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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品平台化模块化开发模式与实施策略
赵福全 刘宗巍 李赞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84）
【摘要】针对汽车产品的平台、模块及其衍生的开发模式进行了概念群组定义和比较辨析，阐述了两者的异同；在此基
础上，深入研究了企业推行平台化模块化开发策略需要面对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大众、丰田和日产 3 家典型企业的案例展开
剖析。最后，为中国汽车企业提出了产品平台化模块化开发实施策略的方向性建议与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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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Mode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Automotive Product
Platform and Modularity
Zhao Fuquan, Liu Zongwei, Li Zan

（Tsinghua Automotive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84）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platform, module and their derived development modes of automotive

products was defined and compared,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were described. On this basi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tform and modular development strategy was made.

Then case study of three typical automakers, i.e. Volkswagen, Toyota and Nissan was made.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ncrete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platform and modular product development for
the Chinese auto manufacturers.

Key words: Platform, Modularity, Product platform, Architecture platform, Universalization,

Cost
结构与配置，从而为产品的设计开发与生产制造带来了

1 前言

很大的便利[4]。与传统开发模式相比，平台化模式具有

成本是决定产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市

节约开发成本、分摊制造和采购成本、产品衍生能力强、

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汽车产业来说，极度追求规模效应的

新品开发时间短、质量更易保障等优势[5]。同时，通过实

目的也在于此[1]。为了充分发挥大规模制造带来的成本

施平台化开发战略，企业可以将资源集中于汽车平台的

节约优势，平台化模式在汽车行业率先得到了应用，而

设计开发，即以高水准的平台确保后续衍生车型产品的

产品的平台化制造则以产品的平台化设计开发为基

高水准落地[6]。

础。为此，企业深度理解并有效实施产品平台化开发战

平台化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和变化，近年来由

略将直接决定后续成本控制的可能空间，并带来其它方

大众汽车公司率先提出的模块化理念就是平台化思想的

面的诸多益处，
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新发展和突出代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引领

平台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不同产品间零部件的通

全球制造业向充分网联协作的
“智能制造”
转型，
而
“智能

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跨国汽车企业就提出了

[7]
制造”
的指向就是
“大规模+定制化”
。在这一前景下，
更

汽车产品平台的理念 [2~3]，强调在同一平台内应用一些

为灵活的各个模块，将通过充分网联实现规模化制造并

固定的零部件组合，同平台的不同车型之间具有相似的

组装成为各种产品，使兼顾产品成本与消费者个性化需

*通讯作者：刘宗巍（1978—），男，辽宁朝阳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汽车企业管理研究，侧重于研发体系建设、
产品开发流程与项目管理以及技术路线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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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知：对于单个零件，是无所谓平台化或模

求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模块化的产品开发模式恰与
[8]

未来产业演进方向一致 ，亟需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

块化的，主要通过系列化、通用化和标准化的设计手段

本文尝试系统阐释平台、模块的相关概念及本质内

实现在不同总成间的充分通用，如为螺钉、螺母等制定

涵，梳理推行平台化模块化产品开发模式的基本要素和

统一的标准；对于总成及系统而言，可以进行平台化或

实施策略，并对当前主流汽车企业的平台化模块化实践

模块化的开发，总成的平台化开发实际上就是打造零部

进行对比解析，为中国汽车企业推行产品平台化模块化

件的产品平台，例如发动机平台；平台化的总成及系统

开发策略提出方向性建议。

就构成了整车级别的产品平台，例如大众的 PQ 系列平

2 汽车产品平台化模块化的相关概念
2.1

概念

台、丰田的 B 平台等；模块化设计的总成及系统就是模
块，进而构成整车架构平台，
如大众的 MQB 平台。
整车产品零部件层级

基于对诸多企业平台化、模块化实践的深入研究，
经学术分析提炼，本文理清了相关主要概念的本质及内

产品平台
（零部件）

在逻辑关系，提出了汽车制造业范畴内平台及模块等概

1

平台化

2

模块化

3

系列化

4

通用化

5

标准化

a.

