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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北京科信深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专注于系统与

软件度量领域技术研究与应用的科技型公司，公司依托国际、国内相

关标准面向客户提供专业的软件费用第三方评估、“软件工程造价师”

认证培训、功能点估算体系咨询、成本度量与估算体系建设咨询等方

面的完整解决方案。 

科信深度公司是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软件造价分会和北京软件

造价评估技术创新联盟的副理事长单位，是北京软件造价评估技术创

新联盟授权的金牌合作伙伴；是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授权的工业和

信息化人才培养工程培训培养基地，负责软件工程造价师、软件工程

造价评估师课程实施；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主编的《软件成

本度量标准实施指南》编写组副组长单位。 

科信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此领域的技术研究创新与应用推进，

建立了软件成本度量和费用评估的完整解决方案并已在金融、电信、

能源、政府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帮助客户成功解决了在软件成本度

量和评估方面的难题。 

公司密切关注国际上软件度量领域的技术发展，积极进行国际交

流，在标准和专业书籍编制、基准数据库建设、核心技术研究、度量

领域专业认证、软件度量专家团队建设、实践案例库等方面在国内拥

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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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5 年起，科信公司核心专家就与国际主流软件度量、软件

估算领域的专业组织建立了关系，开展学术交流及技术预研。主要交

流单位包括 IFPUG（国际功能点用户组）、NESMA（荷兰软件度量协

会）、ISBSG（国际软件基准比对标准化组织）、KOSMA（韩国软件度量

协会）、IPASEC（日本软件工程中心），主要翻译及研究成果包括有《基

准比对标准》、《推荐度量元集》《用户组术语集》、《软件度量纲要》、

《功能点计数手册（中文版）》、《中国软件生产力报告》、《韩国软件

估算国家标准》、《日本软件度量白皮书》等。 

通过与国际软件度量组织的交流学习，充分的了解和掌握了软件

度量尤其是软件估算领域的主流方法与实践效果，为国内软件估算方

法的建立优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标准、书籍编制 

从 2009 年至 2017 年公司首席度量专家王海青作为标准工作组

核心起草组专家将多年积累的软件度量及估算领域累计的研究成果

相继转化成为了国内标准和相关书籍，主要包括：国家标准《信息技

术服务 运维成本度量规范》（立项申报阶段）、工信部行标《软件研

发成本度量规范》 （SJ/T11463-2013）、北京地标《信息化项目软件费

用测算规范》（DB11/T1010-2013）、《信息化项目软件运维费用测算规

范》 (DB11/T 1424-2017、)《信息技术 软件项目测量元》(DB11/T 1425-

2017)、《软件研发成本度量规范应用指南（预算场景）》、机械工业出

版社《工信部行业标准软件研发成本度量规范释义》（第二版）、清华

大学出版社《软件成本度量标准实施指南》等。 



 

电话：010-61150075 

邮箱：ssm@ssm-ug.org  

网址：www.kexinshendu.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六街志远大厦 105室            IT项目成本评估社区 

 

三、行业基准数据库 

科信深度公司作为北京软件造价评估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单

位经联盟授权负责软件行业基准数据库的运营工作。长期从事数据的

收集，并拥有完善的数据收集流程及数据评价机制。目前已建立了国

内最大的行业基准数据库（CSBMK），截止到 2017 年 10 月该数据库

包含国际、国内项目数据 10790 套及分析结果，涵盖国内软件开发的

主要业务领域，如电子政务、金融、能源、电信、制造等。同时公司

通过大量咨询项目积累了用于研究使用的高可信度基准数据 23425

套。目前定期发布的行业基准数据包括生产效率、交付质量、缺陷密

度、重点城市人月费率等，并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行业数据

分析结果及特别报告。该基准数据为软件度量提供了行业基准，如行

业功能点生产率等，对软件度量发现问题、行业基准比对、明确度量

改进点、软件估算模型建立提供了不可代替的输入。 

中国软件行业基准数据每年由工信部标准化研究院、北京软件造

价评估联盟等权威机构在中国软件估算大会上联合发布，是目前国内

最权威的软件行业基准数据。 

四、基于基准数据的软件成本评估技术 

该技术采用统计学方法，通过对基准数据进行可信度评价、相关

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建立科学、可信、高扩展性的估算模型，并有效

运用于第三方软件项目费用评估、组织内部 IT 规划与预算编制、项目

策划、项目范围管理、项目后评价、信息系统审计等领域。该技术曾

获得由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颁发的“杰出项目管理研究



 

电话：010-61150075 

邮箱：ssm@ssm-ug.org  

网址：www.kexinshendu.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六街志远大厦 105室            IT项目成本评估社区 

 

