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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很少有行业像游戏开发市场这样变化多端，且对创新性的思维

要求如此之高。日益增多的游戏玩家、飞速发展的技术与众多

的竞争对手让这个行业竞争激烈，五花八门的山寨版本也不断

涌现。

如何让自己的工作室比别人的更成功？

在一个变幻莫测的环境里又该如何保持竞争优势？

我们采访了使用了Hansoft ( Perforce的敏捷计划工具之一) 的

业界领先的五家游戏工作室，讨论如何更好地使用该工具，并进

一步探索这些行业领导者是如何针对不同规模的团队来管理和优

化开发过程的。

每个领导者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凝聚自己的团队并展开实践，这也

是他们把各式各样的想法转化成一个真正产品的方式。

想要做出一个好的游戏不仅仅需要组建一个强劲的团

队，还需要带领一个团队做出同时符合客户和公司内部

相关人员期待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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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 Kellams

与AAA游戏 

JP Kellams  
 

 

  

 

 

 

 

 

 

我心中的大型AAA

游戏冲刺任务 

就像运转一台机器中的齿轮，基于你团

队的大小，以及需要完成的目标，有些

齿轮转速极快，有的却超很慢。想要把

产品开发出来，则需要把这些‘齿轮’摆放

在同一个频率上，协同起来，才能使得

整个‘引擎’顺利地运行。” 

 

 

 

 

Hansoft帮我们很好地解决

了很多问题，其中一项便是

backlog管理。 

 

管理你的待办事项列表 >> 

JP关于HANSOFT的评语: 

http://www.perforce.com/
https://www.shdsd.com/hansoft/product-backlog-management-tool/index.html/
https://www.shdsd.com/hansoft/product-backlog-management-too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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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Arts (EA) 毫无疑问是世界

上最著名的游戏公司之一。它创立于1982

年，在游戏行业规范制定上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其有名的EA Sports部门制作了几个全

世界范围内非常流行的游戏，如  FIFA, 

NHL, 及 Madden等。他们持续在整个运

动类游戏领域里引领创新。团队的超强实力

再一次地证明了其模式是有效的，成功的。 

多元文化游戏的开发背景 

JP Kellams （以后简称JP）目前在位

于佛罗里达的 EA Tiburon工作室里管理

Madden游戏的经销权。他之前在日本大阪

工作了多年，后来回到美国，加入了这个工

作室。 

在其之前的职业生涯中，他开发了20

多种不同难度的游戏。在来到EA前，供职

过PlatinumGames 与 Capcom，也是许

多年来唯一一个母语是英语的员工。 

他的身上集合了专业技能和语言优势，这也使

其成了公司的”百科全书“。 在工作 中，他也不

停地学习各种游戏制作的新知识。  

如何处理难解的“铁三角“问题 

在日本，JP的工作会基于很多原生的IP，

其相关制作周期变化很大，有的可能要5年。 

在EA, Madden游戏的发布周期是1年，这使得

JP在游戏制作的道路上更加精进。 

在项目管理中，时间，资源及项目范围通

常被称为“铁三角“，你往往只能三选其二。如

果资源和时间有限，则要决断能交付的东西的

范围。如果你要交付的内容和团队是固定的，

则需调整相应的时间了。 

完美主义不可取 

在不同的工作室工作时，JP注意到了公司

文化在具体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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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一个工作室，他们更倾向于把每

件事做的尽善尽美，这就意味着时间的延长，

有时甚至是预算的增加，这都会对项目产生

负面影响。比如他其中干过的一个项目，

Scalebound, 最终被毙掉了。 

这其中一个关键点是不管团队成员的效

率有多好，整个流程注定是没有效率的。如

果所有的决定都由一个人来做，团队其他人

的建议会被忽略。 

JP看到了这个问题给团队带来的影响。

“方法论”这个词也不再适用。如果每件事都

要“完美”的话，只会阻碍游戏制作的进程。  

组建自己的团队，确定项目范围 

在EA， JP看到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来处

理这样的问题。Madden游戏的开发有固定

的时间点，加之团队是半固定的，成本也能

固定下来。游戏本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

玩家满意，如此也给到整个开发团队必须交

付的成果的范围。 

这个是有难度的，甚至说是很难，但

EA做到了。解决了这个“不可能攻克”的“铁

三角“问题，EA从1988年开始就每年发布新

的且越来越复杂的Madden系列游戏。现如

今，EA可以每年持续性地更新游戏。 

EA的与众不同之处 

所以说，EA的不同点在哪儿呢？JP表

示，EA做对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是重视游戏

制作与其相关的方法。通过对产品质量和

Backlog间的取舍与审慎评估，就可以在正

确的时间做正确的决定。如一个团队要花很

久才能做决定，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时间紧

得没有选择，要么只能草率行事。 

决策方面也是EA的强项，这也是EA在

行业中始终保持竞争力的秘密武器之一。 

这种持续改进的游戏制作方式可让团队在

“铁三角”中取得平衡，而这一点，鲜有人可

以做到。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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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着适应未知 

