美元。同时假设新项目的必要收

折现现金流和净现值（Ⅱ）

年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
份 （美元）

（美元）

（美元）

200 000 -200 000

折现

净现值

益率为 12%，这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当

因子

（美元）

必 要 收 益 率 为 15% 时， 是 否 还 是 值 得 投

1.000 0 -200 000

0

0

1

0

50 000

-50 000

0.869 6

-43 480

2

50 000

0

50 000

0.756 1

37 805

3

100 000

0

100 000

0.657 5

65 750

4

200 000

0

200 000

0.571 8

114 360

第 2 年现金流入 = 10 000 美元

5

75 000

0

75 000

0.497 2

37 290

第 3 年现金流入 = 10 000 美元

11 725

合计

3.2

折现还本法

资？根据已给数据回答问题。
现金投资 = 24 000 美元
第 1 年现金流入 = 10 000 美元

必要收益率 = 12%
解答过程

你的公司将有一个初始投资为 75 000
美元的新项目机会，但是由于考虑到现金
流问题，你的老板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收
回初始投资。利用折现还本法，你认为在
项 目 完 成 后 的 5 年 内 将 产 生 30 000 美 元、
30 000 美 元、25 000 美 元、20 000 美 元 和
20 000 美元的现金流。你公司的必要收益
率是 10%。

第 1 步：试算 10%。
年份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把题目中的信息
归纳到如下的一个表格中，记住：

0.909
0.826
0.751

净现值
（美元）
9 090
8 260
7 510
24 860
-24 000
860

860 美元，过高，因此再选择一个更高的折
现率进行试算。
第 2 步：试算 12%。
年份

必要收益率 =10%
折现因子 =1/（1 + 0.10）t

5
投资回收期 =3.3 年

10 000
10 000
10 000

1
2
3
现金流入现值
现金投资
差值

总现金流出 = 75 000 美元

0
1
2
3
4

10％时的
折现因子

决策：在折现率为 10% 时的现值差为

解答过程

年份

现金流入
（美元）

现金流
（美元）

折现
因子

净现金流
（美元）

-75 000

1.00
0.91
0.83
0.75
0.68

-75 000

30 000
30 000
25 000
20 000
20 000

0.62

12 400

27 300
24 900
18 750
13 600

1
2
3
现金流入现值
现金投资
差值

现金流入
（美元）

12％时的
折现因子

10 000
10 000
10 000

0.893
0.797
0.712

净现值
（美元）
8 930
7 970
7 120
24 020
-24 000
20

决策：在折现率为 12% 时现值差为 20
美元，说明 12% 为近似内部收益率。项目
在必要收益率为 12% 时是值得投资的，但
是当必要收益率为 15% 时就不能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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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
3.1

如果让你将衡量成功的项目审查模型
的指标进行排序，你认为哪些指标应

什么？
3.6

该排在最前面？为什么？
3.2

用来对备选项目进行审查的项目检查

型是如何解决的？
3.7

表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3.3

层次分析法对项目选择有何帮助？层

3.4

3.8

3.5

风险 / 回报模型的优缺点有哪些？在识
财务模型与其他模型比较的优缺点是

为什么项目群管理在制药业应用相当
困难？

3.9

别效率边界时容易产生的问题是什么？

你认为通用电气关卡审查方法的优点
和缺点是什么？请说明原因。

次分析法针对项目审查过程中的哪些
方面进行了改进？

对于项目中无法收回的投资，期权模

成功的项目群管理的关键因素有哪
些？

3.10

在成功地实施项目群管理的过程中，
存在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练习题
3.1 检查表。假设你需要在两个备选的

