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軟體組態管理
資訊科技系
林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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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簡介
軟體組態管理簡介
• 回饋與變更請求的基礎下，
回饋與變更請求的基礎下，導致新版的文件
產生。
產生。如何管理這些文件
如何管理這些文件，
管理這些文件，進而有條不紊地
管理軟體程序所產生之工作產品
管理軟體程序所產生之工作產品 軟體組態
管理
• 軟體組態管理(SCM)在於管理所有的
在於管理所有的軟體實
軟體組態管理
在於管理所有的軟體實
體，負責傳達客戶需求
負責傳達客戶需求，
傳達客戶需求，並確保最終的產品
可以實現系統需求
可以實現系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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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簡介
軟體組態管理簡介
• 軟體組態管理可以有效率
軟體組態管理可以有效率、
有效率、具成本效益、
具成本效益、且
及時的方式，
及時的方式，管理開發過程中所有的變更
管理開發過程中所有的變更，
變更，
並可置入適當的框架
並可置入適當的框架，
置入適當的框架，以協助產品的維護與
以協助產品的維護與
支援
• 軟體可視為是
軟體可視為是軟體組態項目
可視為是軟體組態項目的
軟體組態項目的集合。
集合。
• 在軟體程序的早期階段
在軟體程序的早期階段，
早期階段，軟體組態項目以問
軟體組態項目以問
題定義與分析、
題定義與分析、軟體規格、
軟體規格、計劃性文件、
計劃性文件、軟
體支援手冊、
體支援手冊、之前專案的報告或軟體工程指
引等形式呈現
• 在軟體程序的後期階段
在軟體程序的後期階段，
後期階段，軟體組態項目將有
各種不同的軟體表示法
各種不同的軟體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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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簡介
軟體組態管理簡介
• 軟體組態項目(SCI)
軟體組態項目
–
–
–
–
–
–
–
–
–
–

管理計劃：
管理計劃：程序計劃、
程序計劃、軟體工程指引
規格：
規格：需求規格、
需求規格、設計規格、
設計規格、測試規格
設計：
設計：原始程式碼
測試：
測試：測試的設計、
測試的設計、案例、
案例、程序、
程序、資料
支援軟體：
支援軟體：計劃文件
資料字典：
資料字典：軟體需求規格
程式碼：
程式碼：原始碼、
原始碼、可執行碼、
可執行碼、需求
函式庫：
函式庫：元件、
元件、可重複使用函式庫
資料庫：
資料庫：稽核資料庫
維護：
維護：條列式、
條列式、詳細的設計描述、
詳細的設計描述、測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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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簡介
軟體組態管理簡介
• 變更管理根據基準線來定義，基準線為一個
工作產品，指出某個活動的結束與另一個活
動的展開之臨界點time
• 變更管理的實現，除確認每一個基準線文件
(軟體工程指引、組態管理計劃、規格)，還要
持續追蹤之後對於該基準線所做的任何變更
• 基準線文件建立一個組態項目的識別
• 軟體組態管理的目標在於一個軟體程序產品
軟體組態管理的目標在於一個軟體程序產品
的組態，
的組態，在任何特定時間都是明確可知的
在任何特定時間都是明確可知的
明確可知的
文件產生的時間，
文件產生的時間，及之後對該文件做的所有
及之後對該文件做的所有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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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簡介
軟體組態管理簡介
• 軟體組態管理的
個基本元素
軟體組態管理的4個基本元素
– 軟體組態項目的識別
• 定義基準線文件

– 軟體組態控制
• 初始、準備、評估、贊成、或反對所有的變更提議

– 軟體組態稽核
• 判斷目前軟體系統的狀態，反映出其基準線程度

– 軟體組態狀態會報
• 維護一份描述系統如何發展的紀錄，以及系統中發
佈之文件與書面協議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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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組態管理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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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識別提供兩種標籤
• 用來識別某個基準線的標籤
用來識別某個基準線的標籤
– 如：GUI_req代表
代表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代表
requirement

