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发项目管理 

【开课时间】2018年 9 月 17-18北京、9月 20-21上海、9月 27-28深圳 

【培训对象】企业 CEO/总经理、企业中高层管理、研发总监、总工、总工办、技术部门经理、主管、项目

经理、技术骨干、项目管理工程师、QA等。 

【课程费用】RMB2800元/人（含指定教材、税费、茶点） 

【咨询电话】021-51036016   0755-61287172 

【报名手机】18969166818 陈先生    QQ/微信：9918065 

【电子邮箱】px2013@szyjqg.com 

注：此课程我们可以提供企业内部培训与咨询服务，欢迎来电咨询。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企业或者项目经理/管理人员通常面临以下问题，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企业

提供具体的解决思路和应对措施。 

①.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时间紧压力大是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产品负责人

/主管开发工程师/项目担当者，无论您的头衔或称谓如何，这个问题都是您常常遇到的困境之一。

加班成为您的通常选择。这是否足够？是否还有其他方式方法帮助您尽可能达成时间目标？本课程

将给出引导学员找到答案。 

②. 企业想建立研发项目团队，任命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但是项目经理该如何工作，如何协调团队，

如何与客户、高层以及非研发部门沟通，成为了项目经理的困惑，同时也阻碍着管理高层对项目经

理放权和授权。 

③. 项目经理到底应具备怎样的素质？企业应该如何培养项目经理？ 

④. 公司也通过了 ISO9000/TS16949/CMMI 的认证，也建立了一套产品开发流程，但是在具体执行

过程中，却完全走样；不同的项目都走这个流程，也非常繁琐，于是大家都不按照这个流程执行。

这该怎么办？ 

⑤. 大家常说：“客户需求又改变了”，“项目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客户总是很强势，他们提出的要

求，我们没办法拒绝”。变是客观规律，项目组无法拒绝改变，但是却应该有办法面对这种变化。

那到底应该如何应对项目过程中的变化呢？ 

⑥. 项目计划没有用，与实际情况相比，几乎完全不同，所以计划没有用。那我们做计划还有什么用呢？ 

⑦. “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计划总是失控，管理人员感觉项目过程简直就是一个黑盒子，如何才能

让研发管理也能够更透明，更可量化或者更有“底气”，而避免一谈到项目，大家都只说“差不多

了”这些废话。 

课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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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 

 

 

 

①. 掌握“又好又快”的开发产品的主要手段，深刻认识产品开发进度缓慢、质量不佳的主要问题，了

解业界研发项目管理的成功做法。 

②. 掌握基于企业自身发展阶段、业务模式、产品特点和企业文化等建立目标导向的研发项目组织模式。 

③. 通过系统的学习项目管理，培养具备项目管理基本技能的项目管理人员。 

④. 通过学习实施规范的项目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减少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变更（需求变更、

设计变更、工程变更）的概率，降低返工次数。 

⑤. 通过学习项目及项目管理的本质，提高项目经理的自身素质和掌握相应的技术工具与管理技巧，以

帮助项目经理成为研发工作的责任承担者同时也是团队领导者。 

⑥. 了解跨部门协作不畅是造成产品开发进度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建立或优化跨部门产品开发流

程和跨部门团队运作机制，形成高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掌握研发部门与市场、采购、生产、品质

等部门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和方法，掌握建立跨部门产品开发流程和跨部门团队运作机制的要点和

业界最佳实践经验。 

⑦. 掌握如何通过良好的项目计划和监控加快项目进度，掌握任务分解、各项任务计划衔接、项目风险

管理、项目问题沟通和处理、项目监控等各项实战技能，提高产品开发项目管理人员推动项目运作

的能力。 

掌握如何通过技术评审和产品测试尽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掌握产品开发各个阶段应评审哪些内容，掌握

产品测试过程以及如何组织产品测试工作 

 

 

 

 

 

 

培训收益 

 

课程大纲 



 

 

研发项目管理概述 

本章节学习目标：建立本课程学习的项目组织，明确本课程学习内容；理解做好项目管理的关键

因素及成功做法。 

1.1 什么是项目？项目的特征？ 

1.2 什么是管理？管理工作与技术工作的主要差别 

1.3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项目生命周期、项目管理过程、项目管理九大知识领域 

1.4 研发项目管理的特点？ 

1.5 研发项目管理面临的重大挑战 

1.6 案例研讨：K公司产品开发项目失败的原因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引导学员分析并理解产品开发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 

