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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沙龙-现代软件工程 
 

第４７期ＩＴ沙龙 现代软件工程 
 

主办单位：中关村ＩＴ协会 
 

承办单位：书生公司 
 

协办单位：新浪网 
 

时 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１４：００－１７：３０ 
 

地 点：翠宫饭店三层休息厅 
 

记录单位：北京文山会海速记公司 
 

联系电话：１３００１２８７６３３ / ６８１５９０７２ 
 

 
 
 
主持人：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第４７期ＩＴ沙龙，我是 umlchina。本期沙龙主题是“现代软件工程”，
由我为大家主持。现在我们请本次ＩＴ沙龙的组织者，书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临先生给
大家做一个开场白。 
 
王东临： 
 
大家好。我这期主题是现代软件工程，我们特别重视“软件”这两个字，我们软件经过了几十年
的发展，在我们中国目前软件业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软件行业的发言权并不掌握在软件人
手里，对软件的认识还停留在７、８０年代教科书上写的什么生命周期法，从上到下，由粗到
精，这种软件工作方法和原则还是正确的，但是从具体方法来说，９０年代以来有一些发展和
提高了。传统的教课书上的方法在已经条件充足，条件恒定不变，给出一个静态的最优环节应
该说还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方法。但是应用在商业环境里面，条件还不是很充分，应该说还有一
定的缺陷。 
 
我们因为种种原因，我今年是３１岁，我上学学的这套方法，我们很多学者也受这种影响比较
大，而咱们国家有一点跟美国不一样，咱们因为历史原因，很多做软件的做高科技的就受科研
单位，大专院校的影响比较大，包括企业很多，美国的企业全都是跟科研单位脱勾的没关系
的，他是一个研究机构，但企业本身是私营的独立的。而咱们国家不管是中科院还是北大，还
是清华，咱们都是依托着科研单位，这是咱们国家历史的情况。那么这种媒体也好，咱们用户
也好，特别用户受这种影响。包括政府官员，他们缺乏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熏陶相对比较大一
些。 
 
包括我本人，我在１１年整个的从事软件工作中，我普遍感到从用户、媒体还是政府也好，大
家都还停留在７、８０年代软件工程的水平。这样对行业造成一定的误导，而且这种误导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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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从目前来说，我们软件行业从经营体制，从企业的体制来说，慢慢的和科研单位的关
系慢慢的脱离了，不管是联想，当然联想已经不是软件公司，但是从经营体制来说已经是非常
独立的。但是从软件工程来说，就存在这种真正充斥在很多媒体上软件工程上的东西，并不是
真正做软件的人相对来说少一点。 
 
所以今天希望借这个机会，请真正做软件的，包括摩托罗拉的，包括国内比较优秀的像金山，
也有相对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规模比较小的，像做超级解霸的等等，大家谈谈真正的实际软
件工程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的主持人潘加宇他有个人网站，在软件业在专业圈里面影响也比较大，他本身对软件工程
也有很多了解。今天很荣幸请到几位主讲嘉宾和主持人，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在当前的这种情况
下，对现在的软件产业如何去发展，就这样一个最新的，当然也包括周老师，周老师虽然也是
在高校里面，但是周老师本身对现代软件工程方面也有比较好的研究。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大家
都有很好的收获。 
 
谢谢大家。 
 
主持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五位主讲嘉宾，他们分别是微软研发中心服务系统平台部经理杨永
生先生，金山公司金山词霸研发部技术总监邹涛先生，摩托罗拉全球电信解决方案部网络方案
技术中心高级经理胡大庆先生，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周之英老师，还有一位是豪杰公司的总裁梁
肇新先生。 
 
首先我们有请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周之英教授。周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软件工程方法的教
学和研究工作，曾经和主持和参与多项软件工程有关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８６３项目，
还有需要大型复杂网络的应用系统开发工程，连续十多年在清华讲授研究生课程“软件工程技
术和设计”。可能大家对周教授最大的了解就是９９年末的时候出过《现代软件工程》的书，
当时涉及的内容是很新的。所以从当时很新的书里面，周老师对新知识的敏锐和软件工程推广
的热情。 
 
周老师今天发言的主题是《现代软件工程的观点— — 尊重事实、认识极端，解决思想》。下面
有请周老师。 
 
周之英： 
 
我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现代软件工程。我大概二十多年一直对软件工程很有兴趣，为
什么呢？如果软件是一个项目的问题，那软件工程我们希望解决普通性的问题，超越一个项
目，所以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很有挑战性，所以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工作。 
 
大概两年前出了一本书叫做《现代软件工程》，为什么加“现代”两个字？主要想界分一下现代
软件工程跟软件工程有一些差别，什么是软件工程？那个时候就希望改变小作坊方式的软件开
发方式，转向工业化的，这个工业化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就是希望学习工厂的经验，也就是物
质生产的过程。所以物质生产过程基于一些规律，物理学原理力学等等，这些东西的道理工程
的一些方法。所以这样能够使生产工作得到大规模生产，效率很高，不需要很多的记忆，比如
一个零件需要很高的手工，现在用了这种工程规范以后，就不需要，就是学一下工程规范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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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到了。这是软件工程追求的理想。就是把这个软件变成一个物化的观念。 
 
但是９０年代以后我发现了很多矛盾，因为我参与了很多项目，就觉得并不像那个样子，这里
面最大的矛盾是什么？软件不是纯物化的东西，这里面有人的因素，所以这就有很多变动的东
西不可能像理想的物质生产过程，基于物理学的原理来做的，人的认识规律我们还没有认识地
很清楚，所以到现在就有五花八门适应各种情况的东西出来，才能真正解决它的问题，适应变
化的需求。所以我基于这样的观点，全球化形式下，变化多端，因为过去是很稳定的情况还可
以，现在全世界这么大范围里面，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变动，就可能影响到你这儿，所以变动是
非常地迅速，这时候人的因素就更突出了，而且方法就更多种多样了。所以我就加上一个“现
代”，就改变过去软件工程的一成不变的用一个方法解决一切的，而且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
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这样的观点，由于书上写的也不是很清楚，匆匆写出来以后，然后加上我的声
音有限，跟各方面交流也不够，所以很多的思想也没有得到很充分的发展。这次有机会跟大家
谈谈我也觉得很高兴。有很多的东西我个人能跟参加实际交流我觉得可以更好地展开这些思
想。 
 
我今天主要想提个十个观点。主要是针对沙龙给我的参考文章里面提到的普遍问题。 
 
一个观点，现在的项目各个都不一样，每一个项目都应该有自己的规范，规范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软件工程是超越项目。就是说每一个项目不一样，但是项目之间有共性的有规律性的东
西，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研究出来。所以软件工程是近项目产品，不可能脱离项目产品，但要超
越产品，超越开发组织，开发的团队，个人，就是要超越它要有客观性，而是要那出事实和东
西来，这事实东西就是软件过程中间一系列的东西，包括档案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所有的工作
是要建立在客观性对象基础上。这是第一点，就是说要超越项目，共性跟个性的问题，而这些
东西不能评主观想象，而要有一个事实作为基础，要有可能性。 
 
第二个观点，软件工程理论方面，经验实践，各式各样标准等等，是跟物质世界相应的东西是
有区别的，就是说软件工程的这些理论、方法、标准、开发模式等等，是强烈依赖于你这样具
体的环境跟执行的人，就是说这个人的本身不像一个车间一个机器将这个过程，这个机器生产
的东西不变的，但是软件工程在这个过程中间，每一个人不可能他就有不一样的。所以对于这
样人的能力，人的行为，人的一些东西，比较难以刻画，所以所有理论东西是不充分的，因为
人在这其中是起很主要的东西，因为模型总归是个简化，但是人的简化往往是太简化了。所以
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理论到目前为止不充分的。 
 
不充分以后你要去推广就有一定的难度，我们就说所有理论要使用的前提是什么？可重复性，
像ＣＭＭ，最基本的条件是可重复性。但可重复性你的边界条件都是不重复的你那你这个东西
就不好重复了。所以你要认识哪些东西重复哪些东西不重复了，你要推广就难度比较大，不是
不需要推广，难度比较大。这就需要人在里面调整，因为每个人在这里面，实际上有的东西是
能推广，它隐含了人在这里面的能动性调整的东西就清楚了。所以你学习的时候也要有这样。
第二个这是理论的东西是一个抽象纯化的东西，我们要在实际运用里面得要这把纯华变成实际
的情况。这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很奇怪，大家都对软件工作者说，你这个东西怎么跟书本上不一
样，我们想物理学上书本上说动在恒动，静在衡静，这个要在绝对光滑的水平面上不停地滚
动，他是教这个，你从来没有在客观实际上去要求，这球在地毯上滚，一会儿就停住了。所以
说这个问题你学到的理论第一个是不完整的，很多边界条件没讲清楚，他也讲不清楚；第二，
它在实际上不要求它照着书本上理想模式来范本这个东西，这样要求是不合理的，是需要你体
会你的环境，而理解它为什么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帮助，而不能希望百分之百的照抄，这样你
什么也学不到，而不能学到对你有共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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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文档。我们要客观性，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记录文档，通过文档记录一些
东西。大家说这文档里面的东西也有错，我要照着它做不是就错了。问题是说文档你知道错你
就可以改，如果没有文档你是不是就错的更多，那你就要想记录一些东西，大家交流，你想你
的，我想我的，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文档起的作用。第二个文档应该记录一下开发的历史，这
个历史起什么作用，大家想人类社会的历史起了什么作用，对了解过去，认识现在，认识将
来。所以我在这里面更提高一些，就是说文档应该是表示你对问题的理解记录下来，你工作的
进展应该记录下来，这是文档的作用；第二个从更深层次它是历史的作用，将来可以改进，记
录下你的成就。所以对软件组织或者软件工程师个人来说，如果你有抱负，你希望能起历史作
用你就想把你的工作记录下来。所以应该用更高更深层次的程度来观察这些东西， 
 
那么历史有什么作用？我们只能够根据历史去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的历史并不是我们为了躺在
老祖宗身上，而是我们为了向前看，为了现在的工作，为了将来的工作，但是现在工作怎么来
看，我们还没有做，将来工作更不知道，那只有什么？只有靠历史，靠历史去预测未来。但是
我们不能靠历史去计划未来，我们未来一定是跟历史一样的，中国还在是封建社会这是不可能
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我们希望未来比过去历史更好。所
以我们不能照过去怎么现在就怎么样，而是要吸取过来历史经验教训来指导我们的作用，这就
是历史的作用。 
 
第五个，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要证实的历史。软件工程是很高的项目的成功的
经验一个总结，我们软件工程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观点分析更多的是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为什
么软件工程你要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是为了掌握历史的观点。你一个人脱离了历史你就是没有
文化的。有人说学了有用没有，当然你要没有历史你可以做一点事，但是往往是短期的。你要
有更高的要求的话，不是就事论事的话，就应该学习过去成功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为了当前这
件事，这素养的提高是很重要的。 
 
历史要尊重事实，尊重事实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一方面是现状，现状也是一个事实，跟
历史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正确认识自己和别人的情况。 
 
第七点，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间技术环境的变化非常多样，而且复杂，而且变化非常迅速。对一
个具体个人或者一个企业来说，周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针对这样情况，还有一个从软件工程
本身来说，对它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为什么呢？他现在使用软件工作已经不像四十年、五十
年、七十年是非常少的人群，现在而是非常多的人群，各行各业，现在有很多不是学计算机
的，学化学的学机械的，有很多人甚至不是大学毕业的，他也在搞软件，也要搞工程。所以他
从软件工程希望的东西太多了，就是非常广泛的这样的情况。广泛了以后希望它是简单好用，
还要实用，还要有效，它要处理非常复杂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还要给人创造一些就业机
会，所以这给软件工程带来了很多的矛盾。根本的矛盾是什么呢？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你开
发中间所有的能够看到的东西，跟运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现在面向对象技术出现了以后，
运行视图，运行的描述的东西跟你开发的东西不一样了。从前结构化的时候，还可以，差不
多，因为你从结构化的模块运行是一个线，这样的东西，你是怎么运行的，你实际上是什么样
的模式，运行也是这样的模式，如果我觉得我希望运行的时候效力提高，那我在什么地方我去
改一改，人可以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能够去做它，看不到的东西全放在运行过程当中，全放在脑
袋里面，对人的要求太多了。所以想尽办法也难以上青天，就处于这种状况下就非常困难。 
 
