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H-让敏捷方法落地生根



n 超过25年软件工程经验，20年过程改进经验

n AgileCxO研究所授权的敏捷性能合弄模型（APH）评估师、教练

n 认证的Scrum Master、大规模敏捷咨询顾问（SAFe-SPC）

n CMMI高成熟度主任评估师、授权CMMI教员、CMMI中国咨询委员会（CAC）成

员

n COSMIC实践委员会成员、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区主席

n 工程经验：

• 1993-2004年，开发人员，项目经理，研发总监，副总经理

• 2005年开始从事咨询

• 2007年成立麦哲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 2014年出版专著《术以载道-软件过程改进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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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敏捷的调查数据

内容

敏捷落地的常见难点 什么是敏捷性能合弄模型

APH中的基本内容

评价企业敏捷能力的方法

敏捷转型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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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敏捷成长期”的
团队不会超过80%

63%企业高层的理念和敏捷

核心价值有冲突

60%的IT公司的只有不到一

半的团队在使用敏捷

47%的团队缺少敏捷的经验

和方法

51%的技术型领导没有规模

化敏捷的领导能力
45%的团队确少管理层支持

关于敏捷落地的调查数据



• 基于对200家企业敏捷落地的调查

– 大部分公司没有对治理、基础设施、培训做任何改进，以支持敏捷的实施。

– 几乎100%的高层领导都无法识别或描述最常见的仪式和技术。

– 超过90%的项目经理负责敏捷团队的任务管理、监督和控制。

– 几乎80%的公司没有进行周期性回顾。

– 几乎50%的公司把故事点和时间混淆。

– 大多数公司使用MS Project或其他与传统方法相关的工具。

关于敏捷落地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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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建立组织级的敏捷环境

• 员工能力不足

• 牺牲了质量追求速度

• 在资源绝对缺乏的场景下，不可能敏捷

敏捷落地的四个致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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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环境 员工能力 忽视质量 资源不足



• 亚瑟·库斯勒，1967年，《机器中的幽灵》

– holon：既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同时又是相互协作的整体

– 本质特征：自治与协同

APH的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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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性能合弄结构

以充分自治与协同的合弄结构来表达的，固化、改进、评

价敏捷方法实际结果的模型。



• Jeff Dalton

APH 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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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捷性能合弄结构：用于固化、评价并改进敏捷的能力

• 解决了当前实施敏捷方法缺少实施落地指导方法，缺少能力评价模型的难题

• 借鉴了多种敏捷方法、精益方法的先进理念与实践

APH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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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能力 实施指导 融会贯通



“why-ability”模型：
引领原则

“what-ability”模型：
实践框架

“how-ability”模型：
行为、活动与成果

Why-What-How三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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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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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性能等级

6个性能圈

18个合弄

70条行动

65条（建议的）仪式与技
术



APH结构剖面图

1. 性能圈名称

2. 性能圈EPIC

3. 合弄名称

4. 合弄目标user story

5. 实现目标所需的行动

6. 每个行动所建议的仪式和技术

7. 合弄相关的典型角色

8. 性能等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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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圈-敏捷改进的六类焦点
性能圈 目的

领导
leading

作为敏捷领导者，我将宣贯敏捷的价值观，提供环境，并建立愿景，这样我的团队就能够

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上实现敏捷和成功。

供给
providing

作为敏捷领导者，我想培养一个持续改进的环境，并且与敏捷伙伴合作，以便我的敏捷团

队能够提升他们的能力。

组队
teaming

作为敏捷领导者，我希望团队和职能部门能够学习和掌握自组织和敏捷仪式和技术，以便

整个组织能够从敏捷导入中充分受益。

展望
envisioning

作为产品负责人，我将建立路线图、发布计划和待办事项列表，这样就可以实现产品/服

务的整体愿景。

构建
crafting

作为敏捷领导者，我希望敏捷团队成员参与高质量产品的策划和构建，以便我们能够如期

交付解决方案。

确认
affirming

作为敏捷领导者，我想确认团队正在按照预期地使用敏捷的价值、方法和技术，以便我能

够理解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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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的性能圈总览

