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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更新
此文档的标题页包含以下标识信息：
•

软件版本号，表示软件版本。

•

文档发布日期，在每次更新文档时更改。

•

软件发行日期，表示此版本软件的发行日期。

要检查是否有最新更新或验证所使用的文档是否为最新版本，请转至：
http://h20230.www2.hp.com/selfsolve/manuals
此站点需要注册 HP Passport 才能登录。要注册 HP Passport ID，请转至：
http://h20229.www2.hp.com/passport-registration.html
或单击 HP Passport 登录页上的新用户 — 请注册链接。
如果订阅相应的产品支持服务，还将收到更新的版本或新版本。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 HP 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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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访问 HP Software 支持网站：
www.hp.com/go/hpsoftwaresupport
此网站提供了联系信息，以及有关 HP Software 提供的产品、服务和支持的详细信息。
HP Software 联机支持为客户提供了自解决功能。您可以通过它来快速有效地访问管理业务所需的交互技术支持工
具。作为重要的支持客户，您可以享受使用支持网站所带来的以下好处：
— 搜索感兴趣的知识文档
— 提交并跟踪支持案例和增强请求
— 下载软件修补程序
— 管理支持合同
— 查找 HP 支持联系人
— 检查有关可用服务的信息
— 加入与其他软件客户的讨论中
— 研究并注册软件培训
大多数支持区域要求您以 HP Passport 用户身份注册才能登录。许多地区还需要激活的支持合同。要注册 HP
Passport ID，请转至：
http://h20229.www2.hp.com/passport-registration.html
要查找有关支持访问级别的详细信息，请转到：
http://h20230.www2.hp.com/new_access_level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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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 HP ALM 升级
简介
HP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ALM) 使 IT 能够管理从需求到部署的核心应用程序生命周期，赋予
应用程序团队以可预知、可重复和可适应的方式交付现代应用程序所需要的关键可见性和协作能力。ALM 的每
个版本都提供一组新功能，帮助您以最有效方式管理应用程序的管理过程。
为使用现有 ALM 资产从每个版本的新功能获得最佳效果，请按产品附带的升级步骤操作。有关 ALM 升级步
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P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管理员指南》(HP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Administrator Guide)。
建议按以下阶段计划您的站点升级：
准备和计划

定义

测试

计划

执行升级

升级后项目
配置和自定义

1. 准备和计划 — 包括三个子步骤：定义、测试和计划。对于前三个阶段，遵循最佳实践操作：
•

确保及早发现可能导致升级失败的问题。

•

帮助您更好地计划和计算生产升级所需的资源和时间，尽可能缩短服务器停机时间。

此阶段的结果是创建 ALM 升级计划。
2. 执行升级 — 开发并批准 ALM 升级计划后，开始升级。所需 ALM 项目升级到更新版本后，验证项目，使
之可由最终用户访问。验证之后，在自定义和配置项目时，最终用户可继续其工作。
3. 升级后项目的配置和自定义 — 在此阶段自定义 ALM 项目，以支持版本的新功能及进行需要的工作流更改。
在这个阶段，HP Software & Soluti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可借助其对 ALM 的知识和经验来帮助您。
本文档展示“准备和计划”阶段三个子步骤的方法，并提供建议准则。

读者
此指南适合负责将其现有 ALM 环境升级至较新版本的管理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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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
确定 ALM 升级需要
ALM 的每个版本都提供一组新功能，帮助您以最有效、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管理应用程序的管理过程。
发行新 ALM 版本时，在第一个阶段中就评估对它的需要很重要。作为评估过程的一部分，您应当考虑：


现有 ALM 生产版本仍受支持吗？如果是，还会支持多久？



新的 ALM 版本包含的功能和修正可以改进您所在组织中的过程吗？



可以在所选时间（如预期的主要版本、资源的添加或删除）升级 ALM 吗？

要协助评估升级 ALM 的必要性，请咨询 HP Professional Services 或客户支持。
在确认需要新 ALM 版本后，定义升级的范围和策略。

定义升级范围和策略
定义升级范围和策略时，要解决以下问题：
1. 是否需要更改基础结构？
2. 什么是基础结构更改策略？
3. 什么是 ALM 站点和项目升级策略？
回答这些问题时，对以下升级策略作出决定：
1.

