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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估算是IT人员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软件

开发周期估算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如下：根据软件的开发内

容、开发工具、开发人员等因素对需求调研、程序设计、编

码、测试等整个开发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做的预测。在这个定

义中，“预测”两个字非常关键，它突出体现了估算的含义

，同时也隐含表明了结果的不确定性。有效的软件开发周期

估算在软件开发中是非常困难的工序之一，之所以说困难，

是因为软件开发所涉及的因素不仅多而且异常复杂，即便是

及其类似的软件项目也不能完全照搬，在估算的把握上有一

定难度。估算也是软件开发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低估

项目周期会造成人力低估、成本预算低估、日程过短，最终

人力资源耗尽，成本超出预算，为完成项目不得不赶工，影

响项目质量，甚至导致项目失败。项目周期估计过长表面看

来影响不大，但是实际上也会带来成本估计过高，人力资源

利用不充分效率低下的后果。无论哪种情况对于项目经理控

制整个项目都会带来很大影响，周期估算如同盖楼房中打地

基，是后续工作的基础，它完成质量的好坏所带来的影响会

贯穿整个项目，由此可见开发周期正确估算的重要性。 2.国

内外软件估算比较 国内软件开发的管理目前正逐步向规范化

发展，但是在开发周期的估算上绝大部分还是处于手工作坊

的状态。所谓的手工作坊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管理人员意

识上没有认识到估算的重要性，认为估算就是一个大概的估



计，很多还受限于商业行为，比如为了签订合同而不惜减少

开发工作量却未经任何评审；另一方面也没有专门的工具来

辅助估算，或者说没有专门对它进行研究。一个软件开发周

期究竟要多长基本上是依靠经验来判断，不同经验的人估算

出的周期相差很大，而更糟糕的是这种开发周期的判断由于

完全凭借经验使得不同意见的人之间很难沟通，因为谁都没

有确切的量化标准来支持自己的判断，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以

“专家”的估算为准。这就有些类似于中式烹调，放多少作

料没有依据，一般都是“少许”，这个“少许”靠的就是经

验，高级厨师和新手根据这个量炒出的菜味道可能差得很远

；实际上国内的软件开发需要的正是定量估算，这样做不仅

规范而且精确，十分有助于软件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与国际

接轨。 国外发达国家在软件估算上比国内要成熟的多，不仅

有很多先进方法比如代码行估算法、功能点估算法、人力估

算法，而且形成了专业化的估算工具来辅助这项工作，比如

微软公司开发的项目管理工具软件Project，加拿大Software

Productivity Center Inc.公司开发的Estimate，都是比较成熟的

估算辅助工具。Project采用了自下而上的估算法，Estimate更

是属于专业化工具，包含常用的各种估算方法、校正方法，

使用了Putnam Methodology、Cocomo II和 Monte Carlo

Simulation几种成熟算法，估算结果除了项目花费时间、人力

，还包括十几种分析报告以及模拟发散图、计划编制选项图

、人力图、预计缺陷图、缺陷方差图等等，从各种不同角度

辅助管理人员进行分析。 采用辅助工具对软件开发周期进行

估算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些辅助工具是在大量不同类型项目

数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开发出来的，采用的算法、估算的方



法已经很成熟，估算结果的准确性有保障，由于这种估算是

可以量化的，并非依据个人经验直接得出一个结果，在结果

的评审上有据可依。长期依靠工具辅助估算可以将大量项目

的数据和估算结果积累形成历史经验库，知识成果得以保存

，便于以后利用。3. 软件估算中的因素探讨 软件开发是一项

非常复杂的工程，不仅包含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

实施、维护等完整的过程，还涉及到开发工具、开发人员、

项目管理、风险等众多因素，不同因素对估算产生的影响不

尽相同，在进行软件估算时（包括利用工具辅助估算）必须

考虑到这些方面，否则最终结果就会和实际结果有很大的偏

差，影响项目控制，以下对其中几个常见的因素做一些探讨

。3.1估算与软件规模 软件规模通常指的是软件的大小，这可

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比如程序代码行的长度、功能函

数的数量、数据库中表的数量、数据库的大小等等。一般而

言软件规模越大，所花费的开发周期就越长，但这并不是一

个简单的线形函数关系，下表详细列举了实际开发中的一些

数据，开发平台为Lotus Domino/Notes。表一单个模块的开发

周期序号 模块 开发周期（中级程序员） 代码行长度 数据库

大小(无数据)1. 办事指南 0.25人月 300 1170K2. 名片簿 0.25人月

300 1039K3. 合同管理 0.25人月 460 2110K4. 物控管理 0.5人月

850 2560K5. 组织机构 0.5人月 900 1318Khttp://www.mypm.net6. 