奖”，被评审委员会专家认为是项目管理领域近十年来最有突破的创

新。 

五、权威的软件度量领域专业认证 

科信深度公司依据行业标准开发的软件工程造价师培训课程是

工业和信息化人才培养工程课程，考试合格后将颁发软件工程造价师

证书，是软件估算领域唯一被国家官方认可的认证课程。 

科信深度公司是工业和信息化人才培养工程培训基地，负责“软

件工程造价师”认证培训的推广实施，该培训已面向全国完成了近

3500 人的培训，得到各行业客户的广泛认可。 

六、专业的咨询专家团队 

科信深度公司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专家团队选拔及培养流程，通过

理论及实践指导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软件度量专家团队与服务支撑团

队。拥有软件工程造价师 12 人，软件工程造价师培训认证讲师 6 人，

软件工程造价评估师 6 人。 

七、国内最为丰富的软件估算实施案例库 

科信深度公司提供基于标准的软件规模估算到软件工作量、工期、

成本估算完成的解决方案，服务的客户涵盖了政府、金融、能源、电

信、软件领域，累计服务的客户超过了 200 家，培养的软件工程造价

师近 3500 人，评估的软件项目规模超过了 400 万功能点累计金额超

过了 40 亿。公司积累了国内最为丰富的软件估算实践案例。 

主要代表性客户包括： 

 金融行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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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阳

光保险、上海农商行、国银租赁 

 通信行业：山东移动、云南移动、湖南移动、安徽移动、上海

电信、河北电信、云南电信、内蒙电信、吉林联通、广东联通 

 政府行业：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教育部、人社部、北京国税

局、北京朝阳卫生信息中心、河北省人大、内蒙古检察院、天

津行政服务中心 

 能源行业：国家电网、吉林油田、江苏电力、云南电网 

 军工行业：原总装备部、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总参

61 所、61623 部队、兵器 207 所 

 软件企业：华为、浪潮、中软、亚信、东软、首信、中科软 

 第三方机构：北咨、国研、珠海软协 

   主要评估案例： 

1、政府行业典型评估案例 

 金关工程项目造价评估 

 海关总署海关办公平台项目工作量评估 

 海关外事管理系统工作量评估 

 金教工程项目造价评估 

 中国教育报刊社全国来华留学管理信息系统项目费用评估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工作进展集中展示地理信息系统升级建设费

用评估 

 金税工程项目造价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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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税总局信息资源整合平台升级完善项目项目费用评估 

 其他政府单位电子政务项目造价评估 

 河北省人大代表工作平台费用评估 

 内蒙古检察院政务办公系统费用评估  

 人社部考试中心人事考试命审题系统费用评估 

 山西省邮政公司太原分公司三晋通物流信息系统项目费用评估 

 中国记者协会中国记协新闻评奖系统工作量及费用评估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核心业务系统工作量评估 

 司法鉴定项目造价评估 

 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高温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测控系统》费

用司法鉴定 

2、金融行业典型评估案例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核算系统费用评估 

 中国人民银行协同平台项目费用评估 

 中国银行 

 跨境电子商务结算项目费用评估 

 海外系统整合转型工程项目（美洲）费用评估 

 交通银行 

 企业金融资产管理系统功能点评估 

 分行业务平台功能点评估 

 国家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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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分行综合业务系统需求评估 

 民生助学贷款核算系统需求评估 

 中国邮储银行 

 邮政金融社保卡系统费用评估 

 公司信贷风险管理系统费用评估 

 招商银行 

 托管业务中债直连项目费用评估 

 年终决算 3G 适应性改造费用评估 

 平安银行 

 互联网平台功能优化业务需求评估 

 支付系统即时转账业务流程调整需求评估 

 南京银行 

 理财基金系统费用评估 

 营运管理平台升级费用评估 

 国银金融租赁 

 全流程租赁管理系统费用评估 

 皖江金融租赁 

 租赁业务管理系统费用评估 

3、能源行业典型评估案例 

 中国石油地理信息系统推广项目建设造价评估 

 中国石油地理信息系统及采油与地面工程运行管理系统造价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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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油田生产运行管理指挥系统工作量及费用评估 

4、电信行业典型评估案例 

 中国联通吉林省公司综合计费系统造价评估 

 中国电信河北省公司 CRM 系统造价评估 

 中国电信山西省公司上网行为数据分析系统造价评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无线资源管理系统造价评估 

 中通服网络信息企业项目系统造价评估 

八、公司主要资质 

➢ 公司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 一般纳税人 

➢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国际软件基准比对标准化组织（ISBSG）合作伙伴授权 

➢ 工业和信息化人才培养工程培训基地 

➢ 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软件工程造价授权 

➢ 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软件工程造价评估授权 

➢ 《软件成本度量标准实施指南》编写组 副组长单位 

➢ 北京市地标《信息化项目软件运维费用测算规范》主要牵头起

草单位 

➢ 北京市地标《信息技术 软件项目测量元》主要牵头起草单位 

➢ 软件项目费用评估专家都具备软件工程造价师资质及软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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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价评估资质 

附件：公司主要资质证明材料 

一、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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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般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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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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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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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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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际软件基准比对标准化组织（ISBSG）合作伙伴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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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业和信息化人才培养工程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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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软件工程造价授权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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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软件工程造价评估授权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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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工信部标准化研究院授权《软件成本度量标准实施指南》编制及行业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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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北京市地标《信息化项目软件运维费用测算规范》主要牵头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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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软件项目费用评估专家都具备软件工程造价师资质及软件工程造价评估

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