升级现有生产服务器还是升级新的或其他服务器。

2.

执行逐步升级还是批量升级。

3.

用全新安装重新安排站点管理，还是使用现有站点管理结构。

以下主题处理这些问题以及根据以上问题的回答可用的升级策略

基础结构升级
ALM 的升级提供了更改和升级环境的机会。这些更改可能由以下因素所导致：
•

ALM 支持矩阵中的更改
查看最新的 ALM 系统配置 (http://www.hp.com/go/TDQC_SysReq)，并查看随新的 ALM 版本发
布的自述文件。

•

有新的或升级过的软件版本可用。

•

您的组织改用其他软件或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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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 环境分成两个部分：硬件和软件。硬件包括物理服务器，而软件包括操作系统、Web 服务器、应用
程序服务器和数据库。
要计划升级，需要评估所有可能的软件更改。评估时，务必考虑以下因素：
-

ALM 在用户数、数据库和文件系统库大小等方面的增长率。

-

使用方面的更改，如集成工具的可用性、安全性、性能和使用的更改。

-

可能影响基础结构需求的其他 HP 产品（如 QuickTest Professional）或与 ALM 集成的非 HP 产品的
使用。

-

策略的更改，如 ALM 中的身份验证方法。

HP 客户支持知识库包含很多文章，可用作确定实现 ALM 所需的环境类型的有用工具。
除了软件的更改以外，还应当考虑体系结构的更改。ALM 体系结构需要：ALM 安装服务器、数据库和文
件系统库。这些部分可以在不同服务器上设置。对于有很多项目的站点或有很多数据的项目，建议在不同
服务器上保留所有这些部分：

使用此体系结构，您可以：
• 降低每个项目的架构和库出现问题的风险
• 增加每个部分的可用存储量
• 允许更灵活的项目和站点增长
设计 ALM 的物理环境时，有两个关键条件请记住：成本和性能。但是，用于实现 ALM 的环境很可能与您
的公司现在使用的配置很相似。请参考最新的 ALM 配置 (http://www.hp.com/go/TDQC_SysReq) 以帮
助确认适合您的需要的环境配置。
对软件和硬件环境进行更改时，要检查以下 KPI（关键性能指标）：
•

每月常规维护服务数

•

每月不影响生产的常规维护服务数

•

每月 ALM 基础结构服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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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生产力的 ALM 基础结构服务数

•

每年应用的 ALM 修补程序数

•

影响生产力的 ALM 修补程序数

•

影响生产力的警报数

•

导致数据库和存储库增长的预期 ALM 使用增长。

ALM 升级
ALM 使用以下数据库用户架构：
• 站点管理数据库用户架构
此架构维护所有站点管理表（如 SITE_USERS、PROJECTS）。对每个 ALM 站点，只有一个这
样的架构。此架构在第一次安装 ALM 时创建。
• 项目数据库用户架构
此架构维护与特定项目相关的所有数据。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架构。
每个 ALM 实例都使用一个站点管理架构和站点所定义数量的项目架构。在群集环境中工作时，所有实例
共享相同的站点管理架构。

升级时，上面的每个架构都需要升级。要升级所有架构，请先升级站点（用现有站点管理架构安装新版本
时自动完成），然后分别升级每个项目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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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升级方法
用于处理物理升级的方法：
1. 升级同一服务器
2. 在新服务器上升级
以下情况下通常升级现有服务器：
1. 服务器的新硬件不可用
2. 运行中的项目较少
3. 项目较小，风险低
4. 升级测试环境
在不同服务器上升级自然需要新的服务器供安装 ALM；但它不需要为文件系统库或数据库提供新服务
器。数据库和文件系统库位于不同服务器时，数据库和文件系统库服务器都不需要由于升级进行任何主
动更改。
应当通过选择物理升级方法检查的注意事项：