流程管理 0.8人月 1000 2304K7. 公告板 0.5人月 1400 2560K8. 人

事管理 1人月 1800 3840K9. 公文管理 1.8人月 2500 2304K项目管

理者联盟文章，深入探讨。10. 事务审批 1.5人月 3750

2110K11. 考勤管理 1.8人月 4800 3840K12. 资源管理 1.8人月

5800 3840K13. 会议管理 2.5人月 11000 4608K表



二http://blog.mypm.net软件项目的开发周期软件项目 开发周

期 包含的模块 备注http://www.mypm.net某政府客户 3个人月

10个 定制开发量较小某媒体客户 6个人月 17个 有3个模块完全

重新开发某金融客户 10个人月 14个 80%完全重新开发某保险

客户 16个人月 18个 完全重新开发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模块

的代码行越长，开发周期就越长，对同一开发工具而言基本

是一个线形关系，但其中也要考虑代码重用问题，比如一个

模块代码很长，但是可能包含了很多公用函数，那么在估算

时就应适当减少代码行数量，表中会议管理就是个例子，这

个模块的代码行超过一万行，但其中公共函数很多，去除此

因素，真正的代码行在9000行左右。 表二是软件项目的实际

开发周期（不考虑系统实施），从普通意义上说软件项目中

包含的功能模块越多、越复杂，或者说软件越大开发周期增

长的就越快，这个时间绝不是模块开发时间的简单叠加，因

为模块功能数量的增加直接带来了软模块间相互关联度、复

杂度的成倍增加，这就直接导致了在需求、设计等阶段需要

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比单独考虑一个模块复杂的多。在表二

中随着模块数量增加，开发周期增加不是特别明显，这是因

为产品化程度高所引起的，由于相当数量的模块可以完全重

用，实际开发量大大减少，最后一个例子完全重新开发，开

发周期就长的多。 在实际进行软件开发周期估算的时候，软

件规模肯定是首先考虑的因素，根据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情况

，在考虑软件规模时一定要去除可重用的部分，由于当今软

件在设计上很重视这点，所以这部分会占相当的比重。另外

软件功能之间的关联所造成的复杂性必须足够重视，这样在

估算上就不会产生重大偏差。3.2估算与项目风险 任何一个项



目都或多或少存在风险，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也避免不了这

种情况而且有这类项目自己的特点，最常见的风险有以下几

种：技术风险，项目技术难度很大，花费的时间超过原先的

估计；客户风险，客户需求不定，增加需求，组织协调不畅

；人员风险，开发人员突然更换、离职；管理风险，项目经

理管理不善、决策失误。对于风险控制，在项目管理中通常

是提前做风险分析和预测，制定风险应对措施，这样在风险

真的来临时不至于措手不及，提高整个项目的可控性。 软件

项目的潜在风险对于开发周期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大

的，当然好的项目控制会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种影响，绝对避

免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开发周期估算时项目风险应该适当考

虑，尤其是技术风险和客户风险。 技术风险主要来自于软件

本身的技术难度，如果对于一套成熟的产品，定制开发的技

术风险相对非常小，因为重要的技术已经成型，客户也很少

有新的能带来高难度技术问题的需求，这种风险可以不予考

虑。但是对于完全重新开发的项目，或是研发类的项目，技

术风险必须特别重视，其中应该考虑的细节主要包括下面几

个。 开发平台，是否能适合本项目所涉及的软件开发、能否

满足最终的需求，平台的错误选择将导致庞大的开发工作量

，即便满足了用户需求也可能造成系统效率低下，扩展性差

的致命问题，软件可能会很快被淘汰。功能实现难度，在切

实了解需求的基础上要仔细分析采用的开发工具能否实现其

中的难点，是否会耗费大量时间。 在实际估算中，建议技术

难度分为十级，每一级在初次估算的代码行上增加10%，最

终估算代码长度=初始估算代码长度×(1 0.1×n)。假设模块A

的初次估计代码行为15000行，但考虑技术难度高的风险，设



定技术难度级别为二级，最终代码行的估算数量为15000X(1

20%)=18000。 由于技术风险的分析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要求做技术风险分析的人必须是技术专家，在相关技术领

