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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成本测算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对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进行测算的术语和定义、费用构成、费用测算流程、费用测

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信息系统集成实施供方、需方、第三方对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的测算；提供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的各类组织实施服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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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 就绪可用

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0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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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51中的一些术语。 

3.1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基于需方业务需求进行的信息系统需求分析和系统设计，并通过结构化的综合布缆系统、计算机网

络技术和软件技术，将各个分离的设备、功能和信息等集成到相互关联的、统一和协调的系统之中，以

及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支持的服务；包括信息系统设计、集成实施等服务。 

3.2  

    基础服务 

在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生命周期中，为完成信息系统集成项目所提供的必需的信息技术服务。 

3.3  

    增值服务 

在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生命周期中，与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相关的，为保证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的高效率

和可持续性，在基础服务之外所提供的信息技术服务。 

3.4  

    相关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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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相关的基础环境设施、硬件、软件、安全等设备的购置费用或租赁费用总和。 

注1：基础环境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机房电力、空调、消防、安防等； 

注2：硬件包括但不限于主机、存储设备、网络设备等； 

注3：软件包括但不限于操作系统、应用中间件、数据库软件等； 

注4：安全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及备份恢复等方面的设备； 

注5：租赁包括但不限于网络通道租赁、云租赁等。 

3.5  

    供方  

与需方签订协议，为其提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的组织。 

[来源：GB/T 25000.51-2016，4.1.16,有修改] 

3.6  

    需方 

从供方获取或采购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的利益相关方。 

[来源：GB/T 25000.51-2016，定义4.1.1,有修改] 

3.7  

    用户 

使用信息系统并获得收益的人或组织。 

[来源：GB/T 25000.51-2016，4.1.25,有修改]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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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成本构成 

4.1 费用成本构成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成本由基础服务费用和增值服务费用构成（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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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成本

基础服务费用 增值服务费用

信息系统设计

基础环境集成实施服务

硬件集成实施服务

软件集成实施服务

安全集成实施服务

系统集成实施管理服务

系统质量评估和调优

信息系统安全性评估

业务融合性评估

满足需方要求的其他服
务

 

图1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成本构成 

4.2 基础服务费用构成 

与基础服务相关的费用，主要包括信息系统集成相关设计和实施方面及为保证实施质量而进行的必

要验证测试的费用。基础服务内容可包括： 

a) 信息系统设计：根据需求包括但不限于信息资源、数据管理、应用系统、业务融合、风险管理、

整体信息安全防御体系等方面的规划设计，具体内容： 

1) 信息资源总体规划设计：包括信息资源识别和整合、信息系统整体设计、资源整合配置规

划； 

2) 数据管理规划设计：包括规划和设计数据存储、数据管理、数据交换； 

3) 应用系统规划设计：对应用系统整体架构、标准设计、功能模块、技术路线、开发手段、

配置和部署方案、调试和维护等方面进行规划和设计； 

4) 业务融合规划设计：根据信息资源规划设计，充分考虑业务需求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实现

业务流程的改进，提高业务运营水平； 

5) 整体信息安全防御体系规划设计：包括对安全技术、安全产品、实体安全、产品和架构安

全、信息资源安全、病毒防护、安全策略、安全机制、安全级别、安全服务的规划和设计； 

b) 基础环境集成实施服务：保证信息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机房电力、空调、消防、安防、以及机

房局部改造（包括室内装饰装修、门窗、承重改造等）等基础环境的建设提供的服务。 

c) 硬件集成实施服务：将硬件设备及其附带软件进行安装、调试的服务。包括网络集成实施服务、

主机集成实施服务、存储集成实施服务及其他硬件集成实施服务。 

d) 软件集成实施服务：将各个分离的软件、功能和信息等集成到相互关联的、统一和协调的平台

之中的服务。包括应用系统集成实施服务、数据（信息）集成实施服务、界面集成实施服务及

其他软件集成实施服务。 

e) 安全集成实施服务：满足信息系统安全技术要求和安全管理要求的集成实施服务。 

f) 系统集成实施管理服务：整体承担基础环境、硬件、软件、安全等的信息系统总集成实施工作

而提供的服务。 

4.3 增值服务费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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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增值服务相关的费用，包括系统质量评估和调优、信息系统安全性评估、业务融合性评估所产生

