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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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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发展现状

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高质量发展重要手段，本质就是“两提

两减”：提高质量、提高效率、减少人工、减小消耗

“新型工业化”离不开“信息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

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

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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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是建筑工业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71号，16.9.27）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7〕19号，2017年2月21日）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办发〔2013〕1号）将“推动建筑工业化”作为重点任务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已明确提出“强力推进建筑工业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2.6）

背景与发展现状



背景与发展现状

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助

力装配式建筑发展

2017
2018

2019

以北京市为例：

京政办法[2017]8号文要

求：到2020年实现装配式建

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

到30%以上。

2018年，新建装配式建

筑面积1300万平米, 占新开

工建筑面积的 29%，基本提

前2年达到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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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发展现状

 装配式建筑推进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不可忽视，集中体现在“设计不标准、生产不统一、

构件不通用、信息不共享、施工不规范、监管不到位、建设成本过高、质量品质不优”等

突出问题。

 一个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是正常的，我们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只要发展方

向和思路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要坚持！

 2019年7月24日，在青岛的全国装配式建筑工作会上，传达了王蒙徽部长的指示：“面对

装配式建筑行业内部不同声音，发展装配式建筑要保持定力，坚持四个不变：决心不变！

目标不变！标准不变！思路不变！”

装配式建筑发展问题



背景与发展现状

发展装配式建筑需要采用基于BIM的一体化建造

发展建筑工业化，就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

促进信息化，实现两化的深度融合

BIM技术是建筑业信息化的最佳应用

BIM是装配式建筑体系中的关键技术和最佳平台

基于BIM的一体化建造：
横向：全专业一体化

纵向：全过程的一体化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十三五“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

“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围绕“十三五”期间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
化领域科技需求，设置了7个重点方向：

1.基础数据系统和理论方法

2.规划设计方法与模式

3.建筑节能与室内环境保障

4. 绿色建材

5. 绿色高性能生态结构体系

6. 建筑工业化

7. 建筑信息化



十三五“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牵头单位
1 2016YFC0701100 高性能结构体系抗灾性能与设计理论研究 天津大学
2 2016YFC0701200 高性能钢结构体系研究与示范应用 重庆大学
3 2016YFC0701300 既有工业建筑结构诊治与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4 2016YFC0701400 装配式混凝土工业化建筑技术基础理论 东南大学
5 2016YFC0701500 工业化建筑设计关键技术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6 2016YFC0701600 建筑工业化技术标准体系与标准化关键技术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7 2016YFC0701700 装配式混凝土工业化建筑高效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8 2016YFC0701800 工业化建筑检测与评价关键技术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9 2016YFC0701900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产业化关键技术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0 2016YFC0702000 基于BIM的预制装配建筑体系应用技术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11 2016YFC0702100 绿色施工与智慧建造关键技术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2 2017YFC0703400 高性能组合结构体系研究与示范应用 清华大学
13 2017YFC0703500 绿色生态木竹结构体系研究与示范应用 重庆大学
14 2017YFC0703600 工业化建筑隔震及消能减震关键技术 广州大学
15 2017YFC0703700 工业化建筑部品与构配件制造关键技术及示范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6 2017YFC0703800 钢结构建筑产业化关键技术及示范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7 2017YFC0703900 施工现场构件高效吊装安装关键技术与装备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8 2017YFC0704000 预制混凝土构件工业化生产关键技术及装备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2016~2017立项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十三五“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国家“十三五” “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

牵头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许杰峰

项目执行期：2016.7~2019.6

 完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预制装配式建筑体系BIM平台及应用软件

 解决预制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运输和施工各环节中协同工作问题

 建立完整的基于BIM的预制装配建筑全流程集成应用体系

基于BIM的预制装配建筑体系应用技术
（2016YFC0702000）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1 2016YFC0
702001

预制装配建筑产业化全过程自主BIM 平台关键技术的
研究开发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许杰峰

2 2016YFC0
702002

装配式建筑分析设计软件与预制构件数据库的研究开
发 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夏绪勇

3 2016YFC0
702003

基于BIM 模型的预制装配式建筑部件计算机辅助加工
（CAM）技术及生产管理系统 中国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赵亚军

4 2016YFC0
702004

基于BIM的空间钢结构预拼装理论技术和自动监控系
统的研究开发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戴立先