• 用來識別某個基準線之更新
）的標籤
用來識別某個基準線之更新（
基準線之更新（update）
– 如：GUI_req.2代表
代表GUI_req的第二次更新版本
的第二次更新版本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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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控制
• 軟體組態控制重點在於
軟體組態控制重點在於管理基準線文件的變更
管理基準線文件的變更
• 當一個軟體組態項目被建立，
的控制程
當一個軟體組態項目被建立，圖3.2的控制程
序立即展開
• 由軟體使用者買主
由軟體使用者買主或
使用者買主或市場行銷人員決定一個
市場行銷人員決定一個初
決定一個初
始的變更，
始的變更，共有5個步驟
共有 個步驟
• 變更的初始化與工程變更建議書
有密切
變更的初始化與工程變更建議書(ECP)有密切
工程變更建議書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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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程序的基本5個步驟
控制程序的基本 個步驟
• 初始化變更
– 對於SCI變更要求，由團隊成員與/或專案客戶提出

• 分析
– 針對變更的定義所需時間成本及對工作排程的影響，進行
分析

• 變更的準備
– 將每個SCI的提議變更之決議，分發給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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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程序的基本5個步驟
控制程序的基本 個步驟
• 評估
– 評估SCI的變更提議，藉由自動化工具(PSLs)的支援，用來
紀錄實現變更、文件版本維護與變更。遭否決的變更以文
件紀錄，做為將來的參考

• 回饋
– 變更評估的結果，回饋至軟體開發者與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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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軟體組態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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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控制
• 工程變更建議書提供對於
工程變更建議書提供對於提議變更的描述
提供對於提議變更的描述，
提議變更的描述，並
基本理由，以及將
以及將
明確指出該變更的發起者
明確指出該變更的發起者、
發起者、基本理由，
會受影響的基準線，
會受影響的基準線，亦指出專案中會受到提議
亦指出專案中會受到提議
之變更影響的基準線及圖形，
之變更影響的基準線及圖形，藉此可幫助預估
完成該變更所需的時間及成本
完成該變更所需的時間及成本
• 提案人所敘述之有關需要變更的理由
提案人所敘述之有關需要變更的理由，
需要變更的理由，有助於
評估變更對專案造成的衝擊，
評估變更對專案造成的衝擊，若完成某個變更
的代價(成本
代價 成本)很高
成本 很高，
很高，則提案人應舉出強而有力
則提案人應舉出強而有力
的理由，
的理由，做為決定是否實現該變更
做為決定是否實現該變更的判斷依據
是否實現該變更的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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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變更建議書表格樣本
工程變更建議書

提出日期

表單編號

提案組織之名稱及地址

理由代號

ECP編號/類型

變更影響的基準線

變更影響的圖形：gatt、pert..

變更的描述：
變更的需求：
預估交付時程

預估變更所需的成本：

同意

簽名：

不同意

決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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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稽核(驗證
軟體組態稽核 驗證)
驗證
• 實行的稽核有兩種
實行的稽核有兩種：
：
• 功能組態稽核
– 確保一個組態項目的實際表現
確保一個組態項目的實際表現，
實際表現，符合它在軟體需
符合它在軟體需
求規格(
)所制定的需求
求規格(SRS)

• 實體組態稽核
交付的所有文件，
– 確保隨著軟體所
確保隨著軟體所交付的所有文件
交付的所有文件
，皆能正確地表
現出軟體的內容
現出軟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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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狀態會報
• 提供一個根據，
提供一個根據，將軟體產品開發的狀況，
將軟體產品開發的狀況，
傳達至專案團隊、
傳達至專案團隊、公司及客戶
• 對基準線文件所做的任何變更
基準線文件所做的任何變更，
所做的任何變更，與正在進
行的所有變更，
行的所有變更，皆以專案的狀態匯報記錄
下來，
下來，內容包括：
內容包括：
– 認可的
認可的組態識別
組態識別之列表
組態識別之列表
– 對組態所提議之變更的狀態
對組態所提議之變更的狀態
– 提議之變更的實現狀態
提議之變更的實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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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的動態
• 要有效地管理基準線的變更
要有效地管理基準線的變更，
管理基準線的變更，需要一套系
統以識別軟體產品中的結構
統以識別軟體產品中的結構，
識別軟體產品中的結構，此結構有兩
個主要特徵：
個主要特徵：
– 藉由它可辨別出特定軟體程序中，
藉由它可辨別出特定軟體程序中，每個階段的
步驟
– 它可以識別出每一個步驟的工作產品
它可以識別出每一個步驟的工作產品（
工作產品（基準
線），每個基準線被指定一個用以代表其本身
），每個基準線被指定一個用以代表其本身
的標籤，
標籤，基準線文件的變更
基準線文件的變更，
文件的變更，其狀態會被記錄
下來（
下來（主要的、
主要的、次要的、
次要的、暫時的），
暫時的），基準線每
），基準線每
個新的組態將接受驗證
個新的組態將接受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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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變更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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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的工具
• 工具可幫助建立
工具可幫助建立、
建立、控制及
控制及維護軟體專案文件
維護軟體專案文件
與圖形的資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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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的工具
• 軟體的資料貯存器(
)
軟體的資料貯存器(Repository)
– 主要函式庫(master
library)
主要函式庫
• 存放認可的與發表的程式碼，
存放認可的與發表的程式碼，以及分發至客戶或市
場的相關軟體文件

