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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下半年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案例分析真题与标准答案

试题一（25 分）

阅读下列说明，回答问题 1 至问题 4，将解答填入答题纸的对应栏内.

【说明】

某集团公司希望对总部现有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升级后的系统能收集整合子公司各类数据，实现

总部对全集团人力资源、采购、销售信息的掌握、分析及预测。

小王担任项目经理，项目交付期为 60天。小王研究了总部提出的需求后，认为项目核心在于各子公

司数据收集以及数据可视化及分析预测功能。各子公司数据收集可以以总部现有系统中的数据格式模

板为基础，为各子公司建立数据上传接口。针对数据的分析预测功能，由于牵沙到人工智能等相关算

法。目前项目组还不具备相关方面的知识储备，因此项目组对该模块功能直接外包。小王将数据收集

与可视化工作进行了 WBS 分解，WBS 的部分内容如下∶

此外，虽然总部没有提出修改界面，但小王认为旧版的软件界面不够美观，让软件研发团队重新设计
并更改了软件界面。
试运行阶段，总部人员试用后，认为已经熟悉旧版的操作模式，对新版界面的布局极其不适应；各子
公司数据报送人员，认为数据上报的字段内容与自己公司的业务并不相关，填写困难。总部和各子公
司的试用人员大部分认为新系统不是很好用。
【问题 1】（12 分）
（1）请结合案例，简要分析该项目经理在 WBS 分解中存在的问题。
（2）写出 WBS 分解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问题 2】（8 分）
请结合案例，除 WBS 分解的问题外，项目在范围管理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问题 3】（3 分）
请描述项目范围说明书的内容。
【问题 4】（2 分）
请将下面（1）～（4）处的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对应栏内。
项目范围是否完成要以（1）来衡量，包括（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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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信培训 2021 下半年高项案例试题 1 标准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

[问题 1] (12分)
(1)存在的问题:
1、没有将分包出去的工作包含在 WBS 里。

2、项目经理小王独自进行 WBS 分解存在问题, WBS 的编制需要所有(主要)项目干系人的参与，需要

项目团

队成员的参与。

3、WBS 分解层次不够详细，WBS 应控制在 4~6层

4、分解的工作包太大,建议工作包总完成时间不应该大于 80 小时

5、分解后的工作不能由多个人负责。

6、WBS 里没有包括项目管理工作。

(每项 2 分，最多 8 分)
(2)需要注意的事项:
1、WBS 必须是面向可交付成果的。

2、WBS 必须符合项目的范围。

3、WBS 的底层应该支持计划和控制。

4、WBS 中的元素必须有人负责，而且只由一个人负责,尽管实际上可能需要多个人参与。

5、WBS 的指导。作为指导而不是原则，WBS 应控制在 4~6层。

6、WBS 应包括项目管理工作，也要包括分包出去的工作。

7、WBS 的编制需要所有(主要)项目干系人的参与，需要项目团队成员的参与。

8、WBS 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每项 1 分，最多 4 分)
[问题 2] (8分)
1、缺少项目范围管理计划。

2、需求分析做得不够详细，没有进行需求的验证、确认和评审。

3、没有定义范围，形成项目范围说明书。

4、没有进行范围确认，在确认前没有进行质量控制工作。

5、范围控制存在问题，存在范围蔓延和镀金情况

(每项 2 分，最多 8 分)
[问题 3] (3分)
(1)产品范围描述。

(2)验收标准。

(3)可交付成果。

(4)项目的除外责任。

(5)制约因素。

(6)假设条件。

(每项 2 分,最多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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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 (2分)
(1)范围基准(2) 项目范围说明书(3) WBS
(4) WBS 字典

(每空 1 分，(2) (3) (4) 顺序可调换)

试题二（25 分）

阅读下列说明，回答问题 1 至问题 4，将解答填入答题纸的对应栏内。

【说明】

某项目的任务计划表如表 1所示，资金计划和资金使用情况表如表 2。

表 1 任务计划表

表 2 资金计划和资金使用情况表（单位：万元）

项目完成后得到任务完成情况月报表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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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任务完成情况表

【问题 1】（4 分）

请根据项目任务计划表，绘制项目的单代号网络图。

【问题 2】（7 分）

（1）项目参与人员均可胜任任意一项任务，请计算项目每月需要的人数，并估算项目最少需要多少

人？

（2）项目经理希望采用资源平滑的方式减少项目人员，请问该方法是否可行？为什么？

【问题 3】（5 分）

项目第 1个月月底时，项目经理考察项目的执行情况，请计算此时项目的 PV、EV 和 AC。
【问题 4】（9 分）

项目第 2个月月底时，上级部门考核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请给出项目此时的执行绩效。