在EA，减少紧急情况的发生是JP的重要

工作之一。如果团队为了赶工期而加班，则

质量就有可能无法保证。为了防止该类事件

发生，JP和其团队需接受一个事实，他们不

是百科大全，不是无所不知的。 

在最终的设计尚未敲定的前提下开展工

作，可使团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地适应，而

不拘泥于固有的工作方式。这个可能比较

难，因为员工可能希望在开始干活前每样东

西都已经弄好了。但是现实情况是每位成员

只需要知道目标是什么，然后团队就可以一

步一步地消除未知的情况。 

专注于眼前的工作 

当然，很多时候会有工程师、团队成员

及其他相关人员催你给出清晰的计划表。但

是，与其聚焦于最终的目标，倒不如更多地

关注你需要和想要知晓的事情。  

这是个微妙却很重要的不同点。人天生

就不擅长（预估及设计）整个项目过程中不变

的所谓的“完美的游戏”。但世事往往有所改

变。根据JP的所述，最重要的事是首先明确简

明扼要且清晰的目标，这也往往是每个游戏开

发的起始点。 

不只是游戏开发本身，你的视野也

需要“迭代” 

一旦有所决定，团队应围绕着该方向进

行迭代更新工作。这个工作在帮助团队学习的

同时，还可以让他们更清晰地理解项目的目标

（尽管目标会有偏离，亦无伤大雅）。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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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的开发及学习使得JP的团队对相

关流程了若指掌，最后取得成功。尽管有时某

个迭代出了问题，团队还是可以快速适应，并

在项目的范围内进行方向上的调整。 

如此，开发及更新一个游戏是有很大不同

的。很多团队把迭代的成果强行往项目目标上

去靠。这样下去，团队就掉进去了陷阱里——

偏离关键事项，低效率地去追逐一个不断变化

的目标，而不是面对一个统一的方向。 

调整出适宜的敏捷开发规模 

目标清晰的情况下，团队的规模就可以确

定下来。相对来说，较小的团队效率可以更

高，迭代更快，管理更易，成本更低。 

组建一个要开发像Madden这样规模的游戏

的团队是很耗人力的。尽管可以在既有的游戏

引擎下直接来开发，但整个游戏的环境还是需

要团队自己来建。具体来说，音效，游戏的艺

术风格，游戏里的各种逻辑等和我们现实世界

类似的东西都必须“白手起家”。这些都是要花很

多精力去完成的。 

     从Madden 2018开始（EA其它很多 

重要的游戏亦是）都用的是一个叫Frostbyte 

的游戏引擎。 

开发团队在压力之下沟通清楚其对游戏

引擎的具体需求，这些需求也要和其它游戏

对游戏引擎的所需是匹配的。在一个多产品

使用的共用的平台（如：游戏引擎）上安排

敏捷事宜是有些困难的。JP认为，良好的内

部沟通是关键。 

搭建内外部沟通的桥梁 

我们不止要考虑其它内部的团队和部门，

也要想到项目外包的部分。这种情形下，划

分明确的界限就变得非常重要。你需要尊重

外包工作室的想法。比如：他们想在哪里干

完工作？我们需要什么样质量的交付？ 

如此，就可以确保他们能一直了解你的

想法，也可以赋予其自主权。这就避免了常

见的问题，类似干涉外包工作室的事务与开

发团队的想法，或者对于这些事情做“事后

诸葛亮”。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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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JP看来，全方位的沟通，清晰的职责范

围/界限以及目标明确都是对于决定敏捷开发规

模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每个不同的游戏，

团队都有所不同，很难标准化。 

如果大家的认知是一样的，则沟通就变的

更容易了。但在规模很大的情况下，你需要考

虑时区，技术及其它方面来协助。JP经常引用

敏捷开发的宣言：它没有规定你应该怎么工作，

而是告诉你对于工作应该怎么去思考。 

 

用信任来管理游戏开发 

规模化开发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团队不会

完全由跨职能人员组成的。你只需组建一些

能尽可能独立完成游戏功能开发的团队即可。 

不管设定游戏制作大纲的是游戏制作负

责人，创意总监，主管还是程序员。他们需

要说清楚他们想达到哪些目的，并为团队设

定目标，在过程中多次强调并进行管理，这

样就能让团队中的其他人对这个愿景充分信

任。通过这个过程，就知道团队里需要怎样

的组员去完成游戏开发。 

周全的决策可规避危机/紧急情况

的发生 

让整个团队的思想统一也是一个有效减

少紧急情况发生的手段。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是JP的“中心思想”。项目中出现的各种危机/

紧急情况就会是项目失败的一个预兆，这不

是由于团队不清楚自身要做的事， 而是因

为管理人员一直修改制作大纲，或是签的项

目团队完成不了，亦或有很多开发团队控制

不了的外在因素。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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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相互合作的决策方式 