– 產品函式庫(production
Archive)
產品函式庫
• 存放軟體開發期間所產生的軟體加工品(需求規格等
存放軟體開發期間所產生的軟體加工品 需求規格等)
需求規格等

– 軟體開發函式庫(SW
development library)
軟體開發函式庫
• 存放軟體開發期間所產生的原始程式碼

– 軟體歸檔文件庫(SW
Archive)
軟體歸檔文件庫
• 存放專案終止時的原始碼與相關文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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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的工具
• 原始碼控制系統(SCCS)
原始碼控制系統
– SCCS是
是 UNIX 系統提供給使用者的一個公用軟體。
系統提供給使用者的一個公用軟體。最初
的設計重點就在於各類文件的管理
的設計重點就在於各類文件的管理以及
各類文件的管理以及版本控制的服務
以及版本控制的服務，
版本控制的服務，
以及幫助使用者管理多個檔案
以及幫助使用者管理多個檔案，
管理多個檔案，或是對多個用戶共同使用
或是對多個用戶共同使用
到的檔案進行維護。（
到的檔案進行維護。（例如
。（例如：
例如：在同一時間內只有一個人可
以寫入資料。）
以寫入資料。）它利用一個主檔來掌管所有曾經修改過的
。）它利用一個主檔來掌管所有曾經修改過的
文件，
文件，當用戶有加入新資料的同時，
當用戶有加入新資料的同時，SCCS 就會給予一個
就會給予一個
最新的版本號碼（
、1.2 、1.3 開始慢慢增加），
最新的版本號碼（從 1.1、
開始慢慢增加），而
），而
不破壞原先的舊檔。
不破壞原先的舊檔。如此一來使用者便可以從主檔中取得
任何您想要的版本來進行修改、
任何您想要的版本來進行修改、印表或編譯等工作。
印表或編譯等工作。另外
它也提供了一項「
註解」的功能，
的功能，好讓每個使用者知道不
好讓每個使用者知道不
它也提供了一項「註解」
同的版本間的不同之處究竟在那裡
同的版本間的不同之處究竟在那裡。
究竟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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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的工具
• 版本控制系統(RCS)
版本控制系統
– RCS經常被使用來控管
經常被使用來控管系統的設定檔案
經常被使用來控管系統的設定檔案
(configuration files)、
、Shell scripts檔案
檔案或者是其
檔案或者是其
他文字檔案。
不同的是RCS並不支援遠
並不支援遠
文字檔案。與CVS不同的是
不同的是
端檔案系統的存取。
端檔案系統的存取。

22

11

軟體組態管理的工具
• RCS 基本指令
– 建立新的 RCS repository 擺放您的檔案, 在此我們先建立一
個 RCS 的目錄 :
• mkdir RCS

– Check in 與初始 (initialize) ：將檔案擺到 RCS repository
• ci -i < myfile.conf >

– Check out ：將檔案從 RCS repository 抓回至自己目錄中
• co < myfile.conf >

– Check out and lock ：避免其他人同一時間也正更改同一個
myfile.conf
• co -l < myfile.conf >
• co -l -r1.2 < myfile.conf > (指定 check out 版本為 revision 1.2)

