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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软件系统定制开发费用成本测算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定制类信息化项目应用软件系统开发成本测算的方法及过程，包括软件开发成本的

构成、测算流程、软件规模、工作量及成本测算方法及过程。  

本文件适用于以功能性需求为主的定制类信息化项目应用软件系统开发成本测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36964-2018 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成本度量规范 

SJ/T 11463-2013 软件研发成本度量规范 

SJ/T 11619-2015 软件工程 功能规模测量 NESMA方法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 36964、SJ/T 11463和SJ/T 116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

以下重复列出了GB/T 36964和SJ/T 11619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1  

    信息化项目 

以计算机、通信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信息传递、信息安全、信息存储、信息应用

系统等新建、扩建或者改建的项目。 

 

3.1.2  

    软件开发成本 

为达成软件项目目标开发方所需付出的各种资源代价总和。 

[来源：GB/T 36964-2018，3.1] 

3.1.3  

    直接人力成本 

为达成软件开发项目目标而直接付出的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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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直接非人力成本 

为达成软件开发项目目标而直接付出的非人力成本。 

3.1.5  

    间接人力成本 

服务于软件开发管理整体需求的非项目组人员的人力成本。 

3.1.6  

    间接非人力成本 

为达成软件开发项目目标而直接付出的非人力成本。 

3.1.7  

    其他成本 

为达成软件开发项目目标而需要提供其他支持服务的项目或产品所需的各种成本，如税费、数据迁

移和维护费等。 

3.1.8  

    成本测算 

对软件开发成本的预计值进行测算或对实际值进行测算和分析的过程。 

3.1.9  

    委托方 

软件开发项目的出资方。 

[来源：SJ/T 11463-2013，3.17，有修改] 

3.1.10  

    开发方 

受委托方委托，负责软件开发的组织或者团队。 

[来源：SJ/T 11463-2013，3.18，有修改] 

3.1.11  

    功能点 

衡量软件功能规模的一种单位。 

[来源：GB/T 36964-2018，3.12] 

3.1.12  

    内部逻辑文件 

在应用程序边界内维护的用户可识别的逻辑相关数据组或控制信息。其主要目的是保存由被计数

的应用程序的一个或多个基本处理所维护的数据。 

[来源：SJ/T 11619-2015，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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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外部接口文件 

被一应用程序引用但在另一应用程序边界内被维护的，用户可识别的逻辑相关数据组或控制信息，

其主要目的是保存由被计数的应用程序边界内的一个或多个基本处理所引用的数据。 

[来源：SJ/T 11619-2015，2.1.13] 

3.1.14  

    预估功能点计数 

只进行内部逻辑文件和外部接口文件计数的功能点计数方法。 

3.1.15  

    基准数据 

经过筛选并维护数据库中的一个或一组测量值或者派生测量值,用来表征目标对象相关属性与这些

测量值的关系。 

3.2 缩略语 

以下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NESMA：荷兰软件度量协会(NEtherland Software Measurement Association) 

外部输入（External Input）：外部输入 

EO（External Output）：外部输出 

EQ（External Query）：外部查询 

EIF（External Interface File）：外部接口文件 

FP（Function Points）：功能点 

ILF（Internal Logic File）：内部逻辑文件 

DHC（direct human resource cost）：直接人力成本 

DNC（direct non-human resource cost）：直接非人力成本 

IHC（indirect human resource cost）：间接人力成本 

INC（indirect non-human resource cost）：间接非人力成本 

OC（other cost）：其他成本 

UFP（Unadjusted Function Point）：未调整的功能点数 

VAF（Value Adjustment Factor）：值调整因子 

4 软件开发成本概述 

4.1 软件开发成本构成 

软件开发过程应包括从信息化项目立项完成到项目验收之间的需求分析、设计、编码、集成、测试、

安装部署、验收交付（含交付培训）活动及相关的项目管理、支持活动。 

软件开发成本应为软件开发过程中开发方的所有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其他成本的总和（如图1所

示）。包括为实现软件开发目标而购买的开发设备及软件费用。不包括软件预研或可行性分析、软件运

行维护、与其他项目软硬件系统的集成、第三方测评、应用示范推广等活动产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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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成本

