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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软件造价评估技术创新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软件造价评估技术创新联盟。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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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相继发布的行业标准《软件研发成本度量规范》SJ/T 11463-2013和国家标准《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

成本度量规范》GB/T 36964-2018在电子政务、军队、金融、通讯、能源、交通、制造等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越来越多的软件造价评估机构开始依据上述标准提供软件造价评估服务。为指导软件造价评估机

构能力建设，提升软件造价评估服务质量，同时也为相关各方选择优质的软件造价评估机构提供依据,

特制订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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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造价评估机构服务能力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软件造价评估机构的能力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软件造价评估机构的能力建设以及相关机构对软件造价评估机构进行能力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CCUA 004-2019 软件造价评估实施规程 

T/BSCEA 001-2019 软件造价评估实施规程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软件造价 software cost  

进行某项软件工程建设及维护所花费的费用。 

3.2  

软件造价评估 software cost evaluation 

软件造价评估机构受委托方的委托，运用软件造价的专业技能，为软件项目需求、设计、构建、测

试、实施、运维等各个阶段软件费用管理提供的服务。 

 注：改写GB/T 51095-2015，定义2.0.1。 

3.3  

软件造价评估机构 software cost evaluation organization 

独立于供需双方，可提供专项或全面的软件造价评估的组织。 

 注：改写GB/T 24359-2009，定义3.1。 

4. 软件造价评估机构能力要求 

4.1  软件造价评估机构的分级 

软件造价评估机构的级别代表了软件造价评估机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差异。软件造价评估机构

按能力要求分为三级，级别由低到高依次是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级能力要求汇总见附录A。 

4.2  一级软件造价评估机构能力要求 

4.2.1. 基本条件 

基本要求如下： 

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产权关系明确； 



 T/BSCEA XXXXX—XXXX 

2 

b) 软件产品开发、销售或信息系统集成等可能影响评估结果公正性的业务占比不超过 50%； 

c) 有与开展软件造价评估服务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工作场所和软硬件环境； 

d) 已依据 T/CCUA 004-2019或 T/BSCEA 001-2019 建立软件造价评估工作相关流程规范。 

4.2.2. 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良好，年度没有出现亏损。 

4.2.3. 信誉状况 

信誉状况要求如下： 

a) 有良好的资信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 

b) 近三年没有出现因软件造价评估服务不当引起客户重大投诉或法律诉讼； 

c) 在软件造价评估机构定级、相关专业人员评价及证书使用过程中诚实守信，近三年无不良行为。 

4.2.4. 业绩状况 

本级对业绩状况不做要求。 

4.2.5. 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要求如下： 

a)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从事软件造价评估服务的经历不少于 1年； 

b) 已建立人员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人员录用、考核、日常管理以及离职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并

初步实施； 

c) 已建立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包括项目的组织形式、工作职责和立项、实施、结项、售后服务等

各流程阶段的工作内容以及要求，并初步实施； 

d) 已建立安全保密制度，主要包括保密要求、人员日常行为规范要求以及保密知识培训课件，并

初步实施。 

4.2.6. 技术能力 

本级对技术能力不做要求。 

4.2.7. 人员能力 

人员能力要求如下： 

a) 持有效软件工程造价师证书人数不少于 3人； 

b) 持有效软件造价评估师证书人数不少于 1人； 

c) 有熟悉主要业务领域的专家或有良好的外部技术协作体系。 

4.3  二级软件造价评估机构能力要求 

4.3.1 基本条件 

基本要求如下： 

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产权关系明确，成立满 2年； 

b) 软件产品开发、销售或信息系统集成等可能影响评估结果公正性的业务占比不超过 50%； 

c) 有与开展软件造价评估服务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工作场所和软硬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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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已依据 T/CCUA 004-2019或 T/BSCEA 001-2019 建立软件造价评估工作相关流程规范； 

e) 通过软件造价评估服务机构一级评定的时间不少于 1 年（本团标实施之日起 1 年内不受此限

定）。 

4.3.2 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要求如下： 

a) 财务状况良好，年度没有出现亏损； 

b) 财务数据真实可信，须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3.3 信誉状况 

信誉状况要求如下： 

a) 有良好的资信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 

b) 近三年没有出现因软件造价评估服务不当引起客户重大投诉或法律诉讼； 

c) 在软件造价评估机构定级、相关专业人员评价及证书使用过程中诚实守信，近三年无不良行为。 

4.3.4 业绩状况 

业绩状况要求如下： 

a) 近三年完成的软件造价评估服务收入总额不少于 500万元； 

b) 近三年完成的软件造价评估项目个数不少于 50个（有完整的项目存档记录）。 

4.3.5 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要求如下： 

a)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从事软件造价评估服务的经历不少于 3年； 

b) 已建立人员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人员录用、考核、日常管理以及离职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并

有效实施； 

c) 已建立人员培训制度，具有系统地对员工进行新知识、新技术以及职业道德培训的计划，并能

有效实施； 

d) 已建立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包括项目的组织形式、工作职责和立项、实施、结项、售后服务等