升级方法

升级生产服务器

在新服务器上升级

硬件

无需额外的硬件

需要新的服务器

升级方法
（参见第 12 页。）

批量升级

批量或逐步升级

停机时间

卸载 ALM 的现有版本之后，必须
安装新版本并升级项目后，项目才
可用。

只要项目以现有版本激活，所需
停机时间只是项目的升级期间。

站点管理

用全新站点管理架构安装时，所有
站点结构和配置都不可用。因此，
建议使用现有的站点管理架构。

可以用全新的站点管理安装，
也可以使用现有的。
注： 使用全新站点管理架构会
丢失包括密码和用户详细信息
在内的所有用户信息。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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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进行新安装之前备份包括站
点管理架构在内的所有项目。

如果用全新站点管理安装，在
所有项目逐一升级之前不必创
建备份。如果使用现有站点管
理架构，则安装之前应当执行
备份。

升级方法

升级生产服务器

在新服务器上升级

用户可用性

一开始需要站点完全关机。升级项
目后可以重新激活它们。

实现了在执行逐步升级的同时
让用户能同时使用现有版本和
当前版本的灵活性。
注：不可在同一客户端上使用
不同 ALM 版本，除非在版本
之间切换时清理客户端。有关
如何清理 ALM 客户端计算机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知识库文
章 KM176290。

站点管理结构
可以全新安装 ALM，也可以用生产站点管理架构的副本安装。决定用生产站点管理架构还是全新站点
方法时，要考虑以下因素：
-

站点结构的重新安排 — 如果需要重新安排站点结构（域中项目），则用全新站点管理安装生产环
境。如果项目很多，建议您不要重新安排站点，因为：
 重新安排的过程可能很费力
 重新安排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该段时间可以通过升级计划尽量缩短。有关如何准备升级计划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9 页。）
 站点结构的重新安排可能要求站点用户重新安排
 需要将所有项目的所有更改通知给所有用户

-

用户管理重新安排 — 在某些情况下，ALM 可能在其站点管理中列出很多用户。为验证所有用户的
需要，可能希望用其中未列出任何用户的全新站点管理架构安装 ALM。使用生产站点管理架构包
含测试环境中的所有生产用户列表。注：将项目还原到站点管理时，会添加其中列出的所有用户。

-

站点配置维护 — 用全新站点管理安装时，必须复制“站点配置”选项卡中对站点所做的全部配置。

-

管理时间 — 使用现有站点管理架构需要维护在站点中已经列出的现有配置、项目和用户。这有时
相当费时费力。另一方面，用全新站点管理架构安装，需要重置所有数据。选择使用哪个站点管理
架构时，要考虑哪个更费力、哪个更有益。

要用现有站点管理架构，先备份生产站点管理架构。有关备份 ALM 架构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知识库文
章 KM205839 和 KM169526。还原备份站点管理架构之后，务必使用安装期间所使用的同一架构名称。
有关如何使用现有站点管理架构安装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P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安装指南》(HP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Installa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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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使用新站点管理架构时，新架构不包含任何用户数据。需要从源站点管理架构将用户表移动到目标
站点管理架构，然后在 SEQUENCES 表中更新 USER_SEQ 条目。此索引号的值应是用户表的最大
USER_ID。