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

其他成本

直接人力成本

直接非人力成本

间接人力成本

间接非人力成本

 

注1：直接人力成本包括开发方项目组成员的工资、奖金、福利等人力资源费用。 

注2：直接非人力成本包括办公费、差旅费、培训费、业务费、采购费、其他。 

注3：间接人力成本包括软件开发部门经理、项目管理办公室人员、工程过程组人员、产品规划人员、组织级质量保

证人员、组织级配置管理人员等的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分摊。 

注4：间接非人力成本包括开发方开发场地房租、水电、物业，开发人员日常办公费用分摊及各种开发办公设备的租

赁、维修、折旧分摊。 

注5：其他成本包括软件开发过程中需进行数据采集、迁移、处理等所需花费的费用。 

注6：在编制项目预算、报价或结算时，除软件开发成本外，考虑开发方合理的毛利润水平是必要的。 

图1 软件开发成本构成 

4.2 软件开发成本计算基本公式 

进行软件成本测算的目的是对项目的实际规模、工作量以及成本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以用于后续

进行成本估算模型的校正或持续改进成本测算过程。 

软件开发成本的计算如下列公式（1）所示： 

 OCINCIHCDNCDHCP ++++=  .......................... (1) 

式中： 

P  ——软件开发成本，单位为元； 

DHC——直接人力成本，单位为元； 

DNC——直接非人力成本，单位为元； 

IHC——间接人力成本，单位为元； 

INC——间接非人力成本，单位为元； 

OC ——其他成本，单位为元。 

5 软件开发成测算流程 

5.1 软件开发成本测算方法选取原则 

在软件开发成本测算前，应根据项目特点和需求的详细程度选择合适的测算方法，具体的选择原则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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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非常模糊或不确定的情况下，宜采用经验值法（如类比法和类推法）测算出成本参数或

开发工作量，然后再测算软件开发成本； 

——在需求相对明确或确定的情况下，宜采用功能点测算法测算出开发工作量，然后再测算软件开

发成本。 

5.2 软件开发成本测算流程 

5.2.1 采用经验法进行软件开发成本测算的流程 

采用经验值法（如类比法和类推法）测算软件开发成本的具体流程如下（图2）： 

开始

测算准备

在成本估算前应提供完整的建设方案/

项目建议书项目建设方案、项目建议
书、可研报告等或类似文档明确项目范
围及系统边界，作为项目成本评估的依

据之一
若分项测算直接力成本、直
接非人人力成本、间接人力
成本、间接分人力成本、其
他成本，可参照方法一测算

软件开发成本；

若能直接人力成本费率测算
人力成本费率，可参考方法

二估算软件开发成本。

直接人力成本测算

方法一

按照6.1.1.1公式

（2）测算直接人

力成本

人力成本费率测算

方法二

结束

选择测算方法

间接非人力成本测

算

按照6.1.1.4测算间

接非人力成本

间接人力成本测算

按照6.1.1.3测算间

接人力成本

直接非人力成本测

算

按照6.1.1.2测算直

接非人力成本

其他成本测算

按照6.1.1.5测算其

他成本

按照6.1.2公式（4）估

算人力成本费率

软件开发成本测算

采用方法一进行测算时，

按照4.2中的公式（1）计

算软件开发成本；

采用方法二进行测算时，

按照6.1.2中的公式（5）

计算软件开发成本。

直接人力成本费率测算

在测算项目直接人力成本

费率时,应考虑不同地域

人员成本的差异。委托方
可参照同类项目的直接人

力成本费率数据,开发方

可优先使用本组织的直接

人力成本费率数据

 

图2 经验值法测算软件开发成本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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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采用功能点法进行软件开发成本测算的流程 