实际上运行模式是什么呢？是硬件确定的。第二个是开发平台确定的。也就是说现在的这种硬
件开发平台是适合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的，某种意义上适应一个真正要解决这样开发
的很多的难点的话，得从根子上来解决。所以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研究就更基础的问题。我们
可能从国内这方面考虑的少一点，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你不要企图用什么方法能够去解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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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困难的问题，他也看不见，即使有那样子的话，是会有困难的。这是有根本的矛盾的困难。 
 
第八个，一般性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具体问题并不难解决。一个一个成功具体的项目很多，
那项目为什么成功？就是它因为了采用了技术，开发模式等等，就能把它主要问题主要特征解
决了。现在就有一些方法很极端，比方有人说ＸＰ，或者更极端一些，我什么方法也没有，就
完全可以用黑客的方式就可以去解决某种问题了等等，这种东西是强调某个片面，就是强调局
部，针对具体问题可能是有效的，或者强调不是那么片面的，但是不是很全面，所以就产品中
间件问题，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各式各样的方法，各种情况的多样性。还有一种极端就是想办
法，我也碰到，因为我有时候去审查别人论文，或者项目，他就希望搞得非常全面，就说我们
现在有一个知识库把所有知识都放进去等等，这样的东西。像这种东西超越了你的控制能力，
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想法，有道理，但是能用吗？你得自己考虑。你应该去理解它的一些内涵的
东西，比方说它有一些方法非常全面，把各种东西刻画了，也许对你全部做不合适，但是你可
以做一种参考模型，你理解他给你考虑的方方面面，来帮助你找到自己需要的。但是你找到自
己需求的前提是什么？你得知道自己需求什么。我也碰到一些公司，说周老师你说我们该怎么
做？我说你自己的情况？我们也搞不清楚。你搞不清楚，我怎么知道你要怎么做。所以首先你
得清楚自己的情况，然后你还要清楚现在的技术提供一些什么。 
 
所以这些基础可能不一定就是在不同环境下可能就不一样，甚至观点不一样，我也碰到了好多
矛盾。我的书上有人问我，说你的书上有一些东西说法不一样，我说是，现在不同情况，现在
软件工程中间客观存在就有冲突的观点，有不一样的东西，他是在不同的背景下面，它是适应
在不同的边界范围之内，你得理解它的边界条件。所以得承认这是客观事实。所以当我们应用
的时候，一个是现在最流行的观点很多东西你不要违反常识，就说这种常识告诉你是最有效的
东西，不要盲目追求一些很出名的，要培养成功，积极思考，你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通过理
性思考认识极端的方法，全面方法的作用，然后通过一些合作跟交流的模式去解决一些冲突，
得到一定的平衡。得到了平衡解决了问题可能说软件工程处理的很多问题是“满意解”，从另一
方面“满意解”就等于不“满意解”，为什么？它是个平衡，它遗留了一些满意的东西，那么不满
意的东西你就应该想办法再提高去解决。所以应该有发展的观点，不要觉得协商“满意解”就解
决一切了。所以还要有一些创新程度。 
 
从总的说起来，对于每一个软件工程师来说，我们面对一个新问题以后，就要了解这些东西，
可能它就是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从一些技术是不知道，到知道，知道了以后要真正理解，理
解了实践，实践不一定能正确的实践，正确了实践以后可能又能够发现这对你不足的地方里得
到一些创新的东西。这整个过程开始你不知道做事的话，你可能一点约束也没有，就是没有规
律的无须的工作，等到了你认识一点，就有一些规律，就防止你一些的错误，可以使你的道路
走的更正确一些。这样的规律可能只是一些限制，而一个过程就等于给你规定了一条道路，具
体作法就更近了。所以这个过程下一步就希望有一些紧迫性的工作，是能够在新的条件下得到
新的规律。所以这是一个循环的不断的过程。 
 
通过学习软件工程我对咱们中国老祖宗我还觉得挺有价值，所以我就画了这样中国最古老的太
极图，这太极图我觉得很有新意。整个软件工程里面反映了一个人跟机械的关系，就是一个人
性跟物性的关系。每一个人的一些工作里面是包含着一些机械的可重复的，机械的步骤，虽然
你做一些机械的东西，当你把你的工作能够认识到那些东西是可重复的可以机械化的东西出
来，假如人是黑的一半，那么人里面核心里面包含了白的东西，逐步的在旋转，开始人的东西
慢慢机械的转换成白的，而且把你的主要的工作都覆盖成自动的东西已经转到另外一半了，但
是另外一半里面肯定包含机械做的东西，自动的你说不满意的东西，不满意的东西就是需要人
你去创意的东西。所以白自动的里面还包含黑的，不能够一片雪白的，还有黑的就需要人解决
的，而人解决了以后对新的问题就循环性的提高。所以人跟机器是人力跟自动的过程是在不同
的层次上逐步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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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很多人都觉得统一跟不统一的东西，咱们老祖宗也解释很好，统一里面包含不统
一，它总有一些不太满意的东西，所以统一了以后让不统一的那些东西它会随着环境条件的变
化不统一越来越多，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方法、平台、机器，越来越多，但是不统一的过程中间
有它的共性的部分，这个共性的部分如果能够慢慢超越了以后，又会变化统一，所以这又是一
个循环的过程。 
 
这是人跟机器的太极图，这是技术方法、体系结构、平台、软硬件划分、硬件、体系结构、计
算原则，也是符合这样的规律，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太极图大家都知道，这是体系结构，原来
统一用什么统一，都是用结构图，四个体系结构。七十年代大家日子过的很好，这个体系结构
都是统一的人都画结构图，但是结构图里面都包含很多问题，但是当时不突出，到了现在开始
不行了，这个结构图不好了，就要层次结构的，然后“Client/Server”结构的，还有白板等等，
就有各种各样体系结构。所以都不怎么样，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了。这体系结构到了什么时候有
一个层次，比方说对突然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什么时候因特网刚起来的时候，什么Ｂ/Ｓ模
式，大家都觉得Ｂ/Ｓ模式好，大家一窝蜂都Ｂ/Ｓ模式，这就统一过来了，过了几年，对Ｂ/Ｓ
模式又不满足了，又过来了，到了一阵子可能又会统一了。所以统一不统一也是一个循环，所
以不要认为今天统一就是一辈子统一，今天不统一一辈子不统一。更进一步可以画这样一个
图，也就是说白的里面实际上白的里面还包括黑的，所以外面看成软件工程方法，里面看成公
司的软件平台，或者硬件，硬件也再变，各式各样变。所以我觉得老祖宗的东西比现在其他的
东西还能够有生命力，这里面能加进西方的女巫通过水晶球看过去跟未来，我们中国人就通过
八卦图看过去跟未来。软件工程我觉得跟这个也很有道理。这是我对现在软件工程的看法，最
根本的就是人跟物的关系，就是第一个人跟机器的关系，就讲到这儿。 
 
主持人： 
 
非常感谢周老师的精彩见解，从深层次上从思想给我们大家一个启发和提示。 
 
提问： 
 
刚才周老师等于把中国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用到了软件工程上了。那能不能把马克思的辩证唯
物主义也用到软件工程上了。因为您刚才把中国古代的那些很明显的那种，比如说不断发展，
不断平衡等等这些理论都已经用到了，我只想知道一下比如说更加现代的一些理论。 
 
周之英： 
 
我觉得在中国古代也包含了这些东西，矛盾、实践这里面都有的。 
 
提问： 
 
您刚才用的是阴阳鱼，就是说不断地旋转变化，马克思主义讲的是宇宙永远的统一和平衡，这
样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是一种辩证。 
 
周之英：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来看，是不是转到最后是怎么得我搞不清楚。 
 
我想从目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在变化发展、平衡，这些东西都需要，而且我就觉得实际上平
衡中间包含不平衡，不平衡中间也孕育着下一次平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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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临： 
 
周老师，教科书里面什么时候能够更新过来？ 
 
周之英： 
 
我的三本书明年上半年可能有第二版，我现在花比较大的力量更新这个内容，因为这本书出得
比较仓促，内容很多，我觉得也不能砍了，实际上更丰富的内容在这样规模下还需要拿出来，
第二个，里面有很多问题或者什么也来不及精雕细刻，所以我很欢迎大家如果发现里面有什么
问题跟我联系，告诉我。因为微软版本都发给大家，我发给了大家以后，你们假如发现问题就
应该告诉我。我现在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做第二版的修改，框架还是一样，但会加丰富一些更
实际的东西，更结合更新发展的东西。 
 
提问： 
 
刚才您提到很多公司可能不太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这可能是很多目前国内公司的现状，周老师
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周之英： 
 
实际也是分层次的，不是说我有什么方法。我觉得所有的管理学什么东西都是有这样思考的模
式。比方说公司首先得要确定你商务目标是什么，你要做什么事情，这事情就不是我说回答
的，但是你办公司的人自己要明白，你得要确定跟市场对路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产
品，你都要确定。然后你怎么样做，就是你企业目标确定了以后你就怎么来实施这些东西，然
后你看实施中间有什么问题，然后针对问题去解决。所以现在软件工程改进的话，我最近也看
见了一些美国包括ＣＭＭ的模式，它现在也是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它反复地强调，它要是你
首先是从你目前的状态做起，然后来分析你的问题，拿它的作为对比来分析，现在有很多方法
可以做。但是你首先自己总要做，你什么都不做，然后说你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已
经成立了公司，他肯定要知道做什么，做了什么东西以后，你有没有提高的欲望，有没有改进
欲望，你觉得很好，那你就继续好吧，也不用看别人了你就很高兴了。如果你觉得这地方不够
那地方不够，你就针对自己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把自己的问题排排次序，逐步地进行解决，这
都是软件工程里面最基本的思想。 
 
提问： 
 
现在一般的不是软件企业有很多所谓的管理咨询公司，专门帮助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
觉得以后是不是存在专门的咨询软件公司，我帮你发现，我帮你解决？ 
 
周之英： 
 
我想是会有的，但这个东西对中国会有一个过程，会有一条路，会有一段时间，对这些公司会
非常有效。因为我们国家就是在这方面真正的研究工作做的非常少，可以说没有。怎么在中国
环境下能够达到这些东西，可能研究地比较少，但是国外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是我们要
正确的借鉴，你别搞歪门邪道，那也是没用的，比方说学ＣＭＭ，它是强调给你作为改进的一
种测量，测量你改进到什么，并不是要求你追求这多少级的指标，如果你为了指标，你就会弄
虚作假，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到，白花时间和力气，第二对到底有用没有用，所以这些东西都会
有国外的经验，但是国外的经验你要消化，包括ＣＭＭ它就是强调，最近它有一个叫做ＣＭＭ
Ｉ就是集成的ＣＭＭ，特别强调你要理解你本身的环境，你不是它的ＣＭＭ，不是说照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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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照搬条文必然走到死胡同，而是要理解你自己的工作，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在这时
候，你比方说有一个咨询公司到你这里帮助你，是可以的，但是你得要提供，你要配合，你要
跟他一起商量，但是咱们国家会有一段时间，大家重视了以后会有一批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跟
企业结合起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还是很需要的。 
 
提问： 
 
你觉得软件工程会不会限制一些软件公司的创新？ 
 
周之英： 
 
规则是帮助你，但是你要正确地认识你，就像你拿的文档是给你交流给你总结经验，如果你把
文档变成死的，变成压在你头上的紧箍咒，那可能就限制你创新，你要正确理解。因为对于每
一个软件公司说规则这些东西不是外加的，是你自己建立的，你不要建立了规则去说服自己，
建立规则要帮助你，如果你发现这个规则不合适了，影响创新了，或者你创新需要新规则，你
就得要调整规则，所以你这一个规则，这样软件工程这本身是什么呢？是处在发展中间，不是
一个死的。也有人来问我，说这东西影响了我们，文档没用，我说你既然你说文档没有用，直
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你就别做，等你认识到你能做出有用的东西你再做，你去做
有用的东西，你干吗做没用的东西，所以这是一种常识，你不要把违反常识的东西。 
 
主持人： 
 
我们再次感谢周老师的精彩见解。第二位发言的嘉宾是微软研发中心服务系统平台的杨永生经
理。微软是世界上最大的微软公司，但是微软产品开发流程，还有内部规范一直是很多软件开
发者都想知道的，这就是所谓的微软的秘密了。微软内部一定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但是他没有
公开出来，告诉你第几级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没有告诉大家。假如微软这套东西虽然说没
有像ＣＭＭ，但是它可能不是ＣＭＭ胜似ＣＭＭ。今天我们请到了杨永生先生给大家来展示一
下微软的秘密，杨先生目前在微软负责的ＭＳＮ相关产品的开发。他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微软
产品开发过程》。有请杨先生。 
 
