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le Testing Days 2012参会见闻

徐毅

欧洲的敏捷测试盛会Agile Testing Days 2012于今年11月19~22日在德
国波茨坦举行，那么这次会议中到底有什么测试和敏捷方面的新想法和思
想呢，且听我娓娓道来。

敏捷及精益教练、顾问。现任职于诺基亚，曾任职于惠普
企业服务、诺西网络。国内敏捷社区的积极推动者。专长
于大型组织(>500人)的敏捷迁徙转变。精通各种风格、类
型的黑盒测试，包括验收性测试驱动开发、探索性测试、
测试自动化等等。

Team Smell-您闻到了吗？

袁店明

基于大家非常熟悉的Code Smell，那在您的团队中是否存在着众多的
Team Smell呢？如果有，您是否闻到了呢？本话题将带领您寻找在团队
中存在的各种Team Smell，以及如何去除这些难闻的Team Smell，使
得团队逐渐成长为高效团队。话题中的各种Team Smell都是本人作为敏
捷教练，在辅导团队转型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根据这些看似非常发散性
的Smell，总结出团队管理和建设应该关注的几个维度，建立一个非常简
单而且易懂的参考模型。

百度 敏捷与精益教练，培训师，社区活动热心组织者，
曾作为核心组织者参与Scrum Gathering，Agile Tour 
China，Agile China大会的组织。目前关注互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产品的发展方向以及引导技巧。

13:30-14:30

Topic
话题分享

14:30-15:30

15:30-16:30

时间：13：30-16：30

参与章：每个话题1枚

有什么想要分享？
速来闪电演讲

闪电演讲
10分钟分享机会难得！

老板的嘉许，你得到了吗？—技术绩效提升

苏于登

1. 为什么敏捷实施许多人没有看到效果？（种种因素解码）
2. 如何才能判断我目前的实施健康度？（实施情况判定的简易方法）
3. 妥善实施敏捷，有哪些方面的提升？（敏捷ROI，让老板喜出望外的指标）

CCG创始人 首席顾问,资深敏捷教练
Ethan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是一位有着超过十五年相关软件开发、项目实施与跨区
域领导产品上线经验的敏捷实践积极 推进者。

敏捷UX

在移动互联网的大趋势下，今天的产品设计与以往有什么不同？你的团队面对着怎样的挑战，你可以如
何应对？
“敏捷UX” workshop将从团队组成、工作流程、团队协作、工作方法几个层面切入，带领大家一起
体验一个典型敏捷UX的产品设计过程。

吴卓浩
创新工场用户体验总监
2002年于同济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6年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得艺术学硕士学
位。自从1998年在大学中找到兴趣和职业的结合点——用户体验，吴卓浩在互联网、
移动、软件、游戏等不同领域均有涉猎。其间在设计公司和作为自由设计师工作两年，
并于读研期间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2006加入谷歌，在中国创建了谷歌在美国以外
的第一个用户体验团队。2010年再度追随梦想，加入创新工场。

敏捷UX
Rest 
Room

嘉年华小游戏

Agile Tangram

敏捷七巧板游戏通过将游戏参与者分组、定义角色，并按照规则共同完成一组

任务，来体验在一个自组织的敏捷团队里，团队成员之间如何通过即时沟通、

充分协作以及灵活的资源调动，快速对需求变化作出反应并完成高质量有价值

的交付。

黄灵

PMP, CSM, CSP, CSPO。 HP 敏捷咨询师、敏捷教练，主要承
担HP GDC敏捷培训、敏捷教练和敏捷咨询工作。也是敏捷社
区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曾参与过Agile Tour Shanghai 2011 
和 Scrum Gathering 2012 的组织活动。

每半小时一个
不同游戏

参与章：每小时1枚
人数限制：30人

嘉年华小游戏
驿站传书 | 数数 | 翻硬币... 