采用功能点法测算软件开发成本的具体流程如下（图3）： 

开始

测算准备

在成本测算前应提供完整的建设方案/项目

建议书项目建设方案、项目建议书、可研
报告等或类似文档明确项目范围及系统边

界，作为项目成本评估的依据之一。

在规模估算的不同阶段，估算人员应根据项

目的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功能点计数方法。

在估摸早期（如概算预算阶段），由于需求
较为模糊或需求不明确，宜采用预估功能点

计数方法（方法一）；

在需求较清晰的情况下，宜采用估算功能点

计数方法（方法二）。

预估功能点计数方法

方法一

按照6.2.1.1公式

（6）测算未调整

的功能点数
估算功能点计数方法

方法二

功能规模调整测算

按照6.2.1.2公式

（8）测算未调整

的功能点数

（1）

按照工作量进行成

本估测算
依据规模及规模单

价测算

（2）

成本测算

结束

按照6.2.1.1公式

（7）测算未调整

的功能点数

参考附录B选择软件因素

调整因子、开发因素调整

因子等，按照6.2.2.2中的

公式（9）测算工作量

后，按照6.2.3.2的公式

（10）测算成本

根据已知的功能点

单价，参照附录B

选取软件因素调整
因子和开发因素调

整因子，按照

6.2.3.3公式（11）

测算软件开发成本

选取功能点计数方法

成本测算方法选取

成本测算方法可采
用工作量测算

（1）或规模及规

模单价测算（2）

 

图3 功能点法测算软件开发成本流程图 

6 软件开发成本计算过程 

6.1 经验值法（如类比法和类推法）成本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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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成本测算 

6.1.1.1 直接人力成本测算 

应根据工作量测算结果和项目人员直接人力成本费率测算直接人力成本。直接人力成本费率是指

每人月的直接人力成本金额,单位通常为元每人月。直接人力成本的计算宜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之： 

a) 根据不同类别人员的直接人力成本费率和测算工作量分别计算每类人员的直接人力成本,将各

类人员的直接人力成本相加得到该项目的直接人力成本； 

b) 根据项目平均直接人力成本费率和测算的总工作量直接计算该项目的直接人力成本。 

直接人力成本的计算如下列公式（2）所示： 

   
=

=
n

i

ii IFEDHC
1

)(  .................................. (2) 

式中： 

DHC——直接人力成本，单位为元； 

n  ——人员类别数量,取值为不小于1的自然数； 

Ei   ——第i类人员的工作量,单位为人月； 

IFi ——第i类人员的直接人力成本费率,单位为元每人月。 

在测算项目直接人力成本费率时,应考虑不同地域人员成本的差异。委托方可参照同类项目的直接

人力成本费率数据,开发方可优先使用本组织的直接人力成本费率数据。 

6.1.1.2 直接非人力成本测算 

按照4.1注2中规范的直接非人力成本构成分项测算直接非人力成本。可依据基准数据或经验测算，

测算参见附录C.1。 

6.1.1.3 间接人力成本测算 

按照按照4.1注3中规范的间接人力成本构成分项测算间接人力成本，间接人力成本宜按照工作量

比例进行分摊。 

6.1.1.4 间接非人力成本测算 

宜根据项目情况，按照4.1注4中规范的间接非人力成本构成测算间接非人力成本。间接非人力成本

宜按照工作量比例进行分摊。 

6.1.1.5 其他成本测算 

宜根据项目情况, 按照4.1注4中规范的其他成本构成分项测算其他成本，可依据基准数据或经验

测算，计算方法宜参考下列公式（3）所示：  

 
=

=
n

i
ii OFOEOC

1

)(  .................................. (3) 

式中： 

OC ——其他成本，单位为元； 

OEi——第i类其他人员（如数据采集、迁移、处理人员）的工作量,单位为人月； 

OFi——第i类其他人员（如数据采集、迁移、处理人员）的其他成本费率,单位为元每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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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软件开发成本测算 

在测算软件开发成本时，可按照4.2中的公式（1）计算软件开发成本，具体测算过程详见5.2.1中

的方法一。 

在测算软件开发成本时,也可根据直接人力成本费率测算人力成本费率(即每人月直接人力成本与

分摊到每人月的间接成本之和)，具体测算过程详见5.2.1中的方法二 ,计算如下列（4）公式所示: 

  )1( DPIFF +=  .................................. (4) 

式中： 

F——人力成本费率,单位为元每人月; 

IF——直接人力成本费率，单位为元每人月; 

DP——间接成本系数，即分摊到每人月的间接成本占每人月直接人力成本的比例。 

委托方和第三方宜参照行业基准数据确定DP的取值。 

如果已经获得了人力成本费率,则可以依据工作量测算结果和人力成本费率直接计算出直接人力成

本和间接成本的总和,然后再计算软件开发成本,计算如下列公式（5）所示: 