华信培训 2021 下半年高项案例试题 2 标准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

[问题 1] (4分)

[问题 2]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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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月需 8人，2 月需 8 人，3月需 7 人, 4 月需 6 人，5月需 9 人，6 月需 5 人(每个 0.5分，合计 3

分)

项目最少需要 9人(2 分)

(2)不可行(1 分)

因为资源平衡活动只在其自由浮动时间和总浮动时间内延迟,而本项目所有活动自由浮动时间和总浮

动时间都是 0。(1 分)

[问题 3] (5分)

PV=400万元(1 分)

AC=200万元(1 分)

EV=440万元(2 分)

[问题 4] (9分)

项目第 2个月月底时:

PV=400+700=1100 万元(1分)

AC=200+700-900万元(1 分)

EV=1100*100%=1100万元(1 分)

CPI=EVAC-1100/900=1.22 (2 分， 公式正确 1 分，结果正确 1分)

SPI=EV/PV1100/1100=1 (2 分, 公式正确 1 分，结果正确 1 分)

所以项目第 2个月月底时，进度正常(1 分)，成本节约(1 分)

试题三（25 分）

阅读下列说明，回答问题 1 至问题 4，将解答填入答题纸的对应栏内。

[说明]

某公司中标医院的信息管理系统。公司指派小王担任项目经理，并组建相应的项目团队。由于人手有

限，小王让负责项目质量工作的小杨同时担当配置管理员。小杨编写并发布了质量管理计划和配置管

理计划。

小杨利用配置管理软件对项目进行配置管理，为了项目管理方便，小杨给小王开放所有的配置权限，

当有项目组成员提出配置变更需求时，小杨直接决定是否批准变更请求。小杨为项目创建了三个文件

夹，分别作为存放开发、受控、产品文件的目录，对经过认定的文档或经过测试的代码等能够形成配

置基线的文件，存放到受控库中，并对其编号。项目研发过程中，某软件人员打算对某段代码作一个

简单修改，他从配置库检出待修改的代码段，修改完成并经测试没问题后，检入配置库，小杨认为代

码改动不大，依然使用之前的版本号，并删除了旧的代码。公司在质量审计过程中，发现项目管理方

面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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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0 分）

请结合案例，简要分析该项目在配置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问题 2】（8 分）

请结合案例，描述在软件升级过程中的配置库变更控制流程。

【问题 3】（5 分）

请简述质量审计的目标。

【问题 4】（2 分）

在候选答案中选择正确选项，将该选项的编号填入答题纸内。

通常来说，质量管理人员不应具备（）的权限。

A、产品库代码的 Check 权限

B、产品库文档的 Check权限

C、受控库代码的 Check 权限

D、受控库文档的 Check 权限

华信培训 2021 下半年高项案例试题 3 标准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

[问题 1] (10分)

1、配置管理计划不能只由小杨一人编写，而没有与团队成员- -起制定 。

2、由负责项目质量工作的小杨兼任配置管理员，可能导致精力不够，经验不足，顾此失彼。

3、项目中没有建立基线和管理好基线。

4、给小王开放所有的配置权限存在问题，应该只分配需要的权限。

5、配置变更管理存在问题,应该按变更流程处理。

6、没有建立配置库，而只是建了存放开发、受控、产品文件的目录。

7、只对经过认定的文档或经过测试的代码等能够形成配置基线的文件，存放到受控库中，并对其编

号存在问题,

所有配置项都应按照相关规定统一编号。

8、修改完成的代码段经测试没问题后直接检入配置库存在问题,应该要进行评审。

9、版本管理存在问题。

10、没有规范的配置管理流程，导致出现较多问题。

(每项 2 分，最多 10分)

[问题 2] (8分)

1、将待升级的基线从产品库中取出，放入受控库。

2、程序员将欲修改的代码段从受控库中检出(Check out),放入自己的开发库中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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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序员将开发库中修改好的代码段检入(Check in)受控库。

4、软件产品的升级修改工作全部院成后，将受控库中的新基线存入产品库中。

(每项 2 分，共 8 分)

[问题 3] (5分)

1、识别全部正在实施的良好及最佳实践。

2、识别全部违规做法、差距及不足。

3、分享所在组织或行业中类似项目的良好实践。

4、积极、主动地提供协助，以改进过程的执行，从而帮助团队提高生产效率。

5、强调每次审计都应对组织经验教训的积累做出贡献。

(每项 1 分，共 5 分)

[问题 4] (2分)

C (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