第一场：13:30-14:30    
第二场：15:00-16:00

王奕斌

Autodesk 设计、生命周期和仿真部研发经
理，Scrum master，实施Scrum Process 
4年

驿站传书

团队协作型的持续改进的小游戏，使队员强烈意识到，充分
沟通对团队目标实现的重要意义；  制度规则的建立与修正。 

Code Retreat
敏捷咖啡室

WC

Agile Tangram

参与章：1枚
人数限制：28人

Scrum Board Game

Introduce attendees to Scrum, and explain a little about the 
roles of team member, Scrum Master, and Product Owner 
to gi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Jacob Creech

Jacob is the General Manager of Boost 
Agile (China). Jacob has worked in the 
web industry for over seven years in 
both New Zealand and China. He has 

Scrum Board Game

13:30-16:00

探索式测试之旅 – 实战中的ET

张克冰
现就职于 SAP 中国研究院。2011年加入SAP 中国研究
院，担任质量管理专员和scrum master， 主要负责软
件开发过程中的质量标准和测试策略的制定。探索性测
试培训师，教练。 十年软件从业经验，一致专注于软件
测试和软件质量管理领域。

每个人做测试的人都在探索，或多或少懂得探索。探索，是做探索式测试
的一个起点。自由，想象力，创造力，如果它们不能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收
益，对于我们来说，和浪费又有什么区别？探索式测试，可以一边测试一
边设计更好的更多的测试用例；可以更有效率的找到软件的缺陷；可以摆
脱冗长的测试文档…听起来很美好，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实践是验证
理论问唯一方法。在探索式工作坊，我们将在现场一起用探索式测试的方
法测试软件， 亲身感受它给软件测试带来的改变。

Lego怪兽汇
环球玩具公司需要制作一批玩具怪物。这批玩具的用户群是
3-5岁的儿童。环球公司找到了我们作为合作伙伴。我们选择了
敏捷开发来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如何通过敏捷
的方式高质量地生产出满足客户需求的怪兽？本游戏将包括2
～3轮，每轮包括如下的活动：需求分析、迭代计划、开发、迭
代成果演示、回顾等等。通过亲身参与敏捷开发的完整流程，
参与者可以更好地体会敏捷、了解敏捷背后的原则。

金明

ThoughtWorks高级咨询师、软件工程师，
拥有多年的企业应用和互联网应用的开发经
验，专注于敏捷开发、RESTful架构、持续交
付、云计算等。

胡振波

ThoughtWorks程序员，有丰富的互联网产
品、企业级应用开发经验，以及电信、金融
行业的技术咨询经验。

Code Retreat
Code Retreat是一个集中练习的活动，专注于软件开发和设计
的基础。通过给开发人员提供专注练习的机会并远离完成工作
的压力来提升编程技能的有效方法。通过练习模块化和面向对
象的基本原则，开发人员可以提高他们编写代码的能力并使变
更成本最小化。

姚若舟
拥有十多年的软件开发经验和多年的项目管理
经验，目前任职于欧特克（Autodesk）中国研
发中心担任项目经理，提供内部团队敏捷实践
的指导和培训。 

嘉年华游园地图（下午-二楼）

worked i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roles on 
products as diverse as virtual goods for online games, 
booking management systems for hotels chains and 
online usability testing services. 

Topic 话题分享

Session 1

时间：13：30-14：30
参与章：1枚

Session 2
闪电演讲

时间：14：00-17：00
参与章：3枚
人数限制：30人

时间：13：30-16：00
参与章：2枚

第一场：13:30-14:30    
第二场：15:00-16:00

参与章：1枚
人数限制：20人

Lego怪兽汇

第一场：13:30-14:30   
第二场：15:00-16:00

参与章：1枚           人数限制：30人

探索式测试之旅 – 实战中的ET

时间：13：30-16：00
参与章：2枚
人数限制：20人

敏捷中博弈共赢—估算和承诺

张克强

1. 敏捷中的各方利益      
2. 什么样的估算不是多方共赢的估算       
3. 什么样的承诺不是多方共赢的承诺      
4. 信任和共赢建立。

思碧睿inspearit高级顾问，高级程序员、系统分析员、
PMP、CSM本硕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宝信软件担任过
测试经理、EPG组长、项目总监，曾在Intel担任过
QA Manager,曾在DNV担任过资深咨询师。

时间：14：30-16：00
演讲参与章：1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