– Check in and unlock ：將更改後的檔案擺回 RCS repository
並取消 lock
• ci -u < myfile.con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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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的工具
• 版本同步系統(CVS)
版本同步系統

http://www.linux.org.tw/CLDP

– CVS 是一個能讓很多程式開發者同時做軟體開發
是一個能讓很多程式開發者同時做軟體開發的工
很多程式開發者同時做軟體開發的工
具。它使用了RCS
的檔案規定格式，
它使用了
的檔案規定格式，架在 RCS 的上層。
的上層。
CVS 能夠紀錄你的檔案的歷史紀錄
能夠紀錄你的檔案的歷史紀錄(
紀錄你的檔案的歷史紀錄 通常是原始程式碼
通常是原始程式碼，
原始程式碼，
但是其他型態的檔案則不一定)。
但是其他型態的檔案則不一定 。 CVS 只存了不同版本中
只存了不同版本中
檔案的差異，
檔案的差異，而不是你所建立的每個版本中的每個檔案。
而不是你所建立的每個版本中的每個檔案。
CVS 也保持了一個何時
也保持了一個何時，
何時，何人更改檔案，
何人更改檔案，為什麼更改檔
案等等不同觀點的歷史紀錄
等等不同觀點的歷史紀錄。
歷史紀錄。
– CVS 對於軟體的發行
對於軟體的發行和
軟體的發行和多人同時更改目前原始碼的管理
多人同時更改目前原始碼的管理
是非常的有幫助。
是非常的有幫助。他並不只是要對單一目錄下的檔案提供
版本控制，
版本控制，相反的，
相反的，CVS 更提供了多層有組織的目錄檔
更提供了多層有組織的目錄檔
案的版本控制。
案的版本控制。在這個目錄下除了你的原始程式碼
在這個目錄下除了你的原始程式碼外
原始程式碼外，還
包含有一個 CVS 所建立的改版控制目錄與檔案。
所建立的改版控制目錄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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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S V.S. CVS
• CVS 的優點：
– CVS 是非集中式的管理，使用者從儲存櫃 (repository) 登記
一個檔案目錄，並且有他自己的獨立的穩定目錄樹。
– CVS 能夠在發行整個計劃的原始目錄樹中蓋上印記
(stamp)。
– CVS 能夠使大家同時修改檔案。
– CVS 能夠用 shell scripts 或 perl 設定成檔案鎖住成單一使用
或同時修改檔案模式。

• CVS 的缺點：
– 需要比 RCS 多一點的管理。
– 非常成熟複雜的系統，是目前應用上已有的最高技術。
– 有豐富的命令還有命令選項，因此對於初學者來說有很陡
的學習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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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S V.S. CVS
• RCS 的優點：
–
–
–
–

RCS 非常容易設定。較少一些管理上的工作。
RCS 用在一個每個人在一起工作的集中區域。
RCS 對於簡單的系統很有用。
非常嚴謹的單一檔案修改模式 - 同步與同時是不允
許的。

• RCS 的缺失：
– 由於使用單一目錄控制與檔案鎖住，不可能由很
多的程式設計者做同時的開發。因為單一目錄下
很多人對檔案的改變，會造成 使用錯誤。
– 不能對整個軟體計劃戳上發行(releases)的印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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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VS

27

WinCVS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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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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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組態管理稽核的工具
• 計劃評核術(PERT圖表
圖表)
)
計劃評核術
圖表)與要徑法(
要徑法(CPM)
甘特時間配備圖(Project
Evaluation and Review
甘特時間配備圖
Technique and Critical Path Method)
• 稽核報告反映出計劃圖表中的
稽核報告反映出計劃圖表中的里程碑
反映出計劃圖表中的里程碑(
里程碑(完成時
間、活動、
活動、工作產品)
工作產品)
• 計劃圖表提供專案管理團隊，
計劃圖表提供專案管理團隊，用以追蹤開發
用以追蹤開發
者進展狀況的工具，
者進展狀況的工具，這些已成為軟體組態管
理稽核中的一部份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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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 and CPM
• Complex projects require a series of activities,
some of which must be performed sequentially
and others that can be performed in parallel with
other activities. This collection of series and
parallel tasks can be modeled as a network

31

PERT and CPM
• In 1957 the Critical Path Method (CPM) was
developed as a network model for project
management. CPM is a deterministic method that
uses a fixed time estimate for each activity.
While CPM is easy to understand and use, it does
not consider the time variations that can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completion time of a complex
projec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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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 and CPM
• The 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PERT) is a network model that allows for
randomness in activity completion times. PERT
was developed in the late 1950's for the U.S.
Navy's Polaris project having thousands of
contractors.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both the
time and cost required to complete a project.