  OCDNCFEP
n

i
ii ++= 

=1

)(  ............................... (5) 

式中： 

P  ——软件开发成本,单位为元; 

n  ——人员类别数量,取值为不小于1的自然数; 

Ei ——第i类人员的工作量,单位为人月; 

Fi ——第i类人员的人力成本费率,单位为元每人月; 

DNC——直接非人力成本,单位为元。 

OC ——其他成本，单位为元； 

委托方可根据行业基准数据确定每人月直接人力成本与分摊到每人月的间接成本的比例,进而测算

人力成本费率。 

6.2 功能点法成本计算过程 

6.2.1 规模测算 

6.2.1.1 原始功能点计数 

应根据已知的项目功能描述，采用功能点方法测算软件规模。 

在测算规模前，测算人员应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类似文档明确项目范围及系统边界。项目范围描

述文档应包含最基本的业务需求，还应进行初步的子系统/模块划分，并对每一子系统或模块的基本用

户需求进行描述或说明，保证可根据项目范围描述文档进行预估功能点或估算功能点计数。 

在规模测算的不同阶段，测算人员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功能点计数方法。 

在测算早期（如概算预算阶段），由于需求较为模糊或需求不明确，宜采用预估功能点计数方法，

测算未调整的功能点数。 

采用预估功能点方法测算软件规模公式（6）如下： 

 𝑈𝐹𝑃 = 35 × 𝐼𝐿𝐹 + 15 × 𝐸𝐿𝐹  ............................... (6) 

式中： 

UFP——未调整的功能点数，单位为功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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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F——内部逻辑文件数量，单位为个； 

35——内部逻辑文件功能点数分配常量； 

EIF——外部接口文件数量，单位为个； 

15——外部接口文件功能点数分配常量。 

在需求较清晰的情况下，宜采用估算功能点计数方法，测算未调整的功能点数。 

采用估算功能点方法测算软件规模公式（7）如下： 

 𝑈𝐹𝑃 = 10 × 𝐼𝐿𝐹 + 7 × 𝐸𝐿𝐹 + 4 × 𝐸𝐼 + 5 × 𝐸𝑂 + 4 × 𝐸𝑄 .................... (7) 

式中： 

UFP——未调整的功能点数，单位为功能点； 

ILF——内部逻辑文件数量，单位为个； 

10  ——内部逻辑文件功能点数分配常量； 

EIF——外部接口文件数量，单位为个； 

7  ——外部接口文件功能点数分配常量； 

EI ——外部输入数量，单位为个； 

4  ——外部输入功能点数分配常量； 

EO ——外部输出数量，单位为个； 

5  ——外部输出功能点数分配常量； 

EQ ——外部查询数量，单位为个； 

4  ——外部查询功能点数分配常量。 

注：功能点的计数规则，宜采用NESMA方法，NESMA方法参考SJ/T 11619，功能点计数的基本规则见附录A。 

6.2.1.2 规模调整 

在规模测算时,应根据隐含需求及未来需求变更对规模产生的影响并对测算规模进行调整，公式（8）

如下： 

 𝑆 = 𝑈𝐹𝑃 × 𝐶𝐹 ...................................... (8) 

式中： 

S——调整后的软件规模，单位为功能点（FP）； 

UFP——未调整软件规模，单位为功能点（FP）； 

CF——规模变更调整因子，取值范围1.0～2.0。CF的取值参考每年行业发布的基准数据。 

6.2.2 工作量测算 

6.2.2.1 基本原则  

在测算工作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对项目风险进行充分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对测算方法或模型合理调整。例如， 根据风险情况

调整测算模型中影响因子的权重或取值。风险分析时应考虑技术、管理、资源、商业多方面因

素。例如，需求变更、外部协作、时间或成本约束、人力资源、系统架构、用户接口、外购或

复用、采用新技术等；  

b) 根据经验或相关性分析结果，确定影响工作量的主要属性。 

6.2.2.2 测算公式 

采用方程法测算工作量应使用以下公式（9）： 

 RDFSWFPDRSAE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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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E ——测算工作量，单位为人时； 

