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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智能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的发展, 出现了越来越多面向最终用户的应用软件. 如何充分了解最终用户

的需求, 从而减少软件项目的风险,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各类软件项目中, 开源软件项目的开发具有特殊性, 体
现在参与人员的广泛性、多层次性, 以及用户需求的多面性和不稳定性等方面. 在项目成熟度评估的基础上, 提出
了开源软件项目的立项评估模型, 并详细介绍了成熟度评估的方法及基于成熟度的开源软件项目立项评估流程, 通
过一个项目实例分析了在该模型基础上的立项评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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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obile devices and social media, more and more end-user-oriented
applications have emerged. How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end user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software projects have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Among all kinds of software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projects is
special, which reflects in the extensiveness and multi-level of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the multi-facetedness and instability
of user needs.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of project maturity, a setup and assessment model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project
is proposed, and the method of maturity evalu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project setup based on
maturity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setup and assessment process is demonstrated with a concrete project scenario.
Key words: maturity assessment; open source software; distributed cooperation; crowdsourcing

1 引言

开源软件的开发过程中, 普遍使用分布式版本控

近年来, 互联网的普及、社交网络的发展以及开

制系统进行协作, 如 Git, SVN, CVS 等. 其中, Git 以其

源软件的兴起使得在线协作的研究与应用成为人们关

极其优秀的分支创建、操作以及删除的能力, 成为目

注的热点. 从广泛使用的 Linux 操作系统, 到市场占有

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版本控制系统.

率第一的 Android 手机操作系统, 再到当前社会热点

在 Git 的基础上, 2008 年 4 月, 现今全球最大的社

大数据所使用的 Hadoop、Spark 等分布式计算平台,

交编程及代码托管平台 GitHub 正式上线. GitHub 除了

这些都是为现代化生活做出巨大贡献的开源软件, 也

基本的 Git 代码仓库托管和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外,

都采用了分布式协作的方式进行开发.

还提供了文档管理、问题追踪与订阅、在线讨论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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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为专业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片高效交流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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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crum 敏捷开发过程模型

开启了人人都可以做开源项目的新时代. 但是,

Scrum 方法是目前全球最流行与最有效的敏捷项

GitHub 主要面向开发及测试人员等专业用户, 相对比

目管理理念与方法之一, 是一种快速增量交付软件产

较小众; 同时, 对普通用户而言, 使用门槛和学习成本

品的模型, 在构建产品过程中创建产品的内部团队并

都比较高.

与其他用户高度协作[4]. Scrum 方法能够很好的应对快

近年来,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发展, 直接

速变化的需求, 强调面对面式的紧密协作与沟通, 频繁

面向最终用户的应用软件越来越多, 传统的软件工程

的交付新版本.

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一转变, 如何更有效、更准

2.3 软件成熟度

确地把握最终用户的需求, 对企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成熟度旨在确定被评估对象的成熟程度, 是对与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成熟度的开源软件项目立项

评估对象有关的概念、状态、以及能力等进行的检查

评估模型, 包含项目需求评估及项目组评估两个主要

活动[5]. 项目成熟度的衡量是为用户的选择做参考, 为

的阶段, 通过成熟度机制对项目立项的进程进行评估

开发者提供项目质量的评估, 促进软件开发的同时对

与控制, 帮助最终用户、开发人员、项目管理人员等

项目有推广作用[6].

多方参与到项目的立项评估过程中, 促进相互交流, 确
保最终用户能够充分参与到开源软件项目的需求分析

3 基于成熟度的开源软件立项评估方法

过程中.

在众包更加广泛应用的现在, 用户群体开始变大,

第二节将介绍相关的研究工作;第三节将详细介绍

不再仅仅局限于开发人员, 普通用户也可以是提出自

基于成熟度的软件项目立项评估模型及评估流程;第四

己需求、展示市场痛点的策划人. 这些用户没有足够

节通过一个例子完整展示软件项目的立项评估过程;

的开发能力, 也无法通过软件工程的相关工具、图表

最后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来给其他用户展示想法, 只能通过自然语言来表达. 本
文所构思的平台就是将最终用户、开发人员、项目经

2 相关研究

理多方参与到项目的立项评估过程中, 让没有开发能

2.1 众包

力的用户也能参与项目的执行, 以此来拓展用户群体.

“众包”(crowdsourcing) 一词是美国杂志《连线》

3.1 项目成熟度评估

的记者杰夫·豪 (Jeff Howe) 在 2006 年 5 月提出的, 从

理想的项目成熟度计算是通过系统智能地抓取项

提出至今得到了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他对“众

目相关信息进行智能地判断给分的, 这里只从项目最

包”的定义是: “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

主要的三个因素考虑: 项目需求, 项目人员分工, 关注

工作任务, 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 (而且通

度. 以下的成熟度计算将以这三个因素作为评判依据

常是大型的) 大众网络的做法. 众包的任务通常由个人

分成三个阶段的评定, 每个阶段设置一个合适的条件

来承担, 但如果涉及到需要多人协作完成的任务, 也有

来控制跳转至下一阶段.