33

PERT and CPM
• In a project, an activity is a task that must be
performed and an event is a milestone marking
the completion of one or more activities. Before
an activity can begin, all of its predecessor
activities must be completed.
• Project network models represent activities and
milestones by arcs and nodes. PERT originally
was an activity on arc network, in which the
activities are represented on the lines and
milestones on the nodes. The PERT chart may
have multiple pages with many sub-task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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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 and CPM (www.NetMBA.com)

The milestones generally are numbered so that the
ending node of an activity has a higher number than
the beginning node. Incrementing the numbers by 10
allows for new ones to be inserted without modifying
the numbering of the entire diagram. The activities in
the above diagram are labeled with letters along with
the expected time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activity 35

PERT and CPM (www.NetMBA.com)
•PERT planning involves the following steps:
•Identify the specific activities and milestones.
•Determine the proper sequence of the activities.
•Construct a network diagram.
•Estimate the time required for each activity.
•Determine the critical path
•Update the PERT chart as the project progresses.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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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 and CPM (www.NetMBA.com)
•PERT is useful because it provides information:
•Expected project completion time.
•Probability of completion before a specified date.
•The critical path activities that directly impact the
completion time.
•The activities that have slack time and that can lend
resources to critical path activities.
•Activity start and end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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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圖表
圖表時間排程
圖表時間排程
• PERT網路圖顯示專案所需工作的先後次序，
網路中一個路徑，是由專案開始到結束，專案
活動的任何一個次序
• PERT網路圖有助於呈現工作之間的相互關係
• PERT的三時估計法，工作時間以日為單位
1.樂觀的完成時間(最小估算值)
2.很有可能完成的時間(平均估算值)
3.悲觀的完成時間(最大估算值)
38,44,4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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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圖表
圖表時間排程
圖表時間排程
• 粗體的箭號代表要徑(CPM)，網路中的一條
路徑，此路徑上所有工作時間的最大值總
和，比同一網路中任何其他路徑來得長，
此條路徑會受到專案稽核員特別留意
• 對於某件工作所需估計天數的改變，也許
會產生不同的要徑

39

PERT圖表
圖表時間排程
圖表時間排程
• 要真正發揮效用，PERT圖須以遞升排列的
方式繪製。PERT圖的里程碑需根據不同層
級的細節，才能清楚呈現
• 管理者可以總結出更詳細的工作排程，並
追蹤高階PERT圖中，導致主要活動完成的
子工作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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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PERT圖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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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PERT圖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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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圖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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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CPM
• CPM是以活動為導向的網路分析模式，其基本組
成單元為活動，著重任務中之活動 ，顯示活動與
時間之相互關係
• PERT為一管理技術，應用網路分析來規劃整個專
案，運用網路圖顯示整個專案之事件、活動及時
間的相互關係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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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CPM比較
比較
PERT
評價

CPM

用3個期間(樂觀、最可 在一段期間評價來顯示
能、悲觀)來導出預期 普通期間
期間

使用期間 普通分布在預計期間持 基於單一期間估計和確
續著

用途

定性

精確估算出每一作業所 是用來決定一個專案的
需要耗用的時間、經
開始和完工日期的一種
費、人力水準、以及資 方法
源分配
45

時間排程
• 正常時間
指在正常的情況下，根據計畫預估完成作業所需
要耗用的時間
• 急迫時間
指在急迫情況下，根據計畫預估執行作業所需要
耗用的時間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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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特圖
• 顯示活動的開始日和完成日，及預期的期程， 但有
時顯示依存關係。
• 優點：繪製簡單、明顯表達
• 缺點：僅適用於短期中小型專案、無法顯示關鍵要
徑、規劃專案工作及排定工作進度需同時考量。
1

2

3

4

6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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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的工作排程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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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圖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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