杨永生：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大家交流一下。 
 
微软公司一直希望帮助祖国发展软件企业，帮助软件产业，包括鲍默尔、比尔盖茨也在不同场
合提到过帮助中国发展软件产业。我们研发中心更的更前一步，在今年７月份的时候，我们和
信息产业部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就是希望帮助国内一些软件企业做一些培训团，向他们介
绍一些微软怎么开发软件。目前我们已经办了两期，第一期在北京办的，第二期在上海。我不
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参加过的。作为我自己我参加了一些讲解，所以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
会，和大家交流一下，看看大家关心什么问题，以后继续再办这样的活动更加有的放矢。 
 
今天的题目写的是微软产品的开发过程，这个题目很大，我们跟信息产业部办的总共是三到四
天，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全讲完，我主要从开发实践，从过程方面做一些介绍。 
 
我看到王东临发的电子邮件里面提到了软件产业，或者作坊式生产。什么作坊式生产或者说什
么时候我们成为软件产业了，我们个人观点作为工业化首先分工特别细化，就是专业化更细
化，所有事情向专家方式发展，另外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标准化、产业化这两个标志着一个
产业的形成，当然还有一些市场，或者你产业的规模，以及有没有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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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周老师说，软件产业像一些工业或者工业生产，最早的一些领域，但是我觉得更像一个电
影工业，我更决定非常像拍电影，首先都是你头脑的产物，然后全是由人完成，需要复杂的过
程，电影它本身分工又非常细，有导演，各种制片什么的，投入产出比很大，但是高风险，有
可能做一部电影或者开发一个软件，有可能很成功，但也有可能用，但有没有也没有人用，但
共同的都有盗版，电影有一些影评人，软件也有什么专家，还是很相似的。看一下中国电影，
给我们启发是我们有很好的演员，上次我去美国看到一个，他最喜欢的演员是章子怡，演员是
很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电影没有好莱坞，到国际上，我觉得我们角色的分布不够平衡。就像
软件一样，有一些我们有很好的程序员，或者其他方面有很好的东西，但是整体上不平衡的，
产品工业化的或者推向市场方面，或者产品质量方面还是不够的，另外我觉得生产方式和生产
过程不够标准化。 
 
我主要介绍微软内部产品组角色划分，他们是怎么划分的，他们具有做什么，这些人是怎么组
织起来的参与产品的开发，还有一部分我想介绍一下微软产品过程，我们有了各种角色，有了
团队，怎么把一个项目从始到终把它完成，推向市场。 
 
有一些谈不上微软独有的，就是行业流行的，但有一些与微软企业文化会有一些相关。以前我
在上海讲课，他们说你这个东西我们拿回去我们也用不着，首先我觉得最基本一点，我们谈的
微软怎么做最终产品，对于做解决方案微软有一个东西，叫“Microsoft Solution Framework”就
是解决方案框架。还有一个，微软那么大，你们可以这样做，我们一共几十个人，我们是不是
没法做这个事情。这个也不见得，微软组织结构你会发现，虽然是很大的公司，但是实际上，
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好多小公司方式在运作，具体到一个团队人员规模也并不是很大的。 
 
微软产品组现在基本上有十一类人，各有各的专长，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有自己各自的不同的任
务。 
 
第一个产品规划，产品规划人员主要任务调查市场调查你的竞争对手，客户，以及所有市场需
求，是定义产品的过程。他们通过做很多研究，通过跟踪市场用户，做一些市场调查，看一些
行业的报告，从而使产品确定三到五年的发展规划，其实作为产品规划人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前瞻性，能看到不仅仅是现在市场是什么样的，比如三到五年以后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
微软好多产品，比如“普瑞申”(?)３.０，可能１.０、２.０不是很好的东西，有可能是质量的东
西，有可能是超前的市场，像Ｗｉｎｄｏｗｓ，做出来时候市场无论从硬件或者软件应用程序
没有这个市场，但是到３.０已经是占领了很强的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点产品规划
人员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类人是产品管理，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于做传统市场，但是也不尽然，他们主要任务是把
产品推向市场，包括产品的定位、包装、最重要一点你像用户发布一个什么信息，用户为什么
买你的产品，或者升级你的产品。很多人说微软的产品质量方面，就是市场做的很好，因为我
做过ＩＥ，实际上Ｉ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ＩＥ推向市场过程中实际是很好的成功的案
例，比如ＩＥ最初的用户定位第一用户不是试图让 Internet 已有的用户转到ＩＥ上，这是从来
没有这么做过，而是面向新的 Internet 用户。就是用户定位很清楚。所以从来没有说你是
Netscape 用户，我们比 Netscape 怎么好，而是向简单易用方面发展，像新的用户怎么很快掌
握。还有使用“slot”这种可能就是分发渠道，对ＩＥ每个版本侧重点不一样，就是一条简单的
信息就会通知用户，这个版本绝对比其他版本有什么好处。这是产品管理人员的。 
 
下一个角色是程序管理，我们以前谈到说项目管理，但是上次我讲的时候他们说国内项目经理
实际上是权很大的，在微软程序管理主要是做产品，最主要的是他的任务是适当的时候推出适
当的产品，他最主要碰到的困难就是做出控制，适当时候意味着你必须定好的日程发布，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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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延误，大家知道产品过程中不确定的就是人为因素，这个发布日期控制好，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做出取舍，不可能你永远把所有事情都在这个版本，有些时候你会在发布日期和新的特性
之间需要做出取舍，或者采取新的技术，用新的技术，算法什么是不是需要，这些做出取舍，
甚至有个“Bug -free”，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做。因为你需要衡量做这件事情的危险性，需要衡量
特别清楚。 
 
这三类人员整个把产品的策划，推向市场，以及产品开发过程控制基本上定下来了，可以是说
最关键的。 
 
剩下的像产品设计，主要是做产品的用户界面或者可视化方面的设计，这些人一般人都有设计
方面的背景，特别像微软方面的产品，以前对用户界面或者用户交互方面侧重不多，因为传统
ＰＣ早期是专业人员的工具，现在越来越向消费者初用者方向发展，那么对于界面设计要求越
来越投入了很大的人力。我不知道大家都看到新的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或者像“MS-
Installer”，这跟传统的产品，外观，包括用户使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产品设计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控制你的产品所有可视部分保持一致，像不同的模块或者
不同的特性之间有不同的组合，如何保证看起来一样，或者用户不至于在一个产品使用时突然
觉得不是一个公司的产品，这就取决于产品设计人员。 
 
第五种人产品可运行评估工程师，这类人主要做的保证这个产品可用，易用，而且能够被用户
接受。传统一般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或者初期，有一些不同的原形，就是对一些产品怎么做，
用户怎么交货，设计一些不同的原形，做一些测试，一般的像单面精审，后面看用户按了哪些
键才使用到你的功能，或者你跟你的竞争对手产品比一下，可能用人家产品很快就做完了某种
事，但用你的产品就差一些，这些方面就需要你反映到产品上进行提高。这方面微软一直是重
视的。你可能注意到在ＩＥ早期版本，地址栏里面并没有 “Go Button”，只是一个地址栏，但
是后来发现一些用户就知道把地址敲进去就在那儿等着，也不按回车，确实就有这样的人，通
过运行测试，所以后来在５.０开始在后面加一个按纽，敲完以后用户按一下按钮连到他所需
要的网页。 
 
下一类就是开发人员。开发人员在微软应该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感觉没有像我们国内一些企业
更重要一些。开发人员主要一部分是设计一些算法，对ＰＭ做出一些文档或者特性说明要提出
自己的反馈，你希望我做的一些事情我是不是能用，还有更重要的一块，就是帮助ＰＭ推出产
品日程，我们从什么时候可以做到“beta”１、２，这跟实际上开发人员密切相关，开发人员决
定它的进度。 
 
下一部是测试，微软对测试非常重视。我们在人员结构基本上会“迪外勒特”(？)是一比一比的
结构。测试人员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要独立完成，就是不受不管是ＴＭ他们的影响，独立完成测
试。另外某些情况作为用户的代言人，也就是用户的利益，如果你认为这个产品这样发出去不
行，往往就引起有一些激烈的争吵，决定缺陷到底是要不要。 
 
再下一类就是微软特有的就是本地化。我们中国微软研发中心也是有一些人本地化，这一点我
想对大家不是很适用，我们将来怎么把我们产品推向全球，有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微软为什么
重视本地化？微软现在６０％的营业额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再有一个文档发布，这里面包括
网站方面的文档，这些文档主要是帮助用户怎么使用产品，还有面向开发人员的，做一些例
子，这是主要的。我们传统谈到的开发文档在微软是ＰＭ来完成的，就是说所有的程序经理在
开始针对每个特性写非常详尽的文件。 
 
还是产品支持，就是售后支持，这在微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微软跟最终用户打交道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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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一个途径，往往有很多用户打电话提出这个问题，将来在下一个版本会把它解决掉，还有
最重要的在微软来说每打进一个电话都是要花钱的，实际上产品支持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营业
额，怎么提供更快速更有效的用户支持，这是最重要的一块。 
 
最后是运营管理，就是网站运营管理。大家也知道，微软产品目前越来越多和因特乃特集成更
紧密，比如我现在做的一些“Hotmail”或者“Microsoft.com”这些本身就是一个网站产品，像运营
管理角色原来是没有的，这只是近两三年来新发展出来的角色，这在将来会越来越重要，因为
你跟传统的所谓我们做ＣＤ包装的产品不一样，你在做连接在线服务时，传统的你说我把ＣＤ
烧完了，发布了，那已经没有时间，那用户买了已经赚钱了，实际在连接服务的时候，在你软
件发布时仅仅是一个开始，用户只要使用一天你都需要花钱，都会影响你整个的盈利。实际上
在线管理是非常复杂的，比如“Hotmail”，“Hotmail”在前端大概可能有五百多个服务器，因为
“Hotmail”现在有一亿一千万用户，由五百多个服务器来满足用户，就是你登录上去看到这一
页有这些，现在全世界可能有两千个服务器，后台还有无数的。怎么把这复杂的系统，实际上
很复杂，因为有底层的网络，有硬件，还有操作系统，还有上面的你的应用程序，加上
Internet 本身是不确定的环节，怎么把这个环节管理好，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因为用户跟传统
的应用程序是不一样的，用户随时可以走开。而且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我们可能传统的卖
ＣＤ，那么我卖的越多我赚的钱越多。但是在连接的时候，用户多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支持不了那么多用户，比如像９.１１，有很多人来访问，你是不是能满足这么多
用户访问的需求。网站运行往往需要提前对流量，或者对用户数满意做出比较精确的预测。 
 
我记得在去年 Internet 比较热的时候，当时在硅谷时你如果把你的容量要扩，你要提前６个月
提出申请，否则就根本没有那么多可用贷款，现在可能好一些。在运营管理在微软也会越来越
重要，你产品的很多设计会影响到你到底能不能好好运行。 
 
所以现在基本上运行管理、产品规划、产品管理和程序管理，这四类人实际上在主要来推动产
品的进程，其他人是一个被动的或者具体的人，但整个推动是这四类人来完成的。 
 
前面我们讲了微软现在基本上有十一个工种，怎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能够更有效地去投入到
开发过程中。微软目前基本上是一种所谓的条和块的结构，在公司内部最基本的组织是一个产
品单元，比如像ＩＥ，ＩＥ是一个产品单元组，产品单元组的管理者会有预算，他有人有钱，
也会负责一些究竟产品能不能赚钱，负责营业额。在每个产品单元内在行政上按你的工作类
型，像项目经理他会有一个最上面有一个总的，底下有一个小经理，比如开发人员有一个开发
组长，或者底下跟测试人员，这是在行政上，行政组织结构主要是为了对你的考核做出一些考
核，包括将来会不会给你加工资。在做产品的时候，在每个产品单元内，按不同的特性划分各
个不同的项目组，划分的基本原则希望由一个很精干很小型的团队来进行开发。因为我说了按
产品的不同特性来划分，这样要求你在产品设计时，大的产品能分成小的模块和小的特性，然
后相互之间又没有很大的依从关系，就是你跨组的交货或者跨组的依从关系是你最难管理的，
往往你请别的组人做什么，或者希望他帮助你什么是很难的，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每一
个团队内基本上项目经理，或者程序经理他来领导一个特性，他来负责特性，下面会有开发人
员，也会有测试人员，基本上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的比例一般都是一比一，这一组的概念差不
多十个人，是最基本的开发单元。做一些跟技术有关的决定基本上是项目经理做出来的，不会
有上面的人左右你的决定。这种组织结构能够使在一些生物和技术方面很快做一些决定，因为
人少，还有能使大的团队能像小的团队这样很快向前移动，效率不会受到影响。 
 