关于是否要取消紧急情况的机制，也是

因不同的负责人而异的。 JP举了个例子来进

一步说明： 想象一下有一张图表，纵轴上的

是积极主动到被动的指数 ，横轴上的则是通

力合作到独断专行的程度。 

作为一个游戏制作负责人，持续如此做

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借此解决问题。 

武断、独断的决策方式 

如必要，你当然可以选择积极主动且专断

的方式来做决策，但这样势必就是由一个人的

判断为意志转移。一旦搞砸了，就只能被动地

应对。如此行事会对团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降低大家的积极性。 

JP指出，其之前效力过的工作室在很多个

游戏开发都犯了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 许多

游戏发行商和内部的开发团队建立的架构会使

得其中有能力的人无法为团队提供协助。 

实际情况是，这些人只能对团队在做的东

西进行复查。到最后，会使得对团队的信任度

下降。没有团队想要这样的同事提供不同的游

戏制作的思路。这样帮不了整个团队完成既定

目标，对于某些独立游戏开发人员也会造成困

扰。 

信任先行，则事可成 

如你想让游戏工作室更好、更成功，可以

“拜EA为师”，并信任你的团队，团队也要坚信

自己是可以的。反之，团队组建就有问题，今

后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单单请一个教练来指出错误

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要好的领导和教导。 

要做出更好的游戏，你必须言传身教（业

界顶尖游戏工作室都是类似的）。信任你的团

队，进行整体规划，一款叫好又叫座的游戏就

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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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工作室： 

快乐工作 

创造更好的游戏 

Sitara Shefta 

 

 

 

快乐工作的团队做

出的游戏更好。 

那就是我们喜欢的工作方式。致力于

组建多元化的团队，我们坚信这样的

团队可以做出更棒的游戏。每天无时

无刻都有各种玩家在世界各个角落在

玩我们的游戏，所以为什么不建一个

类似的综合团队呢？” 

 

 

 

 

 

 

 

 

 

 

 

 

 

 

 

 

 

 

Hansoft对于整个团队来说，用起来都真的

非常简便。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动态，

Hansoft还有假期计划功能，让我们可以更

好地协调时间。 

 

提高项目管理透明度>> 

 

SITARA关于 HANSOFT的评价

语：

http://www.perforce.com/
https://www.shdsd.com/hansoft/lean-project-portfolio-management-software/index.html/
https://www.shdsd.com/hansoft/lean-project-portfolio-management-software/index.html/
https://www.shdsd.com/hansoft/index.html/
https://www.shdsd.com/hansof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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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Brakes Games工作室由在西班牙

的特内里费岛的一支开发团队组成。工作室

的文化是可持续性，信任，尊重，质量及工

作-生活平衡。基于这样的价值观，人们快

乐地工作，这也是他们通过发布游戏

（Human: Fall Flat）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

素。借此，整个工作室不断成长，然后充满

激情地投入到新项目中去，总体方向是要打

造以价值为驱动的独立游戏工作室，进而出

品各种精彩游戏。 

总经理 Sitara Shefta从无到有一手带

起了工作室。运用了在诸如 EA，Sumo 

Digital 等大型游戏工作室工作的经验，加

上在Dream Reality Interactive的首席制作

人的经历，她现在创造了一个“快乐工作”的

工作室，旨在做出更好的游戏作品。 

工作室招募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构成

了和特内里费岛相适应的工作氛围。Sitara 

同时负责公司的业务端与技术端，在发布

Human: Fall Flat这个游戏的更新包的同时，

亦在紧锣密鼓地开发一款未公布的游戏。 

利用初次成功之势积累资本 

Human: Fall Flat这款游戏是一个用统一的

游戏引擎开发出来的物理平台。有单人游戏和多

人游戏的模式，最初是由No Brakes Games的

创始人Tomas Sakalauskas 开发而成。 

有了特别是线上游戏的玩家论坛的广泛支持，

游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从3年多以前发布了

第一个版本，游戏一直保持更新。而由于整个团

队持续地更新游戏，游戏的生命周期也延长了，

这成为游戏工作室可持续化发展的基石。 

同时，团队会持续探索新游戏，并在老游戏

维护和新游戏开发间找到平衡点，使用敏捷方式

来开发则是这个平衡点的重要一环。 

http://www.perforce.com/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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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实行敏捷开发 

在其它大型游戏工作室工作之际，

Sitara用过Kanban, Scrum, 瀑布式及其

它各种上述方式的组合。但对于 No 

Brakes Games来说, 敏捷方式是最合适不

过的了。 

No Brakes Games会用与冲刺的概念

类似的东西，会设定周目标和双周目标，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开展工作了。在探索摸

索阶段时，团队可能需要快速调整方向和

目标。这个方法可以避免在固定时间点和

固定范围情况下给组员造成更多的压力，

让他们保持愉快心情的同时也符合公司的

价值。 

灵活管理项目范围 

Sitara记得之前做过一个项目：规定固

定的时间和范围，用固定的团队去做。由

于诸多限制，剩下唯一能变动的只能是质

量，这个是游戏开发非常不想要的模式。 

在No Brakes Games, 更多的是关注项目

范围的管理。Backlogs里面的东西应该是有

意思的，并且是开发团队可以保质保量并能按

时完成的任务。 

No Brakes Games如此开发游戏的好处

就是可以持续进行游戏内容的更新，最终目标

是做成相对来说小而美的样式，而非一个面面

俱到的大型平台。 

把一个小型团队培养成为多面手 

当你刚刚创立工作室时，招人要小心，要

看其是否有你要的技能并能融入公司文化，很

难找到全面的人才。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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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他们开发游戏时是没有游戏