可能以依靠开源的个体生产的形式出现”[1].

3.1.1

项目需求成熟度

Google 提供的 reCAPTCHA 服务是使用最广泛的

项目需求是一个项目最开始就要讨论分析的重要

验证码服务, 也是最典型的众包项目. reCAPTCHA 提

因素, 而需求分析对软件项目后续阶段的工作具有直

供了最基本的验证码服务, 同时, 还利用大量用户的人
工识别结果, 来帮助对扫描版的图书做数字化, 还能帮
助改善地图的准确度, 为更深层次的 AI 提供海量的宝
贵数据.
“众包”所呈现的参与式文化和所体现的集体智慧
加速了创意的产生, 但是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潜在风
险[2,3], 在享受众包带来的创新资源的同时, 还需规避众
包带来的风险.

接的指导性作用, 需求分析执行的程度会直接关系到
项目开发的成败[7]. 成熟度最主要的衡量因素也就是项
目需求成熟度.
项目需求成熟度有如下定义:
定义 1. 项目需求成熟度.
项目需求成熟度被定义为如下的公式:
∑
requirement =
m(r)/|R|
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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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定义为项目组提出的需求集合, 函数 m(r) 计算

据, 通过标签与职务的适配情况来判断是否分配合理.

某一个需求项 r 的成熟度, 定义为:
 vs


 vs +va × 100, 若v s + va ≥ 100
m(r) = 

 0, 若v s + va < 100

若在 CSDN、Linkedin、GitHub 等较为出名的网站上
有较高的知名度, 平台可以直接赋予其一定的积分和
(2)

高等级标签.
定义 2. 项目组成熟度.

vs 为需求项 r 获得的赞成票数, va 为需求项 r 获得

项目组成熟度被定义为如下的公式:
∑
g(r)/|G|
labor =

的反对票数.

(3)

r∈R

项目需求成熟度的计算流程
(1) 项目组成员进行讨论, 详细列举并修改项目的各项需求;
(2) 用户对每一项未确定的需求投上赞成或者反对的一票;
(3) 计算项目需求成熟度;
(4) 若项目需求成熟度大于等于 80 则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 否则返
回步骤 (1).

其中, G 定义为项目组分组集合, 函数 g(r) 计算某一个
分组 r 的成熟度, 定义为:
{
h(r) × 100, 若h(r) < 1
g(r) =
100, 若h(r) ≥ 1
h(r) = (

需求成熟度计算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4)

pl ∑ pm
+
)/x(r)
sl
sm

(5)

其中, p l 、p m 为分组 r 的组长和组员的标签等级, s l 、

开始

sm 为标准的组长和组员的标签等级 (默认为 5、3), 函
数 x(r) 为分组 r 的标准人数, 表 1 列出默认的值.

提出需求方案

表1

分组人数标准表

职位
对每项未确定的
需求进行投票

否

项目经理
开发人员
测试人员
美工

人数
|R|≤5

|R|>5

1
3
1
1

1
4
2
2

计算需求成熟度

项目组成熟度的计算
成熟度≥80
是

(1) 综合项目成员人数与项目内容复杂程度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分工;
(2) 计算项目组成熟度;
(3) 若项目组成熟度大于等于 80 则可以进入下一阶段, 否则返回步
骤 (1).

进入第二阶段

项目组成熟度计算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图1

需求成熟度计算流程图

项目组成熟度

3.1.2

项目关注度

3.1.3

项目关注度是指一个项目应该引起用户对其关注

项目组成熟度是指项目组人员的能力与担任职务

的程度. 其值越高, 表明该项目内容足够丰富、创意足

的契合程度. 一个专业的用户只有在扮演了他所擅长

够新颖, 更容易引起用户的高度关注. 因此项目关注度

的角色之后才能最大化地发挥他的能力. 而项目人员

也应该作为成熟度的评定依据之一.

分配是否合理, 会直接影响到项目的运作效率[8].

关注度的计算需要用到信息检索与信息分析的技

为了量化项目组参与人员的质量, 设立带等级标

术, 最基本的信息就是关注量与浏览量, 以下计算不做

签制度, 将用户所擅长的技能设定为带有等级的标签,

过于复杂的计算, 主要使用这两个信息做简单计算来

用户在平台上参与的活动获取积分, 根据积分提升等

表示关注度.

级 (等级上限为 5). 在项目分工时标签可作为评分依
280 研究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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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流程. 一系列的计算过后, 得出项目的成熟度, 可
作为项目质量的凭证. 随后进入开发阶段.
进入正式开发阶段后, 平台对接 GitHub 以便开发
协作. 开发团队应该选择一种软件开发模型, 平台推荐
使用 Scrum 敏捷开发过程模型, 并为此提供了充分的
作业空间. 接下来平台对开发过程不做干涉直到开发
完成, 结束.

开始

进行人员分工
否
计算成熟度

完整的执行流程如图 3 所示.