举一下ＩＥ产品组，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员，人数是不同的，最早ＩＥ１.０是买来的产
品，几个人，ＩＥ２.０可能是三四十个人，到ＩＥ４的时候基本上就到了３００人的项目
组。在３００人的项目组里面是这样的组成，一个是产品单元经理，这因为是以产品单元为最
基本单位，所以产品单元经理是大老板，下面有五个产品规划人员，产品经理可能有二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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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五十个，开发人员一百个，测试人员也有一百个，还有文档发布，因为ＩＥ也有一些
ＳDＫ，或者也有一些连接的网页，还有自己的帮助，文档人员有十个人。这种组织也是根据
产品的特性，或者你在这个版本中间你的侧重点来决定的。同样在ＩＥ５.５的时候，ＩＥ５.
５也有３００个人，这时候项目经理就只有１５个人，比ＩＥ４五十个人要少好多，开发人员
也只有４０个人，因为到ＩＥ５.５的时候，基本上大的特性基本上稳定的，ＩＥ５.５希望面
向最终用户方面做的工作很少，主要在稳定性和性能方面做一些，另外对一些公司大企业的用
户做一些支持，所以开发人员和项目经理数目减少了，但是测试人员很多，测试人员有２００
人，这主要是在ＩＥ４的时候觉得少，所以在ＩＥ５的时候就组织独立的测试队伍进行测试。 
 
ＩＥ产业组分为十个项目组，每个组大概有十到五十个人，基本上负责一个产品模块，像流浏
览，或者 HTＭＬ的编辑、打印，这基本上就叫做一个项目，每个模块可能会有十个人左右。
基本上是这样。但是有一些时间一个项目经理会负责不止一个特性，甚至有一些开发人员可能
他在某些方面有专长，他也需要在不同组织之间流动，基本是一个动态的。 
 
微软产品开发过程中的策略。开发过程基本的策略或者基本的原则是希望把大的项目分为若干
个里程碑似的开发周期，并在各个周期都要考虑一些冗余，因为给定的日期永远不够，所以都
要考虑一些冗余，就使你的开发周期变的更实际一些。内部有一个目标描述实际上就是我们这
个产品是做什么，一般都是很简单一句话，这一句话来指导你产品整个开发过程，包括你加哪
些特性，所加的特性要和你产品达到的目标要相关，如果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关系不是很大，
那么可能在砍的时候先把你这个特性就砍掉了。产品目标描述是保证所有的不管你是多少个人
的组织是沿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还有产品特性，这可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产品特性描述，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文档，某一个特
性我们决定怎么做，里面技术规范写的非常详细，甚至详细到可能每一个对话框框从那儿到那
儿是几个象素，或者有哪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修改的历史，什么时候做了一次修改，改了
哪些，这个微软一般叫“斯拜沃”（？），或者叫“斯拜沃斯Ｋ申”（？），这东西是指导开发过
程中所有的人都会参照它，一般是由程序经理或者ＰＭ来书写，但是像“迪外勒喷”你会在写的
时候你会参照看一看，你怎么做，包括 testing，假如发现一个问题，决定应该是这样子还是一
个缺陷，往往都会以“斯拜沃” （？）为参照，这个实际上最终最权威的技术，所有人看同样一
个东西，虽然大家分在不同组，但是大家做的方向是一样的。 
 
最重要利用用户的数据，由产品规划人员或者市场人员，或者技术支持人员反馈的数据来决定
一些特性的取舍，或者优先级的排定，我们加不加这个特性，不是开发人员觉得好，我做这个
东西，我在技术上能达到什么，往往还是从用户角度来考虑，用户从中间有多大收益来决定。 
 
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统一的术语，包括在微软内部刚进去时也会做类似这样的，他会请的各种
决策做一个讲座，大概需要六七个小时，其中有很多术语，就是公司自己的企业文化，有很多
缩写或者什么的，还有对这套开发模式必须保证所有人理解的都是统一的，这样无论你在做事
或者谈起来的时候，你才能保证大家理解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在开发产品过程中不间断地测试，并不是做完了到某一个阶段才开始测试，往往那个
那时候已经晚了。 
 
微软开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规划阶段，这个阶段基本上是由产品规划人员以及
项目经理来驱动的，这个阶段主要是要完成这样一些事情，一个是目标描述或者，产品目标，
比如竞争对手一些信息，我们产品要达到什么目标。第二部分基于这个产品目标我们已经知道
了，我们需要做哪些事，做哪些特性来达到这个目标，这决定了产品提供哪些的功能，然后 P
Ｍ就要根据这个功能来写出相应的规范。一般产品规格说明也可能就是传统上说得技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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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会两次写，第一次写一个简单的一页的，里面就列出了你这个功能或者你的特性希望达到
什么要求，跟我们整个产品的目标有哪些相关的，或者产品之间依从性，为什么要做这个，做
完之后会列出很长的单子，基本上每个人希望做的事情越多越好，或者对一些项目经理，如果
你没有特性去负责，你可能就没有工作了，你的特性被砍掉了，往往意味着一些人就许多去做
别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人的天性做更多事情，然后从关系到切身利益，往往有很多的特性，但
是写完这一页之后，大家会坐在一起看一看，排定一个优先级别，哪些我们先做，哪些有可能
做，或者哪些是下一版本，把这个事情做完了，程序经理会写一个更详尽的，这个指导开发测
试整个过程的技术文档，基本上一般都有一些模板，像ＩＥ可能特殊一些，安全性会考虑一
些，或者产品之间依从性考虑一些，甚至结构问题，各个部件的相关性这些都会谈到。 
 
在规划阶段，所有的特性规格说明完了以后制定日程进度表，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产品做完，
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日程进度表往往需要由开发人员的参与，你看到了这些产品规范，根据你
的经验估计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还需要打入一些冗余，把这个做完之后，产品规划阶段就已
经完成了。 
 
产品阶段完成的标志，就是所有特性说明以及“所维申斯迪特门特”（？），以及大致的日程完
成了标志着进入第二个阶段就开发阶段。因为我们自己有特性，已经知道做什么，根据这些特
性会把它分为三到四个阶段，一般的就“马斯汀１、马斯汀２”（？），基本的原则可能重要的
或者相互依从的特性一开始做，剩下的一些会在第三个做。这些由开发人员去推动，所有的开
发人员开始写代码，开始比如有“Build”，就开始ＣＨＩＣＫ ＩＮ，另一方面我刚才谈到有开
发人员和测试人员的比例是一比一，对于每一个开发人员都有相应的测试，他写的这些
Code，他把他Ｃｈｉｃｋｉｎ到一个 build 里面去，或者这个对应的开发人员、测试人员他就
会去测一下，就保证你 code 在你子级上是正确的。这个阶段完成的标志是叫所谓的特性完
成，或者叫代码完成，所有的这种特性都已经完成了，就是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测试
阶段。测试阶段主要有测试人员，在开发阶段也有测试在进行，在测试阶段进行的主要是集成
的，在开发阶段可能各个子模块之间的，在测试阶段是各个子模块做成大的 Build，可以安
装，做一些兼容性的测试，性能，或者其他，这都会在测试阶段做，此外发放一些“beta”，或
者公共的或者范围小的“beta”，放在网上让用户去做，这一阶段会有更多的“bug”进来，但是这
一阶段基本上不会增加一些新的特性，因为已经太危险了，就是到了稳定化阶段不会加入任何
新的特性。这一阶段的标志是所谓的零缺陷，因为微软有一些来跟踪缺陷或者“bug”的工具，
如果这些工具看到针对这个发布周期已经没有任何活动的 bug，这就标志着稳定化阶段已经结
束。 
 
现在一个趋势，就是稳定化阶段做的越来越长，这是一个趋势。到了零缺陷这一步就进入了下
一步的发布阶段。现在你到了零切线，但是过两天还有问题出现，在这一阶段大家会看看这是
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发布，有些可能会推到下一个版本，重要的会再做一个 build，一直确认
这可以发布了，才发布。传统的一般做一个ＣＤ，或者把它发到网上。 
 
基本上有四个阶段，规划阶段，开发阶段，测试和稳定化阶段，最后发布阶段，最后发布阶段
会有像产品经理、项目经理，以及做运营管理的人由他们来执行。 
 
总的原则在微软一个是有详细的分工和职责的划分，通过各个人人的角色控制产品开发过程。
我刚才谈的四个过程，十一个角色，但是每个角色实际上由不同人来推动，比如像产品规划人
员，其实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产品规划人员会有一些工作，到第三个阶段因为特性已经
完成了，不会有新的特性，产品规划人员已经做下个版本，但是产品经理会继续把这个产品保
证这个产品继续进行。还有客户需求决定产品的方向和目标，往往做一些规定或者做一些取舍
考虑的是客户和市场，很少纯粹为了技术和其他原因。最重要的是把大的项目分成若干个子项
目，是渐进的，不是一次性把很大的问题解决。还有目标描述和产品特性说明，就是我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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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这是为整个项目起到了指导作用，这必须定的很清晰，让所有人都会看到它。最后一
点，从项目开始让所有人都去介入，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人介入地不明显，但是基本会把他参
与进来，因为有一句话说好的产品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最后开发出来的，因为前期基本上定下
来以后，开发的后期是完成的阶段，如果设计有缺陷，比如没有考虑到技术支持方面的问题，
后期很难做，假使再加进去对产品质量或者发布日期都有很大的影响。还有通过不间断的测试
来保证产品的质量。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提问： 
 
怎么看待ＩＥ的“帮助”中的“Ｎｅｔｓｃａｐｅ用户”项的设置？ 
 
杨永生： 
 
我没有说让“Ｎｅｔｓｃａｐｅ用户”怎么切换到ＩＥ什么，他看到在工程在ＩＥ里面有这样一
个设置。我谈的是在公开的，比如说我们做“浪驰”，或者做一些广告从来没有针对“Ｎｅｔｓ
ｃａｐｅ”这样简单的小的用户群体，而是针对更广大的用户，当然里面加了这样的设置，只
是方便，并没有特别的，你可能看到跟“外沃卡姆拉德”或者跟其他的，或者是 Palm，可能在
广告里面会什么，有一些时候比较不客气的，另外我很大程度是市场的问题。我在这方面说的
也不是很确切一些。 
 
提问： 
 
微软产品开发过程的每个阶段，包括每个工种，你说有十一个工种，他们之间怎么良好沟通？
第二个问题，微软这个过程有缺陷吗？ 
 
杨永生： 
 
第一怎么保证他们良好的沟通，在这个过程中，项目经理他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基本上是交流
通信的中心，来做一些决定，他负责跟各个地方的沟通，主要是ＰＭ做的，他们之间没有特别
直接的沟通，有一部分是通过项目经理协调的。ＰＭ是测试或者跟开发。 
 
缺点肯定是有。微软本身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包括ＰＭ，在８９年做了一个“矛汀普雷
德”(?)的项目，在中间发现效果很好，才开始在这儿，包括“Ｅ塞沃”(?)、“ＥＰ瑞斯迈乃
之”(?)，以前根本没有这个角色，现在也已经开始了。 
 
缺陷就我来看，我现在确实看不出来。另外这种过程目前来说最适合微软的发展。作为微软基
本上做完任何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事后分析，大家可能对过程中的一些控制，通讯沟通方面来
做一些反省体会，但对大的模式，因为原则就是把大的放到小的，或者各个阶段有专人控制，
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个原则大家还是认同的。 
 
提问： 
 
微软为什么没有采取ＣＭＭ方式？ 
 
杨永生： 
 
我的感觉是ＣＭＭ只是做一个规范，另外你做项目的时候… … 反正微软目前不需要用这个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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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什么，我觉得是这样。 
 
提问： 
 
目前管理或者各大单位都成立了相对独立的软件测试机构，您认为软件测试机构对软件质量会
不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目前的大的单位可能下属好多独立的小单位，其中并行单位有
一个是测试机构。 
 
杨永生： 
 
微软小的时候是全公司只有一个测试队伍，从行政上来说是这样的，后来公司发展大了以后发
现这样有问题，这样把全公司一个发展到现在每个产品单元有一个，我不好说，但就国内的，
就微软来说这种方式更有助于测试人员和开发人员之间的沟通。 
 