设计师的。具体来说，一个新游戏会由程序

员，技术美工及Sitara自己来设计。他们可

以从类似事情学到如何以一个跨职能团队的

方式来计划并执行项目，相应人员需要其专

业知识以外的技能来完成具体工作。 

 

 

管理人员允许员工在某些时间点上进出项

目。在其它时间则只专注于某一个点。这种不

把人员绑定在一个特定的角色上的方式使得他

们可以成长。在项目审查和反思会时，所有人

一起参与，就可以对项目进程了如指掌。 

鼓励员工在其它相关领域学习 

在招聘过程中， No Brakes Games 会找

寻在游戏开发领域里的某一方面特别强的人，

这是保证游戏高质量的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当

然，应试者有其它技能傍身会是一个大加分，

毕竟技多不压身。  

鼓励员工在其它相关领域进步，游戏质量

就会更好，他们就会觉得条条框框更少。携带

着这股热情向前，工作表现更好。相较于大型

的工作室，这就是个巨大的优势。 

团队的人员构成应尽量贴近相关游

戏的玩家结构 

一个平衡的游戏开发团队会包括4个开发

人员，2个设计人员，2个QA测试人员，2个美

工（一个负责技术相关，另外一个则为普通美

工）及一个项目负责人。由于每个人会在不同

的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即使项目上有些侧重

点（比如可能编程的活多点），也无伤大雅。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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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作室放在特内里费岛也是个战略

性的决定。公司的每个人需要搬迁到这个

岛， 因此公司氛围会变得国际化。搬至加

那利群岛后，给了员工在空闲时间更多便

利和各种活动选择。团队很多元化，管理

层会尽量保持男女比例各占一半。因为玩

家是各式各样的，且遍布于全世界各个角

落，管理层会尝试在团队中尽量模拟玩家

的情况。 

用适合的工具建立路线图 

No Brakes Games现在也是生态链

（包括游戏发行商，外包公司及其它不在

特内里费岛的）的一部分，而确保外部相

关人员与公司内部人员信息互通是个非常

关键的事情。 

数字工具就非常必要。信息透明，则

关系越近，最后一起工作会更流畅。他们

用了Helix Core，Hansoft，Slack以及视

频会议等工具。 

更灵活地交付 

公司内外部做计划的重要一环就是路线图

的规划。Sitara已经意识到路线图的规划变得

越来越精细和灵活，她记得以前的路线图是静

态的，基本不会变动，需要在这个限制下尽可

能给到最高水准的产出。 

 

 

  

http://www.perforce.com/


 

 

现在有了更灵活可配置的路线图，就可

以安排更多、更短的冲刺任务了。这种改进

对于像No Brakes Games这样的独立工作室

尤其有用。整个线路图的工具还可以缩短开

发周期，游戏更新发布更快，处理临时发现

的问题更灵活。 

游戏雏形 vs. 设计方案 

根据交付的速度来看，团队无需撰写额

外的游戏设计文档。当他们脑子里有想法时，

就把这个原始的想法提出来并内部讨论，然

后通过多轮迭代来改进，直到成形为止。 

为了了解下一次更新应该包括那些内

容，他们在 No Brakes Games 比 

Sitara 在其他工作室的时候做的测试都

多。他们会定期从玩家、家人和朋友那里

了解更多的反馈和洞察。 

  No Brakes Games会招募为玩家打造一

流游戏的员工。工作室有个规定：“每个人

都要被尊重和倾听”，不管你已经有20年的

行业经验，还是只是初出茅庐。每个人进公

司以后是会被平等对待的。沟通再一次成为

最重要的一环：确保每位员工明白自己的目

标，以及如何与团体一起来实现它。  

对于No Brake Games来说,他们做的每

件事都是为了找到那份“快乐”。从他们在特

内里费岛的选址，到他们的团队和开发的游

戏，他们一直在创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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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人成长到 

500多人的 

游戏工作室 

 Gerard Huke 

 

 

 

 

 

 

 

 

 

 

 

每件事不可能只

遵循一种规则 

因为我们需要把游戏先做出来。所

以会根据开发游戏的需要，组建开

发团队，定义工作流程。我们不会

做纯敏捷开发，纯瀑布开发或者纯的

其他东西，而是把他们根据实际情况混

用这些方法。“ 

 

 

 

 

 

用Hansoft提供的功能来规划你的backlog，

进而对游戏开发进度有更充分的认识。关注信

息的清晰度，避免任务间层级太多。 

 

搭出属于你自己的Backlog >> 

GERARD关于HANSOFT的评语: 

http://www.perforce.com/
https://www.shdsd.com/hansoft/product-backlog-grooming-examples-and-best-practices/index.html/
https://www.shdsd.com/hansoft/product-backlog-grooming-examples-and-best-practices/index.html/


17 

© Perforce Software, Inc. All trademarks and registered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1220AD19) 
www.perforce.com 

 

 

Frontier Developments是一个位于英国

剑桥市 Science Park的传奇工作室。从1994

成立之初，就开始制作各种基于科幻与自然的

游戏，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Elite franchise. 