5 2016YFC0
702005

基于BIM和物联网的装配式建筑建造过程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吴飞

项目设置五个课题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建立打通设计、生产、施工流程的一体化集成应用BIM系统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联合国内23家企业与高校，倾力3年联合研发
形成面向装配式建筑BIM全产业链应用的丰硕成果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本项目至2019年6月已完成全部任务书要求工作：

 研发完成支撑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应用的自主知识产权BIM平台、装配式建筑
软件及系统9套；获得软件著作权14项；

 完成标准10本；
 申请/授权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发行BIM相关著作及指南5部；
 发表论文和科技报告72篇（其中SCI检索10篇，EI检索4篇。相关成果软件均已

完成第三方软件测试和评价验收。
 本项目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示范工程共计32项，建筑面积总计811.8万平米，32

项示范工程全部通过专家验收，项目示范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益，为新技
术、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项目成果：软件著作权14项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三项成果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成果鉴定专家组一致认为三项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社会和经济
效益显著，为建筑产业化提供了科技引领和技术支撑作用。

 科技成果1：基于BIM的预制装配式建筑体系应用技术
 科技成果2：基于BIM平台的预制装配式建筑分析设计软件
 科技成果3：预制构件和部品数据库软件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完成标准及指南（共10部）：
BIM国家标准1本：《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存储标准》（已报批）。

行业协会、协会标准、企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9本：
1. 协会标准《钢结构设计P-BIM软件功能与信息交换标准》（已发布）；
2. 协会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P-BIM软件功能与信息交换标准》（已发布）；
3. 协会标准《给排水设计P-BIM软件功能与信息交换标准》（已发布）；
4. 协会标准《暖通空调与空气通风设计P-BIM软件功能与信息交换标准》（已发布）；
5. 协会标准《电气设计P-BIM软件功能与信息交换标准》（已发布）；
6. 行业标准《钢结构深化设计规程》（已送审）；
7. 企业标准《空间钢结构预拼装标准》（已发布）；
8. 地方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信息交互标准》（已征求意见）；
9. 团体标准《工业化建筑构件施工编码标准》（征求意见中）。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出版BIM相关著作及应用指南（共5部）：
 1.装配式框架结构设计方法及实例应用（已出版）；
 2.装配式剪力墙结构设计方法及实例应用（已出版）；
 3.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指南（已出版）；
 4.BIM技术与现代化建筑运维管理（已出版）；
 5.房产全寿命周期管理与BIM技术运用（已出版）。

项目申请/授权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发明专利2项：

 1.适用于空间三维坐标体系快速装配多功能调节装置（授权号：ZL 2016 2 1238910.4）；
 2.一种装配式构件的管理方法（申请号：2018100772077）。

实用新型专利1项：
 一种可调式手持读写器（授权号：CN 208027396 U）。

完成论文和科技报告（共72篇）：
 发表论文43篇（其中SCI检索10篇，EI检索4篇），完成科技报告29篇，合计72篇。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9月8日，项目的五个课题通过绩效评价



装配式建筑BIM技术研发



面向行业痛点，重点攻关

开发商：

• 增量成本高！

设计院：

• 装配式建筑设计门槛太高！不会做！

• 专业间协调困难，难以实现一体化设计！

• 深化设计工作量大，大量精细模型处理困难！

• 详图图纸量太大，劳动强度大，设计效率低！

EPC企业：

• 各阶段系统分离，BIM信息难以在EPC项目全过程应用。



标准化设计，控制增量成本

 基于模数化设计

 基于标准构件设计

 户型标准化

做好装配式建筑方案设计，将是最有效的成本控制手段！

装配式方案设计，控制成本



标准化设计：基于模数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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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设计：部品部件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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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平台的开放的参数化部品部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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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部品部件库——融入工作流程

部品导入后进入 团队共享库管理 中，标识来源为部品库选择pcx文件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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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设计：户型标准化