 项目目标不明确 

 需求分析不充分 

 项目计划不准确，过于乐观，工作量估计不足 

 项目控制不力，阶段控制不严格 

 跨部门协作不畅 

 资源配备没有保障 

 产品测试不充分 

 技术评审流于形式 

 缺乏严格的物料认证 

 设计变更随意性大 

…… 

1.7 成功研发项目管理的先进做法： 

 建立跨部门产品开发流程 

 建立跨部门产品开发项目团队运作机制 

 充分的产品需求分析 

 制定完善的项目计划 

 适当的项目监控 

 良好的项目风险管理 

 严格的项目质量管理：技术评审、产品测试管理 

…… 

1.8 研发项目管理还必须进行系统性的考虑 

 



 

 

2 项目启动 

本章节学习目标：掌握项目启动的管理方法，如何申请项目项目资源，如何确定项目范围，以及

项目启动会议的相关管理技巧。 

2.1 项目启动的标志 

2.2 如何获得项目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申请表 

2.3 项目目标的确定 

2.3.1 项目目标的来源——并不是团队讨论得出的 

2.3.2 目标的传递方式——上传下达 

2.3.3 目标的分解方式——项目目标转化为指标 

2.4 项目范围的确定 

2.5 如何开好项目启动会——会议管理技巧 

2.6 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了一半 

3 项目计划制定 

本章节学习目标：掌握项目计划制定的过程、工具、方法、关键要素和控制技巧，掌握如何通过

良好的项目计划对项目成功提前做出安排，而不是盲目的开展项目工作。 

3.1 产品开发项目计划是一个跨部门集成的计划 

3.2 项目管理计划的制定过程 

3.3 产品开发项目计划的主要载体——项目计划书 

3.4 项目计划书的主要内容 

3.5 项目进度计划的制定过程 

3.6 活动定义（WBS） 

3.7 深入的WBS分解的要求、原则与操作要点 

3.8 按产品开发流程进行第一层WBS分解 

3.9 业界最佳实践——IPD流程简介：概念、计划、开发、验证、发布、生命周期 

3.10 针对不同新产品开发项目类型对产品开发流程进行裁剪 

3.11 产品开发流程分类裁剪的通常做法，示例 

3.12 活动排序（PERT） 

3.13 采购、工艺开发等活动与设计工作充分并行 

3.13.1 如何通过跨部门工作的并行加快项目进度？ 

3.13.2 提前识别关键物料与长交期物料，进行充分的可采购性评估 

3.13.3 提前启动新供应商开发、新物料认证等工作 

3.13.4 提前进行工艺设计、试产准备等工作 

3.14 活动工期估计 

3.14.1 主要的活动工期估计方法： 



 

 

3.14.2 宽带德尔菲方法的估计过程 

3.14.3 三点估计法的估计过程 

3.14.4 类比、参数等估计方法 

3.14.5 选择不同估计方法的依据 

3.15 产品开发项目进度计划的分级：1/2级计划、1/2/3/4级计划、周计划 ...... 

