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版《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 指南》） 
 

勘误表（第三次印刷） 
 

 

注：以下勘误表仅适用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印刷的第六版《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
 指南》）。要确

认图书（或 PDF）的印刷版本，请参见版权页（声明页和目录之前）的底部。以“10 9 8”等开头的字符串的最后一个

数字表示特定印次。 

对文字和数字进行了少量编辑修改。以下列出主要修正内容。 

 

第 1 部分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 指南》） 
 

页码       修正 

 

  75、76 图 4-2 和图 4-3。删去了商业文件内容中“效益管理计划”的项目符号。 
 

  98、99 图 4-8、图 4-9。删去了项目文件内容中“供方选择标准”的项目符号。 
 

  105  图 4-10。给“投票”添加了项目符号，作为决策工具与技术。 
 

  138  图 5-4。给“一人拍板的决策”添加了项目符号，作为决策工具与技术。 

  179  图 6-3。给“备选方案分析”添加了项目符号，作为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 

  180  6.1.1.3 节。将以下项目符号内容移到了 6.1.1.4 节： 
 

指南和标准，用于裁剪组织标准过程和程序以满足项目的特定要求 
 

  183 图 6-6。将项目管理计划内容下的项目符号内容从“范围管理计划”改为

了“进度管理计划”。 
 

  192  图 6-10。将标签改为了“完成到开始-2 周（提前量）”和“开始到开始+15

天（滞后量）”。{通过删除破折号，避免可能的混淆，即本图是否表示提前

量或滞后量的正值还是负值。} 
 

  195  图 6-12。给“投票”添加了项目符号，作为决策工具与技术。 
 

  235  图 7-2。给“备选方案分析”添加了项目符号，作为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 
 

第 2 部分 《项目管理标准》 
 
页码       修正 

 

  566  图 3-1。在“项目相关方管理”下，将过程名称改为了“规划相关方参与”。 
 

  617  5.2.2 节。为“变更日志”添加了项目符号，作为项目文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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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制定项目章程
制定项目章程是编写一份正式批准项目并授权项目经理在项目活动中使用组织资源的文件的过

程。本过程的主要作用是，明确项目与组织战略目标之间的直接联系，确立项目的正式地位，并展
示组织对项目的承诺。本过程仅开展一次或仅在项目的预定义点开展。图 4-2 描述本过程的输入、
工具与技术和输出。图 4-3 是本过程的数据流向图。

图 4-2制定项目章程：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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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制定项目章程：数据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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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管理项目知识
管理项目知识是使用现有知识并生成新知识，以实现项目目标，并且帮助组织学习的过程。本过

程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已有的组织知识来创造或改进项目成果，并且使当前项目创造的知识可用于
支持组织运营和未来的项目或阶段。本过程需要在整个项目期间开展。图 4-8 描述本过程的输入、 
工具以及技术和输出。图 4-9 是本过程的数据流向图。

图 4-8管理项目知识：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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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管理项目知识：数据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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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管理计划的任何变更都以变更请求的形式提出，且通过组织的变更控制过程进行处理。项目
管理计划的任一组成部分都可在本过程中更新。

4.4.3.3 组织过程资产更新

所有项目都会生成新知识。通过管理项目知识过程，某些新知识被编撰，被嵌入可交付成果，或
者被用于改进过程和程序。在本过程中，也可以首次编撰或使用现有知识，例如，关于新程序的现
有想法在本项目中试用并获得成功。

可在本过程更新任一组织过程资产。

4.5 监控项目工作
监控项目工作是跟踪、审查和报告整体项目进展，以实现项目管理计划中确定的绩效目标的 

过程。本过程的主要作用是，让相关方了解项目的当前状态并认可为处理绩效问题而采取的行
动，以及通过成本和进度预测，让相关方了解未来项目状态。本过程需要在整个项目期间开展。 
图 4-10 描述本过程的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图 4-11 是本过程的数据流向图。

图 4-10监控项目工作：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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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收集需求
收集需求是为实现目标而确定、记录并管理相关方的需要和需求的过程。本过程的主要作用是，

为定义产品范围和项目范围奠定基础，且仅开展一次或仅在项目的预定义点开展。图 5-4 描述本过程
的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图 5-5 是本过程的数据流向图。

图 5-4收集需求：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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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规划进度管理
规划进度管理是为规划、编制、管理、执行和控制项目进度而制定政策、程序和文档的过程。 