各流程阶段的工作内容以及要求，并有效实施； 

e) 已建立安全保密制度，主要包括保密要求、人员日常行为规范要求以及保密知识培训课件，并

有效实施； 

f) 已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持有效 ISO9001 证书。 

4.3.6 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要求如下： 

a) 基于软件造价评估专业工具提供服务； 

b) 已建立软件项目基准数据库，项目数据应包含项目特征、规模、工作量、成本等数据项。 

4.3.7 人员能力 

人员能力要求如下： 

a) 持有效软件工程造价师证书人数不少于 10人； 

b) 持有效软件造价评估师证书人数不少于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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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熟悉主要业务领域的专家或有良好的外部技术协作体系。 

4.4  三级软件造价评估机构能力要求 

4.4.1 基本条件 

基本要求如下： 

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产权关系明确，成立满 3年； 

b) 软件产品开发、销售或信息系统集成等可能影响评估结果公正性的业务占比不超过 50%； 

c) 有与开展软件造价评估服务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工作场所和软硬件环境； 

d) 已依据 T/CCUA 004-2019或 T/BSCEA 001-2019 建立软件造价评估工作相关流程规范； 

e) 通过软件造价评估服务机构二级评定的时间不少于 2 年（本团标实施之日起 1 年内不受此限

定）。 

4.4.2 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要求如下： 

a) 财务状况良好，年度没有出现亏损； 

b) 财务数据真实可信，须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4.3 信誉状况 

信誉状况要求如下： 

a) 有良好的资信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 

b) 近三年没有出现因软件造价评估服务不当引起客户重大投诉或法律诉讼； 

c) 在软件造价评估机构定级、相关专业人员评价及证书使用过程中诚实守信，近三年无不良行为。 

4.4.4 业绩状况 

业绩状况要求如下： 

a) 近三年完成的软件造价评估服务收入总额不少于 2000万元； 

b) 近三年完成的软件造价评估项目个数不少于 100个（有完整的项目存档记录）； 

c) 近三年内向客户提供过软件造价评估方法及模型建立或优化服务。 

4.4.5 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要求如下： 

a)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从事软件造价评估服务的经历不少于 5年； 

b) 已建立人员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人员录用、考核、日常管理以及离职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并

有效实施； 

c) 已建立人员培训制度，具有系统地对员工进行新知识、新技术以及职业道德培训的计划，并能

有效实施； 

d) 已建立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包括项目的组织形式、工作职责和立项、实施、结项、售后服务等

各流程阶段的工作内容以及要求，并有效实施； 

e) 已建立安全保密制度，主要包括保密要求、人员日常行为规范要求以及保密知识培训课件，并

有效实施； 

f) 已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持有效 ISO9001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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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要求如下： 

a) 基于软件造价评估专业工具提供服务； 

b) 已建立软件项目基准数据库，项目数据应包含项目特征、规模、工作量、成本、进度、质量等

数据项，数量不少于 300个； 

c) 具备基于历史数据自主建立或优化软件造价评估方法及模型的能力。 

4.4.7 人员能力 

人员能力要求如下： 

a) 持有效软件工程造价师证书人数不少于 20人； 

b) 持有效软件造价评估师证书人数不少于 8人； 

c) 有熟悉主要业务领域的专家或有良好的外部技术协作体系。 

5. 本标准的应用 

本标准是软件造价评估机构服务能力建设和评价的依据，可用于以下四种场景： 

a) 软件造价评估机构的能力建设； 

b) 软件造价评估机构的自我评价； 

c) 第三方评价组织对软件造价评估机构的外部评价； 

d) 软件造价评估服务需方对软件造价评估机构进行评价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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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软件造价评估机构能力要求汇总表 

 表 A.1 软件造价评估机构能力要求汇总表 

机构条件

和能力 
编号 一级 二级 三级 

基本条件 

1.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注册的企业法人，产权关

系明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

的企业法人，产权关系明确，

成立满 2 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

人，产权关系明确，成立满 3 年 

1.2 

软件产品开发、销售或信

息系统集成等可能影响

评估结果公正性的业务

占比不超过50% 

软件产品开发、销售或信息系

统集成等可能影响评估结果

公正性的业务占比不超过50% 

软件产品开发、销售或信息系统集成等

可能影响评估结果公正性的业务占比

不超过 50% 

1.3 

有与开展软件造价评估

服务业务相适应的固定

工作场所和软硬件环境 

有与开展软件造价评估服务

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工作场所

和软硬件环境 

有与开展软件造价评估服务业务相适

应的固定工作场所和软硬件环境 

1.4 

已依据T/CCUA 004-2019

或 T/BSCEA 001-2019建

立软件造价评估工作相

关流程规范 

已依据 T/CCUA 004-2019 或

T/BSCEA 001-2019 建立软件

造价评估工作相关流程规范 

已依据 T/CCUA 004-2019 或 T/BSCEA 

001-2019 建立软件造价评估工作相关

流程规范 

1.5 —— 

通过软件造价评估服务机构

一级评定的时间不少于 1 年

（本团标实施之日起 1 年内不

受此限定） 

通过软件造价评估服务机构二级评定

的时间不少于 2 年（本团标实施之日起

1 年内不受此限定） 

财务状况 

2.1 
财务状况良好，年度没有

出现亏损 

财务状况良好，年度没有出现

亏损 
财务状况良好，年度没有出现亏损 

2.2 —— 

财务数据真实可信，须经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财务数据真实可信，须经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信誉状况 

