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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GB/T XXXX《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的第 2部分。GB/T XXXX已发布以下部分： 

——第 1部分：通用信息； 

——第 2部分：设计导则。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 ISO 20077-2：2018《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部分：设计

导则》。 

本文件与 ISO 20077-2：2018 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 A 列出了本文件与 ISO 20077-2：

2018的章条号编号对照表。 

本文件与ISO 20077-2：2018的技术性差异及原因如下： 

—— 修改“1 范围”的表述，适应国标起草规则； 

—— 修改“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该模板仅作为建议模板； 

——修改“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该模板仅作为建议模板； 

——修改“附录 D”为资料性附录，该模板仅作为建议模板。 

本文件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删除“4 缩略语”中未用到的缩略语； 

—— 增加资料性附录 A，说明与 ISO 20077-2:2018 相比相应的结构变化情况。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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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专用于网联车辆（ExVe）。 

在2010年代初期，技术的进步产生了与车辆通信的新方式，不仅可以通过物理方式访问数字信息，

而且可以无线方式访问数字信息。 

消除物理连接的约束已可能： 

—— 远程访问是以前不可能或非常困难的车辆功能； 

—— 简化对多个信息源的访问，这些信息源共同为新功能创造了机会。 

这些进步使得与每个车辆数据互连的需求增加。这种现象类似于通过在车辆中使用多路复用总线

而增加的新功能。 

这种演变导致引入了《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1部分 通用信息》中所述的“网联车辆”（ExVe）

概念。 

设计这些新功能时，应考虑技术限制和社会需求，还应减轻由于网联车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新通信

方式带来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件旨在通过指定一组通用的规则和基本原则来指导网联车辆制造厂，每个网联

车辆制造厂都将从中衍生自己的详细和特定的方法或流程来设计网联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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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 部分 设计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网联车辆设计导则的术语和定义、规则与基本原则。 

本文件适用于M、N类汽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XXXXX  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1部分 通用信息 

3 术语和定义 

GB/T XXXXX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基本原则 basic principle 

在设计网联车辆时所考虑的设计原则。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车辆在其整个生命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包括设计、制造、客户使用、维护和回收等。 

 

本地诊断协助者 local diagnostic facilitator 

车辆上与远程技术人员保持通信的人员，该人员能够按照远程技术人员的要求操作并回答远程技

术人员的问题，从而帮助诊断。 

注： 本地诊断协助者具备理解和描述车载仪器和信号装置的显示内容的能力。 

 

操作者 operator 

在车辆内，操作、控制或服务网联车辆的人。 

示例：本地诊断协助者。 

 

需求方 requester 

向网联车辆制造厂提出新功能需求的企业或法人实体。 

注1：在提交需求时，将充当售后服务提供商的车辆制造厂视为需求方。 

注2：若车辆制造厂与网联车辆制造厂相同时，可以使用其内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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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rule 

在设计网联车辆时所满足的基本设计要求。 

4 缩略语 

BP   基本原则  Basic Principle 

ECU   电子控制单元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xVe  网联车辆  Extended Vehicle 

LDF   本地诊断协作者 Local Diagnostic Facilitator 

NUM   规则或BP编号 Number 

R   规则   Rule 

5 用于识别规则和基本原则以及规定其相关内容的样例 

在本文件中，将规则和基本原则用以下方式表示： 

XX_NUM：规则或基本原则的内容。 

XX_NUM：引用规则（R）或基本原则（BP），其中： 

—— XX是用于识别规则（R）或基本原则（BP）的字母； 

—— NUM是一个整数，用于识别规则或基本原则编号。NUM是介于 001和 999（含）之间的整数。 

示例：R_025 与 R_026 是两个不同的规则。 

注： 规则和基本原则后面可以跟着说明性正文。 

6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概述 

设计导则在网联车辆设计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件目的在于通过规定通用要求的体系，包括规则和基本原则，为网联车辆及其接口的设计（物