Leading

providing

Team
ing

Envisioning

A
ffirm

ing

C
rafting

Leading：高瞻远瞩，自顶向下

Teaming：组建团队，培养能力

Envisioning：规划产品，澄清需求

Crafting：敏捷开发，持续交付

Affirming：定性定量，评价效果

Providing：提供资源，打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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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能圈到合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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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 价值

愿景
参与

领导

成长
 组织

治理

组队

定义

路线规划

澄清

展望

策划 解决

交付

构建

证实

理解

确认

伙伴

装备 促进

供给



价值合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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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敏捷价值观
敏捷宣言 敏捷方法的12个原则

个体和沟通胜过流程和
工具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及早交付
有价值的软件使客户满意。

可以工作的软件胜过详
尽的文档

欣然面对需求变化，即使在开发后期也一样。善
于掌控变化，帮助客户获得竞争优势。

与客户合作胜过合同谈
判

经常地交付可工作的软件，相隔几星期或一两个
月，倾向于采取较短的周期。

响应变化胜过遵循计划 业务人员和开发人员必须相互合作，项目中的每
一天都不例外。

也就是说，尽管右项有
其价值，我们更重视左
项的价值。

激发个体的斗志，以他们为核心搭建项目。提供
他们所需的环境和支持，相信他们能够达6 成目标。

不论团队内外，传递信息效果最好效率也最高的
方式是面对面的交谈。

可工作的软件是进度的首要度量标准。

敏捷过程倡导可持续开发。责任人、开发人员和
用户要能够共同维持其步调稳定延续。

对技术精益求精，对设计不断完善，将提高敏捷
能力。

以简洁为本，极力减少不必要工作量。

最好的架构、需求和设计出自于自组织的团队。

团队定期地反思如何能提高成效，并依此调整团
队的行为。

XP的核心价
值观

SCRUM的价值观 Scrum的三大
支柱

精益软件开
发七项原则

看板开发方
法的原则

沟通 承诺–愿意对目标
做出承诺

透明 消除浪费 可视化

简单 专注–把你的心思
和能力都用到你承
诺的工作上去

检视 创建知识 限制在制品

反馈 开放–Scrum 把项目
中的一切开放给每
个人看

适应 推迟决策 管理流动

勇气 尊重–每个人都有
他独特的背景和经
验

快速交付

尊重 勇气–有勇气做出
承诺，履行承诺，
接受别人的尊重

对人尊重

内建质量

整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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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敏捷实践列表
序号 类型 实践 序号 类型 实践

1 需求 现场客户(PO) 21 团队 小团队开发

2 需求 史诗 22 团队 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的团队

3 需求 用户故事描述需求 23 团队 完全自愿的接受任务

4 需求
对于一次迭代而言，一旦明确了任务，就
不额外增加工作量

24 管理 时间箱管理

5 需求 需求梳理会议 25 管理 墙壁图表

6 设计 系统隐喻 26 管理 sprint评审（demo)
7 设计 简单设计 27 管理 每周工作40小时

8 设计 CRC卡片 28 管理 公用工作室

9 设计 SPIKE 29 计划 计划游戏

10 实现 重构 30 计划 大屋策划会议

11 实现 结对编程 31 计划 发布策划会议

12 实现 代码集体所有 32 计划 策划扑克法

13 实现 编码标准 33 计划 DoR
14 集成 持续集成 34 计划 DoD
15 测试 测试驱动 35 计划 限制在制品数量

16 策略 渐进迭代开发 36 计划 sprint计划

17 策略 递增交付（小版本发布） 37 计划跟踪 每日站立会议

18 团队 鸡与猪的角色划分 38 计划跟踪 看板

19 团队
项目组划分为三类角色：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team member 39 计划跟踪 燃尽图