● 有无风险；

IT 项目中进行选择，你的公司使用了 3 个主

● 安全性；

要的选择指标来评价所有的 IT 项目：①检

● 竞争优势。

验技术，②转换难度，③项目成本节余。
第 1 个选择，项目 Demeter，评价结果
如下：

项目 A 的评价结果为：
潜在回收期

高

安全性

高

有无风险

低

竞争优势

中等

技术

高

转换难度

低

潜在回收期

低

安全性

中等

项目成本节余

高

有无风险

中等

竞争优势

中等

第 2 个 选 择， 项 目 Cairo， 评 价 结 果
如下：
技术

中等

转换难度

高

项目成本节余

高

建立关于项目评价标准和评价结果的
表格，通过你的分析，你更愿意选择哪个
项目？为什么？
3.2 检查表。考虑下面的信息，并在 4
个备选项目（项目 A、B、C、D）中进行选
择。选择所参照的指标如下：
● 潜在回收期；

项目 B 的评价结果为：

项目 C 的评价结果为：
潜在回收期

中等

安全性

低

有无风险

中等

竞争优势

低

项目 D 的评价结果为：
潜在回收期

高

安全性

中等

有无风险

高

竞争优势

中等

建立对这 4 个备选项目进行选择的检
查表模型。根据你的模型，你会选择哪个
项目？哪个项目是最差的？为什么？
3.3 评分模型。假设问题 3.2 中的各指
标被给予了不同的权重，1 代表最不重要，
4 代表最重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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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

重要性权重

1．潜在回收期
2．有无风险
3．安全性
4．竞争优势

4
3
1
3

安全性（10）
完成速度（5）
可持续性发展（4）
基础设施修改（3）
交通拥堵（5）

假设评价高的得分为 3，中等为 2，低

成本（8）

为 1。重新建立你的评分模型，并再对这 4
个项目进行选择，现在你认为最好的项目
是哪一个？为什么？
3.4 评分模型。现在假设问题 3.2 中每
个指标的重要性权重如下：
评估指标

重要性权重
1
1
4
2

1．潜在回收期
2．有无风险
3．安全性
4．竞争优势

项目选择和项目群管理

现在你的选择结果是什么？为什么？
3.5 审查模型。假设进行项目选择和审
查的指标如下所示（包括了每个指标的重要
性权重）。

我们企业有 4 个备选项目，对这些关
键指标的符合程度如下所示。
市中心区

住宅区

商业区

郊区

安全性

6

5

3

8

速度

3

4

2

5

可持续

7

7

5

4

基础设施

4

5

4

1

交通

2

4

1

8

成本

5

5

3

6

建立项目评审矩阵，从这 4 个项目中
选择最有可能被实施的候选方案。
3.7 风险 / 回报模型。假设项目的风险 /
回 报 模 型 如 图 3-10 所 示。 定 义 效 率 边 界。
图中的两条虚线分别代表了企业可接受的

质量（7）

最大风险和最小回报。哪些项目可以保留

成本（3）

而哪些项目应该从企业的项目群中剔除？

投入市场速度（5）

为什么？

可见性（1）
可靠性（7）

Ｄ
Ｅ

某企业有 4 个备选项目，对这些关键

Ｃ

指标的符合程度如下所示。
项目
Alpha

项目
Beta

项目
Gamma

项目
Delta

质量

1

3

3

5

成本

7

7

5

3

投入市场速度

5

5

3

5

可见性

3

1

5

1

可靠性

5

5

7

7

建立项目评审矩阵，从这 4 个项目中
选择最有可能被实施的候选方案。
3.6 审查模型。假设进行建筑类项目选
择和审查的指标如下所示（包括了每个指标
的重要性权重）。

Ｆ

风险

Ｂ
Ａ
回报

图 3-10

项目风险 / 回报模型（练习题 3.7）

3.8 风险 / 回报模型。使用来自练习题
3.7 中风险 / 回报模型中的信息，说明为什
么项目 Beta 要优于项目 Gamma。
3.9 折 现 还 本 法。 你 的 公 司 最 近 打 算
投资一个项目，但是现金流紧张。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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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投资为 50 000 美元，高层想知道多久
可以收回初始投资。你认为接下来 5 年的
现 金 流 如 下：30 000 美 元、30 000 美 元、