S  ——调整后的软件规模，单位为功能点； 

PDR——功能点耗时率，单位为人时每功能点。PDR的取值参考相关行业基准数据或本组织历史数据。 

SWF——软件因素调整因子，取值参见附录B.1、附录B.2、附录B.3、附录B.4或本组织历史数据； 

RDF——开发因素调整因子，在预算时如无特殊要求，取值为1。如果需要调整，参见附录B.5及附

录B.6或本组织历史数据。 

可根据上述公式及PDR基准数据的P50的计算出工作量的最有可能值，使用P75和P25的值分别计算

上下限； 

6.2.3 成本测算 

6.2.3.1 概述 

成本测算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由工作量数据测算得出； 

——由规模及规模单价测算得出。 

原则上，这两种方法测算得出的费用是相同的。可根据本组织管理需求及特点选择合适的方法。 

6.2.3.2 依据工作量测算 

在获得了工作量测算结果后，采用以下公式（10）测算成本： 

 OCDNCFHMAEP ++= /  ............................ (10) 

式中： 

P  ——软件开发费用，单位为元； 

AE ——测算工作量，单位为人时； 

HM ——人月折算系数，单位为人时每人月，取值为176（每天按工作8小时计算，每月按工作22天

计算）； 

F  ——平均人力成本费率（包括开发方的直接人力成本、间接人力成本、间接非人力成本及合理

利润，但不包括直接非人力成本），单位为元每人月； 

DNC——直接非人力成本，单位为元，直接非人力成本测算参见附录C.1； 

OC ——其他成本，单位为元； 

其中，平均人力成本费率F可根据本组织历史数据或行业数据确定。 

成本测算参见附录C.2模板，完整的规模、工作量、成本测算方法、过程参见附录D。 

6.2.3.3 依据规模及规模单价测算 

基于已确定的功能点单价测算软件开发费用，采用以下公式（11）： 

 OCDNCRDFSWFPPSP ++=  ........................ (11) 

式中： 

P——软件开发费用，单位为元； 

S——调整后的软件规模，单位为功能点； 

PP ——功能点单价，单位为元每功能点，功能点单价可参考每年行业发布的基准数据； 

SWF——软件因素调整因子，取值参见附录B.1、附录B.2、附录B.3、附录B.4或本组织历史数据；

在基于功能点单价确定预算时，为便于结算委托方不宜使用规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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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开发因素调整因子，在预算时若无特殊要求，取值为1。若需调整，参见附录B.5及附录B.6

或本组织历史数据； 

DNC——直接非人力成本，单位为元，直接非人力成本测算参见附录C.1； 

OC ——其他成本，单位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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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功能点计数基本规则 