的费用。增值服务内容包括： 

a) 系统质量评估和调优：确定并细化系统质量指标，测量、评估系统各项参数、运行数据，分析

质量问题，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调整、优化系统质量； 

b) 信息系统安全性评估：明确、细化系统安全性指标，评测系统整体架构、安全体系、应用系统

等及其相互关联的信息资源的风险、威胁、脆弱性、安全隐患，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安全性优

化方案； 

c) 业务融合性评估：明确和细化信息技术与业务融合的目标，评估信息技术与业务融合的差异，

优化资源配置，制定以服务为核心的业务治理方案，实现信息技术支持的业务高效运行； 

d) 满足需方要求的其他服务。 

 

5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成本测算 

5.1 成本测算过程 

5.1.1 基本流程 

信息系统集成费用成本测算的基本流程如图2所示。 

估算相关
投资总额

选择费用
调整因子

测算基础服务费用

测算增值服务费用

测算信息系统集成实
施费用成本

 

图2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成本测算流程 

5.1.2 遵循原则 

在信息系统集成费用成本测算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应由需方、供方或第三方，具备本文件涉及的系统集成服务费用测算能力的人员进行测算； 

——宜由不同人员分别测算服务费用并进行交叉验证。如果测算结果产生较大差异，可采用专家评

审方法确定测算结果，也可使用较简单的加权平均方法； 

——测算结果应为范围值。 

5.2 成本测算 

5.2.1 相关投资总额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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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产品费用计算 

产品费用的计算可采用公式（1）： 

  ................................... (1) 

式中： 

Mi——第i类产品购置费用或租赁费用； 

Pi——第i类产品的市场单价； 

Qi——第i类产品的数量； 

Di——第i类产品获得的折扣； 

T——相应的费用（如税率等）。 

5.2.1.2 相关投资总额计算 

相关投资总额计算见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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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M——相关投资总额，单位是元； 

n——类别数量,取值为不小于1的自然数;  

Mi——第i类产品购置费用，单位是元。 

5.2.2 选择费用调整因子 

费用调整因子计算见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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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A——费用调整因子； 

SQ——服务质量调整因子，取值见附录A； 

SA——服务能力调整因子，取值见附录A； 

AA——地域调整因子,取值见附录A； 

ST——服务工期调整因子,取值见附录A； 

PC——项目复杂度调整因子,取值见附录A； 

MF——服务管理系数，取值范围0～0.02； 

SV——信息系统安全保障调整因子，取值见附录A。 

 

5.2.3 基础服务费用测算 

5.2.3.1 基础服务费用基数测算 

基础服务费用基数计算见式（4）： 

  .................................... (4)  

式中： 

FB——基础服务费用基数，单位是元； 

M——相关投资总额，单位是元； 

FR——基础服务费用基数取费比例，取值见表1： 

FN——基础服务内容调整因子，取值范围0.2～1，取值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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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础服务费用基数取费比例表 

相关投资总额 M(万元) 基础服务费用基数取费比例 FR 取值(%) 

M≤50 11 

50<M≤200 9 

200<M≤500 7 

500<M≤1000 5.5 

1000<M≤2000 4.5 

M>2000 3.5 

 

5.2.3.2 基础服务费用测算 

基础服务费用计算见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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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FS——基础服务费用，单位元； 

FB——基础服务费用基数，单位是元； 

A ——费用调整因子。 

5.2.4 增值服务费用测算 

5.2.4.1 增值服务费用基数测算 

增值服务费用基数计算见式（6）： 

  .................................... (6) 