（续）
项目
George

公司要求的必要收益率是 15%。需要多久
3.10 净现值。假设你的公司要在两个

项目
Thomas

项目中进行选择。
那么接下来的 5 年每年可产生 150 000
美元的收入。
● 项目 B 需要 400 000 美元的初始投资，
第 2 年 50 000 美 元， 第 3 年 200 000
美 元， 第 4 年 300 000 美 元， 第 5 年
200 000 美元。
假设公司的必要收益率为 10%，通货
膨胀率在项目生命周期中保持在 3%，那么
哪个项目更值得投资？为什么？

年份
0
1
2
3
4
5
6

● 项 目 A 现 在 需 要 投 资 500 000 美 元，

但是其每年的收入分别为：第 1 年 0，

投资（美元）

1
2
3
4

40 000 美 元、25 000 美 元 和 15 000 美 元。
收回初始投资呢？

年份

项目
Anna

收益（美元）
75 000
75 000
75 000
50 000

投资（美元）
1 000 000

收益（美元）
0
200 000
200 000
200 000
200 000
200 000
200 000

年份

投资（美元）

收益（美元）

0
1
2
3
4
5

75 000

0
15 000
25 000
50 000
50 000
150 000

3.11 净现值。管理信息系统（MIS）的

哪个项目是企业的首选？如果该企业

副主管告诉你，她已经对企业订单系统自

能对多个项目进行投资，列出选择的顺序。

动化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该项目

3.13 项目群管理。皇冠公司正致力于

在接下来的 5 年中，每年可减少劳动力成

扩大其项目群，目前，该公司正在进行一

本 35 000 美 元， 所 需 要 的 花 费 为 125 000

批水土保持的项目。同时它针对目前能源

美元（包括安装和测试）。如果每年的折现

产生和使用的方法，预计家庭能源电池的

率为 10%，该投资的净现值为多少？

需求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尽管能源电

3.12 净现值。一家企业有 4 个投资备

池 项 目 与 当 前 项 目 使 用 的 技 术 差 别 很 大，

选方案，项目必要收益率为 20%，预计的

但其潜在收益非常可观。请为皇冠公司建

通 货 膨 胀 率 为 3%， 每 个 项 目 的 情 况 如 下

立一个项目群扩大后的潜在收益和风险清

所示：

单。在你看来，这个行动带来的风险是否

项目
Carol

项目
George

年份

投资（美元）

收益（美元）

0
1
2
3

500 000

0
50 000
250 000
350 000

年份

投资（美元）

收益（美元）

0

250 000

0

大于其带来的收益？证明你的观点。
3.14 项目评审。假设你是一个大型城
市卫生保健系统的 IT 项目经理，最近你发
现要面对许多新项目的选择，包括系统更
新、支持服务、保持自动记录、开具支票
等。在平均有 50 个软硬件项目同时进行的
情况下，你决定必须要建立一个系统，对
来自保健系统各个部分的新项目需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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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建立一个与通用电气公司关卡过程