项目升级方法
可以用以下方法升级项目：批量升级和逐步升级。

升级方法
批量

逐步

考虑因素
 批量升级中，包括 ALM Platform 服务器在内的生产环境对最终用户不可用。
 您可以根据测试结果（参见第 13 页上有关测试的部分）估计系统停机时
间，确定此策略是否适合您的生产环境。
 如果要升级的项目不多，系统停机时间也许可，则批量升级可能是合适的策略。
 在逐步升级中，用户不能在升级期间访问已升级的项目组。
 一组项目升级完成后，ALM 生产环境中的所有最终用户都可以访问这些
项目。
 此策略通过将升级划分成较小部分，并尽量缩短最终用户无法访问其项目的
停机时间，提供了管理升级过程的灵活性。
 在现有生产服务器上升级时，不能选择逐步升级。
 两个服务器都存在时，两者都必须维护。例如，必须在两个实例中都添加新
用户（这也适用于密码更新，站点管理参数等等）。

项目配置和自定义
在升级之后，项目仍设置为按现有版本工作，而不包括支持新版本中的新功能使用的任何配置或自定义。
在这个阶段，将实现每个项目自定义的更改，以支持新功能并适应任何需要的工作流更改。
此阶段需要 ALM 项目管理员的参与，该人员了解现有 QA 过程、并负责 ALM 项目中支持这些过程的所
有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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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试
升级过程会影响功能、性能和与其他 HP 产品（如 HP LoadRunner、HP Performance Center 或 HP
Business Process Testing）及第三方集成的兼容性。在生产环境上安装 ALM 之前，请在反映您特定配置的测
试环境中测试 ALM。

什么是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应独立于生产环境，并准确反映后者。它模拟生产系统上安装的配置和应用程序，包括数据库服务器、
软件和生产项目。通过在测试环境中测试升级，可以获得所能取得结果的更好情形，同时识别和阻止任何对生产环
境的潜在负面影响。此测试环境还可以用于评估新版本。

为什么要设置测试环境？
-

在上线之前测试升级过程是明智的

-

如果升级失败，由于测试环境独立于生产环境而不会造成实际损失

-

产品问题的及早识别和检测

-

用于最终确定生产升级所需的升级计划、资源和时间的好平台

-

用于评估新特性和功能的平台

-

可用于生成新版本的培训材料（有关为新版本生成培训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2 页上的新版本培训和说
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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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什么及如何测试？
测试项目选择
测试环境的良好候选项目要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


频繁使用的项目



有大量用户的策略性项目



大型项目（大量资产）



旧项目



复杂项目



对业务影响很大的项目

在测试环境上选择要测试的项目后，备份
该项目的数据库用户架构和存储库的副本。
有关如何备份 ALM 项目的信息，请参见
知识库文章 KM205839 和 KM169526。

选择要测试
的项目
对于每个
生产项目

是否经常
使用该项目？
该项目是否
与其他
工具集成？

是大型项目吗？

该项目
是否已旧？

为加速测试环境的准备工作，请提前准备
包含数据库架构和存储库位置详细信息的
dbid.xml 文件。
注：测试环境上的升级会完全模拟在生产
升级期间发生的情形。使用此独立环境，
作为一个准备以最佳方式进行实际生产项
目升级的机会。

是

该项目
是否复杂？

创建项目数据库
架构和库的备份

查看升级
准备指南

将项目还原
到数据库

还原分阶段
环境上的项目
查看站点
管理指南
升级项目

测试策略
决定如何测试所选测试项目时，请记住测试会费力费时。如果没有严格的时间和精力限制，请在所有测试
项目上执行所有测试类型。如果存在限制，可以在不同项目上执行不同的测试。但是，测试范围越广，对
于 ALM 的过程和新版本就越有把握。
对您的测试环境，考虑以下测试类型：


性能测试。通过与新版本的性能相比较来测试生产性能。注：为获取准确的结果，请用和生产服务
器相同的配置（包括负载）模拟测试环境。



数据完整性测试。验证所有现有的项目信息都存在并且未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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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流向后兼容性/回归测试。测试组织定义的过程和操作。对于全面回归测试，分别评估每个操
作，并验证正确/预期的数据的接收。