主持人： 
 
下一位嘉宾金山词霸研发部技术总监邹涛先生。金山公司是我们国家最大的通用软件公司，像
家用软件，金山词霸，金山影霸，还有游戏软件等等，杀毒软件像金山毒霸，虽然面对世界上
很多超级公司竞争，比如微软的竞争，但是金山公司一贯给人印象是豪情万丈。我们现在来听
听金山背后是什么样的开发团队。因为今天邹先生忙于开发也没有做好主题发言的准备，他的
意思是让大家有问题就问他，有关金山产品方面，比如什么样开发模式，比如对ＣＭＭ怎么
看，还有产品可用性这方面，大家都可以提问题。 
 
邹涛： 
 
大家如果对金山研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可以提一下。 
 
提问： 
 
金山我认为在国内是做得最好的通用公司，现在产品战线已经拉的挺长的，做得可以说做的都
算精品，而且按照中国程序员思路都是习惯于单打独斗，金山在这方面组织程序员集合开发相
对比较大的软件产品是比较成功的，希望你谈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另外一个问题我向请一下微
软给金山公司微软给金山公司造成的压力和你们的对策？ 
 
邹涛： 
 
就我自己感觉国内微软开发规模相对国外来说基本上还是处于最多是一种中型规模，所以你刚
才谈到人的作用，我觉得在金山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些技术上比较强项的个人，虽然他也
是一个团队在开发，但是个人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微软比我们大很多倍，他给我们造成多大的压力呢？因为大家知道金山它现
在目前是四条产品线，办公产品、杀毒、娱乐和工具。微软给我们造成的压力是办公，至于压
力多大？看看微软和金山大小比较一下估计就是那么大了。 
 
提问： 
 
刚才微软说了一下他的开发秘密，比如有十一个人，比如各式各样的东西，金山有没有这样的
一些概念？ 
 



 
 

 
Web-Published by 8848software-SCMChina © 2002 http://www.8848software.com 
 

第 17 页

8848SOFTWARE-SCMCHINA                                                   IT 沙龙-现代软件工程 

邹涛： 
 
我简单介绍一下。作为金山开发的特征性跟微软很像，它主要是产品化的方向，基本上我们从
产品做计划，规划，然后软件先写一个计划，编写代码，最后测试，发布维护，流程和人员也
是这样的，但是规模和人员没有微软那么大，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开发组有一百个人程序员
做一个产品，是没有的，我现在在金山词霸工具产品组，目前也仅仅是三十个人员，包括文
档，包括程序人员，程序代码。 
 
提问： 
 
您现在单独有一个测试部还是每一个产品组都有一个测试？ 
 
邹涛： 
 
我们每一个产品组都有测试。因为这四条线特征不一样，最主要是便于测试员和技术人员之间
的沟通。 
 
提问： 
 
国内的企业内能保证测试和开发一比一的比例呢？ 
 
回答： 
 
金山公司保证不了。我们产品“红色正版风暴”卖到２８，现在３０几，４０几，这个利润很低
的，所以很难按微软标准维持开发，我觉得在中国如果按微软的开发模式开发软件它肯定要赔
钱的。 
 
杨永生： 
 
所以微软可能也在赔钱。 
 
邹涛： 
 
微软可能从全球统一战略出发，所以它就可以容易做到这一点。 
 
周之英： 
 
为什么现在国内软件公司线铺的很开，为什么不集中搞好一样，比如你铺了四个生产线，每一
个生产线的力量都不是特别足，这四个生产线差距都非常远的东西，不是差不多的生产线，这
样的企业策略你觉得给你们带来更多的机会还是限制了你的发展？ 
 
现在软件工程要特别强调针对你的目标。 
 
王东临： 
 
这个问题应该是金山公司董事会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开发部的任务就是贯彻董事会的决议，
把董事会要求的决议把产品开发好。 
 
邹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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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多的经验只是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开发，谈到更高的策略我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王东临： 
 
我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咱们软件开发管理体系国内很多都是软件工厂式的，很多人说
这是理想状态，但实际操作并不现实，金山公司管理模式是什么样的模式，能表述一下吗？在
产品开发的管理体系。 
 
邹涛： 
 
按现在来看，我们公司开发模式更有点像ＣＭＭ的模式，而且我们目前公司正在通过ＣＭＭ认
证，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准备做项目或者做什么，像刚才有个嘉宾问我，说能不能出
现一种咨询公司帮软件公司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之类的，我们出ＣＭＭ目的也是规范一下软件开
发者的管理水平。所以基本上目前也是套用这套管理模式。我们现在从ＣＭＭ２开始做。可重
复性的，因为它是成熟模式。 
 
提问：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你们公司在组织和人员划分方面的情况。 
 
邹涛： 
 
目前有产品经理、项目经理、项目开发人员、测试经理、文档，还有最基本的五个模块，要细
分还有很多角色。 
 
提问： 
 
我想问一个企业文化方面的问题。软件工程里面涉及到管理和人的问题，金山公司在国内软件
业做得是最好的，管理和人还有激情，因为做软件过程中，激情是很重要的东西，你们在管理
过程中如何协调管理、人和激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邹涛： 
 
这个问题我只能从我自身来反应一下，可以说在中国恶劣的软件环境下，会来从事软件开发的
一定是对软件充满热爱的，很有激情的，所以任何一个加入软件公司的年轻人当他刚刚走进这
个大门时，他肯定充满激情的，但这种激情能维持到多久，这就涉及到对人员的管理。我们公
司按我们雷总说金山是一个舞台，你在这个舞台上你唱戏，能唱多大就唱多大。这就是金山给
员工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只要你愿意去做，只要做好，你就有前途的，我们的管理就是基于这
个思想，紧紧围绕这个思想。 
 
杨永生： 
 
微软招人的时候会看看你是不是想做这个事情，还是仅仅因为微软才来这个东西，另外靠一套
完整的机制，包括奖惩激励机制，以及使每个人感到被尊敬，如果他有什么想法一个可以加入
产品中，或者可以去高层反映上去，主要是指这两方面。 
 
王东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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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的是，软件开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一定创造性的劳动，如何在规范化可重复性的过程
中，如何避免赏识创造性的压制，我理解是这个指这个意思。 
 
杨永生： 
 
你觉得在开发过程中，如果你仅仅是这个，因为在微软如果做到特性组，你完全可以做一些自
己决定，你完全按照自己的做法做产品，让你做什么已经定下来的，你自己在技术方面只要好
的话你完全可以。 
 
王东临： 
 
比如说做文学创作，比如像文章这样，批准咱们几个人多长时间写出几十集电视剧，那么工厂
式的那种，批示你生产电视剧，他们就很难写出像《红楼梦》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同样像
很规范化的软件开发管理过程中，如何保证它的质量，也能达到很高的创造性产品出来？ 
 
杨永生： 
 
第一给他做好的机会，另外微软内部有很多你可以内部轮换，你有很多工作机会，如果你做的
好你可以做别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有想法，并且得到别人的认同，你也可以开展项目，这种事
情是有的。像项目Ｘｂｏx，原来实际上是几个工程师闲暇时间做的东西，只要他能说服上面
说这个东西确实有市场有生命力，你就可以把这个想法更你一些东西。 
 
提问： 
 
刚才微软那位先生说，软件开发过程跟电影行业这是一个挺好的比喻，因为都涉及到人，但是
人的能动性都在里面，但是软件开发过程中可能跟拍电影有些类似，有一些时候我们所谓的软
件高手，好比我追求一种共性，追求一种工程化的东西，就要抹煞一些个性，因为每个人都有
鲜明的个性就很难有共性了。怎么在开发过程中，特别像金山公司微软公司，在开放过程当中
怎么把程序员，特别国内的程序员一般自视清高的现象特别严重，怎么把个性和公司整体，包
括项目产品追求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因为有的情况在产品过程中追求最大的共性，追求产品
的特性，而必须要牺牲一部分人自认为非常好的想法，这是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多了对公司
本身也不是很好的事情，那么二者是怎么有机地调和的？ 
 
邹涛： 
 
这种问题我们也经常碰到。你开始讲了大家都是很有个性的人走到一起来，事实上最后大家要
慢慢的有一部分的共性，因为大家是在一起做事情，如果大家我说这样做，你说那样做，这样
很难在一起合作，很难做出产品来。所以我们对程序员要求都有必须规范的要求，当然你可以
有自己的想法，想法是想法，但是在编写的规范，或者其它流程方面你一定得遵守，你的想法
可以用规范表达出来并不会规范规则，因为你产品涉及到不是说做完就扔在那儿不管的，它需
要后期的维护或下一代版本的，所以它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公司处理
基本就是这样的，还是需要你个性稍微收敛一点点，融到共性当中去。如果你的想法特别新颖
独特… …  
 
我还是没有搞清楚他的想法还是行为？（回答：行为）行为又表现在他编程的行为还是为人个
性的… … 这个不好说。编程行为肯定是协调一致的，你的想法实现的方法很奇妙，当然大家就
用你这一套，这是不矛盾的。如果你这个人个性比较古怪，很难和人合作，这个我们基本上不
会把他放到团队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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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项目经理他写出需求文档，他定出详细技术规范，这个技术规范会详细到什么程度？ 
 
邹涛： 
 
我得说明一点，刚才杨先生说的我理解，我们这个公司是什么，项目经理写得并不是编程规
范，编程规范是程序员日常编程的准则，项目经理写得是针对产品来说，根据用户需求分析，
然后设计出功能点定的规范。假如你有一个窗口，点这个纽它会产生什么结果，是这个规范，
而不是技术代码怎么写，这两个规范是完全不一样的。 
 
杨永生： 
 
产品说明规范比这个更详细一些，最简单的可能对话框什么样，最复杂的有些可能会涉及到可
能用哪个函数去实现可能更合适一些，前提是把这个问题描述特别清楚，开发人员看到了以
后，可能会去设计算法，或者能去做，而不会反过来再问你。 
 
提问： 
 
说到算法，软件开发过程中，软件有两个大类，一种要求是技术，技术含量特别高，第二技术
难度不是很大，但是需求特别大，软件工程概念是不是特别适合技术难度不是特别高，但是需
求特别多特别复杂的需求。如果涉及到一个算法，像微软做的多媒体方面，比如这方面的编
写，这种算法和这个过程来说是不是用到软件工程的概念？ 
 
周之英： 
 
我想软件工程是在对所有的软件各种情况都是有用的，不光是对特别简单的，但是你在一些比
较复杂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一个机械的步骤直接就到底了，软件工程东西主
要是帮助你解决一些无效的工作，就是提高你的效率，并不是替代你的工作，就是把一些混乱
的东西变成有条例。所以如果你有创意，有些人创意一会儿想到东，一会儿想到西，比如想到
１７、８遍，最后想出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你有软件工程的思想规律，可能你就会缩短这无效
的搜索途径，你可能就会用更直接的方法去的得到它，减少中间很多不需要不必要的工作，你
应该从这方面来理解。不要把软件工程看成一个架在你头上的紧箍咒，这是你自己加的，你何
必呢？所以你要用这种思想来理解。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我的学生中间软件工程素养很差，为什么呢？咱们国家对软件工程训练很
少，这不光是中国的情况，现在国际上也在讨论，就是大学里面教了学生编程序，但是没编学
习怎么样工程化的程度。我有几个学生，我规定他们两礼拜给一次报告，就是他们简单做了哪
几件事情。他们报告有问题我马上退回来，他取文件，这个文件愿写什么名字就写什么文字，
我就觉得很烦，这一大堆同学，今天“ＤＺＩ.ｃｏｍ，明天设计.ｃｏｍ，我也搞不清楚，我就
要求他每一个文件给它一个规定，就是说学生的姓加上你文是什么，是小结就写小结，是设计
写设计，是需求写需求，后面是日期，如果你这一天来了两份，第二篇再杠一杠二，这样就很
清楚了。这就反映软件工程，告诉了这学生，这学生他头一天这么来了，过了一礼拜又来了
“ＤＺＩ”了。这是什么呢？这不光是我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下面这一次跟那一
次到底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我把你打发回去了，你自己可以有一个记录。这就是软件工程。软
件工程的思想就是把你无效的劳动去掉它，否则我比如一查，可以查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种
种规定要来帮助你，你说服了我的创造力，我文章非要写“ＤＺＩ”，这何必呢？你要这么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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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后，软件工程是什么？有很多好的东西来帮助你。至于你是不是需要每一个文档都要规
定，首先要写什么名词解释，二次总体目标什么，这倒不一定，看你具体情况，如果有一些情
况需要，有一些情况不需要，有很多东西，关键是你要掌握它的思想。它是要把你的无效劳动
去掉点，你自己总结总结哪些是你的有效劳动，哪些是你的无效劳动，把这些东西弄清楚。 
 