20 团队 scrum主管充当防火墙 40 计划跟踪 sprint retrospective



• 仪式名

• 角色

• 概述

• 期望的行为

仪式与技术的四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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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性能能力

20



价值合弄性能等级示例

导入级成果 转型级成果 掌握级成果

1. 定义和选择了敏捷价值观 6. 重要干系人参与，并体现了符合敏
捷价值观

9. 各级敏捷领导参与支持敏捷
价值观

2. 定义了敏捷的角色和职责 7. 敏捷领导接受过敏捷价值观的培训 10. 采用了可视化信息管理技
术展示敏捷价值观

3. 定义了敏捷的仪式和技术 8. 在每个场所都显著地展示了敏捷价
值观

11. 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评
价、调整、改进了敏捷价值观

4. 敏捷团队接受了培训   

5. 敏捷团队自觉遵守已建立的价
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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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评估的5个阶段

1.planning 
策划

2.observation

 观察

3.retrospectiv
e 

回顾

4.Submission

 提交

5.review and 
certification

 评审与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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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访谈

演示

3种评价对象与评价方法

角色
活动

仪式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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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记录案例
时间 事件 反思 下次如何更好

9:38 会议开始，基础环境准备等待了8分钟； 演示的环境准备何时做？
1. 选择合适的时间；
2. 环境准备清单专人跟进。

　 扫了一眼迭代的backlog； 　 　

　 有的后台story不可演示； 演示的范围到底是什么？ 1. 必须提前明确

9:40 挑选了第3个story演示； 谁操作电脑？ 1. 禁止master操作；

9:41 第一个story就出现了阻碍（实时数据的刷新时间？） 演示story的DOD是什么？ 1. 必须定义DOD；

9:48 出现错误提示框，测试人员抱怨了一句测试时也这样。 需要记录吗？ 　

9:57 切换到新环境了。 　 　

9:58 提示了测试要开边界条件 演示中关注了吗？ 　

10:02 服务调快5分钟？重启了一堆服务。 　 　

10:05 Demo会变成了调试会。 复杂演示环境准备如何准备到位？ 　

10:07 操作员和“指示员”分别是什么角色？   　

10:09 投影面积很小，一直没人抱怨。 都能看清楚吗？ 物理环境准备好的要点之一。

10:13 打开了一张业务逻辑图
Demo的依据是什么？
PO的观点？Team的观点？Story的验
收准则？业务逻辑图？测试报告?

　

10:16 打开了一张包含多个状态的状态图。 如何确保演示要点没有疏漏？ 演示前罗列演示的清单；

10:22 操作员同步参看了另外一台笔记本的什么资料。 如何确保全员焦点同步？ 　

10:24 切换到英文，查看了分辨率问题。 常见问题点是否提前提炼了？ 上个迭代的遗留问题作为本迭代的backlog 24



评级结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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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PH的组织级转型路线图示例

26

P1：组建转型的推进团队

P2：获得高层的承诺与授权

P3：评估当前的能力短板

P4：选择敏捷的价值观

P5：选择敏捷的实践与技术

P6：确定推广的路线图

P7：建立敏捷的体系

D1：建立管理者对敏捷的正确认识并促使其参与

D2：推广敏捷的价值观与技术

D3：培训敏捷的体系

D4：组建敏捷的团队

D5：为敏捷团队提供硬环境

D6：为敏捷团队提供软环境

D7：现场旁观，指导敏捷的落地

C1：总结回顾敏捷的实施

C2：积累、分析敏捷的度量数据 

C3：定期评价敏捷的执行情况

A1：组织跨团队的经验教训交流

A2：表彰先进

A3：持续优化敏捷体系

A4：组调整敏捷推广的范围



关于敏捷的调查数据

内容

敏捷落地的常见难点 什么是敏捷性能合弄模型

APH中的基本内容

评价企业敏捷能力的方法

敏捷转型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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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