的关卡应该设置在什么位置？与建筑公司

相似的选择和评审系统。该系统应该包括

相比，软件开发公司的这个关卡系统有哪

什么要素？你提议的步骤有哪些？过程中

些不同之处？

案例分析 3-1
凯夫拉维克纸业公司
最 近 几 年， 凯 夫 拉 维 克 纸 业 公 司

产生了几乎完全不相关的产品“家族”。没

（Keflavik Paper Company）在它们的项目管

有人会询问新加入到项目群中的项目是否

理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很多的

与其他项目相符。凯夫拉维克公司试图扩

商业项目启动太晚或预算超支，产品性能

大产品类型，产品包括铜版纸、摄影产品、

不一致。通过全面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

运送和包装材料以及其他偏离其最初目标

问题的来源是项目选择方法的不完善。

市场的产品。项目管理人员很少通过企业

凯夫拉维克是一个中型企业，生产各

的战略目标来衡量新项目，并且对项目的

种类型的纸张，包括专业用纸以及用于摄

技术资源也没有进行评估。企业不仅要重

影和印刷行业的铜版纸。尽管企业受整体

新学习和培训，还需要新的技术专家，而

经济形势的影响处于低迷期，但其销售额

这些都非常耗费资金和时间，因此很多新

一直在缓慢增长。大约在 5 年前，凯夫拉

项目都失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混乱

维克采用一种基于项目的方法来对新项目

的项目群，项目群中的项目互不协调，从

进行选择，其目的是为了在提高盈利的同

而难以进行管理。

时，通过快速开发满足特殊消费者的新产

另外，产品线和开发过程的不断变化

品的方式来增加销售量。到目前为止，结

导致项目经理根本不可能轻易地从一个项

果仍不容乐观。该公司的项目开发记录参

目转入另一个项目的管理。同样，这些混

差 不 齐， 有 些 项 目 及 时 交 付 而 有 些 延 期，

乱的项目也很难利用来自其他项目的经验

预算经常超支，产品性能不一致，最后导

教训。由于项目中所需要的技能在很大程

致有些项目带来好的回报，而有些项目则

度上是不可转移的，因此当项目团队成员

造成亏损。

接受一个新项目时，他们不得不重新学习。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为此请来了一个咨

咨询专家建议凯夫拉维克公司重新考

询专家，来对该过程进行分析，并针对项

虑它们的项目选择和审查过程。为了增加

目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最有效的

项目群的一致性，企业需要关注项目审查

解决方法。咨询专家认为该问题的原因不

机制。比如，所有新项目进入项目群之前，

在项目管理过程本身，而是在于项目被加

项目管理人员都要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进

入到企业项目群中的方式。项目选择的主

行衡量，并且要论证其与目前项目群的互

要 方 法 几 乎 完 全 依 赖 于 折 现 现 金 流 方 法，

补性。同时专家还指出，为了使项目经理

凡是能够带来利润收入的项目都被高层管

能更好地胜任项目，需要对项目经理近期

理者所认可。

的表现进行分析。尽管凯夫拉维克公司已

这样的选择过程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

经开始实施这些建议，但到目前为止，进

113

114

项目管理

度还是非常缓慢。尤其是高层经理发现要

及的其他选择模型过分或完全依赖，将造

放弃现金流为正的项目相当困难，他们同

成什么样的后果？

样还需要重新了解项目排序的重要性。但

2. 假设你负责管理凯夫拉维克公司的

是， 现 在 已 有 了 一 个 新 的 排 序 配 置 计 划，

项目群，将新项目加入现有项目群之前需

并且正在改进新项目选择以及企业管理这

要对其进行评估时，你认为这个过程中需

些项目的能力。

要考虑哪些重要指标？
3. 本案例中，由于项目审查方法的不

问题
1. 凯夫拉维克纸业公司是一个过多依
赖一种项目审查技术（折现现金流法）而造

足而给企业有效管理项目的能力造成了哪
些影响？

成损失的典型例子。试想如果对本章中涉

案例分析 3-2
西部新星有限公司
菲利斯·亨利（Phyllis Henry）是西部

作用（项目使用和增强企业资源和技术性能

新星有限公司新产品开发部的副总裁，此

的能力）。使用这些类别，该小组对两个项

刻正坐在办公桌前试图弄清员工提交上来

目的评估如下所示，分值设置为：1 = 低，

的 最 新 的 项 目 提 议。 西 部 新 星 有 限 公 司

2 = 中等，3 = 高。

（Nova Western）是一家大型的商业软件和应

双面神项目

用程序的开发商，在过去的 3 个季度，该

类别

重要性

得分

加权得分

公司在运作收益上一直处于低谷。高层管

1．战略符合
2．技术成功的可能性
3．财务风险
4．潜在收益
5．战略作用

3
2
2
3
1

2
2
1
3
1

6
4
2
9
1
得分 = 22

理团队已经感受到来自董事会的压力，并
正在采取措施来增加收益和盈利。他们的
一致意见是需要尽快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菲利斯正在读的报告包括产品开发部两
个独立小组进行的项目评估结果。经过几周
的分析，两个小组关于最优项目的争议越来
越激烈。其中一个被称作双面神的项目是由
软件开发部门提议的，而另外一个项目—
双子星项目是由商业应用部门支持的。菲利