户型库 单元模型 建筑单体



标准化设计第二层面：户型标准化



智能化设计降低设计门槛

 简化装配式建筑设计流程，把装配式设计经验融入到软件流程中，引导

没有经验的设计人员尽快掌握装配式设计：
 一键智能化全楼拆分

 一键生成全部施工图

 一键生成送审计算书



预制指定及拆分方案预制指定及拆分方案

智能化的装配式方案设计

参数指定参数指定

预制拆分预制拆分
拆分调整拆分调整



基于BIM的一体化设计解决专业协调问题

全专业一体化设计



建筑 结构

机电绿建节能

结构模型建筑模型

机电模型



建筑、结构协同



建筑、结构模型双向提资

自由设计的墙系统

实现建筑、结构模型
双向提资

➢ 结构构件直接转换成建
筑构件

➢ 用结构构件截面刷新
建筑构件

➢ 根据结构构件位置自动
调整建筑构件位置

全专业一体化设计



全专业一体化设计

机电管道的开洞及
电气预埋信息可提
资给建筑、结构，
并实现自动开洞与
管线预埋。

专业间提资





自动深化设计+手动调整，提高深化设计效率

 基于参数化构件库的自动深化设计

 灵活的手动调整方案

 方便的附件库与布置方式

简化设计，提高设计效率与质量



参数化构件满足设计要的自动深化

参数化标准构件：

1. 叠合梁

2. 预制柱

3. 预制墙

4. 叠合板

5. 空调板

6. 飘窗

……





平法标注与三维表达实时联动



楼板钢筋的原位交互调整



预制楼梯交互布置



预制柱配筋及附件设计

指定“预制柱” 指定“柱安装面” 预制柱拆分（混凝土外形设计）

预制柱详图

预制柱安装面设定



 检查

 自动避让

 避让规则

 洞口加强

 切断规则

 交互修改

板洞钢筋避让

预留预埋洞口避让



国标图集 11G101-1

混凝土结构构造手册（第四版）

自定义补强筋搭接长度

预留洞口自动补强



侧视

轴侧

参数化快速调整钢筋避让



构件间关系，缺口调整



 埋件库管理
 多种埋件布置方式



问题列表与模型关联，准确定位

碰撞检查 & 参数校核



一键出图，提高施工图与加工详图绘制效率

 自动编号与修改

 一键生成图纸：
 布置图

 拆分原则图

 现浇节点图

 构件详图

自动编号与出图





机电交互预留预埋

 批量列表修改，双击原位修改
 关联构件高亮显示，修改对象一目了然



结构模板图 墙柱定位图 墙柱平面布置图 梁板平面布置图

自动生成布置图与拆分原则



自动生成现浇节点图



自动生成全套的构件加工详图

叠合板详图 叠合梁详图 外挂板详图

三明治墙详图 柱详图 预制楼梯详图





国标装配率 深圳装配率

江苏三板统计 预制率

装配率：支持国标、深圳、上海新规、江苏三板等重点地区统计及相应相应计算书输出
预制率：通过配置参与计算的构件类型，可统计多地指标，并生成相应计算过程及成果







全流程集成应用系统，解决EPC项目全过程一体化应用



BIM平台打通设计与生产的数据互通



一键导出用于生产的物料BOM清单





通过BIM平台实现与设计数据自动对接
实现自动化加工生产

可视化构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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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数据驱动生产

已经打通的生产数据信息有：

 廊坊凯博的钢筋加工数控设备（导出EXCEL表格）；

 中建科技北京公司德国安夫曼生产线（UniTechNik）；

 三一叠合构件生产线（PXml）

 远大生产系统BPCMaker数据对接 (JSON)

……



装配式智慧工厂管理平台

可视化项目进度管理 可视化模台管理

多项目和多工厂的决策支持和分析预警生产数据管理



借助构件编码体系和物联网技术
实现构件可追溯性质量管控

二维码

RFID电子标签
PDA手持终端

构件生产过程管理

构件全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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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生产管理系统上线的工厂

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1个工厂）

成都建工工业化有限公司

（3个工厂）

浙江省建材集团

（3个工厂）

武汉建工工业化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北京）公司

中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徐州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深汕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贵阳有限公司

广东中建科技有限公司（3个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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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厂应用价值反馈—浙江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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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M和物联网的装配式建筑建造管理