主持人： 
 
下一位主讲嘉宾是摩托罗拉全球电信解决方案部网络方案技术中心的高级经理胡大庆。摩托罗
拉网络研发中心已经在２０００年通过了ＣＭＭ５的评估。ＣＭＭ是目前国际上最实用的软件
开发过程标准，和软件企业成熟度评估标准。目前我们国内一共有两家企业通过ＣＭＭ的评
估，两家都在摩托罗拉，另外一家摩托罗拉的中国软件中心。胡大庆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多
年来一直在中国、日本和美国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和管理工作，网上有一篇被大量转载的文章，
文章题目叫做《实施ＣＭＭ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胡先生在文章里面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
解。他今天发言的主题是《ＣＭＭ与软件过程改进，需求管理及软件产品，质量保证》。现在
有请胡大庆先生。 
 
胡大庆：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样机会，因为过去虽然都是中国人，都在海淀区，在中关村这一带，但是
隔行还是比较大，交流机会很少，今后多增加这方面的交流。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讲我们也是一
个本地的公司，从国家信息产业部的文件规定，像我们公司的性质也应该纳入到国家软件行业
管理的规范之内，从人员构成来讲，现在百分之百都是本地人。 
 
我刚才也听了像周老师讲的观点我非常赞成。我们在实施过程中是在９９年还是２０００年
初，也请周老师给我们做过软件工程的课。现在经过不同的渠道，我们在第一线进行实践，周
老师在理论上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我刚才听了一些观点非常一致，我也感觉有一些安心。 
 
刚才大家的问题好象更多的是在企业管理和运营方面。今天也不是专门来讨论ＣＭＭ，我只是
把软件工程具体实现方法的其中一种有可能选择ＣＭＭ，这方面稍微谈一谈。 
 
我觉得你是否选择ＣＭＭ，或者有些企业已经用了ＩＳＯ，或者其他的标准都是可以的，而且
可行的，而且相应收到效果的。对于ＣＭＭ，我希望大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第一个认识
应该纠正，我不是说在座，至少是媒体上有很多人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比较简单把ＣＭＭ
作为一个认证，就像ＩＳＯ这样，实际上ＣＭＭ绝对不是一个认证，ＣＭＭ它有五六个特征叫
其他的也好，它其中有一个可以作为认证的标准，但是现在我们过于突出了其中的一个特征
了。所以这样如果你没有一个具体的按照ＣＭＭ的框架，按照它的目标来实现，没有实践积累
的情况下，单纯追求第几级是非常危险的是事情，有可能导致你正常的失败，因为ＣＭＭ的引
入有可能要求你做很大的改动，任何企业原有的一套是基于很有价值的，如果你把它轻易放
弃，引入另外一套东西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觉得ＣＭＭ更多的要具体的实践，看是否符合你
企业的需求，在一段阶段之后，自然而然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手段去检验你目前达到的水平。 
 
另外ＣＭＭ确实不是尽善尽美也不是包罗万象，ＣＭＭ从出来也不断版本更新，它还是代表了
广泛的软件行业的共识。它是通过一些统计的规律，或者如果我们对过程改善作为努力的话，
作为我们比较有效的工具。就是说这工具是不是特别适合你，或者说你使用了工具肯定有效，
这也没有任何人来保证这样做。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ＣＭＭ核心有一个成熟度的级别，无论你说几级，它之所以定位这样的
级别，也是衡量你改善过程中你自己要知道你究竟处在什么位置，现在不应该把级别本身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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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目标。应该是把采用ＣＭＭ或者说改善和你企业最终的或者最初的业务目标紧密结合起
来。比如说微软为什么不用，从它的发展过程，现在的规模，或者企业的市场的形式决定了他
们完全没有必要采用这种，但是不能说，微软没有采用ＣＭＭ，ＣＭＭ就没有用，这完全看你
企业怎么想怎么做。 
 
如果采用ＣＭＭ的话，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也简单说一下。其实ＣＭＭ很大的特点可以裁减，
就是说它给了一些不同的关键的时间叫Ｋ级，它同时可以说你企业有一个共同规定好的东西，
并不是所有项目都要遵循一套东西，因为不同项目周期规模都不一样，它采用生命周期都不一
样，你不可能要求所有公司都要用同一套东西，所以你可以裁减。这东西毕竟不可能是非常完
善的，所以大家反过来不能对软件工程，尤其对具体方法有这么苛刻的要求。 
 
另外在实施过程中，大家应该根据企业的需求，从小的范围内，从低的级别来做起，而不应该
是大张旗鼓动的太厉害。因为ＣＭＭ本身的几个级别也是根据多年考虑，工业界的反馈和意
见，大家认可的，认为先做哪些，做到了二级，如果完善比较好的，把具体经验再推广到整个
企业和各部门中，然后再加一些调整就到了三级，四级就更进一步实践中加上一些更多的定量
的数据分析，还有一些东西，可能要求更高一点。 
 
所以它要求的是一些比较小的，在你已经做得很好的基础上，按照ＣＭＭ决规划来做小的改
善，而不是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来取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当然它也需要如果参加的话，应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要积极参与，同时对所参与的人员
都要给予相应充分的培训，对企业来讲，关键要考虑到你的投入，因为软件投入主要是人员，
而人员主要投入是时间，如果没有任何投入，你就奢望有一套东西能引进同时促进你企业有一
些变化，这是不可能的。 
 
在实施过程中还应该加一些比较高的工具来帮你实现，比如说它其中有一个ＳＣＭ，就是
“configuration”，这必须依靠工具，因为你不可能靠手工对版本进行管理。 
 
第二个问题，我看到大家有一些观点，把需求的管理和最终推向市场的产品好象割裂来开，甚
至处于一种矛盾，就认为需求有什么用，或者需求没有必要做的怎么样，最终满足客户的要求
的市场。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就不是矛盾，因为就我个人来理解，所谓需求管理就是包含主要的
比如说一开始需求的定义，在定义之后在整个过程中，对需求变更的控制是非常重要。需求定
义应该建立在与客户，当然有一些做商业产品不是只对直接用户，就是针对市场，在充分交流
基础上来反映出需求，这是它的定义。定义好之后，一系列的设计、技术、文档、编码都是按
这个来做。需求的变更完全需要遵循一套已经定义好的过程来做。而不是说非常任意的或者是
随意的来进行变更。因为我们最终不需求，把需求文档当成摆设，所以才导致需求有什么用，
正因为你对需求变更没有做控制，因为需求应该随时反映出你和客户双方的认可，对需求最新
的变化，而这里应该说双方认可，而不是说只要客户要求变化了你就必须变。这个大家要注
意，一定双方要进行真正沟通之后，因为有时候客户要求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是不切实可行的，
明知道你做不出来，那么最终结果可以想象。 
 
另外从需求开始一直到最后，我觉得整个过程应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叫做可塑性的管理，英文
叫（英文），就要一直可以不断地检查，他要求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前一阶段都定义好的，
而不是需求，分析是分析，等到设计时我已经走变样了，因为客户来了我需求不管了。那么设
计出来的到编码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又变了，所以这样的话，那确实需求就是一句死的摆设。我
想正是因为这样，刚才周老师讲了，虽然咱们确实对一般性可能不太好管，但是对这么具体的
东西定义的还是比较清楚，对企业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也是对我需求管理想到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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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观点，我看议题老是把文档和代码对立起来谈，分开谈，至少我不是这么认为，它们
都可以统统纳入到软件的产品，软件产品应该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它即包括最终交付给用
户的，你可以交付原代码，交付其他东西，其实在整个开发过程中，你所相应产生的任何附带
的产品或者阶段性的产品，包括你开始的相应的计划，你的需求的分析，技术文档，技术的报
道等等这些都是产品，当然这种产品未必是最终交付给用户，但也算是产品。所以它们应该有
机的正确认识到它们都是软件的产品，而不是只是源代码是产品，这样容易造成代码和文档之
间，代码之间对立的关系，老是这样会走到偏激的地方，我觉得软件产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只是不同的表现方式。 
 
最后我谈一下质量保证的问题。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个观点或者叫是事实还是原则，就是说满
足市场才是第一位，代码的质量好象不是特别重要，这不是原话，这本身就是矛盾，不应该将
市场需求和产品质量对立起来。什么叫市场需求？它其中核心部分就应该是产品质量，因为任
何市场需求最终还是一种个体的一种客户的需求，你要占领市场，你要满足用户，同时你应该
想保住它，希望他买下一个版本或者买你新产品，你应该有质量高的产品吸引和保住客户，因
为人们不愿意使用他已经知道的有缺陷的产品，所以不应该把市场和用户的需求和产品质量剥
离开来谈。也可能我没理解它的想法。 
 
产品的质量，我想应该说包含一些要素，比如说它包含质量的控制，质量控制从具体实现方法
就是测试，像微软比较成功的就是无论是人员的一体，还是部门角色划分的区分都是测试比较
严，它可以通过大量的方法可以把产品的缺陷及时地尽早地发现，并且加以解决。这是非常行
之有效的。现在国内企业有认识到这一点，从没有测试部门到增加测试部门，当然比例不是很
高，这测试部门不一定在行政上独立，但是角色一定要独立，绝对不要开发人员自己测试自己
东西，这样效果不会很好。 
 
另外从ＣＭＭ角色来讲，质量的确保，它希望同时定义良好的方法，能够在整个开发过程中来
实施这样一套过程和方法，从而保证你本身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缺陷就比较少，这和质量控制还
有一点缺欠，质量确保是希望能够利用好的方法来保证出来的产品本身就比较少的缺陷，因为
零缺陷不可能。这样反过来讲，你再通过测试的努力，应该说会少一点。因为测试很好，但是
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在系统测试或者比较靠后阶段发现的问题，如果它是在设计或者是需求或
者编码引入的话，重复的劳动是非常大的。一个开发的组织如果这种重复劳动大的话，它的成
本就上去了，我们的市场竞争力就在这儿，因为你最终产品定价可能市场已经决定了，你怎么
把你的利润提高呢？那它决定你的效率高，你的充分劳动降低。这是我对质量的认识的两个方
面。 
 
提问：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曾经说到从需求开始一直到产品的推出，有一个可塑性的管理，这中间
的一致性怎么保证。第二个问题，如果后期犯了错误，如果在开发初期就已经埋下祸根，如果
避免开发初期的设计上的错误？ 
 
胡大庆：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质量确保就是这样子，它通过正确的方法，比如ＣＭＭ规定等级的评
审，他对你做出的文档，对代码阶段性成果都要通过一种方式来进行评估，通过这样工作就可
以把本阶段，或者把本阶段以后错误发现出来，而不要带到下一阶段，这样就保证错误尽可能
提早发现出来，错误越早发现出来，给你带来的充分的劳动工作量就越小。应该说质量确保这
样机制和方法的引入可以适当的保证你不应该把更多的缺陷带到更多的测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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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关于可塑性，当然企业具体的做法不一定一致。比如说可以用一些工具，包括微软
也可以提供一些工具，其他专门软件工程公司提供的工具，你版本的管理，从你项目计划开
始，到分析、设计，到原代码的管理就是保持一致，就是目前你所做的设计你依据的是哪一个
版本的需求，你下一代的原代码是不是依据这个需求，这有一个良好的跟踪观察和反馈的强有
力的保证方法，还有靠制度和使用人员基本概念要培训，让大家都知道，你是在用方法做事
情。另外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说这个概念国内大家也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任何原代码即
使你认为原代码很重要，大家应该教育工程师，你写完原代码，经过一个阶段，交到一个地方
之后，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的了，不是说只要是你写的，就是你的，我随时可以拿出来，我想改
就改，这就错了。如果是这样，你慢慢就会有一些错误发生，这样就不会知道谁是最好的，谁
的设计和现代的是一致的，这样你把这种制度或者过程建立起来，而且教育员工一旦提交之
后，这就是项目组的共同产品，然后再进行怎么修改，然后再怎么做。 
 
提问： 
 
我了解您是从摩托罗拉来的，像摩托罗拉关注什么软件，还有手机上有什么样的软件？ 
 
胡大庆： 
 
第二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因为我们这个部门不是做手机的。我们部门是做系统的，你打手机实
际上有很多机站在我们背后的高楼大厦里，如果没有这些机站，你的手机也没有信号，我们是
做这些系统的。我们现在做的百分之百软件都是将来要嵌入到我们硬件设备里，无论是机站，
还是交换机，还是其他设备中，所以没有任何软件推向商业化市场的。这跟大家区别比较大，
基本上就是这样。 
 