整车产品或平台之间

念群组的定义。
平台：在汽车制造业中，指的是由若干通用部

件组合而成的一种载体，在这一载体上开发出的不同产
品会使用这些通用部件。
b.

模块：在汽车制造业中，指的是基于平台原理，

从整车结构角度拆分出的、具有某种特定结构和功能的
通用部件的组合。可以说，模块和总成、系统等概念有

2.2

零件

总成

系统

模块

平台
产品平台
（整车）
架构平台

图 1 “五化”开发手段与整车产品不同层级的对应关系

架构平台和传统产品平台的比较

相近之处，但模块更强调独立性、继承性和通用性。在

如前所述，
要理解平台与模块的概念，
核心在于理解

本文的定义体系下，模块是整车产品中高于系统和总成

架构平台与传统平台的异同。就相同点而言，
两者本质上

的特定零部件组合。

同为汽车开发中平台理念的应用，
都以
“实现通用”
为核心

c.

产品平台：即用于开发系列化产品的平台。对

目标，
也都可以实现平台之上多款不同车型产品的打造。

于汽车制造业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平台概念就是指产品

架构平台与传统平台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如图 2 所

平台，通常，同一产品平台的车型产品往往拥有相同或

示。传统平台实际上就是一种产品平台，在平台内的不

相似的动力总成系统和底盘系统。

同产品通常采用相同的动力总成和底盘结构，并共享相

d.

架构平台：指的是由若干可通用和组合的共性

当一部分其它零部件，
但在不同传统平台之间，
零部件通

模块组成的平台，也就是使用各种通用的模块组合的多

用程度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各传统平台之间是分隔的[9]。

个不同产品平台的载体。架构平台也可称为模块化平

架构平台基于共性的零部件模块打造而成，有着更复杂

台，这是模块化开发模式产生后随之衍生的“新”内涵，

也更充分的通用体系，其与传统产品平台的最大不同在

也是平台和模块概念易于混淆之处。为此，本文特别提

于可以实现零部件模块的跨平台通用。例如，同一个共

出了这个概念以便更好地区分和理解。从这个定义出

性零部件模块（如空调模块），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架构平

发，不难理解，架构平台是连接产品平台与模块的纽带，

台，
进而应用于不同架构平台下不同的产品平台及车型产

这也正是当前大众、丰田等国际汽车企业致力于打造并

品。同时，
这些共性的模块也是系列化的，
选择不同的模

完善的平台类型。

块组合就可以形成不同的架构平台以及相应的产品平台。

而相应的，
“平台化”是基于平台理念进行产品开发

可以看出，架构平台通过重新定义整车构成，弱化

的方法，
“模块化”则是基于模块理念进行产品开发的方

了原来传统产品平台之间的界限，以实现更大程度的零

法。除此之外，还有“系列化”
“通用化”和“标准化”等产

部件通用。显然，架构平台更具扩大规模效应、节约相

品设计开发方法。这“五化”对应整车产品的不同层级，

关成本的空间，这对于产品线庞大的巨型汽车企业，重

但同为提升汽车大规模制造中零部件共享程度的重要

要意义不言而喻。

手段，其核心指向都是尽可能地实现“通用”，具体组合
关系见图 1。

-2-

基于模块的架构平台代表着实现更大程度通用的
可能，因此可以认为是平台化的一个新阶段。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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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于模块化开发及架构平台的概念也切勿“神化”：一

级”，两者都是手段，不是目的，不可本末倒置；另一方

方面，平台化和模块化开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追

面，推行架构平台是有基本条件的，与企业自身规模、规

[10]

产品平台

产品平台 A1

架构平台

产品平台 A2

产品平台 B1

架构平台 A

零部件
模块 1

共性模块

图2

传统平台 1

传统平台 2

产品 3

产品 2

产品 1

产品 3

产品 2

产品 1

产品 2

产品 3

产品 1

产品 3

产品 1

产品平台 B2

传统平台 3

架构平台 B

零部件
模块 2

零部件
模块 3

架构平台和传统产品平台衍生车型产品的不同路线

3 影响企业推行平台化模块化进程的因素
必须明确的是，尽管架构平台即模块化平台在理论
上具有多重优势，但是为了追求跨平台的更大范围通
用，势必要牺牲专属于每一个产品平台的相对“更佳”的
设计方案，因此，架构平台并不必然带来正向收益。对
此，企业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系统全面地分析自身相
关的基本条件及要素，既不冒进亦不拖沓地有序推行平
台化和模块化产品开发。
3.1