他 们 第 一 个 自 行 发 行 的 游 戏 （ Elite: 

Dangerous） 是一款集探险、战斗及交易于

一体的科幻类作品，其中包含了纷繁复杂的

4000 亿 个 星 系 。 不 仅 如 此 ， Frontier 

Developments还做了过山车之星, 侏罗纪世

界以及最近的动物星球等游戏。 

和其它成功的工作室一样，他们从外包游

戏制作起家，到后来自己发行游戏，以及现在

为其他游戏开发商做游戏发行。 

Frontier Developments的游戏制作总负

责人Gerard Huke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年，他

见证了工作室从一个20人的小团队成长到500

多人的大公司。他在Frontier的生涯使得其可

以通过多角度来审视游戏制作。现今，他在工

作室新的大楼里管理着近30个游戏制作人。 

多样化的 

游戏开发方式 

管理多项目的游戏开发要协调很多人

手，而同时制作多款游戏也需要项目间的

协调有灵活度。每款游戏的开发方式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游戏的类型。 

除了游戏质量优先保证外，其它的一

切规则可以有弹性，一个团队的工作流程

及细节上的工作方式都要以质量为主导价

值。不使用单一的开发方式（如Scrum, 

Kanban或者瀑布型），而是根据实际游戏

制作或者项目情况进行“混搭”。 

Frontier Games的核心开发方式几年

来都没变过：每个规定还是围绕质量至上的

原则。最大的不同是团队从10-15个人扩展

到120多人时，如何平稳过渡及运转。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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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发布游戏的各种挑战 

过山车之星这款游戏就是Frontier在

开始自己发布游戏后项目管理转型的一个

好的例证。之前是和其他发行商合作的，

他们给出的时间表非常紧，相应的反馈在

交付后才给出。但自行发布游戏后，就可

以有更多的自由与管控，当然，随之而来

的还有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们需要适应新环境，并在过山车之

星的开发过程中针对发布前，发布中与发

布后等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相应的方法调

整。 

游戏发布管理的再调整 

他们一些固有的游戏制作模式被废止

了，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发布的计划。

之前是由发行商设定各个时间节点，现在

他们要自行控制整个流程。 

很明显，工作室要发展，需要自己发

布游戏，故对其进行细致的规划很有必要。 

 

他们自己制定了工作流，帮助他们适应

团队规模上的扩大以及游戏发布后的各种支

持。他们还自行发明了一个方法，名曰：简

报板，现在依然是开发每个游戏的基础。 

创建“简报板”来管理 Backlogs 

简报板“发明”的过程是来源于白板，它可

以用在很多方面，从初步规划到项目范围的细

节讨论，让整个团队对项目的理解在同一个维

度里。 

不同的列对应不同的优先级（一般是1-

10），每行对应了不同的游戏。以侏罗纪公

园这款游戏来说，其中一个工作流可以是恐

龙。在简报板上，就可以将关于功能和情节的

想法放上去。 

用了这个方法后，员工从一开始就可以清

楚地看到游戏制作的内容。之后，就可以尽快

和相关人员对照着来讨论完成各项功能开发的

时间表了。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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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想法总会有变的时候，但整个

板看起来一目了然，团队沟通起来也方便。

这个板使用了 “分割线”的概念： 意为游戏

首发之前要做的各项功能。如果某个功能

在线的左边，那就表示要做，这也是其在

Hansoft中的Backlog的划分标准。 

 

在游戏制作中将团队拧成一股绳 

简报板里的工作流在不同的项目阶段

是可以选择使用或者不用的。尽管Frontier

工作室很多时候关注功能的开发，但有时

也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做。比如，要做类

似于“动物星球”的游戏，动物的各种行为和

姿态就成为了重中之重，一些团队也由此

只聚焦于动画的制作。 

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制作团队，这个

团队要确保设定的工作流正常走下去。在

一些大型游戏的开发中，最多可能有5个制

作人，每个人负责一个不同的区块。为了

从中协调和管理项目，Frontier设立一个叫

“游戏总监”的职位。随着工作室人员规模的 

扩大，这个职位变得尤为重要，会由他来

监视整个过程。这样一来，制作人就可以

更放心地专注于规划与执行了。 

 

 

 

借助全球人才征服世界 

就在Frontier Developments成功发布

了几款游戏、公司规模不断壮大的时候，他

们在竞争中遭遇了新的挑战，其中一个便是

如何管理大且复杂的项目。为了解决问题，

需要招聘更多的专业人才，但在剑桥这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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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却不容易。与此同时，即使公司已经搬到