•

端到端测试 (E2E)。检查总体过程的存在性和结果。回归测试要分别检查每个操作，而 E2E 测试
检查包括一个或多个操作的整个过程。

•

可用性测试。着重于测量人造产品的功能，以符合其预定的目的。

•

新功能验证测试。使用生产数据和过程帮助您决定新版本中的新特性和功能是否符合您的需要并与
现有过程集成。

在选择需要的测试类型之后，选择对每个项目执行哪些测试。生成此矩阵时要考虑：
因素

可能的考虑因素

每个项目的每个测试类型需要的测试时间。

可能影响要执行的测试数。请只选择给定时间范围中
可以测试的测试数量。

了解测试项目中所定义过程的测试人员的可用性。

如果熟悉项目过程的测试人员不可用，就不能执行工
作流或数据完整性测试。

该项目有多少资产？

如果项目包含很多资产，则考虑执行性能测试。

该项目在以前版本中遇到严重的性能问题吗？

考虑执行性能测试。

该项目对业务有重大影响吗？

如果有，考虑执行：
- 数据完整性验证测试
- 工作流测试
- E2E 测试

该项目是生产服务器中的活动项目吗？

如果是，考虑执行：
- E2E 测试
- 可用性测试

该项目将利用新版本的任何特性和功能吗？

评估项目上的新特性的实现

最佳做法是对测试环境中要测试的每个项目都根据测试矩阵作出决定。在测试矩阵中，为每个项目定义每
个测试类型的测试级别。例如：
项目 A

项目 B

项目 C

项目 D

项目 E

性能

完整

无

无

完整

基本

数据完整性

无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工作流

无

基本

基本

完整

无

E2E

部分

基本

完整

完整

部分

可用性

无

基本

基本

完整

部分

新特性

无

无

完整

完整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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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环境设置
安装模式
在设置测试环境之前，确保有测试新版本的测试资源。如果没有测试资源或服务器可用，重新定义升级
过程或转到下个步骤并设置升级计划。
安装站点管理架构时，决定是要生产站点管理架构还是全新的。考虑以下因素：
-

模拟完整性 — 最佳的模拟完整性，根据您使用现有站点管理架构还是全新安装的决定来安装测试环境。

-

完整安装测试 — 直接由升级生产时您选择的安装方法驱动。如果用现有生产站点管理架构进行生产升
级，最好先在测试环境中测试它以降低安装风险。

-

测试管理方便性 — 如果使用生产站点结构，您可能希望将测试项目还原到树中生产时它们所在的相同
位置（虽然不是必须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树中查找所测试的项目并管理它们可能会牵涉到不必
要的工作。

-

用户管理 — 在测试环境中使用生产站点管理架构将包括在测试环境中拥有所有生产用户的列表。确保
列出站点中的所有用户不会影响模拟完成。
注：在站点上还原项目时，存在于项目中的所有未列出的站点用户都将自动添加到站点用户列表。

-

管理时间 — 管理时间直接反映管理方便性。如果使用生产站点结构不方便，可考虑使用全新安装。但
是，即使使用生产站点结构时，也可以定义只用于测试的域，后者能降低管理时间，但也降低了模拟
的完整性。

注：使用生产站点管理架构副本时，将列出所有生产域和项目；但是它们非活动的也不可访问。此外，为
了您的便利，请根据管理和测试需要，考虑将项目还原到一个本地化域，或还原到它们在生产项目树中的
同一位置。

安装后清单
安装测试环境之后，准备清单以确保 ALM 安装了所有需要的配置。此外，此列表还应包含：
•

存在适合测试需要的许可证

•

ALM 站点管理中的数据库服务器定义和配置

•

如果在安装之前选择了供测试的项目，要为所有选择的项目准备好 dbid.xml 文件。有关如何还原
ALM 项目的信息，请参见《HP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管理员指南》(HP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Administrator Guide) 中有关恢复项目的信息。

•

集成工具的配置和安装

•

验证站点管理的登录连接

•

验证所有相关的涉众都可以访问站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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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将日志设置为需要的级别，便于在遇到问题时跟踪问题