理、文档、支持等）提供指南。由此，网联车辆制造厂应制定出自己的方法或流程，用于根据特定的用

例或场景去设计网联车辆。 

本文件未规定这些方法和流程，因为这些是网联车辆制造厂的技术机密。 

每个网联车辆制造厂通常都通过协作方法和流程来规范该设计过程中的工作方式，如图1所示。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主要内容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包含（见图2）： 

—— 用于提供对新需求的网联车辆功能进行完整描述所需最少信息的标准化模板（见附录 B和附

录 C）； 

—— 用于指导新的网联车辆功能设计的规则和基本原则的体系（见第 7章和第 8章）； 

—— 用于在响应新需求的网联车辆功能时提供所需的最少信息的标准化模板（见附录 B和附录

D）； 

图2说明了在分别通过附录C和附录D中指定的模板提供需求和响应信息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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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的示意图 

 

图2 本文件的结构 

考虑新的网联车辆功能 

网联车辆制造厂通过考虑本文件的规则和基本原则来应用网联车辆的设计导则。 

这适用于网联车辆的设计或设计变更，包括车辆与第三方（例如，车辆操作者、车主、服务提供商

或其他网联车辆）之间的直接或间接通信。 

网联车辆新的功能需求可以来自于法规、标准和个体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新的网联车辆功能的

需求应由需求方通过精确描述所有必需元素（例如与性能相关）的技术需求模板来定义。 

设计特定的新接口用于车辆进行远程通信可能来自法规要求。设计导则也适用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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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涉及需求方对网联车辆新功能的任何需求，还涉及需要扩展或远程使用现有功能的情况。对

于多阶段生产的车辆，本文件适用于所有相关制造厂。 

仅添加新设备而不考虑现有设计来启用新功能可能不会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方面，新需求的功

能可能会不可控地干扰初始或现有的功能。另一方面，这些附加功能所需的所有组件通常无法在车辆本

身中找到（例如，诊断，语音识别，制造零件清单）。该设计导则的基本原则旨在强调对这些风险的考

虑。 

本文件规定的这些规则与基本原则旨在以适当的方式考虑由于新的网联车辆功能而导致的网联车

辆的内部风险，无论这个功能是否已经存在。对这些风险的考虑与管理可能导致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措施： 

—— 修改现有网联车辆的电子系统（资源等）用于实现新功能； 

—— 不配置新功能； 

—— 配置新功能，但只限于特定条件下； 

—— 修改其他现有功能。 

还考虑非技术性的措施（例如合同措施）来管理风险，例如与现有功能或服务的退化或破坏的相关

风险。 

车辆制造厂对需求的正式响应见附录B。 

7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规则 

概述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基于如下考虑：远程访问应在车辆的全生命周期内保持车辆的基本安全性和防

护性。 

因此，本文件包含两条规则（R_001和R_002），网联车辆制造厂应在其设计方法和流程中采用。 

安全性相关规则 

R_001：在设计网联车辆的新功能时，网联车辆制造厂应考虑可能存在的安全性风险。对于会影响

安全性的功能，应根据最佳安全性实践进行处理。 

网联车辆制造厂在设计网联车辆时，应在全生命周期内考虑车辆、驾乘人员、操作者和其他用户的

安全。 

注： 可以在一些现有标准（例如，GB/T 34590）中找到部分最佳安全实践。 

在设计网联车辆新的功能时，网联车辆制造厂应在其设计方法和流程中应用规则R_001。 

在应用规则R_001时，可以基于以下安全标准对网联车辆功能进行分类： 

—— 对正在行驶过程中的车辆行为无影响的网联车辆功能，如娱乐信息或并不会对驾驶员产生干

扰风险的功能； 

—— 对车辆安全有影响的网联车辆功能，这些功能可能存在与车辆行为（例如发动机、制动、转

向、悬架）的交互或可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 

这种分类是由网联车辆功能的内在风险、特定情况下识别出的风险或特定操作功能下（在每种情况

下，相同的动作不会导致相同的风险）识别的风险来确定。 

运行中的车辆安全风险示例： 

示例1：对车辆制动能力的影响。 

示例2：不适当的功能，例如在道路上行驶时将车辆静止。 

示例3：超出指定参数的不适当功能。 

静止车辆安全风险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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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在前排座椅有人时，安全气囊误作用。 