产品 2

产品 3

产品 2

产品 1

平台产品

产品 2

此，企业必须量力而为、适时而动。

产品 1

有意义，也就是说，架构平台并不一定比传统平台更“高
产品 3

部条件（如供应商能力）以及未来变化趋势的影响，因

产品 1

架构平台不能取得比传统平台更大的收益，那就完全没

产品 3

划能力、技术实力以及设计积累密切相关，又要考虑外

产品 2

求通用化、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一种模式 ，如果推行

企业产品规划与整体发展战略的匹配性和前瞻性
企业选择适宜的平台化或模块化产品开发模式必

须与自身整体发展战略及相应的产品规划相匹配，也就
是说，既要充分理解实施全新模块化开发模式带来的价
值，也要慎重评估调整升级开发模式所需要的时间、能

程度的汽车企业往往都有已经较为成形的传统产品平
台体系，要转向全新的架构平台体系并不容易，既需要
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的投入，更要面对过渡期必然带来的
阵痛，这也就是所谓“历史包袱”
（设计积累）的束缚。在
此情况下，企业必须基于全球布局和战略预判，前瞻性
地谋划，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
3.2

企业总体实力和外部条件支撑
企业推行平台化和模块化产品开发模式必须基于

自身实力和外部条件的支撑。前者包括企业的产品及
技术策划能力、产品开发及验证能力、质量保障能力、供
应链体系管控能力以及足够的经验积累等，后者则主要
体现在上下游战略协作伙伴的支持保障能力。
如果企业对于如何打造汽车产品的理解不充分、能
力不健全，即使有推行平台化和模块化产品开发模式的

力和可能的负面影响，还要系统梳理改造原有的产品平

正确理念和方向，也无法落实到位，难以设计出安全有

台框架所需付出的额外代价。

效、充分兼容而又冗余适当的共性组件。实际上，更大

如果企业的销量规模有限、产品线密度并未饱和、
产品平台的构建也尚未清晰有序，此时按照传统平台的

程度的通用化对产品的可靠性及质量的稳定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理念，重点打造几个核心的产品平台可能是更直接也更

同时，整车厂还需要有足够实力和极强合作意愿的

有效的明智举措。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用一个架构平台

核心供应商与其共进退[12]，毕竟通用的零部件主要来自

涵盖所有产品则会“事倍功半”，因为这意味着必须针对

于供应商。提供不同数量级的零部件模块，无论是技术

共性模块进行超盈余的设计以适应各种产品的不同需

还是供货的难度都将呈几何级数增加。例如，有能力保

求，虽然这样模块能得到更大程度的通用，但企业较小

质保量按时提供几十万套零部件的供应商，未必有能力

的销量并不能充分兑现这种通用带来的好处，反而凭白

同样提供几百万套零部件。实施模块化设计与供货，无

损失了面向一个产品平台进行
“最优”设计的优势。

论对于零部件的设计与技术能力，还是其批量供货能

反之，如果企业已经接近产品平台实现通用化的上

力，都是全新的挑战。对于千万辆级别的汽车企业，如

限，销量规模巨大、产品线丰富而密集，此时就必须思考

果有部分零部件在大部分车型产品中都能共享，那么能

是否推行模块化产品开发模式，通过架构平台打通不同

否找到满足千万辆级别供货需求的供应商，如果不能，

产品平台之间零部件通用的藩篱，否则很难有更大的突

规模优势又如何有效体现，这也是企业必须认真思考的

[11]

破，也有落后于竞争对手的风险 。当然，能达到这种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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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市场需求及产业发展的变化趋势