集成BIM、互联网、云计算、GIS、3D打印和物联
网技术的施工管理。
 采用BIM技术进行施工现场可视化管理，在预制

构件运输、堆放和安装过程中，根据工程进度和
现场情况动态调整各构件堆放位置。

 施工过程数字化管理，通过吊装、安装推演实现
精确施工，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

 结合基于BIM的构件编码体系，智能与施工进度
计划无缝对接，动态模拟施工变化过程，实现了
施工进度的高效管理。

 基于BIM模型计算和预测所需资金、劳动力、材
料、机械使用情况，最终与实际消耗成本进行对
比分析，实现了项目的精细化成本管理。

 统一的图档资料信息管理，资料存储于企业云平
台，满足了安全性要求。

构件运输

堆放

进度管理



基于BIM和物联网的装配式建筑建造管理



图1- 登录界面 图2 -平台首页

图3 -构件运输实时跟踪 图4 -构件工序状态实时跟踪

工业化建筑项目管理平台



2提高建筑领域钢结构用钢量比例

2016年2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钢铁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

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

住建部住建部接连批复浙江、山东、
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六个省份
开展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

大力发展
装配式

钢结构建筑

1解决钢产能过剩问题

4发展各省特色的装配式钢结构住宅

3新建公共建筑选用钢结构比例提高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加快发展钢结构建筑的指导意
见（云建设〔2015〕355号）
目前各省学校，医院项目均强
调采用装配式钢结构



建筑设计建筑设计

结构系统结构系统

设备与管

线系统

设备与管

线系统

内装系统内装系统

外围护系统外围护系统

平面设计

立面设计

细部构造

结构体系

杆件设计

节点设计

外墙板

屋面板

外门窗

主体结构连接节点

与各系统连接节点

给水排水

通风空调

电气和智能化

燃气设备

综合管线

地面、墙面

轻质隔墙、吊顶

内门窗

厨房、卫生间

装配钢结构建筑

深化设计内容

装配钢结构建筑

深化设计内容

组合楼板

 装配式钢结构深化设计包括：
建筑设计、结构系统、外围护系
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及内装系统
等

主要

部分



多专业协同装配式钢结构设计

基于BIM的全专业装配式钢结
构设计软件，支持多专业协同
工作和专业间提资

建筑模型

装配式钢结构模型

机电模型

多专业装配式BI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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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结构连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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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结构连接节点



外墙板节点：外墙板节点：

组合楼板节点：组合楼板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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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装配式钢框架的楼层面、立面，以及房间的开间信息，
实现墙板、楼面板、屋面板的自动排板和生成



装配式钢结构三板出图

蒸压加气混凝土屋面板
蒸压加气混凝土外墙板（T型）

钢筋桁架楼承板

钢架桁架叠合板

PKPM-PS提供了国内常用的三板体系标准库，满足用户的参数化拆分
建模要求。另外自定义模块和定制开发可满足不同用户的工艺需求。



工程项目应用



 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32项，800万平米实际工程示范

 上千家PKPM-BIM软件正式用户，大量实际项目

 战略合作客户，定制企业专版，在龙头企业落地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长沙远大住工集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黑龙江宇辉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

山东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万斯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珠峰科技有限公司

蒙西投资建设集团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三一筑工科技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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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项800万平米，成果验证与效率评估



引自中建科技



现方案：
1、采用集成式飘窗，与外墙板集成为标准预制构件，便于施工。
2、微调面宽尺寸，符合2M模数，统一外墙板种类。
3、横纵向剪力墙尽量对齐，创造规则的结构大空间，内部更具备灵活性。
4、优化阳台板（6种改为3种）、空调板尺寸（4种改为1种），减少部品