示例2：在高压电池断开时，高压部件误启动。 

示例3：在维修作业期间，部件误启动。 

防护性相关规则 

R_002：在设计网联车辆的新功能时，网联车辆制造厂应考虑可能存在的防护性风险。对于会影响

防护性的功能，应根据最佳防护性实践来处理。 

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确保车辆在全生命周期内的防护性。 

在网联车辆中设计新的功能时，网联车辆制造厂应在其设计方法和流程中应用规则R_002。 

注1：信息安全被视为通用防护性领域的一部分。 

注2：信息传输不受控会产生防护性风险，例如盗窃车辆或盗窃运输货物。 

注3：在必要时，可以对网联车辆设置保密措施（验证访问者，验证数据的完整性和保密性），以确保网联车辆不会

遭受篡改和未经授权的访问。 

注4：某些操作数据可能需要加密处理。 

注5：每个数据都有着固有的保密等级。考虑到可能的用途，数据关联可能导致保密级别远高于每个数据的保密级

别。 

注6：防护性问题会导致安全性问题。 

防护性风险示例： 

示例1：对备用密钥的未授权编码。 

示例2：未授权的远程 ECU 重新编程。 

示例3：克隆车辆连接接口。 

示例4：不匹配的访问。 

8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基本原则 

概述 

网联车辆制造厂在自己的设计方法和流程中采用基本原则时，制造厂应始终满足本文件规定的规

则要求。 

一般基本原则 

BP_001：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网联车辆的设计。 

BP_002：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网联车辆的所有接口的设计，以便实现与网联车辆的通信。 

BP_003：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决定网联车辆功能的实现。 

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网联车辆的设计，包括其功能（见BP_001）。因此，网联车辆制造厂既要负责

网联车辆每个功能的实现，又要负责整个功能集的一致性。 

在考虑根据本文件规定的方法实现网联车辆新功能时，网联车辆制造厂可能会得出以下客观限制： 

—— 功能可用性的客观限制； 

—— 功能性能的客观限制； 

—— 由于车辆、型号等差异造成的客观限制； 

—— 特殊市场条件导致的客观限制。 

与生命周期相关的原则 

BP_004：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评估新的网联车辆功能在全生命周期内对车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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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需求方表示在访问数据时对所需求网联车辆功能的可用性和预期性能在全生命周期里不应

受限制。 

网联车辆制造厂应在车辆的全生命周期（见图3）中确定集成此功能的影响，从而确定在需求方未

提及的情况下（例如，在制造、维护或回收阶段）可能产生的不相容性。 

该分析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所需求网联车辆功能性能和可用性地降低。 

 

注1：本图左边部分表示了设计与生产阶段。 

注2：本图的右边部分表示了售后阶段。 

图3 网联车辆的生命周期各阶段图示 

BP_004对R_001“安全性相关规则”的作用示例（见图4）： 

—— 此示例阐述了需要由网联车辆制造厂评估的、可能出错的远程激活。 

—— 应避免由车辆供应商在“售前”错误地远程激活（例如，在工厂或展览厅）。在车辆和功能

激活的情况下，车辆内外的人和货物可能面临较大的安全风险。为避免这种情况，网联车辆

功能应只能由授权人员在合适场景下激活。 

—— 在图 4中，技术人员输入了错误的车辆识别代号来访问在用车辆。这个错误的车辆识别代号

可能是在产车辆的正确车辆识别代号。该错误可能会在车辆生产阶段导致重大问题。 

 