A.1 功能点计数项分类 

功能点计数项分为数据功能和交易功能两类，其中数据功能包括内部逻辑文件(ILF) 、外部接口文

件(EIF)；交易功能包括外部输入(EI) 、外部输出(EO) 、外部查询(EQ)。 

数据功能是系统提供给用户的满足产品内部和外部数据需求的功能，体现系统管理或使用哪些业

务数据(业务对象)。ILF或EIF所指的“文件”不是传统数据处理意义上的文件，而是指一组用户可识别

的、逻辑上相互关联的数据或者控制信息。这些文件和物理上的数据集合( 如数据库表)没有必然的对

应关系。 

交易功能是系统提供给用户的处理数据的功能，体现系统如何处理和使用那些业务数据(业务对象)。

交易功能又称为基本过程，是用户可识别的，业务上的一-组原子操作。 

使用预估功能点方法时，只需要识别数据功能，包括ILF 和EIF;使用估算功能点方法时，需要识别

数据功能和事务功能，包括ILF、 EIF、EI、 EO和EQ。 

示例：对于人事管理系统，“人员信息”、 “部门信息” 属于数据功能，“增加人员信息”、 “修改部门信息”、 

“查询在岗人员”等则为交易功能。 

A.2 ILF的识别 

ILF是系统内部维护的逻辑上的一组业务数据。识别ILF的基本步骤如下： 

a) 识别业务对象。业务对象应是用户可理解和识别的，包括业务数据或业务规则。 

注：为程序处理而维护的数据属于编码数据。所有的编码数据均不应识别为逻辑文件，与之相关的操作也不应识别

为基本过程。 

b) 确定逻辑文件数量。根据业务上的逻辑差异及从属关系确定逻辑文件的数量。 

c) 是否是 ILF。确定该逻辑文件是否在本系统内进行维护。如果是，记为 ILF; 否则为 EIF。 

A.3 EIF的识别 

EIF是被应用边界内一个或几个基本处理过程所引用的业务数据。一个应用中的EIF应是其他应用

中的ILF。识别EIF的基本步骤如下： 

a) 识别业务对象。业务对象应该应是用户可理解和识别的。业务对象包括业务数据或业务规则。

而一些为了程序处理而维护的数据则属于编码数据。所有的编码数据均不识别为逻辑文件，与

之相关的操作也不识别为基本过程； 

b) 确定逻辑文件数量。需要根据业务上的逻辑差异及从属关系确定逻辑文件的数量； 

c) 是否是 EIF。确定该逻辑文件是否在本系统内进行维护。如果是，记为 ILF；否则为 EIF。 

A.4 EI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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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是处理来自系统边界之外的数据或控制信息的过程。目的是维护一个或多个ILF或者改变系统的

行为。识别EI的基本规则如下： 

a) 应是来自系统边界之外的输入数据或控制信息； 

b) 穿过边界的数据应是改变系统行为的控制信息或者应至少维护一个 ILF； 

c) 该 EI 不应被重复计数。任何被分别计数的两个 EI 至少满足下面三个条件之一 (否则应视为

同 EI) ： 

• 涉及的 ILF或 EIF不同； 

• 涉及的数据元素不同； 

• 处理逻辑不同。 

A.5 E0的识别 

EO是处理向系统边界之外发送数据或控制信息的过程。目的是向用户呈现经过处理的信息。识别EO

的基本规则如下: 

a) 将数据或控制信息发送出系统边界； 

b) 处理逻辑应至少符合以下一种情况： 

• 包含至少一个数学公式或计算过程； 

• 产生衍生数据； 

• 维护至少一个 ILF； 

• 改变系统行为。 

c) 该 EO 不应被重复计数。任何被分别计数的两个 EO 至少满足下面一个条件(否则被视为同一

E0) ： 

• 涉及的 ILF或 EIF不同； 

• 涉及的数据元素不同； 

• 处理逻辑不同。 

A.6 EQ的识别 

EQ是向系统边界之外发送数据或控制信息的基本处理过程。目的是向用户呈现未经加工的已有信

息。识别EQ的基本规则如下： 

a) 将数据或控制信息发送出系统边界； 

b) 处理逻辑可包含筛选、分组或排序； 

c) 处理逻辑不应包含： 

• 数学公式或计算过程； 

• 产生衍生数据； 

• 维护 ILF； 

• 改变系统行为。 

d) 该 EQ 不应被重复计数。任何被分别计数的两个 EQ 至少满足下面一个条件(否则被视为同一

EQ) ： 

• 涉及的 ILF或 EIF不同； 

• 涉及的数据元素不同； 

• 处理逻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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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参数表 

B.1 规模调整因子计算公式 

规模调整因子（SF）,SF=(269.6446+S×0.7094)/S（式中S为调整后软件功能规模） 

注1：SF 计算参考《软件研发成本度量规范》 工信部行业标准 SJ/T11463-2013 。 

注2：在不需要考虑规模调整因子的情况下，取值为 1。 

 

B.2 业务领域调整因子参数表 

表B.1 业务领域调整因子参数表 

业务领域 调整因子 

政府(含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93 

信息技术 1.02 

其他（除电信、金融领域的其他领域） 1.0 

 

 

B.3 应用类型调整因子参数表 

表B.2 应用类型调整因子参数表 

应用类型 范围 调整因子 

业务处理 办公自动化系统;人事、会计、工资、销售等经营管理及业务处理用软件等 1.0 

应用集成 企业服务总线、应用集成等 1.2 

科技 科学计算、模拟、统计等 1.2 

多媒体 图形、影像、声音等多媒体应用领域;地理信息系统;教育和娱乐应用等 1.3 

智能信息 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等 1.7 

系统 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集成开发环境、自动化开发/设计工具等 1.7 

通信控制 通信协议、仿真、交换机软件、全球定位系统等 1.9 

流程控制 生产管理、仪器控制、机器人控制、实时控制、嵌入式软件等 2.0 

 