3.16 示例：某电子产品的 1/2/3/4级计划 

3.17 项目资源计划 

3.18 研讨：项目启动时如何协调里程碑计划和资源？ 

3.19 项目资源协调 

3.20 制定产品开发项目进度计划是所有团队成员的职责 

3.21 项目任务如何落实——获得项目成员的承诺 

3.22 案例分析：采用哪些手段缩短项目周期、加快开发进度？ 

3.22.1 讲师引导学员分析各种有助于时间目标达成（缩短开发时间）的手段，至少 10种以上。 

3.22.2 针对每种手段，讲师讲解其优点、缺点、适用场合等，提高学员应对该类问题的能力。 

4 项目计划控制过程 

本章节学习目标：掌握项目计划控制的关键要素和各种主要方法，学习如何掌控项目状态，如何

高效的组织项目会议，如何有效协调、沟通以快速解决项目中的问题，如何进行风险和变更管理，以

确保项目可控并取得成功。 

4.1 项目计划控制的基础——你知道你负责的项目的状态吗？ 

4.2 计划的分层实施与分层控制 

4.3 控制过程——会议加报告，用数据说话，准确了解项目的状态 

4.4 控制手段介绍 

4.5 里程碑管理 

4.5.1 如何设置里程碑？ 

4.5.2 如何给项目成员进行压力与动力管理？ 

4.6 项目报告 

4.6.1 周/双周报 

4.6.2 月度报告 

4.6.3 阶段报告 

4.6.4 里程碑报告 

4.6.5 QA质量周报：客观反映项目过程质量与工作产品质量 

4.6.6 研讨：如何撰写高质量的项目报告？ 

4.7 项目会议：开工会、周/月例会、阶段会议、评审会、总结会 

4.8 研讨：如何进行高效的项目会议管理？ 



 

 

4.9 控制手段：项目问题管理 

4.9.1 项目监控过程中如何加强问题和风险管理？ 

4.9.2 如何协调、沟通、解决产品开发中的常见问题？ 

4.9.3 产品开发中的问题如何进行分级管理？ 

4.9.4 研讨：如何加快产品开发问题的解决速度？ 

4.10 控制手段：项目风险管理 

4.10.1 风险管理的步骤 

4.10.2 风险识别 

4.10.3 风险分析 

4.10.4 制定风险管理计划 

4.10.5 研讨：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4.10.6 风险监控 

4.10.7 风险跟踪矩阵 

4.11 控制手段：变更管理 

4.11.1 研讨：什么情况下需要设计变更控制？ 

4.11.2 设计变更控制 

4.11.3 计划变更管理 

4.11.4 变更控制流程：提出变更申请、变更分析、变更批准、变更实施和跟踪 

4.11.5 如何建立设计变更控制委员会——CCB？ 

4.11.6 建立设计变更影响分类标准 

4.12 控制手段：项目成员工作负荷监控 

4.13 其他控制手段：项目计划测评、决策评审与例外管理、预警、非正规控制 

5 研发项目团队建设和管理 

本章节学习目标：理解跨部门产品开发团队管理与考核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掌握跨部门团队

管理与考核的先进方法和实践经验。 

5.1 产品开发项目需要建立跨部门团队运作机制 

5.2 产品开发项目团队构成及其在公司组织结构中的位置 

5.3 业界最佳实践——重度矩阵项目团队——核心小组法介绍 

5.3.1 核心小组的构成 

5.3.2 职能部门经理的职责 

5.3.3 项目经理的职责 

5.3.4 对项目经理的素质和技能要求 

5.3.5 核心小组成员职责 

5.3.6 外围组的职责 



 

 

5.4 高效团队的要素：共同的目标、明确分工、相互依赖、良好沟通 …… 

5.5 研发团队低效的主要原因：重技术、轻管理，事必躬亲，跨职能沟通不畅 …… 

5.6 团队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形成、磨合、规范、表现 …… 

5.7 团队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要点 

5.8 如何有效运作跨部门产品开发团队？ 

5.8.1 高层推动文化建设 

5.8.2 给项目经理和团队成员充分授权 

5.8.3 强化项目计划推动 

5.8.4 建立跨部门的评价机制 

5.9 建立高效产品开发团队的办法： 

 传播项目愿景，建立共同的团队目标，随时纠偏及统一目标 

 清晰界定项目团队成员的角色与职责 

 共同的工作方法、互补的技能，相互依赖并共同承担责任 

 团队沟通顺畅，建立易于团队成员交流的环境 

 正确面对团队冲突并及时解决 

 良好的授权 

5.10 如何激励项目团队？ 

5.11 跨部门产品开发团队运作中常见的冲突 

5.12 处理冲突的原则、方法和技巧 

5.13 产品开发团队的内外部沟通 

 与高层领导（决策层）的沟通 

 与职能部门经理的沟通 

 团队成员内部的沟通 

5.14 产品开发团队的内外部沟通的沟通途径和沟通技巧 

5.15 演练：如何解决资源冲突？如何进行跨部门资源沟通与协调？ 

6 研发人员工作任务管理 

本章节学习目标：学习个人时间管理方面的技巧，以及如何面对工程师工作负荷突然增加的状况，

如何制定工作任务周报，掌握工作任务周报的汇报方法。 

6.1 个人时间管理 

6.1.1 什么是时间管理？ 

6.1.2 时间管理的概念和误区 

6.1.3 时间管理的基本准则 

6.1.4 时间管理的方法和技巧 

6.2 工程师工作负荷变更管理 



 