成熟度≥80

筛选完善

是
提出

进入第三阶段

图2

投票

计算需
求成熟
度

项目关注度被定义为如下的公式:
l
× 100
r

需求
分析

开始

项目组成熟度计算流程图

concern =

准项目

想法

需求成熟度<80

成员
分工

(6)

其中, l 为项目的关注数, r 为项目的被浏览数.

匹配
职位

计算项
目组成
熟度

项目关注度的计算
项目组成熟度<80

(1) 从数据库获取项目的关注量与浏览量;
(2) 计算项目关注度;

关注度
分析

(3) 若关注度大于等于 80 则可以进入下一阶段, 否则返回步骤 (1).

计算关
注度

计算总成熟度

3.1.4

关注度<80

由以上三个阶段得出成熟度的三个主要因素, 由

项目
成立

以下公式计算得出最终的总成熟度:
Maturity =requirement × 50% + labor × 30%
+ concern × 20%

(7)

图3

对接
Github

结束

开源项目立项评估模型流程图

得出总成熟度后, 项目正式开始进入编码阶段, 平台与
GitHub 对接.

4 实例分析

3.2 立项评估流程

4.1 实例一

当有一个策划者有灵感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在平

现有用户如表 2 所示.

台上提出此想法, 然后系统会由标题抓取关键词, 并首
先自动向策划者推荐类似的项目. 如果策划者觉得系
统推荐的创意项目符合自己的预想, 那么可以自行关

表2

实例一: 用户标签表

名称

拥有标签

王毅

开发工程师 5 级, 项目经理 4 级

闭想法; 如若觉得并不符合自己的需求, 可以再添加更

李尔

开发工程师 4 级

加具体的描述, 然后发布此想法. 平台用户一起讨论可

张珊

开发工程师 3 级, 测试工程师 5 级

行性以及再进一步的润色想法. 如果经过讨论发现此

刘肆

开发工程师 3 级

陈武

开发工程师 2 级, 测试工程师 2 级

杨柳

美工 3 级

黄琦

无

想法实现难度极大甚至无法实现, 策划者可以自行关
闭想法; 如果经过润色补充后, 想法逐渐成为一个充
实、可执行的项目, 那么策划者可以广招贤士, 组建项
目团队, 开始项目的实现.
开始实现项目后, 就必然要进入上文中成熟度评

黄琦在平台上提出一个想法“设计一个可以即时
分享想法的平台”, 吸引众多用户进行讨论, 组成讨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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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提出“不只是要分享想法, 还要做到可以讨论
完善想法, 并将想法实现”, 98% 的用户表示同意. 张珊
认为“可以从即时记录入手, 写一个有较强功能的记事
本”, 66% 的用户表示同意, 其他用户认为“记事本产品
太多, 没必要”.
经过讨论完善后, 多数用户认为可以实现, 于是组
成项目组, 有王毅、李尔、张珊、刘肆、陈武、杨柳
志愿加入项目组, 王毅被推举为组长, 黄琦作为用户组
参与其中.
进入成熟度机制的三个阶段:
(1) 进入需求分析阶段, 项目组与用户组进行讨论,
列出以下需求.

件”, 吸引众多用户进行讨论, 组成讨论组.
表4

实例二: 用户标签表

名称

拥有标签

赵刚

开发工程师 5 级

朱伟

无

赵刚提出“这种技术已经有了, 有个叫 3D 扫描仪
的机器就可以实现, 如果要用手机摄像头来实现的话,
索尼出的 Xperia XZ1 实现了这种技术, 可以扫描人脸
和 3D 建模. 如果要自己实现的话, 需要有这方面的专
家, 否则难度非常大.”, 98% 的用户表示同意.
经过讨论后, 多数用户认为难度过高难以实现, 而
且没有专业人员参与, 于是想法作废.

1) 想法可以用富文本编辑, 可插入图片;
2) 加入手动绘制图案的功能;

5 结论与展望

3) 对想法可以评论, 点赞, 关注, 分享;
4) 每个想法可以内设提供聊天的讨论组功能;
5) 想法可以转化为项目的形式来实现, 成立项目组来执行.

随后过了一周, 有 233 个用户参与了投票, 每项需
求获得的赞成投票数分别为: 1)215, 2)198, 3)204,
4)208, 5)168. 经过计算后得出需求成熟度为 85.2, 大
于 80, 进入下一阶段.
(2) 进入成员分工阶段, 组内讨论后成员分工如表 3

本文针对传统的开源软件开发模式在获取用户需
求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基于项目成熟度评估的开
源软件立项评估模型, 从需求成熟度、项目组成熟
度、关注度三个角度对项目进行项目成熟度评估, 并
通过实例分析模拟了立项评估模型的执行过程. 在未
来的工作中, 将尝试在大规模分布式环境下进行实际
运行测试, 从而进一步对本文所提出的模型进行细节
优化和参数调整.

所示.
表3

实例一: 成员职位表

职位

包括成员

项目经理
开发人员
测试人员
美工

王毅
李尔、刘肆、陈武
张珊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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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扫描物体, 然后构建一个类似的 3D 立体模型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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