 

B.4 质量特征调整因子参数表 

表B.3 质量特征调整因子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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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因子 判断标准 影响度 

分布式

处理 

指应用能够

在各组成要

素之间传输

数据 

没有明示对分布式处理的需求事项 -1 

通过网络进行客户端/服务器及网络基础应用分布处理和传输 0 

在多个服务器及处理器上同时相互执行应用中的处理功能 1 

性能 

指用户对应

答时间或处

理率的需求

水平 

没有明示对性能的特别需求事项或活动，因此提供基本性能 -1 

应答时间或处理率对高峰时间或所有业务时间都很重要，对连动系统结束处理

时间有限制 
0 

为满足性能需求事项，要求设计阶段进行性能分析，或在设计、开发阶段使用

分析工具 
1 

可靠性 
指发生故障

的影响程度 

没有明示对可靠性的特别需求事项或活动，因此提供基本的可靠性 -1 

发生故障时可轻易修复，带来一-定不便或经济损失 0 

发生故障时很难修复，发生重大经济损失或有生命危害 1 

多重站

点 

指能够支持

不同硬件和

软件环境 

在相同用途的硬件或软件环境下运行 -1 

在用途类似的硬件或软件环境下运行 0 

在不同用途的硬件或软件环境下运行 1 

注：质量特性调整因子= (分布式处理因子+性能因子+可靠性因子+多重站点因子) X0.025 + 1 

B.5 开发语言调整因子参数表 

表B.4 开发语言调整因子参数表 

语言分类 调整因子 

汇编语言及其他同级别语言/平台 1.2 

COBOL，FORTRAN，PASCAL，BASIC 及其他同级别语言/平台 1.1 

C，C++及其他同级别语言/平台 1.0 

JAVA， C#及其他同级别语言/平台 0.9 

PowerBuilder，ASP，PHP，JavaScript 及其他同级别语言/平台 0.8 

B.6 开发方背景调整因子参数表 

表B.5 开发方背景调整因子参数表 

调整因子 判断标准 影响度 

同类行业及项目的以往

经验 

为本行业开发过类似的项目 0.8 

为其他行业开发过类似的项目，或为本行业开发过不同但相关的项目 1.0 

没有同类项目的背景 1.2 

注：开发方以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确定的，开发方背景调整因子取值必须为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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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常用模板样例 

C.1 直接非人力成本测算表样例 

直接非人力成本测算表 

序号 分项 金额(元) 备注 说明 

1 办公费 

办公用品费   开发方为开发此项目而产生的行政办公费用，如

办公用品、通讯、邮寄、印刷、会议等。 

示例 1:项目成员因项目加班而产生的餐费宜计

入直接非人力成本中的办公费，而项目成员的工

作午餐费宜计入直接人力成本。 

示例 2:项目组封闭开发租用会议室而产生的费

用宜计入直接非人力成本中的办公费，而开发部

例会租用会议室产生的费用宜按照间接非人力

成本。 

通讯费  

邮寄费  

印刷费  

会议费  

其他  

2 差旅费 

交通费  

 
开发方为开发此项目而产生的差旅费用，如交

通、住宿、差旅补贴等。 

住宿费  

差旅费  

其他  

3 培训费   开发方为开发此项目而安排的培训产生的费用。 

4 业务费 

招待费  

 

开发方为完成此项目开发工作所需辅助活动产

生的费用，如招待费、团队建设活动经费、评审

费、验收费等。 

团队建设活动经费  

评审费  

验收费  

其他  

5 采购费 

专用设备费  

 

开发方为开发此项目而需特殊采购专用资产或

服务的费用，如专用设备费、专用软件费、技术

协作费、专利费等。示例:为项目采购专用测试软

件的成本宜计入直接非认力成本中的采购费,日

常办公用软件的成本宜按照间接非人力成本进

行分摊。 

专用软件费  

技术协作费  

专利费  

其他  

6 其他   
未在以上项目列出但确系开发方为开发此项目

所需花费的费用。 

合计  

测算责任人: 