 

6.3 项目成员与项目经理的沟通——工作任务管理的桥梁 

6.4 工程师工作任务周报管理 

6.4.1 工作任务周报内容 

6.4.2 工作任务周报的汇报对象 

6.4.3 工作任务周报的汇报方式 

7 研发项目质量管理 

本章节学习目标：了解项目质量管理的主要方法，掌握如何有效的进行技术评审和测试，以控制

项目质量，达到项目进度和质量的平衡。 

7.1 研发项目质量管理的二种主要手段：技术评审和测试 

7.2 技术评审是产品开发早期控制质量的有效手段 

7.3 设计审查/检视的目的和作用 

7.4 各专业领域设计审查/检视的对象 

7.5 设计审查/检视的一般过程，参与人员 

7.6 技术评审点的设置，主要技术评审点的内容 

7.7 技术评审要素表的重要作用，案例 

7.8 技术评审流程、原则、组织 

7.9 如何做好技术评审工作？ 

7.10 案例：验证不充分的产品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损失 

7.11 产品设计验证流程的意义和目的 

7.12 产品设计与测试的“V”模型：测试是与设计相对应的一个过程 

7.13 产品测试流程： 

7.13.1 制定测试策略与计划，内容，模板示例 

7.13.2 设计测试方案，内容，模板示例 

7.13.3 开发测试用例 

7.13.4 执行测试 

7.13.5 形成测试报告并进行评审 

7.14 研讨：如何加强我公司项目质量管理？ 

总结及研讨：我公司如何改善研发项目管理？ 

 

 

 

 

Tom：研发管理咨询资深顾问  产品管理实战派专家 

 专业背景： 

讲师介绍 



 

 

十多年产品开发管理实践，在 Samsung、中电集团、研祥等公司工作期间，从一线的研发工程师做

起，做到项目经理、产品经理、研发总监、产品管理部总监等职位。作为设计工程师，曾主导开发完成国

内首款光纤速度传感设备，技术等级被国家鉴定为“填补国内空白”。后来作为公司最年轻的产品经理，

带领开发团队完成了国内首款医疗平板电脑、及车载平板电脑的开发与市场推广。其中码头车载专用平板

电脑获得“2008年国际 IDF设计金奖”。 

离开企业后专职从事产品研发领域的培训和咨询工作，目前仍然在 2家国内领军企业担任公司管理顾

问。在集成产品开发（IPD）、市场管理与产品规划（MM）、研发项目管理、产品经理的培养、矩阵式研

发管理变革、E2E 产品开发流程、PDT 跨部门作运、项目经理魔鬼训练培养、矩阵研发绩效管理等方面，

具有很强的管理经验，咨询客户和学员对其实用的案例教学模式十分受益。 

 业务擅长： 

1、矩阵式研发管理变革，如何调整组织架构、职能再次分工、建立以研发项目为核心的流程型组织；

研发项目管理的困难处理，项目经理的素质模型，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处理（市场需求的分类及优

先级排序、立项评审的关键要素、项目计划的可操作性、研发技术人员的绩效评估与激励、开发过程中的

各种技术评审、产品的成本监控、多项目管理及优先级排序、项目的设计周期、小批量及转量产的关键控

制）等。 

2、市场管理与产品规划管理，如何理解行业市场并进行市场细分，再到组合分析和产品线业务规划；

需求的收集、验证、分解与分配，产品经理的培养，根据初步市场需求如何策划一款全新的产品，如何设

计产品规划流程并做产品的路标规划，竞品解剖与分析； 

 培训经验： 

曾为通信、消费电子、软件及互联网、机械设备、能源、化工、汽车等行业的企业提供过超过 300 多

场的内训，主要包括以下企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小米科技、华阳通用电子、西安诺瓦、研祥智能、浪潮、ATL（新能源科技）、深圳瑞

凌、欧华电子、东方精工、南京埃斯顿、广州奥翼、山西四建、宁波嘉日、深圳穗彩、广州邦普、兴森快捷、

太原伦嘉、深益科技、长城电源、力同科技、珠海爱普科斯等国内优秀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