提问： 
 
您刚才讲到质量保证，你是依靠一整套质量体系保证产品质量，我听一些朋友说，他们在小型
的团队中他们应用的不是完整的质量体系，他们可能用（英文）的方法，满足客户的需求，以
后出现问题时，我肯定有办法把它重构好，你说的完整质量体系对小公司是不是也实用，因为
他更需要的快速的反应。 
 
胡大庆：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虽然一个人做软件也要引入软件工程，但是人多和人少做软件还是不一
样，我觉得一个五个人十个人做，十年五年都想保持这个，你可以这样。如果你想扩大你的软
件企业的规模，我想你的想法你们就不一定能满足你企业继续发展的需要。如果你的市场是某
个校园里的大学生，他每个礼拜都让你出新东西，你没有必须保证质量，如果你满足这个小的
需求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从我经验来讲，我们的软件比如中国移动它有上百万的用户，我不能
奢望它能原谅我。所以确实在不同规模，不同市场的需求下，质量的要求或者做法，或者这方
面投入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你不可能百分之百解决好的方法，因为你没有这么
大投入，因为你可用你的思想，引入到你的公司里面对你下一步发展是很好的。否则你发展到
一百人的那一天你再想让大家改过来这个习惯就很难了。 
 
提问： 
 
摩托罗拉是用６个? 了，你能解释一下？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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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罗拉更主要的产品是大的机站，所以６个? 是追求整个质量的特征，我讲了ＣＭＭ也不是
十全十美，它对后面客户服务业没有涵盖住，在我们所在的部门也要用很多东西来弥补，因为
我们有一个不太大的硬件开发队伍，还有机制上测试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用ＣＭＭ来涵盖，
有人讲ＣＭＭ全面质量控制管理在软件上的实现，对我们来讲６个? 对这个并不是矛盾，它应
该相辅相成的有一些帮助。 
 
提问： 
 
大家都知道软件工程主要消除个人因素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一些特点也是需要的，在
微软和摩托罗拉当中对具体个人素质有什么要求。我知道ＣＭＭ有ＴSＰ和 PSP（英文）。 
 
胡大庆： 
 
我们百分之百的员工在大学阶段都是在国内受的教育，我们的比例当中也有一些博士也有一些
硕士。我觉得更多的是摩托罗拉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公司里的再教育，或者叫做 ON-Job 
Training，这确实至少在国内外企里做的相当不错。它把一些过于理论的东西根据企业的要求
进一步广泛的培训。所以我刚才讲全参与全培训，你希望他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你没有跟他讲清
楚，你不可能奢望他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本身人的惰性就很大。某种意义上就有点像公司的
规章制度一样，我要求你这样做，不是可商量的。比如像项目管理，经理要求你开什么样的
会，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出什么样报告这都是有严格要求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抹煞了个人的创
造性，其实不是。反过来节省了你一些不必要的浪费，时间的精力，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让
你发明创造这方面。 
 
提问： 
 
软件质量有一个前提，如果对软件规模没有估算，我觉得可能会导致计划进度安排不太准确，
可能达不到目的？ 
 
胡大庆： 
 
在需求分析阶段也会写一些方法来付出，但是没有绝对一个方法保证你百分之百正确，比如你
整体交付原代码的估算是多少，这个我想更多的是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更多的如果你原来
有类似的项目做过，这都是一些依据，另外你把你的需求尽可能细化，细化到以周为单位的工
作量，就是尽可能细化，这样比较准确估算出你最终用多少人多长时间，但这也是一个计划。
我觉得ＣＭＭ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我们的计划按照一定的要求是不断地在更改的，因为一年前
定的计划明知道它不实用了，还为什么要留着它呢？但计划的修改还要得到一些人的认可。只
有有针对性的，确实能指导你的计划或者需求才有继续往下做的意义，否则慢慢就扔掉了，没
人看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东西指导你，你凭脑子来想编程，你越往后你就会发现你绝对要失
控的，因为我们在谈向规模化的企业。 
 
杨永生： 
 
我同意胡先生的观点。规模小的时候你可以控制，这是一，第二组织阶段来说做一件事情也好
控制一些。反过来开发人员对日程的安排来做出最终的解释，他根据他的反馈很大程度上还根
据经验。另外你永远要加一些融余，就是做一个实际的估算，因为可能市场的推广，全依赖于
你按时把这个完成。还有作为 PＭ时你要做一些取舍，到关键时候可能要砍掉一些东西，或者
增加一些东西，主要是取决于你发布时期绝对不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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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你说主要由开发人员来决定议事日程，这会不会导致产品开发时间的延长？ 
 
杨永生： 
 
这不会，你需要做这些事情，开发人员会告诉你做一些什么，微软一些操作系统你可以看到，
做这些事情哪些需要做哪些可以不做，作为取舍是很重要的，不要试图一次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掉。像ＩＥ，ＩＥ要放在Ｗｉｎｄｏｗ里面，这不仅仅是你的事情，可能Ｗｉｎｄｏｗ做“Ｂ
ＴＡ”(?)，可能两个月前就不让你做了。 
 
胡大庆： 
 
还有一个大的框架，就是让开发人员来作主或者参与并不是让他做决定，同样的产品他知道大
概花多长时间，如果全部由上面人来决定，你没有反映到底下，或者是上面完全压下来的，开
发人员即使知道做不完他也不说，如果这样对公司也是不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在这
个基础上的。 
 
提问： 
 
您讲一下代码的复审问题？ 
 
杨永生： 
 
代码的复审没有正常的过程，就是往往经验丰富的人做一些，到最后稳定化阶段，这时候你才
可以会做一些“瑞维沃”，测试人员、开发人员、项目经理都会看得到，而且都会详细的看完，
或者给一些反馈。项目经理之间，虽然是一个 PＭ，他有一个特性，但是有一些地方他会请别
人看一下，对于全球化或者特定的东西，他会请一些挺懂的人看一下。 
 
提问： 
 
微软的开发开发方法，自《微软的秘密》之后有什么新的发展？ 
 
杨永生： 
 
从产品开发过程来看还是那样，无非是角色的变动，基本原则并没有大的变化。 
 
提问： 
 
从您讲的微软的岗位设置来看，您认为中国在这些人员中最缺乏是人员是哪些？您认为怎样去
解决？ 
 
杨永生： 
 
我们最缺乏的人员我想在座的每个人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更好一些。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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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胡先生讲软件开发过程，所有文档都作为产品来看待，我不知道摩托罗拉对除了代码以后
文档把它作为产品有没有一个规格？ 
 
胡大庆： 
 
有，当然这个经验是不是可取，是不是大家都使用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做法基本上你要形
成文档或者阶段性东西都是有定义的，都是有样本。比如公司要求你按照什么格式来写，通过
什么样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做一个评估之后，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它是要继续执行来用的。我说得
过程中的产品，一些东西，并不是说你在Ａ４纸上写了三行就算文档保存了，还是要稍微正规
一点的东西。没有必要把文档都非常机械，非常像写论文那样来写，也没有那样的精力，但是
你基本的要素，基本的东西还是要交代清楚，否则你就没有参考或者进一步利用的价值，因为
每个东西既然是产品了，它对你下一阶段或者某些工作是有帮助的。 
 
提问： 
 
我想问一下，现在软件既然是工程，工程肯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不是顺利的情况，最简单的
像工期，或者预算严重超支，我想问一下几位，碰到这种情况，这种危机是怎么处理的？ 
 
胡大庆： 
 
确实有这种情况，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我们有比较大的项目，它其中有一个比如叫功能模块或
者一部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是采取外包了，外包的子合同的承担确实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按期交
付给我们，那我们就没法把它加入到我们最终要提交的产品里，这最终导致了一个拖延，就是
损害也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很小的产品，是一种在Ｏｎｌｉｎｅ找一些记录，记录一些Ｏｎ 
ｌｉｎｅ过程，同时判断一些错误。我们１５人做了一年，做的还不错，但是最终用户也没有
要。你说这个失败不失败？没有失败。你最终满足用户需求就可以了，用户为什么没有要？他
可能认为这个没必要了，他认为有最新的方法，或者你下一代的产品已经替代他的需求了，但
是在当时的市场还需要你来做。从软件工程师来讲是挺可惜的，但从大的范围来讲还是有必要
做。你不能说咱们做完了，他可能不要，那你就不做，那肯定不行。 
 
主持人： 
 
我们最后一位主讲嘉宾是北京世纪豪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梁肇新总裁，大家都知道超级解霸
软件是很有名的软件。我们知道软件最终要生成代码，代码质量往往决定了软件的质量，作为
成功的程序员梁总可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他今天发言的主题是《代码规范化》。有请梁肇新
先生。 
 
梁肇新： 
 
我主要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因为我们公司不是很大。我们９８年成立到现在碰到了很多问
题，在这些问题解决过程中，我总结出来代码规范化非常重要，因为从教科书上就没有一种规
范化的提法。我发现很多开发人员最后写出来的代码都不相同，这样的话写出来代码就成了他
自己能看，别人不能看，这样很不好。刚才讲到ＣＭＭ里面，我想每个公司可能都有自己的规
范，我就讲我们自己的代码规范。 
 
代码可能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一个代码没有思想，就纯粹是乱码，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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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分两种，要使得代码有价值，它可能要规范化，要有比较强劲的设计思想，代码本身要有思
想，这样代码才有意义。以前包括有一些人到公司推销代码，我们一般不会理睬这种事情，因
为他代码可能跟我们实际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怎么使得开发的思想统一，使得一个团队里面的
行为能够一致。 
 
我们实际的做法第一件事就是到我们公司的人员首先做代码规范化，我们做法是开发语言的统
一，我们做一个相同软件我们不可能说一个用 DELPHI，一个用ＶＣ，每个人写的都不相同，
所以我们统一成用ＶＣ来开发，然后我们再要求格式，格式分为层次，就代码的格式层次一定
要清晰。我们区分代码时用“TAB”，教科书里往往看到大括号不对应，很多“FOR”以后往往一
行都是大括号，最后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每一个括号后面写上是哪个括号的。 
 
在处理代码，我们自己写代码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开发人员怎么写，但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
以后，我发现要写一个文件时要先把它主干提出来，然后再给它填枝叶，那怎么写呢？我们进
行了成对编码，先写上面大括号，再写下大括号，然后再加中间的，因为我们实际在以前做过
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代码最后分配了很多内存，没有地方去释放它，最后机器自然被消耗消耗，
程序就死掉了，所以成对编码我认为就比较重要。 
 
小一点程序在环境里面就自己生成，把它拼凑成一块就把它拿走，我认为这种方式不是很好，
应该把它建立成 BUILD，把所有文件放在一起写成 TXT 文件，然后就输入 BUILD 命令，它
就能把你所有你要的东西的相通的，所以（英文）比较重要。 
 
我们实际发现使用过程中用ＣＶＳ用代码管理比较不错，ＣＶＳ能解决两个人同时写一个文件
时怎么办的问题，绝对不是说我在编这个文件别人不能编，在同一个文件里头，也可以解决，
两个人可以在同一个文件里写。这个ＣＶＳ可以直接把这两个部分合并成一个文件，解决同时
编码冲突的问题。 
 
还有一些开发理念的习惯，我们觉得比如像代码里面教科书里面比较多的，还有实验性代码比
较多的与 assert，我们实际使用中不要用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最后推出产品的时候，有两种方
法，一种可能根本把这一行去掉，另外一种运行时会出错，弹出一个对话框，如果你怀疑这个
地方有问题，就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处理方法在这个地方，就不要使用 assert 来取代它。 
 
我们早期版本用过一些ＭFＣ的程序，后来我们发现错误很多，现在就不用了，ＭfＣ可以产生
很多废码，看起来效率很快，但是问题很多。我们宁愿慢一点，但是要很多东西都可靠，这些
代码可运行性很高。在代码实际中分层次编码是非常重要的，在每个行数前面一定要有一个统
一格式的注释，你代码里面没一个注释也是很重要，但是每个函数前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注
释，别人看这个代码时就像这个东西是我写的。这样使得这个团队有一个比较好的协作的基
础。 
 
主持人： 
 
谢谢梁总的精采发言。 
 
提问： 
 
我想请问一下梁总对代码的重构有什么看法没有？它是指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快，还是比较规
范的很快写出一些代码来，不考虑以后的需求变化，等到以后需求发生变化时再去给它想办法
重整这个代码，在它不影响它的功能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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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肇新： 
 
我们使用动态库设计这些东西，在设计整个软件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开发人员不了解这个开
发性，代码写得比较封闭，一个程序用一个大类来实现，最后给这个东西添加功能时非常困
难，所以我们就要求开发实际过程中尽量把所有东西能提出来放在动态库，以免将来改变时的
麻烦，再不需要对动态库进行改变，你只要在需要改变的地方进行测试就可以了。 
 