台的初衷就是追求最大程度的通用，为寻找不同产品的

企业要在竞争中胜出，归根结底要靠赢得消费者的

性能、成本、制造方便性等之间的有效平衡，工程开发和

青睐，因此，如何推行平台化和模块化产品开发模式，还

生产制造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特别是在轴距和轮距都

必须充分考虑市场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变化趋势。

放开的前提下，不同模块组合下的车型产品有着明显的

对于消费者而言，个性化是始终不变的追求，每个
消费者都希望自己购买的产品与众不同。之所以目前
大部分消费者能够接受基于平台打造的“同质化”产品，
一方面是因为平台模式下大规模生产的这些产品更为
便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汽车企业在消费者能够直接感
知的部分并没有一味追求通用化，而是尽量彰显差异
化。这其中有一个度的把握，假如汽车企业过分追求通
[13]

差异，而 MQB 要将这些属性都囊括其中，难度之大可想

而知。因此为 MQB 平台进行的投入非常巨大，大众汽

车前首席执行官马丁·文德恩就曾表示，到 2012 年前的

4 年中已为 MQB 平台投资 500 亿英镑[16]。其二，为了实
现系列化的共性模块在 MQB 平台上众多产品之间的通

用，这些模块的设计往往只能选择“最小公倍数”，有大
量的设计预留，当具体到某个产品平台设计时，这些模

用化，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对“趋同性”产品的反感 ，甚

块的设计方案可能都不是最佳的，大模块用于小车存在

至认为模块化开发是企业“取巧”
“偷懒”的手段。随着

“浪费”，小模块用于大车则略显“不足”。其三，以 MQB

汽车的普及程度日益提高，消费者对个性化的追求不断
提高，汽车企业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考量。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全球产业重构，基
于充分互联协作的智能制造体系成为未来升级的方向，

平台取代 PQ 系列 3 个传统产品平台，不仅意味着大众
自身的变革，也意味着遍布全球的众多零部件供应商及

生产设备供应商都要随之进行切换和调整，协调难度空
前，供应商的投入也极大。
也就是说，推行 MQB 模块化平台战略将导致一定

原本相互矛盾的大规模和定制化生产有望由此统一起
来。在此前景下，模块的原有功能也在发生延展，不只
是实现跨平台间通用的载体，也将成为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需求的关键。汽车企业对这一演变也要有前瞻性的
认识，预作准备。

4 典型汽车企业的模块化开发路径对比解析
4.1

时间内大众集团投入的增加，而只有在 MQB 衍生出足

量的车型产品后，其收益才有可能抵消投入。从这个意
义上讲，MQB 平台更像是理想状态下的架构平台，已经
超出了解决技术问题及有效降低成本的范畴，有追求极
致完美的嫌疑，
并不值得盲目推崇。
4.2

大众汽车公司

丰田汽车公司
在大众推行模块化平台战略之后，丰田也提出了自

大众汽车是“模块化开发”的最早提出者，这与其全

己新的平台战略，其核心就是丰田新全球架构（Toyota

球年销量近千万辆的规模密切相关。应该说，大众汽车

New Global Architecture，TNGA）平台，是对 NBC、B、K、N

是大力推进模块化平台即架构平台战略的典型企业。
大众模块化平台的代表作是发动机横置模块化
（Modularer Querbaukasten，MQB）平台，其目标是整合原

有的产品平台——PQ2、PQ3 及 PQ4 系列平台，从而形成
一个全新的扩展性更强的统一平台[14]。这是一个宏大的
替换目标，
可以说 MQB 平台是目前最接近理想化的架构

四大平台的整合 [17]，将新的架构平台重新分为混动、前
驱、后驱三大类产品平台。同大众的目标相似，丰田也
计划利用 TNGA 平台进一步扩大零部件共享、缩短车型