本过程的主要作用是，为如何在整个项目期间管理项目进度提供指南和方向。本过程仅开展一次 
或仅在项目的预定义点开展。图 6-3 描述本过程的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图 6-4 是本过程的 
数据流向图。

图 6-3规划进度管理：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

图 6-4规划进度管理：数据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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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规划进度管理：输入

6.1.1.1 项目章程

见 4.1.3.1 节。项目章程中规定的总体里程碑进度计划会影响项目的进度管理。

6.1.1.2 项目管理计划

见 4.2.3.1 节。项目管理计划组件包括（但不限于）：

uu 范围管理计划。见 5.1.3.1 节。范围管理计划描述如何定义和制定范围，并提供有关如何制定进
度计划的信息。

uu 开发方法。见 4.2.3.1 节。产品开发方法有助于定义进度计划方法、估算技术、进度计划编制工
具以及用来控制进度的技术。

6.1.1.3 事业环境因素

能够影响规划进度管理过程的事业环境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uu 组织文化和结构；

uu 团队资源可用性、技能以及物质资源可用性；

uu 进度计划软件；

uu 商业数据库，如标准化的估算数据。

6.1.1.4 组织过程资产

能够影响规划进度管理过程的组织过程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uu 历史信息和经验教训知识库；

uu 现有与制定进度计划以及管理和控制进度相关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程序和指南；

uu 指南和标准，用于裁剪组织标准过程和程序以满足项目的特定要求；

uu 模板和表格；

uu 监督和报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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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定义活动
定义活动是识别和记录为完成项目可交付成果而须采取的具体行动的过程。本过程的主要作用

是，将工作包分解为进度活动，作为对项目工作进行进度估算、规划、执行、监督和控制的基础。
本过程需要在整个项目期间开展。图 6-5 描述本过程的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图 6-6 是本过程的
数据流向图。

图 6-5定义活动：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

图 6-6定义活动：数据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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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 外部依赖关系。外部依赖关系是项目活动与非项目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些依赖关系往往不
在项目团队的控制范围内。例如，软件项目的测试活动取决于外部硬件的到货；建筑项目的现
场准备，可能要在政府的环境听证会之后才能开始。在排列活动顺序过程中，项目管理团队应
明确哪些依赖关系属于外部依赖关系。

uu 内部依赖关系。内部依赖关系是项目活动之间的紧前关系，通常在项目团队的控制之中。 
例如，只有机器组装完毕，团队才能对其测试，这是一个内部的强制性依赖关系。在排列活动
顺序过程中，项目管理团队应明确哪些依赖关系属于内部依赖关系。

6.3.2.3 提前量和滞后量

提前量是相对于紧前活动，紧后活动可以提前的时间量。例如，在新办公大楼建设项目中，绿化
施工可以在尾工清单编制完成前 2 周开始，这就是带 2 周提前量的完成到开始的关系，如图 6-10 所
示。在进度计划软件中，提前量往往表示为负滞后量。

图 6-10提前量和滞后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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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估算活动持续时间
估算活动持续时间是根据资源估算的结果，估算完成单项活动所需工作时段数的过程。本过程的

主要作用是，确定完成每个活动所需花费的时间量。本过程需要在整个项目期间开展。图 6-12 描述
本过程的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图 6-13 是本过程的数据流向图。

图 6-12估算活动持续时间：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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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规划成本管理
规划成本管理是确定如何估算、预算、管理、监督和控制项目成本的过程。本过程的主要作用

是，在整个项目期间为如何管理项目成本提供指南和方向。本过程仅开展一次或仅在项目的预定义
点开展。图 7-2 描述本过程的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图 7-3 是本过程的数据流向图。

图 7-2规划成本管理：输入、工具与技术和输出

图 7-3规划成本管理：数据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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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规划过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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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项目管理计划组件

可用作本过程输入的项目管理计划组件包括（但不限于）：

uu 变更管理计划；

uu 配置管理计划；

uu 范围基准；

uu 进度基准；

uu 成本基准。

5.2.2 项目文件示例

可用作本过程输入的项目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uu 估算依据；

uu 需求跟踪矩阵；

uu 风险报告；

uu 变更日志。

5.2.3 项目管理计划更新

项目管理计划的任何组件都可在本过程更新。

5.2.4 项目文件更新

正式受控的任何项目文件都可在本过程变更。通常在本过程更新的一种项目文件是变更日志。 
变更日志用于记录项目期间发生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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