提问： 
 
您以前是个很成功的程序员了，成立自己公司以后从开发第一线退出来，从第一线到开发人员
这需要在思想上有什么样的转型。您对软件工程方面是什么见解？感觉到自己公司在软件工程
上需要有什么帮助？ 
 
梁肇新： 
 
我们公司现在规模还比较小，我们最困惑的是２０００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团队刚刚建立起
来，为什么我们会建立代码规范化，也是因为实际中代码混乱，所以我们在实践中建立起来。
年底的时候我们听说ＣＭＭ，我们去请一些老师过来实际培训了一下，使我们视野开拓了一
些，但是实际上还是按照自己实际需求，朝这个方向做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做的过程中我们是
很谨慎的，不会把原来东西打乱了，我们主要目的是使我们开发更加可管一些，更加规范化一
些。我自己一直定位为程序员，就是开发人员，而且我本身就喜欢编程，我觉得编程就是一种
娱乐，而不是一种工作，我一直在做实际编码工作，所谓代码规范也是我实际使用中发现它有
很多好处，然后再总结出来的。 
 
提问： 
 
您怎么处理编程的身份和总经理身份的？ 
 
梁肇新： 
 
像我们公司技术方面我主要负责这方面，还有产品，如果要决定什么样的东西，比如２０００
年网络很火的时候，市场人员要求我们是不是也搞网站搞风险投资，我觉得这跟我们定位于软
件企业根本不同，这两个相当于跨行的，所以这东西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最终我们还没有做
这方面的工作。我主要是做技术，在技术的前瞻性，看哪项技术能运用到哪些产品里面去，目
前最新技术是什么，这些技术我们拿过来以后，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产品，我主要考虑这些东
西。而实际中我会做一些比较先进的底层的技术，做好后提供给实际项目中使用。 
 
提问： 
 
您是作为程序高手或者程序英雄，我非常好奇，如果您总是编程，您不可能管理好一个团队，
你可能抽出时间进行管理，您怎样处理编程和管理这两件事情？ 
 
梁肇新： 
 
管理不是我的长项，我们工作的日常管理和其他管理有其他人做，我就相当于技术骨干的角
色。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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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一个问题。我接触了很多出版界的朋友，我发现国外软件工程软件管理在知识资源上非常
丰富，但是国内比较少。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也是在实践中去带团队，也要鼓励自己团队中成
员去成长。从知识角度来说，就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素质，我希望嘉宾从个人体会来说，如果您
希望您团队成长的话，从知识角度怎么样来配合？ 
 
周之英： 
 
我想这个问题从我们国家来说，应该从教育和工业界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
从国际上包括美国它也是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从总体来说，软件工程是超越一个具体项目，但
是很多人现在并没有把软件工程中间那些思想本质的东西掌握到，而是把它当成很简单的理
解，一个规范，我能够照猫画虎就能做了。 
 
我在学校里教课也碰到这样的矛盾，从我的领导一直到学生，都有这样的矛盾。就说他们老是
企图，说周老师你教的东西太抽象了，我也学不了那么多，你只要告诉我一个样本，说我为什
么来上你的课，我的老师要这个项目，他现在要写可行性报告，你有没有东西要抄一份，这是
很典型的。这个问题可能特殊点，但是对大多数人也一些影响，程度不同而已，就没有把它作
为很重要发展软件工业的基础来看，它里面有不同的层次。 
 
从国外这方面的开展研究很多。我们国家一开始就有一个误区，就是从８０年代初开始搞软件
工程的时候，认为软件工程一个是规范，第二个中国发展出自己的工具来就行了，就把这个看
成非常死的东西。一个规范，什么东西不需要，我就照着做就能解决了，第二个误区我开发出
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发展了二十年来，是在不断地探
索，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来做软件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技术的东西。然后在做工作里面有各种
不同的层次，包括编码，然后到需求分析，到开发，然后发展新技术，有很多层次。所以这个
东西我就觉得今后从教育的方面，比如教育就像编程问题，我们看没有一个教科书里面写工业
编程是怎么编的，学的编程是学的语言，就把语言弄懂了，这是面向对象的语言，这是结构化
的语言，是学语言而不是学工业化的东西。 
 
其他层次的都是需要很深层次，我有时候也很困惑，不是计算机系的老师跟我说，我对软件一
点不懂，我现在要搞一个项目，你告诉我我怎么去管。我想如果建造一个房子，没有一个人对
建筑师的教授说，你告诉我，我明天要设计国家大剧院了，我对建筑什么也没学过，我这是人
搞化学的，我明天设计国家大剧院，你告诉我什么办法，我明天去投标去。但是你看软件到处
是这样的状况。当然软件也有它方便的，软件很容易编，但是你要做到不同层次的话，就有它
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一个从工业界怎么不断总结，一个从教育界怎么能够改变过去关心计算机科学技术
而是关心软件工程的问题，以后可能对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改变。 
 
主持人： 
 
今天到现场的还有一位，大家知道国内软件工具有一个叫做“PLAYCASE”，这是一名叫高展的
先生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开发出来的，因为国内软件工程大家是谈的多，做的少，软件工具方面
像青鸟开发了一整套，但是一般公司一般人都见不着，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但是像高展先
生，他一个人踏踏实实地把“PLAYCASE”写出来了。下面请高展先生说怎么把“PLAYCASE”写
出来的。 
 
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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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公司王东临先生提了一堆问题，我从两个角度归纳了一下，更容易回答书生公司提出大概
几十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软件工程实践者的观念问题，主要是中国的软件工程
实践者，再一个软件工程方面自己的原理上是不是也有问题。 
 
首先我们中国软件工程实践者自己的观念问题，我前一段时间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中国软
件公司是没管理没技术，大家可能不赞成这个观点，实际上现实情况是这样。软件工程就两大
因素，一个是软件开发技术本身，像怎么做需求，怎么做编码；再一个管理问题，再一个看软
件开发管理上。因为软件开发主体基本上是软件公司，公司非常明显的特色就是分工特别清
晰，分工问题是在２３０年就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们的软件公司在去年的时候才提出，这个结
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所以我们软件公司观念落后了２３０年了。今年就不同了，有专门的部
门了。再一个软件管理水平的确管理很差，就是量化管理。在传统行业上，我们整个管理水平
也是落后大概一百年左右的水平。因为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人把一个建筑工人在弯身、拿
砖头、抹灰这三个动作进行分解，然后再进行测量，最后实行了精确管理。我们国内一般企业
都做不了这个管理，不用说软化公司了。所以软件公司整体开发水平并不是特别乐观的，这主
要是观念问题，这方面大专院所也做的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这方面可能从观念上这方面问题
更研究。就是大家首先认为需求不可能做透，好不容易认清楚了做了“coding”。 
 
所以整个软件开发从生命周期来讲，我们每个阶段都在犯错误，所以我个人理解，我们现在软
件开发，做管理软件来说在于需求，需求关键在于哪儿？我个人认为对于用户本身业务的建
设，这问题最大。所以这里面里头涉及到软件工程原理的问题，从我个人从软件来讲，我应该
是后外行，我不是学软件出身的。 
 
我大概在８９年９０年接触软件工程。我们当时学，老半天很不容易学懂之后，发现很难为
用，我们从书上，从国内外书上看作需求分析的方法，太难在工程当中进行操作使用，所以最
后我总结出来，可能是软成工程这门书上对如何做需求分析可能给教错了，做设计做其他的可
能都没有问题。现在最大的在源头可能有问题，因为软件开发源头被污染了，下流再怎么治理
可能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个人认为软件开发可能是一个赝品的概念，就照葫芦画瓢，这瓢
就是软件，这葫芦就是应用领域，企业的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解决需求分析做的步骤，可能首
先把依靠用户对领域的问题解决掉。这方面我们做的还是有一些成果的。我们提出来一个观
点，全程一体化… … 就是对用户领域的分析，做需求分析，然后做概念设计再做总结设计，这
样就会很顺畅。这样某种意义上消除了软件总体设计时间，包括详细设计时间也会消除到６０
到７０％的时间。 
 
这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一个感觉是本身中国软件工程的这些实践者观念有极大的问题，现在虽
然这些问题在逐渐消灭掉，不过消灭也有很大问题，我大概在９７年９８年的时候，是我在跟
软件公司在讲软件工程的重要性，到９９年这些软件公司的总经理在给我讲软件工程给我们带
来什么好处。我现在感到感觉最大的难处是如何说服具体开发人员认识软件工程的重要性，我
现在做了很多培训工作，绝大部分都是总经理技术总监，包括部门经理来推动这件事情，唯一
遇到一个案例就是员工做这件事情，总经理不愿意干，可能怕花钱，员工学会了会干别的事
情。这是观念问题。至于你采取什么方法来做，这都是无所谓，主要是观念问题，大家认为软
件开发能不能按流水线方式来做，这是最重要的。 
 
提问： 
 
全程建模我以前也用过，这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是关于ＵＭＬ的，在你的软
件里面我也用过ＵＭＬ，在使用的ＵＭＬ和面向对象的时候你是怎么实现的？ＵＭＬ在整个软
件工程里面它起到什么作用，主要在设计上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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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展： 
 
用我们一体化如何来体现ＵＭＬ方式，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就是我们把面向对象和结构化这两
个做了一个综合，所以实际上我们兼容了大部分ＵＭＬ，包括它的顺序图，包括对象图，这是
比较主要的，在我们这里都会得到体现。它的图形语言我感觉我们大概兼容了８０％，就是一
一对应的方式。 
 
包括对象应用，跟结构化没有区别。这个结构化对象分解本身就是结构问题，就是对象组成关
系本身就是结构问题，所以这两个完全没有区别。 
 
提问： 
 
因为我在用你的 Playcase 建模的时候，我发现还是以模块化为主，就是面向对象很难加进去，
实际上我们软件公司要求软件编码的复用要求程度很高的，所以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有一些缺陷
或者不足。 
 
高展： 
 
这应该看办法和工具，从办法学角度来讲我们是没问题的，如果你用纸和笔来肯定不会出现这
个问题，可能我们工具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 
 
还有一点我稍微解释一下，关于模块和对象的问题，我个人的理解，软件工程所有的追求目标
就是模块化，所以实现模块化的手段构建对象都大同小异，包括用结构来描述，这是我个人的
观点。 
 
周之英： 
 
关于结构化，我想软件工程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控制复杂性，就是说
你的规模特别复杂，整个问题很复杂，所以要分解，不管怎么样都是用一种分解的方法，就是
把大的问题变成小的问题来分别考虑，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同的出发点。从这个
意义上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结构，只不过这种结构看你怎么理解，过去的结构化方法主要
是指模块调用图这个结构，现在更深层次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解决不了一些复杂的问题，具体说
起来就是现在提出的非功能性需求，比方说性能问题，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能够解
决，按照目前来看没办法分解到某个模块当中，所以这问题就变成非常困难的问题，如果单纯
功能性的分解，某种意义上不复杂，这本身你能分解的。为什么大家觉得就开发到现在的用的
工具来开发一些管理软件或者什么，你拿上来了以后提更高的要求，不复杂，因为你变成的语
言可以很高级了，很快就可以学会了，然后把几个需求划分了以后大家一起来。但是你分散了
一致性，安全，再加上黑客攻不攻，性能要快，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加进去问题就复杂
了。所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解决。 
 
还有ＵＭＬ，我想它是很好地刻画了面向对象的东西，通过（英文）组织也是很有组织的一大
群，跟ＣＭM 也是差不多类似的这种规模的状态。提出各种需求，比方说 package 包装的要
求，各种部件之间接口的关系，它会产生什么样的需求，所以它是从本质上非常丰富，可以刻
画这些东西。建模无非是很好的描述手段，但是描述手段并不等于你能够解决问题，因为你要
建什么模型还是要靠人去解的。所以并不是说ＵＭＬ来了以后我就行了，它只是代表现在很多
领域提出的问题，它怎么来表达，它最基本的实际上就是表达相关关系，集成关系，这是最本
质的东西，也就是ＵＭＬ最早的那点东西是最基本的。假如你要更丰富一些，比如大系统控制
很细，你就可以把很细节的东西去描述起来，一描述了也来了一个问题，你描述的越清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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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越多，主要问题就不突出，可能带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不要觉得它很丰富就一定很
好，你也得要根据你的问题重点去选择。 
 
第二个就是说ＵＭＬ并不是说你可以睡觉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根据问题的复杂性你要去建模这
是根本的，这是一个根本的语言。 
 
主持人： 
 
谢谢周老师，我们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 
 
[本文转载自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