式中： 

VB——增值服务费用基数，单位是元； 

M——相关投资总额，单位是元； 

VR——增值服务费用基数取费比例，取值见表2： 

VN——增值服务内容调整因子，取值范围0～1，取值见附录A； 

表2 增值服务费用基数取费比例表 

相关投资总额 M(万元) 增值服务费用基数取费比例 FR 取值(%) 

M≤50 20 

50<M≤200 18 

200<M≤500 16 

500<M≤1000 14 

1000<M≤2000 12 

M>2000 10 

 

 

5.2.4.2 增值服务费用测算 

增值服务费用计算见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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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式中： 

VS——增值服务费用，单位是元； 

VB——增值服务费用基数，单位是元； 

A ——费用调整因子。 

5.2.5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成本测算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计算见式（8）： 

  ...................................... (8) 

式中： 

SIC——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用，单位是元； 

FS——基础服务费用，单位是元； 

VS——增值服务费用，单位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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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参数表 

A.1 服务质量调整因子 

服务质量特性影响程度见表A.1。 

表A.1 服务质量特性 

服务质量特

性(权重) 

服务质量子

特性(权重) 
描述 

影响程度

值(SQi) 

安 全 性

(26%) 

可用性

(20%) 

无明确需求。 0 

授权用户对信息的正常使用不被异常拒绝，并在必要时能及时地访问和使用信

息。 

1 

完整性

(20%) 

无明确需求。 0 

在服务提供过程中管理的需方信息不被非授权篡改、破坏和转移。 1 

保密性

(60%) 

无明确需求。 0 

确保需方信息在使用和传输过程中不应泄露给非授权的用户或实体。 1 

可 靠 性

(18%) 

完备性

(20%) 

无明确需求。 0 

应具备服务协议中承诺的所有功能。 1 

连续性

(20%) 

无明确需求。 0 

确保服务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满足的能力，致力于将风险降低至合理水

平以及在业务中断以后进行业务恢复两个方面。 

1 

稳定性

(20%) 

无明确需求。 0 

应持续稳定地达到服务协议约定的要求。 1 

有效性

(20%) 

无明确需求。 0 

按照服务协议要求对服务请求进行解决的能力。 1 

可追溯性

(20%) 

无明确需求。 0 

在服务过程中涉及的活动应具有原始的完整记录，实现有据可查的能力。 1 

响 应 性

（35%） 

及时性

(80%) 

无明确需求。 0 

按服务协议要求对服务请求响应的速度。 1 

互动性

(20%) 

无明确需求。 0 

供方通过建立适宜的互动沟通机制保障供需双方进行迅速准确的信息交换的

能力。 

1 

有形性（8%） 

合规性

(34%) 

无明确需求。 0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遵循标准、约定或法规以及类似规定的能力。 1 

可视性

(33%) 

无明确需求。 0 

供方向需方以可见的方式展现其服务的能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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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性

(33%) 

无明确需求。 0 

供方在服务过程中展现出了规范性、标准性和先进性。 1 

友 好 性

（13%） 

灵活性(34%) 
无明确需求。 0 

供方应对需方需求变化的能力。 1 

主动性（33%) 
无明确需求。 0 

供方主动感知需方需求并积极采取措施保障服务提供的能力。 1 

礼貌性(33%) 
无明确需求。 0 

供方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展现的服务语言、行为和态度规范化的能力。 1 

注：服务质量特性中宜至少包含可用性、完备性、及时性、合规性。 

 

各服务质量特性得分见式(9)： 

  ........................... (9) 

式中： 

SQi——第i个服务质量子特性影响程度取值。 

服务质量调整因子计算见式(10): 

  ...................... (10) 

式中: 

SQ——服务质量调整因子。 

A.2 服务能力调整因子 

服务能力影响程度见表A.2。 

表A.2 服务能力特性 

序号 服务能力特性 描述 影响程度值(SA) 

1 服务能力评价 
无相关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实施的能力评估、认定等证明 0 