图4 由 BP_004阐述的潜在风险示例 

与远程访问相关的基本原则 

BP_005：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管理因某一现有功能可以远程使用而导致的额外风险。 

远程访问可能会在不能确定车辆的当前状态与环境的特定条件下运行。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损坏自车、其他车辆或伤害到乘客及周围的人员。 

例如控制发动机喷油系统功能、电子制动阀功能或者简单功能（例如操作电动车窗）。 

因此，在设计之前，必须对与网联车辆功能相关的其他风险进行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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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_005对R_001“安全性相关规则”的作用示例（见图5）： 

—— 在图 5的示例中，当在售后车间实施车辆诊断（场景 1）时，专业人员可以决定在事先完成

车辆的外观检查之后，控制发动机喷油器。 

—— 当车辆停在路边（场景 2）时，也可以通过网联车辆的远程访问来进行同一功能。但是，在

这一场景中，如果喷油系统存在燃油泄漏，则同一控制动作会对人员与环境造成重大后果。 

—— 在场景 1中，由具备资格的专业人员通过应用特定流程来管理安全链，并在紧急情况下做出

处理。在场景 2中，如果无本地诊断协助者，则无法做出紧急处理。 

本地诊断协助者应至少能够理解或描述车载仪器和信号装置的指示。 

 

图5 与 BP_005相关的潜在风险示例 

网联车辆现有设计相关的基本原则 

BP_006：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管理新增远程功能对现有设计的影响。 

在配置新的网联车辆功能时，网联车辆制造厂可能需要考虑现有设计（见图6）。这可能导致需要

更改现有的一些功能。更改程度取决于： 

—— 网联车辆制造厂是在车内还是车外配置该功能； 

—— 考虑网联车辆的现有功能； 

—— 在不影响原有功能的情况下，现有功能无法满足所要求的性能和可用性。 

 

图6 在网联车辆内集成新功能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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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网联车辆制造厂决定保持现有功能，则接下来的设计阶段就是： 

a) 管理这些功能与新功能在车辆运行期间的优先权（BP_007）； 

b) 管理资源的可用性（BP_008）。 

BP_006对R_002“防护性相关规则”的作用示例（见图7）： 

—— 现代车辆电子电气架构通过在多个电子控制单元中配置安全数据来管理防护性。这降低了车

辆被盗的可能性。 

—— 不对防护性数据进行保护的远程功能是不可接受的。 

—— 在图 7的示例中，左侧的场景描述了安全锁定的车辆，而右边的场景描述了通过干扰锁定消

息可以解锁车辆的情况。 

 

图7 与 BP_006相关的风险的示例 

与网联车辆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优先权管理相关的基本原则 

BP_007：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规定网联车辆所有功能的优先权。 

在网联车辆里配置新增功能时，应将其与网联车辆现有功能统一考虑（见BP_006），以实现一致的

优先逻辑。 

与资源的不退化与可用性相关的基本原则 

BP_008：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考虑网联车辆的可用资源，确保新增功能不会影响网联车辆的现有设

计和功能。 

从新项目开始到随后的整个研究和开发周期，要确保将系统的数字处理能力合理分配以满足功能

需求。 

在网联车辆里配置新增功能时，网联车辆制造厂应确保新增功能不对现有功能（见BP_006）产生不

利影响。 

BP_008对R_001“安全性相关规则”的作用的示例（见图8）： 

—— 在第 1种场景，网联车辆制造厂合理配置电子资源使得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执行制动功能。 

—— 在第 2种场景，一些电子资源受到不利影响，导致数据流中断，减少了必要的资源，从而阻

碍了制动功能关键数据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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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由 BP_008解决的潜在安全相关风险的示例 

与网联车辆通信相关的基本原则： 

BP_009：对于任何通信类型（有线或无线），网联车辆的设计导则都适用。 

BP_010：对于给定的用例与场景，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规定适当的网联车辆接口用于所设计的功能，