•

如果在生产环境中配置了邮件服务器，务必也在测试环境中设置一个。但是，要避免通过重置项目中所
有邮件地址或配置无法访问生产邮件的不同邮件服务器以在测试期间将自动邮件发送给生产用户。要重
置邮件地址，可通过在项目架构上运行以下查询来请求数据库管理员协助：

UPDATE USERS
SET US_MAIL_ADDRESS = ‘’

分析测试结果
要确定升级过程的定义和测试结果是否符合您的需要，务必通过将 ALM 生产版本中的功能和性能与新版本中
的相比较，来验证测试环境的结果。如果使用与 ALM 的 HP 集成或第三方工具集成，同样要验证这些集成的
向后兼容性。例如，如果在脚本中使用 OTA API 函数，则必须在运行升级后运行脚本，以验证在升级过程中
安装的新 OTA API 组件仍然兼容。
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则按照风险对它们评级。例如，需要工作流调整时间的少量功能更改风险较低。按照评级，
确定升级过程能否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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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划生产升级
最重要的阶段是在开始之前将所有事情都安排好。创建可用于跟踪任务并验证未丢失步骤的主任务列表或工作计划。
在工作计划中写入要采取的所有操作、时间线和涉众。例如，对于备份项目架构，请数据库管理员提供该操作的估
计时间范围并将他定义为关键涉众。要避免出现问题，请尝试提前确定问题，并提供备选方案。例如，如果数据库
管理员可能不可用，则准备一个备选日期，或聘用一些可以代替数据库管理员的工作计划部分的人。
在工作计划中，您可能希望包括已选择的升级策略（批量或逐步升级）需要的所有步骤。定义参与的每个阶段，以
及每个阶段的范围。

创建基础结构清单
定义以下清单，以确保符合定义它们的定义阶段。通过检查最近更新的 ALM 配置
(http://www.hp.com/go/TDQC_SysReq)，用支持和建议矩阵检查定义。在清单中，包含所有服务器名称、
配置、存储、内存、文件系统关键路径和软件需求。例如，为每个项目创建下表：

服务器 A — IP XXX.X.XX.XX
用途

此服务器仅用作新 ALM Platform 版
本 11.00 应用程序服务器

硬件

内存：
CPU：
CPU 时钟：
磁盘空间：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3 Server SP 2，64 位

软件

IBM WebLogic 9
Apache

注释

* 应直 接连到 服务器 B（ 数据库服
务 器）。
* 应 直接连到 服务器 C（ 库存储服
务 器）。
* 目录 \\x\y\z 应映射到服务器 C 内
的库存储
* 安装路径应该是 c:\Program
Files\HP\ALM

安装服务器后，按照此清单验证安装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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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限制列表
创建需要在升级期间处理的限制列表，如数据库身份验证密码限制、安全限制和客户端限制。确保处理了列表
中的每一项，并提供了详细的解决方案。
创建限制列表时，确保处理了 ALM 当前部署到客户端计算机（ALM 下载机制或自己的包装方法）的方式，以
及是否要应用任何准备或更改。

定义项目升级计划
无论您决定逐步升级还是批量升级，都必须定义项目升级计划。在此计划中，可以定义特定时间范围内项目的
优先级。在确定项目的升级优先级后，再考虑技术和项目方面的问题：
•

•

技术：
o

项目升级风险有多大？— 例如，与每天都经常使用的活动项目相比，升级存档项目风险很低。您

o

备份、还原和升级时间 — 无论您如何看待，备份、还原和升级操作都很耗费时间。例如，务必不
要在一天内包含太多项目，以至于仅备份和还原它们就需要不止一天。有关备份和还原数据库中大
小项目所需的时间，请咨询数据库管理员，并测定这些操作在测试环境上实际需要的时间。