3.1 

有良好的资信和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未被列入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经营异常、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 

有良好的资信和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有良好的资信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未

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

营异常、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2 

近三年没有出现因软件

造价评估服务不当引起

客户重大投诉或法律诉

讼 

近三年没有出现因软件造价

评估服务不当引起客户重大

投诉或法律诉讼 

近三年没有出现因软件造价评估服务

不当引起客户重大投诉或法律诉讼 

3.3 在软件造价评估机构定 在软件造价评估机构定级、相 在软件造价评估机构定级、相关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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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相关专业人员评价及

证书使用过程中诚实守

信，近三年无不良行为 

关专业人员评价及证书使用

过程中诚实守信，近三年无不

良行为 

员评价及证书使用过程中诚实守信，近

三年无不良行为 

业绩状况 

4.1 —— 
近三年完成的软件造价评估

服务收入总额不少于 500 万元 

近三年完成的软件造价评估服务收入

总额不少于 2000 万元 

4.2 —— 

近三年完成的软件造价评估

项目个数不少于 50 个（有完

整的项目存档记录） 

近三年完成的软件造价评估项目个数

不少于 100 个（有完整的项目存档记

录） 

4.3 —— —— 
近三年内向客户提供过软件造价评估

方法及模型建立或优化服务 

管理能力 

5.1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及技

术负责人从事软件造价

评估服务的经历不少于

1 年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及技术负

责人从事软件造价评估服务

的经历不少于 3 年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从事

软件造价评估服务的经历不少于 5 年 

5.2 

已建立人员管理制度，主

要包括人员录用、考核、

日常管理以及离职等方

面的内容和要求，并初步

实施 

已建立人员管理制度，主要包

括人员录用、考核、日常管理

以及离职等方面的内容和要

求，并有效实施 

已建立人员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人员录

用、考核、日常管理以及离职等方面的

内容和要求，并有效实施 

5.3 

已建立项目管理制度，主

要包括项目的组织形式、

工作职责和立项、实施、

结项、售后服务等各流程

阶段的工作内容以及要

求，并初步实施 

已建立人员培训制度，具有系

统地对员工进行新知识、新技

术以及职业道德培训的计划，

并能有效实施 

已建立人员培训制度，具有系统地对员

工进行新知识、新技术以及职业道德培

训的计划，并能有效实施 

5.4 

已建立安全保密制度，主

要包括保密要求、人员日

常行为规范要求以及保

密知识培训课件，并初步

实施 

已建立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包

括项目的组织形式、工作职责

和立项、实施、结项、售后服

务等各流程阶段的工作内容

以及要求，并有效实施 

已建立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包括项目的

组织形式、工作职责和立项、实施、结

项、售后服务等各流程阶段的工作内容

以及要求，并有效实施 

5.5 —— 

已建立安全保密制度，主要包

括保密要求、人员日常行为规

范要求以及保密知识培训课

件，并有效实施 

已建立安全保密制度，主要包括保密要

求、人员日常行为规范要求以及保密知

识培训课件，并有效实施 

5.6 —— 
已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

并持有效 ISO9001 证书 

已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持有效

ISO9001 证书 

技术能力 

6.1 —— 
基于软件造价评估专业工具

提供服务 
基于软件造价评估专业工具提供服务 

6.2 —— 

已建立软件项目基准数据库，

项目数据应包含项目特征、规

模、工作量、成本等数据项 

已建立软件项目基准数据库，项目数据

应包含项目特征、规模、工作量、成本、

进度、质量等数据项，数量不少于 3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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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 —— 
具备基于历史数据自主建立或优化软

件造价评估方法及模型的能力 

人员能力 

7.1 
持有效软件工程造价师

证书人数不少于 3 人 

持有效软件工程造价师证书

人数不少于 10 人 

持有效软件工程造价师证书人数不少

于 20 人 

7.2 
持有效软件造价评估师

证书人数不少于 1 人 

持有效软件造价评估师证书

人数不少于 4 人 

持有效软件造价评估师证书人数不少

于 8 人 

7.3 

有熟悉主要业务领域的

专家或有良好的外部技

术协作体系 

有熟悉主要业务领域的专家

或有良好的外部技术协作体

系 

有熟悉主要业务领域的专家或有良好

的外部技术协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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