构件的种类，使其模块化标准化。

原方案：
1、传统飘窗做法，不利于装配式建筑施工。
2、面宽尺寸模数序列多2900、3000、3100、3400、3500、

3900、4000，以致于外墙板种类多。
3、平面不规则，体型凹凸太多，横纵向剪力墙没有对齐。
4、阳台板、空调板等部品构件种类多。



预制构件种类 预制构件编号 单个构件体积
（m3） 单个构件重量（t） 数量（个） 合计

（一个户型单元）

外墙板

WQ1(1F) 2.00 5.0 7

7种，共18块

WQ2(2F) 2.28 5.7 4
WQ3(3F) 1.56 3.9 2

WQ4 2.48 5.4 1
WQ5 1.64 4.1 2
WQ6 2.04 5.1 1
WQ7 1.32 3.3 1

内墙板
NQ1 0.72 1.8 2

4种，14块
NQ2 1.60 4.0 6
NQ3 1.32 3.3 3
NQ4 1.00 2.5 3

叠合板

DBD3218 0.3 0.8 13

6种，36块
DBD3616 0.3 0.8 4
DBD3618 0.4 0.9 12
DBD3214 0.3 0.6 4
DBD3222 0.4 1.0 1
DBD3920 0.4 1.1 2



原方案 优化方案
甲单元 甲单元

户型 套内建筑面
积 公摊面积 建筑面积 得房率 户型 套内建筑面

积 公摊面积 建筑面积 得房率

A1 67.83 17.10 84.93 79.87% A1 68.37 17.14 85.51 79.96%
A2 65.72 16.56 82.28 79.87% A2 64.41 16.14 80.55 79.96%

A2（反） 65.72 16.59 82.28 79.87% A2（反） 64.41 16.14 80.55 79.96%
A3 78.94 19.89 98.83 79.87% A3 81.78 20.50 102.28 79.96%

标准层套内
建筑面积 278.21 70.11 348.32 标准层套内

建筑面积 278.97 69.91 348.88







项目效果图
序号 事项 具体内容

1 项目名称 上海普洲电器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

2 建设单位 上海普洲电器有限公司

3 建设规模 地上5层，地下1层

总面积为13426㎡，建安费3000万

4 管理特点

源头控制成本
全程设计优化
工程管理前置
全面增值服务
BIM高效运用

5 BIM软件

在项目全周期中，利用PKPM-BIM平台，建立
统一的三维可视化数据模型，进行各专业设计、
出图、管理，达到专业之间数据无损传输，提
高效率，提高设计质量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上海普洲电器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



全程采用PKPM-BIM

技术。在设计过程中深度融

合BIM技术，对精装点位设

置、管线预埋、钢筋埋件等

部位进行碰撞检查，规避常

规设计各专业独立进行，相

互间缺乏有效沟通，带来施

工碰撞的问题。对项目的吊

装、成本、质量、和后期运

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引自上海中森



引自上海中森

BIM应用：
梁板柱节点精细化设计、模拟



引自上海中森

BIM应用：
自动生成施工图



丽水市城西公租房及安置房项目（安置房）工程总用地面积73910
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4042.2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03385.16平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计容）136734.9平方米，夹层建筑面积9889.8平方米，
地下室建筑56669.71平方米。

该工程的结构形式为预制装配式结构体系，其中上部结构二层以上
的楼梯与楼板采用PC构件。基础形式为柱下独立基础。整个项目预制率
为21%，实现了建筑工业化，满足建筑工业化的发展要求。项目计划开
工日期为2016年12月28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9月23日。

建设单位：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多专业协同设计



装配式构件详图

构件统计
材料统计







项目名称：北京通州台湖公租房项目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引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张守峰总报告



竖向构件设计(3#楼）
3#楼5f~28f采用预制竖向构件。
预制墙板共25种，模具重复利用率平均为340。
经计算统计，本楼型的预制率为 45.1%。



3#楼二层及以上采用预制水平构件。
预制水平构件共11种，
模具重复利用率平均为845。

水平构件设计(3#楼）





装配率计算（以3#楼为例）



效率提升

用户说：
• 做预制板的项目，使用软件后效率提升了7~8倍
• 采用CAD绘制PC深化图，完成本项目，人员至少5人，时间至少在1个月

以上；现在利用PKPM-BIM软件完成以上工作，3名设计人员共用了10天
时间就完成了，效率大为提高。在同样的时间可以完成4~5个类似项目，
效益十分明显。

• PKPM-PC内置的叠合板钢筋编辑功能可以进行单根钢筋的修改编辑，运
用起来非常灵活。让叠合板的深化阶段操作更加方便，很大的提高了工作
的效率。叠合板的深化详图也非常准确，由施工图纸转DWG，在CAD中
仅做少量修改。

• ……



结语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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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展望

1. 随着建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与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需要，装配式建筑是建筑行

业发展的趋势；

2. 基于BIM的装配式建筑应用使原来的粗放型模式向精细化模式转变，促进建筑

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

3. 应用BIM技术，向装配式建筑全流程信息管理要效率，真正实现装配式建筑

“两提两减”的建造优势；

4. 随着国家科研项目的不断深入，成果的不断涌现，自主BIM软件将很好的支撑

装配式建筑信息技术全过程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