并负责设计接口使其以无差别方式达到所规定的要求。 

各功能的数据通过网联车辆的适当接口来访问（见图9）。 

注： 使用专用接口访问与功能相关的数据并不意味着数据的可用性。 

 

图9 针对不同用例的两种不同网联车辆接口示例 

与网联车辆功能验证相关的基本原则 

BP_011：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将网联车辆作为整体系统进行设计完整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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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禁止监控相关的基本原则 

为降低恶意竞争的风险，引入了BP_012和BP_013。 

BP_012：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确保所设计的网联车辆功能不应出于竞争目的去监控用户的使用情

况。 

BP_013：网联车辆制造厂负责确保所设计的网联车辆功能不应出于竞争目的去监控售后服务提供

商的售后服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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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本文件与 ISO 20077-2：2018 相比的结构变化情况 

本文件与 ISO 20077-2：2018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具体章条编号对照情况见表 A.1。 

表A.1 本文件与 ISO 20077-2：2018的章条编号对照情况 

本文件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 20077-2:2018章条编号 

3.1 3.1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4 4 

5 5 

6 6 

7 7 

8 8 

附录A — 

附录B 9 

附录C 附录A 

附录D 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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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技术模板 

B.1 概述 

技术需求模板（“需求模板”）的目的在于支撑精确描述需求。 

技术响应模板（“响应模板”）的目的在于支撑精确描述网联车辆功能需求的可行性。 

B.2 技术需求模板 

对于各网联车辆功能需求，需求方使用技术需求模板（见附录C）提供必要的技术信息。 

这些信息将根据网联车辆制造厂的流程（通信支持、格式、模板等）来提供。 

这包括引用网联车辆制造厂和需求方之间的合同（如果适用）。 

注1：此技术信息是对根据常规惯例提供的管理信息的补充，而并非本文件的目的。 

注2：可以通过参考已经包含此信息的公共可用文件（例如ISO标准）来代替提供此技术信息。。 

表B.1给出了技术需求模板的文件编制说明和示例。 

表B.1 技术需求模板的文件编制说明和示例 

技术需求模板表格 

引用网联车辆制造厂和需求方之间的合同协议（如果适用） 
例： 

NDA Nr 13345/XX/2017 

需求的一般说明 

用例 

需求信息 一般说明 文件示例 

网联车辆功能

的建议名称 
此功能应实现什么？ 读取电子控制单元的有效故障码 

功能目标 功能的预期效果 
如果车辆失效，则以无线方式发送有

效故障码清单。 

功能用户 精确描述由谁主要负责功能。 
远程技术人员、车前的技术人员、计

算机 

在功能应用期

间负责方 
精确描述谁负责管理功能应用期间的安全条件。 主要用户 

功能使用条件 尽可能精确地描述功能应用需要的不同条件。 
在车辆静止及/或发动机运转及/或车辆

运动期间的使用。 

名义响应 精确描述预期响应：包含、形成。 故障码清单 

最低响应 如果不能给出名义响应，则精确描述最低预期响应 不存在故障码 

预期性能 
描述此功能的总体预期性能，例如，预期的最短响应时间、

响应频率、定时约束、数据格式与大小。 
在最长10秒内收到的故障码清单 

用例场景1 

描述 例如，在车辆停在路边时，技术人员远程操作，读取有效故障码。 

用例场景2 

描述 例如，在车辆运动时，技术人员远程操作，读取有效故障码。 

… 

用例场景n 

描述  

注：本表所述的示例仅做说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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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阐述了在需求模板中需要包含的需求细节。 

 