了一幢新的大楼里，工位没多久就满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公司已斥资将一

部分工作外包了出去。他们的目标是让团队

获得额外的优秀人才，而不是省钱。全球的

人才库对日益增多的大型游戏的交付起到了

关键的作用。他们会着重于保持远程工作的

员工的效率与消除沟通的障碍（如：语言不

通，时区不同等）。 

关键是要让每个人觉得自己是团队的

一份子，让成员间保持良好的关系，然后

信任对方，最后就可以制作出品质更好的

游戏。 

持续学习的过程 

每个团队可以通过可追溯的信息来提

高团队的工作效率。Gerard Huke非常清

楚地知道，许多时候事情不会完全按照计

划走。一种好的应对之道就是团队一起从

错误中学习，并最终拥抱成功。团队可以

从错误中学到宝贵经验，将来的项目可以

做得更好。 

如此一来，就会建立正向的进步空

间，这些现象也经常体现在制作获奖的游

戏的过程中。通过这种行之有效的团队行

为，将来的游戏品质只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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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商一起发布      

极致的游戏 

Johan Tengå 

 

 

 

 

 

 

 

 

 

 

 

我认为现在绝大多数

的大型游戏 

开发是各不相同的。通过敏捷开发来做，

最有用的一项就是可追溯性。我们不怕试

用新东西，可以试着用，看哪些可用，哪

些不可用，具体改变了什么。” 

 

 

 

看了Perforce提供的视频，里面有

很多有用的信息。 

 

轻松创建敏捷项目 >> 

JOHAN关于HANSOFT的评语: 

http://www.perforce.com/
https://www.shdsd.com/hansoft/how-to-create-an-agile-project/index.html/
https://www.shdsd.com/hansoft/how-to-create-an-agile-projec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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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lanche Studios是一家独立的游

戏工作室，致力于制作大型枪战类游戏。

其工作室位于斯德哥尔摩，纽约和马尔默，

已开发过的游戏包括Just Cause系列, the 

Hunter: Call of the Wild和Mad Max。我

们今天有幸在Avalanche Studios与Johan 

Tengåto畅谈其成功背后的秘密。 

Johan入行是在2001年，一开始他在

Funcom开发Anarchy Online 和 Age of 

Conan 游戏，之后回到了瑞典，分别在

DICE, Starbreeze和FEO Media工作室工

作。 

制作有竞争力的游戏是有难度的，

Johan在最困难的时期甚至出走去了H&M

的IT部。但他最终还是回来了，现在成了

Avalanche Studios的游戏制作总监。 

平衡业务需求的方式 

Avalanche Studios会同时开发多款大

型游戏，Johan的团队会紧密地与发行商以

及斯德哥尔摩和纽约的工作室合作。在产品

开发上越来越深入以后，游戏开发商和发行

商都希望项目可以变大。这么大的项目会对

各个时间点，效率和游戏质量带来压力。并

且，在和发行商合作的同时，为团队创造工

作与生活的平衡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敏捷开发没有通用的方式 

在Avalanche Studios, 各团队主要用

敏捷的方式来开发，但需要融入各自不同的

特点和喜好。他们不怕通过试验来探索如何

提升开发的质量与开发的速度。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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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他们最近新增了一个角色

叫体验官。该职位与产品经理有点类似，

他们都需要确保制定好的计划能分解成

backlog里的任务，以及在整个开发过程

中保证游戏的体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体验官会和各个

游戏总监保持沟通，总监们负责管理不同

体验间的组合。随着产品开发的进一步深

入，游戏总监和产品经理都会对敏捷开发

的方式做一些改变，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 

为每个团队设置一套适合自己

的方法 

Avalanche Studios不会在每个项目

上都用同样的方式，其相关的制作人会在

自己的团队里将敏捷，Kanban及瀑布式

的开发方式进行混用。 

开发方式虽然会基于不同项目和团队

而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一样的：在保证

高质量完成的同时，用最有效的方式来

做。 

与游戏发行商保持沟通 

在Avalanche Studios, 很多员工经常

在项目上要与发行商打交道。发行商要知

晓他们的投入与可以获得的产出。在敏捷

的开发模式下，平衡发行商对于游戏开发

的期望与需求将是一个挑战。 

Avalanche Studios已经掌握个中技巧，

这也是其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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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发行商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

协商出大家都满意的目标。持续不断的沟

通与对话可以将可能发生的游戏开发问题

直接消灭在摇篮里，亦可防止一些游戏开

发商和发行商之间常见的矛盾。 

团队间要有平等性和灵活性 

很多时候，游戏开发是位于不同地方

的不同工作室一起协作完成的（一个工作

室主负责，其它几个工作室协助帮忙）。

Avalanche Studios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

路：让位于美国和瑞典的2个游戏工作室

都放在同样平等的位置上，负责游戏开发。 

团队不会有固定模式，有些团队可能

更侧重于做游戏的功能，其它一些则只是

制作游戏的人物和场景等，这都取决于项

目的需要。 

所以，他们并不保守地使用“传统”的

敏捷开发。同时，鉴于行业的顶尖人才有

限，团队的组成会很灵活，灵活到有时

Avalanche Studios会组建“突击队”。突击 

队包含了几乎各种人员——程序员，美工，

设计人员和测试员，用以准时完成任务的最

后“一哆嗦”。 

让测试人员一起参与解决问题 

Johan Tengå也解决过游戏开发行业一

个常见的问题：在很多团队里，测试人员在

项目后期的时候工作会特别多。这通常是因

为测试工作都会集中在游戏首次发布前。 

由于测试很有可能是资深玩家，Johan

指出要越早进项目越好。他们不仅可以做测

试，也可以对游戏的设计及功能发表意见。

这样做可以在激励团队的同时，使用测试人

员的观点来改进游戏。 

他们也会让内部团队尽量多地试玩，要

让游戏确实有趣好玩。反馈越早，你就越早

知道游戏本身哪些是好的，又有哪些有问题。 

http://www.perforce.com/


© Perforce Software, Inc. All trademarks and registered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1220AD19) 
www.perforce.com 