可能要从低风险项目开始，在升级过程中获得经验和信心。另一方面，因为低风险项目通常并不急
需升级，也可以把它们留到最后。

项目：
o

耗时 — 有关您所选升级时间计划的活动，请咨询项目管理员。尝试了解是否计划了主要里程碑
（如主要版本或修补程序测试）。

o

功能紧急性 — 请咨询处理项目的经理和项目管理员，了解新版本中提供的新功能，以理解这些功
能可否且如何在项目中实施。受其中一项或多项功能极大影响的项目应定义为升级的优先项目。

o

用户依赖关系 — 逐步升级可以让 ALM 的两个版本同时都能打开并运行。在一个或多个项目中工
作的用户可能需要登录到不同版本的两个或更多项目，这就需要下载不同的 ALM 客户端版本。如
果由于客户端权限而不能实现，请考虑根据使用多个项目的用户组来计划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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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项目联系人
对于每个项目，定义一两个联系人，以便处理有关升级过程的时机和沟通方面的问题。务必记下这些联系人，
作为项目升级计划中的涉众。对于逐步升级，清除随联系人的迁移时间线，因为联系人负责在升级之前、之中
和之后通知用户有关项目维护的事宜。建议您在项目升级计划中，为每个项目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

域

-

项目名

-

数据库架构

-

库位置

-

活动？

-

使用中？

-

计划维护时间

-

升级时间线

-

联系人

-

特殊配置（例如，用外部工具迁移）

-

自定义更改

通过建立此表，您可以在实际升级时跟踪进度。

准备回滚过程
定义可能在升级过程期间发生的可能问题列表。为准备应对这些问题，创建能降低相关风险的缓解计划，并为
每种风险创建结果计划。如有必要，创建便于使用现有环境的回滚过程。执行批量升级时，这非常重要。作为
预防步骤，在升级之前备份所有项目和站点管理架构。只在项目非活动时备份，并尽可能接近停机时间，以尽
量延长项目工作时间和减少数据丢失。务必将涉众分配到回滚过程计划。

定义在升级之后执行的正常测试
正式完成测试环境的验证时，在考虑测试结果之后定义升级过程中会影响哪些关键区域。将定义这些关键区域
为高风险区域，一旦为每个项目完成升级，就应将它们包括在正常测试中。此外，频繁使用的任何基本功能也
应包含进来，作为每个项目的正常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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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升级后清单
升级后，检查以下项目：
-

警示项目联系人项目升级已完成。

-

在“站点管理”中验证您可以连接到项目。

-

要求用户确认可以用其帐户登录所有 ALM 项目。

-

警示项目联系人执行早先定义的正常测试。

-

要求用户执行他们的例行操作，并报告诸如响应时间或发生错误之类的反馈。

-

要求用户检查 ALM 中的新特性和功能，并提供反馈。

-

检查用户的组权限，可能默认为新特性设置了它们，如有必要可修改。

-

在测试环境上执行负载测试，验证它可以处理需要的用户数。

-

如果您要使用与 ALM 的 HP 集成或第三方工具集成，请验证集成的向后兼容性并提供反馈。

准备新版本的培训材料和备注
为了避免针对 ALM 中的日常使用而致电求助，方便平稳过渡，最好建立一个版本备注文档，其中包含功能的
主要改进、限制、新特性概述及提示和技巧部分。此文档应基于从测试阶段和 ALM 版本文档（如《HP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用户指南》(HP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User Guide) 及随发
布的 ALM 版本发布的新增内容 文档）收到的反馈。
在实际升级之前发布备注和培训材料，以避免增加额外的支持工作。

升级后支持
计划升级时，请记住，在实际升级过程之后需要有一个支持阶段，以协助有问题需要解决及需要说明的客户。
定义支持联系人，将他们的姓名公布给项目用户。联系人的角色包括解决问题和支持有关功能的提问。他们需
要熟知该版本的全部新功能和更改。可考虑为此安排支持培训。
可以考虑在支持阶段准备缺陷跟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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