有相关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实施的能力评估、认定等证明 1 

2 体系认证 
无体系认证 0 

有体系认证 1 

3 人员业务能力 
无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或无相关专业技术能力证书 0 

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或有相关专业技术能力证书 1 

注1：服务能力评价指相关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实施的能力评估、认定等证明。例如:建筑智能化、信息系统集成、

安全防范等; 

注2：本体系认证仅指通过第三方机构对管理体系进行的独立的、公正的、权威的评价。例如:CMMI、IS09000、ITSS

标准符合性评估等; 

注3：专业技术职称指政府职改办认可的专业技术职称。 

 

 

服务能力调整因子通用计算公式见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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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式中: 

SA——服务能力调整因子; 

SAi——第i个项目服务能力特性影响度取值; 

i——取值范围[1,3]的自然数。 

 

A.3 地域调整因子参数表 

地域调整因子见表A.3。 

表A.3 地域调整因子参数表 

序号 建设范围 调整因子 

1 集中建设 0 

2 地市范围 0～0.03 

3 全省范围 0.03～0.07 

4 全国范围 0.07～0.10 

A.4 服务工期调整因子参数表 

针对不同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期的调整因子见表A.4。 

表A.4 服务工期调整因子参数表 

序号 服务工期(年) 取值范围 

1 T≤2 0.01~0.05 

2 T>2 0.05~0.16 

 

A.5 项目复杂性调整因子参数表 

项目复杂度调整因子取值见表A.5。 

表A.5 项目复杂性调整因子参数表 

项目复杂性特征 系数取值范围 

涉及到计算机硬件、软件、局域网、城域网、广域网、互联网、通信协议以及各种数据采集设

备接口或者第三方系统接口、数据迁移 

0.21~0.28 

涉及到计算机硬件、软件、局域网、互联网以及各种数据采集设备接口或第三方系统接口、数

据迁移 

0.14~0.21 

涉及到计算机硬件、软件、局域网、互联网 0.07~0.14 

涉及到计算机硬件、软件、局域网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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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信息系统安全保障调整因子参数表 

针对不同应用领域类型信息系统安全保障调整因子取值见表A.6。 

表A.6 信息系统安全保障调整因子参数表 

信息安全级别 相关描述 取值 

第一级 
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不

损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0 

第二级 
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严重损害，

或者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 
0.06 

第三级 
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

全造成损害。 
0.12 

第四级 
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特别严重损害，或者对国

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害。 
0.18 

第五级 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别严重损害。 0.24 

 

A.7 基础服务内容调整因子 

基础服务内容由以下内容构成: 

a) 信息系统设计； 

b) 基础环境集成实施服务； 

c) 硬件集成实施服务； 

d) 软件集成实施服务； 

e) 安全集成实施服务； 

f) 系统集成实施管理服务。 

根据以上a)～f)的服务内容，表A.7给出基础服务内容调整因子的取值。 

表A.7 基础服务内容调整因子参数表 

基础服务内容 调整因子取值 

包含上述 a)~f)中一项内容 0.2 

包含上述 a)~f)中两项内容 0.4 

包含上述 a)~f)中三项内容 0.6 

包含上述 a)~f)中四项 0.8 

包含上述 a)~f)中五项及五项以上内容 1 

 

A.8 增值服务内容调整因子 

增值服务内容由以下内容构成: 

a) 质量评估和调优； 

b) 信息系统安全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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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业务融合性评估； 

d) 满足需方要求的其他服务。 

根据以上a)～d)的服务内容，表A.8给出增值服务内容调整因子的取值。 

表A.8 基础服务内容调整因子参数表 

增值服务内容 调整因子取值 

没有包含上述 a)~d)任何一项内容 0 

包含上述 a)~d)中一项内容 0.2 

包含上述 a)~d)中两项内容 0.4 

包含上述 a)~d)中三项内容 0.6 

包含上述 a)~d)中全部内容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