 

 

敏捷开发工具确有奇效 

绝大多数Avalanche Studios的员工“天

生自带敏捷光环”，Johan Tengå在工作室成

立之初就用敏捷开发了。有了工具以后，敏

捷开发规模的扩大变得更容易，也给团队在

开发方式上带来了更多自主权。 

 

 

 

在 Funcom, Johan成功替换了以前的

问题追踪系统，其目的是将每天对于任务的

预估与发布时间表有机结合，有了这个系

统，各项预估的效率更高了。团队自己知道

具体的情况，做计划时更快更精准。 

确保每个员工评估自己工作所需时间可

以很好地协助到具体的讨论，预判团队完

成任务所需时间，并很早就能把项目范围

的问题解决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

浪费人力，把资源用在刀刃上。 

毛估VS. 精准的预估 

Johan Tengå 个人喜欢比较抽象的预

估方式，比如描述点。但对其他组员解释

起来就会很难，他们通常用更具体的方式

进行预估，比如多少天或者多少个小时。 

当Johan开始用Hansoft来管项目时, 

会用 Backlog来拆解任务。在跑了几个冲

刺任务后，会以这几个里面的指数作为标

准来评估。再跑几轮后，他们知道

Hansoft可以让他们快速切换开发方式。 

Hansoft 支 持 多 项 目 模 式 ， 为 

Avalanche Studios带来更高的透明度。

考虑到Avalanche Studios需要灵活工作，

做计划的工具也必须兼容并蓄，然后他们

选择了Han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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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VR 

来开发游戏 

Michele Antolini 

 

 

 

 

 

 

 

 

 

 

 

 

可追溯的任务将

问题消灭在萌芽

状态。 

因为当我们看见大问题时，通常都

太迟了。” 

 

 

与Helix Core集成后，可以在提交具体的工作

内容物的同时快速关闭问题与任务。 

 

用Helix Core + Hansoft加速游戏开发 >> 

MICHELE关于HANSOFT的评语: 

http://www.perforce.com/
https://www.shdsd.com/hansoft/index.html/
https://www.shdsd.com/hansoft/index.html/
https://www.shdsd.com/news-242/index.html/
https://www.shdsd.com/news-24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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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Rsion坐落于意大利米兰，是一家

专注于为零售行业提供企业级VR解决方案

的先驱公司，也是将游戏行业与其它行业成

功结合的主要标杆。对于inVRsion来说，

他们是在建立划时代的零售体验，致力于长

期打造v-commerce的概念——将 VR作为

顾客买东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Michele Antolini是公司的CTO，有很

深的游戏开发的背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

之前在Milestone工作室担任MXGP游戏的

首席程序员。除了CTO这个职位外，他也

是inVRsion新功能开发的PO（产品经理）。 

通过调整团队架构克服各种未知

情况 

相较于制作游戏，为客户定制VR相关

内容会有很大的区别，工作模式也会不一样。

项目通常不会超过2个月，有的甚至只需2

周的冲刺任务即可做完。 

Michele运用了他在技术方面的经验来划分

项目的交付物，他结合技术——比如用Perforce

（Helix Core）和Hansoft来管控版本——与游

戏开发的最佳实践来开发产品。 

inVRsion之前基本用的是瀑布式的开发方

式，如今已经转成了敏捷式。因为如果说他在游

戏制作的过程中学到什么事情的话，就是认识到

“有些事情会出问题”，这也是瀑布式的项目开发

方式注定要失败的原因。  

团队敏捷开发的“定制化” 

但不是说项目只能在敏捷与非敏捷间做选择。

Michele相信不管是什么行业，“教科书上的敏捷” 

在多项目多团队的环境中肯定是不行的。 

很多开发团队都是用敏捷开发的，通过了解

客户的需求后，在Backlog里建用户故事（User 

Story），然后把故事放到冲刺任务里准备开始。

但3D美工团队却并非如此：鉴于其工作性质，

处理重复的小型任务时，就用瀑布的方式，要用

到“敏捷”的情况就是在冲刺任务的时候。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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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是一些改进，而非整个工作中都需要

改变。在每个冲刺任务结束前，他们可以

给到需要的草图，只要朝着目标和愿景有

所进展即可。 

 

 

 