图B.1 技术需求模板需要包含的需求细节示例 

B.3 技术响应模板 

对于网联车辆各功能需求，网联车辆制造厂使用技术响应模板（见附录D）提供必要的技术响应信

息。 

这些信息将根据网联车辆制造厂的流程（通信支持、格式、模板等）来提供。 

注： 此技术信息是对根据常规惯例提供的管理信息的补充，而并非本文件的目的。 

表B.2给出了技术响应模板的文件编制说明与示例。 

备注： 

—— 如果不能实现需求的网联车辆功能，则车辆制造厂应通知需求方。 

—— 如果需要，则车辆制造厂应描述新的网联车辆功能可能存在的使用限制。 

—— 网联车辆功能和其数据的可用性是设计折衷的结果，因此设计会因网联车辆制造厂不同而不

同。 

—— 网联车辆功能和其数据的性能是设计折衷的结果，因此设计会因网联车辆制造厂不同而不

同。 

表B.2 技术响应模板的文件编制说明与示例 

技术响应模板表格 

用例 

需求信息 一般说明 文件示例 

网联车辆功能的建议名称 网联车辆制造厂在文件支持中使用的名称。 读取电子控制单元的有效故障码 

在功能应用期间负责方  远程技术人员 

功能使用条件 精确地描述功能应用需要的不同条件。 仅在车辆静止及/或发动机运转时使用 

名义响应 精确描述响应：包含、形成。 所有电子控制单元的有效故障码清单。 

最低响应 
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给出名义响应，则精确描

述最低预期响应 
提供OEM服务器最近储存的故障码清单 

预期性能 
描述此功能的总体预期性能，例如，响应的最

短时间、频率、时间限制、数据格式和大小 
在2分钟内收到故障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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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技术响应模板的文件编制说明与示例（续） 

网联车辆接口 
如果有相关信息，则精确描述网联车辆接口

（接口之一）。 

通过ISO 20078所述网络服务接口可以检

索到的故障码清单 

支持  

关于远程诊断相关的故障码读取示例，

在车辆制造厂的门户网站上了解其支

持。 

用例场景1 

描述 例如，在车辆停在路边时，技术人员远程操作，读取有效故障码。 

条件 
说明：精确地描述功能访问条件。 

例：发动机停止、制动器启动。 

性能 
说明：精确描述何时可以更新故障码清单。 

例：网联车辆接口上始终有故障码。只有在车辆熄火时才更新故障码。 

运行时间 例：熄火后30秒内。 

用例场景1的可行性 

有 

有，但是存在限制 备注：描述适用的限制 

无 
备注：描述主要理由 

如有可能，建议备选解决方案 

… 

用例场景n 

描述  

条件 说明：精确地描述功能访问条件。 

性能 说明：精确描述何时可以更新故障码清单。 

运行时间  

用例场景n的可行性 

有 

有，但是存在限制 备注：描述适用的限制 

无 
备注：描述主要理由 

如有可能，建议备选解决方案 

注： 本表所述的示例仅做说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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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技术需求模板 

技术需求模板见表C.1。 

表C.1 技术需求模板 

需求表格（技术性） 

引用网联车辆制造厂和需求方之间的合同协议（如果适用）  

需求的一般说明 

用例 

网联车辆功能的建议名称   

功能目标   

功能用户   

在功能应用期间负责方  

功能使用条件   

名义响应   

最低响应  

预期性能   

描述 

用例场景描述   

描述 

用例场景描述   

… 

描述 

用例场景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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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技术响应模板 

技术响应模板见表D.1 

表D.1 技术响应模板 

响应表格（技术性） 

用例 

网联车辆功能的建议名称   

在功能应用期间负责方  

功能使用条件   

名义响应   

最低响应   

预期性能   

网联车辆接口   

支持   

用例场景1 

描述   

条件   

性能   

运行时间   

用例场景1的可行性 

有  

有，但是存在限制 备注： 

无 备注： 

… 

用例场景n 

描述   

条件   

性能   

运行时间   

用例场景n的可行性 

有  

有，但是存在限制 备注： 

无 备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