双子星项目
类别

重要性

得分

加权得分

1．战略符合
2．技术成功的可能性
3．财务风险
4．潜在收益
5．战略作用

3
2
2
3
1

3
2
2
3
2

9
4
4
9
2
得分 = 28

斯最初要它们准备两个项目的评估报告，以
便从中做出选择。由于预算的限制，无法同
时对两个项目都进行资助。

第一小组获得的结果显示双子星项目
是接下来新项目的最好选择。

第 1 个评估小组使用了基于西部新星

但是，菲利斯同样也得到了来自第 2 个

有限公司战略类别的评分模型，这些类别

小组的一份使用净现值分析的评估结果。评

主要包括：①战略符合，②技术成功的可

估者假设必要收益率为 15%，预期的通货膨

能性，③财务风险，④潜在收益，⑤战略

胀率为 3%，第 2 小组的评估结果如下：

第3章

双面神项目
初始投资＝ 250 000 美元
项目生命周期＝ 5 年
预期现金流：
第 1 年 = 50 000 美元
第 2 年 = 100 000 美元
第 3 年 = 100 000 美元
第 4 年 = 200 000 美元
第 5 年 = 75 000 美元
累计净现值 = 60 995 美元

双子星项目
初始投资 = 400 000 美元
项目生命周期 = 3 年
预期现金流：
第 1 年 = 75 000 美元
第 2 年 = 250 000 美元
第 3 年 = 300 000 美元
累计净现值 = 25 695 美元
and the financial screening favored the higher projected因此，根据以上分析，双面神项目更
NPV of Project Janus. Phyllis, who was due to
present
her recommendation to the full top manage为合适。
ment team in the afternoon, was still not sure which
project to recommend. The evaluations seemed to
present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网上练习

Questions
1. Phyllis has called you into her office to help
make sense of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two
3.1 her
登录下面的企业网站。
project evaluations. How would you explain the

a. 德 国 默 克 制 药 公 司：www.merck.

com/about/
Internet exercises
b. 波 音 公 司：www.boeing.com/compa3.1 Go to the Web sites for the following organizations:

nyoffices/aboutus/flash.html

a. Merck & Company Pharmaceuticals: www.merck.com/
about/
c. 劳 斯 莱 斯 公 司：www.rolls-royce.
b. Boeing Corporation: http://www.boeing.com/boeing/
com/default.asp
companyoffices/aboutus/index.page
c. Rolls-Royce, Plc.: www.rolls-royce.com
d. 埃 克 森
孚 有 限 公 司：www.exxd. ExxonMobil,
Inc.:美www.exxonmobil.com/Corporate/
about.aspx

onmobil.com/Corporate/about.asp

Based on your review of the companies’ posted mission
对照这些企业的战略目标，你认
and strategic
goals, what types of projects would you

注释
Notes
1. Texa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2013). Project
Sele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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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方法对两个项目进行评估得到
了不同的结果。评分模型显示双子星项目
是最好的选择，而净现值模型显示双面神
项目最好。菲利斯今天下午就要给这两个
高级管理团队提出建议，但仍然存在相当
多的问题。
问题
1. 如果菲利斯让你进她的办公室来帮
助 她 弄 清 这 些 项 目 评 估 结 果 之 间 的 矛 盾。
你会如何解释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这两
种模型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and the financial screening favored the higher pro根据上面的分析，你认为西部新星
jected2.NPV
of Project Janus. Phyllis, who was due to
present her recommendation to the full top manage有限公司会选择哪个项目？说明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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