测算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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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软件开发成本测算表样例 

功能点测算规模、工作量、费用表 

1.未调整功能点数 UFP (功能点)  

设定规模变更因子 CF  

2.调整后的功能点数 S (功能点) 

S=UFP×CF 
 

基准数据(生产率) 

P25(人时/功能点)  

P50(人时/功能点)  

P75(人时/功能点)  

3.未调整的工作量 UE (人时) 

计算公式: UE=PDR×S 

下限(人时)  

最有可能(人时)  

上限(人时)  

设定调整因子 

规模调整因子 SF  

业务领域调整因子 BD  

应用类型调整因子 AT  

质量特征调整因子 QR  

开发语言调整因子 SL  

开发方背景调整因子 DT  

4.调整后的工作量 AE (人时) 

计算公式: AE=UE×SWF×RDF； 

其中 SWF=SF×BD×AT×QR，RDF=SL×DT 

下限(人时)  

最有可能(人时)  

上限(人时)  

人月折算系数 HM (人时/月) 176 

平均人力成本费率(含直接人力成本、间接人力成本、间接非人力成本及合理利润) F (元/人月)  

直接非人力成本合计 DNC (元)  

其他成本合计 OC（元）  

5.软件开发成本(元) 

计算公式: P=AE/HM×F+DNC+OC 

下限(元)  

最有可能(元)  

上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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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测算示例 

D.1 需求示意 

项目背景:政府部门甲拟新开发一0A系统，以支持其网上办公、文档流转等电子政务需求。委托方

需根据初步需求确定项目预算。本项目预算期需求较明确，委托方了解各功能通常的复用程度，并确定

采用JAVA开发，无特殊质量要求，希望未来团队开发过此类系统。 

主要功能: ....收文管理、 发文管理、会议管理、日程安排... 

功能描述: ...收文管理功能要求... ..... 日程安排功能要求.... 

D.2 测算规模 

假设根据需求描述，计数ILF有15个，EIF有4个，经计算功能点后得出未调整规模功能点数US为460； 

由于需求较明确，所以规模变更调整因子参照投标场景取值，为1.26； 

功能规模S=UFPⅹ规模变更调整因子=460ⅹ1.26=579.6（功能点）。 

D.3 确定预算 

根据规模测算结果，填写以下模板可得到最终成本测算结果： 

功能点测算规模、工作量、费用表 

1.未调整功能点数 UFP (功能点) 460 

设定规模变更因子 CF 1.26 

2.调整后的功能点数 S (功能点) 

S=US×CF 
580 

基准数据(生产率) 

P75(人时/功能点) 2.95 

P50(人时/功能点) 6.32 

P25 (人时/功能点) 11.06 

3.未调整的工作量 UE (人时) 

计算公式: UE=PDR×S 

下限(人时) 1711 

最有可能(人时) 3665.60 

上限(人时) 6414.80 

设定调整因子 

规模调整因子 SF 1.00 

业务领域调整因子 BD 1.00 

应用类型调整因子 AT 1.00 

质量特征调整因子 QR 0.90 

开发语言调整因子 SL 1.00 

开发方背景调整因子 DT 1.00 

 



DB5301/T XXXXX—XXXX 

19 

（续表） 

4.调整后的工作量 AE (人时) 

计算公式: AE=UE×SWF×RDF ; 

其中 SWF= SF×BD×AT×QR,RDF=SL×DT 

下限(人时) 1539.90 

最有可能(人时) 3299.04 

上限(人时) 5773.32 

人月折算系数 HM (人时/月) 176 

平均人力成本费率(含直接人力成本、间接人力成本、间接非人力成本及合理利润) F (元/人月) 21868 

直接非人力成本合计 DNC (元) 52000 

其他成本合计 OC（元） 8000 

5.软件开发费用(元) 

计算公式: P=AE/HM×F+DNC+OC 

下限(元) 251332.58 

最有可能(元) 469905.72 

上限(元) 777335.01 

注：测算示例中公式及参数取值均基于CSBMK-201906版本的数据库回归分析结果，可随着行业基准数据的变化而变

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