研发和生产周期，从而降低成本。不过与大众 MQB 平
台只是原来横置产品平台的整合不同，TNGA 平台据称
将囊括横置和纵置的产品平台，
理论上平台柔性更高。

平台。MQB 平台以通用机舱为基础与核心，
通过大量系

从表面上看，丰田的方案较大众更为激进，但丰田

列化的可组合的模块与子模块构成不同的产品平台，除

的 TNGA 平台实际上通过架构平台内的模块共享实现

了前轴与前围板距离不变外，其它尺寸如轴距、前悬和
后悬等都可调整，甚至轮距也允许变化，具有超大柔性
和超强灵活性。鉴于大众集团旗下品牌众多，MQB 平
台理论上可以承载几十款不同品牌和市场定位的车型

产品的规划 。大众希望在 MQB 平台上衍生出的车型
[15]

实现 80%~85%的零部件通用，从而极大地节约产品开
发时间和费用、降低零部件采购和质量管控成本。

然而 MQB 平台并非百利而无一害。其一，MQB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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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的通用，通过架构平台衍生的不同产品平台来实
现前驱、后驱甚至混动系统的柔性化组合。从已知信息
来看，TNGA 平台更多的是在基于现有产品平台的通用
化整合上做了大量优化设计工作。此外，丰田对 TNGA

平台制定的 80%的通用化目标同样面临巨大挑战，在现
有技术水平和全球布局模式下，
难度可想而知。
4.3

日产汽车公司
日产的通用模块化谱系（Common Module Family，
汽 车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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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F）平台同样也是一种架构平台的理念。CMF 平台

台化产品开发模式对成本节约的贡献将逐步趋近于饱

盘和后部底盘模块，此外，还有 1 个电器构架模块 。

来的发展，企业是否推行平台化战略差异极大，只顾产

和，达到理论上传统平台降成本的上限。显然，面向未

通过这些系列化模块的不同组合，衍生出众多的不同

品、不考虑平台的战略是短视行为，企业应该在规模不

产品，从而可以大幅简化设计、缩短研发及生产所需的

大的发展初期就做好平台的规划和预留。

时间。
日产规划的架构平台，采用相对较少的模块是其突
出特点，模块的性能和可靠性更容易得到保证。同时，
各模块并非完全固化，而是系列化的，有不同的尺寸，因
此也具备灵活组合、衍生不同车型的能力。与大众的模
块高度细化的方式相比，日产的模块化平台可以说较为

对企业成本节约的贡献

[17]

对企业成本节约的贡献

由 4 个基本模块组成，包括发动机舱、乘员舱、前部底

平台化进程

平台化

模块化

平台化模块化进程

（a）单一实行平台化效果 （b）先实行平台化、后模块化效果
图3

简单，虽然理论上的最大收益小一些，但实现起来也更

平台化、模块化模式对企业成本节约的贡献

如图 3b 所示，当传统产品平台的成本贡献趋于上

为容易。
当然，这类相对简单化的模块处理战略，由于不能

限时，企业就应考虑通过搭建模块化的架构平台，实现

一步到位规划出具有充分柔性和灵活度的平台，使得衍

跨平台的模块共享（零部件通用），为成本控制带来更

生车型的尺寸范围和数量受到限制。相对于大众这样

大的可能空间。但是，由传统的产品平台向模块化的

的竞争对手，未来可能存在平台成本竞争力不足的危

架构平台转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必然要经历过渡期

险。必须强调的是，大众、丰田、日产的平台化模块化战

的成本上涨阶段。正如图 3b 所示，企业向模块化开发

略都不能说是最优的，架构平台策略必须结合企业自身

模式切换的初期需要大量的投入，对成本的贡献不升

的状况深思熟虑后进行选择。

反降。这个“震荡”过程的长短因企业的不同而各异，

5 中国汽车企业产品平台化模块化开发实施策
略建议

但即使对于世界级的超大规模汽车企业，也会对其资

5.1

金和技术实力构成巨大挑战。当然，在稳定之后模块
化进程最终指向的成本节约贡献的饱和值会更高，这

正确理解平台化模块化开发模式的本质、影响及

正是企业追求的目标。

其需求条件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架构平台是随模块的概念同步

正确理解平台化和模块化开发模式的本质、影响及

衍生出的，但模块本身具有独立的功能和价值。对于后

其需求条件，是企业合理规划、有效实施相关战略的前

发车企而言，即使没有能力或无紧迫需求来系统规划完

提。尽管模块化可以认为是平台化的最新发展，但两者

备的架构平台并付诸实施，并不代表完全不能推行模块

的目标都是“通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节约、开发时间

化开发策略。实际上，
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
在持续优化

缩短和开发质量提升[18]。作为手段，平台化与模块化并

传统产品平台开发的同时，适当导入跨产品平台的少量

无高下之分，选择的关键是要契合企业当前的现状，并

通用模块的设计理念，
不失为最佳选择。同时，
必须认识

为后续发展做好储备。因此，企业切不可被这些“时新”