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重大技术风险的分析结果必须要经过

评审，保证准确性。 客户风险存在于客户化项目中，不同行

业的客户特点不尽相同，技术、理解水平也相差甚远，在我

经历开发的项目中，80%的项目延期属于客户方的原因，而

且这种风险可控性很低，对项目影响超过技术风险。在开发

周期估算前，项目经理要仔细分析客户的具体状况，包括客

户的计算机水平、管理水平、可沟通程度，在此基础上结合

以往的经验综合判断是否会对开发带来明显的影响，可以按

照上述的技术风险的方式将客户分级，最终确定开发周期。

在这个过程中，项目经理的经验极其重要，对客户的分析基

本上要依赖经验做判断，要求管理人员有大量的客户经验和

行业分析能力。3.3估算与人力资源 对于软件开发项目来说，

人力资源是核心力量，因为软件开发不同于其它类型的项目

，除了电脑它不需要利用其它工具，最终结果的产生完全取

决于人脑中的知识，这也是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 人力资源

对估算的影响表现在技术水平、理解能力、沟通能力等几个

方面，编程水平的高低、速度的快慢、能否适应团队、能否

与各成员保持良好的沟通都会对开发进度产生影响，其中技

术水平是最关键的因素。评价程序员的技术水平可以从编程

熟练程度、编程速度、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几个因素考虑，

编程熟练程度指的是程序员能否很顺畅的使用编程工具实现

软件的功能，编程速度指的是完成某个功能的时间，解决技

术问题的能力可以反映程序员在遇到技术难点时表现出的技



术功底，如果以100%作为总和，这三个因素分别占70%、15%

和15%这样的比例。 软件开发周期估算前，应对开发人员定

级，建议按新手、初级程序员、中级程序员、高级程序员来

划分，每一级人员再评定上述三个因素，初次估算时可以假

定开发人员为中级程序员，然后依据项目组实际人员的水平

做修正，这样结果的精确度能大大提高。4. 历史数据估算法

的运用 依据历史数据估算软件开发周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

法，这种方法以历史软件开发周期为依据，在估算时把当前

软件项目的情况与历史数据加以对比，从而得出最终结果。

按照历史数据估算开发周期准确度还是相当高的，但这种方

法只适用于对某类软件的开发，比如某个行业业务系统的开

发，当要估算的软件与历史软件相差太多，比如开发工具完

全不同，或者类型完全不同，就不能再依赖这种方法，最起

码应该辅助使用其它估算法。如果没有历史数据或是开发一

种新领域软件，可以使用代码行或功能点估算法，在此基础

上再通过其它方法校正。 事实上目前项目管理人员对开发周

期的估算大部分属于人力时间估算法，凭借的是自己的经验

，经验越多估算的结果就越精确，但是大部分项目管理人员

对以前很有价值的历史数据缺乏归纳整理，估算的时候凭借

感觉的成分多一些，所以精确度相对要低很多，所以要求我

们的项目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大量软件开发的经验还要不断总

结积累，历史项目数据对于以后软件开发周期的估算是非常

有价值的。 在实际使用历史数据估算法时，建议项目经理建

立一个历史项目数据库，在库中包含以前所有项目的开发周

期、项目规模、开发人员状况、客户状况等详细数据，当估

算时根据当前项目的状况在库中寻找最类似的历史项目，然



后再比较两个项目之间在项目规模、项目风险、人力资源之

间的区别，我们假定历史项目开发周期为A当前项目的周期

可以依据下列公式得出B=A×(2×S R P 2×C)/6S：代表软件

规模 R：代表风险 P：代表人力资源 C：代表客户以上值均指

当前项目与历史项目的比率。 实际的比较因素应该不止这些

，但软件规模、风险、人力资源及客户状况是其中最重要的

，对软件开发的影响也最大，所以这个公式中只考虑了这些

因素。其中软件规模和客户两项占的权重最大，这也是根据

项目管理经验得出的，在实际使用历史数据估算法时还可以

灵活加入其它因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