追溯任务，及早发现问题 

inVRsion从这种工作方式中受益良多，

其中一个最有价值的就是可以及早发现问

题，因为有一个不能跳过的敏捷步骤：追

溯任务。这个动作不仅帮到团队，更是提

醒了 Michele自己。他们可以找出并解决

问题，以防对将来的影响。 

团队对于这个变革比较适应。很多组员

在开始前对敏捷开发只有模糊的概念。于是，  

Michele同时担任了PO和敏捷大师的角色，

但有点冒险。这尽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敏捷，

但确实有用。在一小段时间后，其它负责人

就挑起了敏捷大师的担子。 

团队的结构会根据当时同时在进行的项目

数来决定：如果同时有2-3个项目在运作，架构

就会有所不同，可能会把团队拆成类部门的形

状；当项目少时，就会更专注于项目本身的任

务。这与跨功能开发团队类似——不停适应新

东西。 

有风险？任务优先级来帮忙 

作为一个游戏制作负责人，最难的是制定

目标，然后让团队以正确的顺序做正确的事情，

这也是之前Michele在Milestone工作室学会的

经验和方法。他之前有时可能同时要做4个大

型游戏，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每件事的优先级都

被标注为“紧急”。 

http://www.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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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当上inVRsion的CTO后，他就

可以帮助公司解决这类问题。团队需要持续

开发新功能，关于VR解决方案的话，技术

上难度更高，不仅需要考虑用户在VR眼镜

上看到的，还要顾及外面屏幕显示的东西。 

VR开发中其中一项挑战就是“晕车”。为

了克服这个困难，需要比普通游戏多花30%

的时间来做。当项目范围变大时，为各个任

务排出优先级成为打开成功大门的一把关键

钥匙。同时，inVRsion与其它几个外包公

司合作来减轻内部压力。为了在为任务排优

先级时更高效，他们需要花时间找出真正需

要做的事情，验证并审核即将要交付的成果

物。 

信息来源要统一 

成功确定优先级的第一步就是团队内要

达成共识——信息来源要统一。他回想起了

之前的一个反例：有一个组员认为任务完成

了10%，而另一个人认为的是90%。信息来

源混乱，整个项目就没有透明度，每个组员

要知道项目进度且沟通顺畅，这两点很重要。 

现在，整个团队一起协同制定计划。如此，

他们也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得知完成自己的任务需

要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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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体验代表一切 

游戏的玩家体验极其重要，对inVRsion

产品的用户来说亦是如此。其中一个实践就是

Michele用了一个游戏中的世界场景作为原型，

然后在上面进行迭代开发。 

介于他们更多的工作是B2B，而非传统的

游戏工作室，这个是有优势的：他们可以更透

明化，客户可以直接参与开发。为了有更好的 

用户体验，他们甚至为客户做了一个配置界

面让其深度体验，用户亦可以在开发初期阶

段就可以看到部分的结果。 

inVRsion在测试产品时不走任何捷径，

因为这样可能会让产品有瑕疵。相反的，在

产品的新版本发布前，他们会如用户一样进

行测试：下载新版本，测试控制器，电子头

套等等。当然，这肯定会产生额外的开支，

但却可以保证很好的用户体验。 

在inVRsion内部, 用户体验就是创新的

动力。从设计到测试，需要团队快速决断，

最后给到客户超棒的产品。 

 

 

 

 

不管你团队有多大（小）， Hansoft都能

适应你的工作方式。这也是顶尖游戏工作室

用Hansoft来制作游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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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工作室如何制作出更好的游戏? 

Hansoft是一款可以让团队工作效率更高的敏捷开发计划

工具，极易上手，可以让每个人（如：游戏设计师，开发人员，

产品经理等）更好地一起将产品做出来。 

更快地进行规划 

Hansoft能加快团队开发速度。它比同类工具快10到100

倍，加之可以批量更新，有效地减少了鼠标点击的频率，用户

体验更佳。你在出差的时候就可以更改工作流，字段等。团队

用了Hansoft后，规划效率增快了20%。 

“伸缩自如”的BACKLOG 

对你的项目范围一目了然，然后对交付物过滤，排列优先级，评估工作量及其它操作。

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包容万象的Backlog中展开工作。 

人人可用的仪表板 

团队会追踪任务，负责人追踪团队，制作人“追踪”项目的成功，高层决策人追踪分析与

报表。有了Hansoft可配置的仪表板， 你可以马上发觉问题并快速解决 

点击这里，查看英文版文档 

 

顶尖工作室选择Hansoft。联系Perforce中国授权合作伙伴—龙智（电话400-7755-506 

邮箱：sales@shdsd.com）或点击以下链接，了解Hansoft的更多详情与专业建议。 

免费试用 

https://jinshuju.net/f/P1ZEHB
https://jinshuju.net/f/P1ZEHB
https://jinshuju.net/f/P1ZEHB
http://www.perforce.com/
https://jinshuju.net/f/P1ZEHB
https://www.perforce.com/sites/default/files/pdfs/resource-ebook-hns-expert-tips-5-leading-studios.pdf
mailto:sales@shdsd.com
https://jinshuju.net/f/P1ZEHB
https://jinshuju.net/f/P1ZEHB
https://jinshuju.net/f/P1ZEHB
https://jinshuju.net/f/P1ZEHB
https://jinshuju.net/f/P1ZEH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