到，
汽车企业打造核心模块是大势所趋，
更与未来智能制

的名词误导，为了追求“先进”而盲目推行平台化模块化

造前景下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相匹配。或者也可以

战略。

说，汽车企业在规划模块化的架构平台，即推行模块化

平台化、模块化产品开发模式对企业成本控制的贡
献如图 3 所示。如图 3a 所示：在平台化进程的初期，曲

进程时，应根据自身情况把握适宜的尺度和侧重点。
5.2

中国汽车企业的平台化模块化之路

线较为平缓，这表明在企业规模有限、平台化执行不够

中国汽车企业发展至今，在市场份额、产品与技术

深入时，零部件通用带来的收益并不明显，这也是部分

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些企业已经拥有了较为丰

中国汽车企业认为无需平台、造好产品即可的原因；但

富的产品线，达到数十万辆的销量等级。面对来自合资

是随着企业推行平台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这一进程通常

品牌的不断增大的竞争压力，中国汽车企业已不能只停

也伴随着企业产品线的丰富和销量的攀升），产品平台

留在“开发一款好车”的目标上，而是到了必须认真思考

内零部件的通用程度不断提升，平台化进程将有效促进

并积极实践平台化模块化产品开发模式的时候。为此，

企业成本的下降；而伴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平

本文有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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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正确理解，避免误区
目前仍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质疑平台化的大

趋势。
现质量问题，同一平台上所有的车型都面临被召回的危
险。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解，恰恰相反，采用平台化
开发模式，解决了一个车型的问题，就等于解决了该平
台上所有衍生车型的问题，从而大大减少了验证成本和
时间[19]。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把原本分散到多款车型
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到一个平台上，更容易防止质量问题
的出现。实际上，在不同车型上采用不同的零部件出现
质量问题的风险更大。
另有观点认为，平台化战略意味着要放弃对汽车产
品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其实，在实践中企业完全可以平
衡好平台化设计与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例如：完全
可以通过造型、内饰等的差异化来突出产品的个性；而
发动机、底盘、变速器、空调、收音机等则要尽可能实现
平台共享。
积极行动，前瞻规划

1

性。对于能力有限的中国汽车企业，同时启动多个平台
或许力有未逮，但是时至今日，做精做好一到两个平台
应是必然的选择，只做车型而不规划平台的做法太过短
视。实际上，当前汽车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进步的速度
越来越快，用一款一款车去追赶，企业的研发之路会越
走越艰难[20]，而平台开发可以立足现在、储备未来，既能
解决近忧、又能兼顾远虑，是关注眼前产品与后续产品
性能持续提升的一种有效平衡。因此，中国汽车企业必
须积极行动起来，未雨绸缪，前瞻规划好自己的产品平
台体系。
认清自己，循序渐进
通过本研究发现，中国汽车企业目前既无能力也无

必要搭建架构平台进行产品开发，不可盲目跟风，现在
就追求打造类似大众汽车 MQB 的平台，而应加快推进

平台化进程，把传统产品平台的益处发挥到极致。与此
同时，必须认识到，模块化是未来产品开发的大势所
趋。作为后来者，中国汽车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历史
包袱”较少的优势，认真研究国际汽车企业的实践和经
验，与核心供应商一起，尝试在模块化的道路上前瞻规
划、稳步前进，逐步构建起一些集成度高、可靠性强的共
性模块，集成应用到现有的产品平台上，从而进一步发
挥“平台化+模块化”开发模式的优势，同时也避免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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