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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先进的电子政务网站提供基于（1）的用户认证机制用于保障网上办公的信息安全和不可抵赖性。  

（1）A．数字证书    B．用户名和密码     C．电子邮件地址     D．SSL 

Cnitpm参考答案：A 

 

● 以下不具有容错功能的是 （2） 。 

（2）A. RAID 0       B. RAID 1         C. RAID 3             D. RAID 5 

Cnitpm参考答案：A 

 

● 关于网络安全服务的叙述中，（3）是错误的。  

（3）A. 应提供访问控制服务以防止用户否认已接收的信息  

     B. 应提供认证服务以保证用户身份的真实性  

     C. 应提供数据完整性服务以防止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被删除  

     D. 应提供保密性服务以防止传输的数据被截获或篡改  

Cnitpm参考答案：C 

 

● 商业智能（BI）的核心技术是逐渐成熟的数据仓库(DW)和（4）。  

（4）A.联机呼叫技术                 B.数据整理（ODS）技术  

     C.联机事务处理（OLTP）技术     D.数据挖掘（DM）技术  

Cnitpm参考答案：D 

 

● 在选项（5）中，①代表的技术用于决策分析；②代表的技术用于从数据库中发现知识对决策进行支持；①和②

的结合为决策支持系统(DSS)开辟了新方向，它们也是③代表的技术的主要组成。  

（5）A.①数据挖掘, ②数据仓库,     ③商业智能  

     B.①数据仓库, ②数据挖掘,     ③商业智能  

     C.①商业智能, ②数据挖掘,     ③数据仓库  

     D.①数据仓库, ②商业智能,     ③数据挖掘  

Cnitpm参考答案：B 

 

● 在面向对象开发方法中，用 UML表示软件体系架构，用到 5个视图：逻辑视图、构件视图、部署视图、（6） 。  

（6）A．使用视图和动态视图          B. 用例视图和动态视图  

     C. 用例视图和进程视图          D. 静态视图和动态视图  

Cnitpm参考答案：C 

 

● 原型化方法是一种动态定义需求的方法，（7）不是原型化方法的特征。  

（7）A．简化项目管理             B．尽快建立初步需求     

     C．加强用户参与和决策        D．提供完整定义的需求  

Cnitpm参考答案：D 

 

● 结构化分析方法(SA)的主要思想是（8） 。  

（8）A．自顶向下、逐步分解       B．自顶向下、逐步抽象  

     C．自底向上、逐步抽象       D．自底向上、逐步分解  

Cnitpm参考答案：A 

 

● 在面向对象软件开发过程中，设计模式的采用是为了（9）。  

（9）A．允许在非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中使用面向对象的概念  

     B．复用成功的设计和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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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减少设计过程创建的类的个数  

     D．保证程序的运行速度达到最优值  

Cnitpm参考答案：B 

 

● 如果某 IT 项目客户的业务部署在其 Internet 网站上，客户的供应商、经销商等合作伙伴的业务也部署在各自的

Internet 网站上。客户要求自己的 IT系统能通过 Internet 和其合作伙伴集成起来，开发者首先要考虑的技术是（10）。  

（10）A. COM 和 Cache    B. WEB Service 和 XML    C. C/S  D. ADSL 

Cnitpm参考答案：B 

 

● CMMI提供了两种模型表述方式：“连续式”和“阶段式”。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11）。  

（11）A. 前者可以描述项目管理能力成熟度，后者可以描述组织能力成熟度  

      B. 前者可以描述软件开发能力成熟度，后者可以描述项目管理能力成熟度  

      C. 前者可以描述项目管理的能力成熟度，后者可以描述组织能力成熟度  

      D. 前者可以描述过程能力成熟度，后者可以描述组织能力成熟度  

Cnitpm参考答案：D 

 

● 在面向对象方法中，对象可看成属性（数据）以及这些属性上的专用操作的封装体。封装是一种（12）技术。

类是一组具有相同属性和相同操作的对象之集合，类的每个对象都是这个类的一个（13）。  

（12）A．组装           B. 产品化       C. 固化         D. 信息隐蔽  

（13）A. 例证           B. 用例         C. 实例         D. 例外  

Cnitpm参考答案：D、C 

 

● 类之间共享属性和操作的机制称为（14）。一个对象通过发送（15）来请求另一个对象为其服务。  

（14）A. 多态           B. 动态绑定     C. 静态绑定     D. 继承  

（15）A. 调用语句       B. 消息         C. 命令         D. 口令  

Cnitpm参考答案：D、B 

 

● 在 UML 提供的图中，（16）用于描述系统与外部系统及用户之间的交互；（17）用于按时间顺序描述对象间的交

互。  

（16）A．用例图      B．类图     C．对象图    D．部署图  

（17）A. 网络图      B．状态图    C．协作图    D．序列图  

Cnitpm参考答案：A、D 

 

● 在层次化网络设计方案中，通常在 （18） 实现网络的访问策略控制。  

（18）A. 应用层                    B. 接入层  

     C. 汇聚层                     D. 核心层  

Cnitpm参考答案：C 

 

● 建设城域网的目的是要满足几十公里范围内的大量企业、机关、公司的（19）。  

（19）A. 多个计算机互联的需求           B. 多个局域网互联的需求  

      C. 多个广域网互联的需求           D. 多个 SDH网互联的需求  

Cnitpm参考答案：B 

 

● 网络安全设计是保证网络安全运行的基础，以下关于网络安全设计原则的描述，错误的是 （20） 。  

（20）A．网络安全系统应该以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为前提  

      B．把网络进行分层，不同的层次采用不同的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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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网络安全系统设计应独立进行，不需要考虑网络结构  

      D．网络安全的“木桶原则”强调对信息均衡、全面地进行保护  

Cnitpm参考答案：C 

 

● 在进行金融业务系统的网络设计时，应该优先考虑 （21） 原则。 

（21）A. 先进性                     B. 开放性            

      C. 经济性                     D. 高可用性  

Cnitpm参考答案：D 

 

● 局域网交换机有很多特点。下面关于局域网交换机的论述，不正确的是（22）。  

（22）A．低传输延迟  

      B. 高传输带宽  

      C. 可以根据用户的级别设置访问权限  

      D. 允许不同速率的网卡共存于一个网络  

Cnitpm参考答案：C 

 

● 关于 FTP 和 TFTP 的描述，正确的是 （23） 。  

（23）A. FTP 和 TFTP 都是基于 TCP 协议  

      B. FTP 和 TFTP 都是基于 UDP 协议  

      C. FTP 基于 TCP 协议、TFTP 基于 UDP协议  

      D. FTP 基于 UDP 协议、TFTP 基于 TCP 协议  

Cnitpm参考答案：C 

 

● 为了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威胁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信息应用系统安全威胁的分类方法一般用（24）

三种“综合分类”方法。  

（24）A. 高、中、低  

      B. 对象的价值、实施的手段、影响（结果）  

      C. 按风险性质、按风险结果、按风险源  

      D. 自然事件、人为事件、系统薄弱环节  

Cnitpm参考答案：C 

 

● “消息”是我们所关心的实际数据，经常也称为“明文”，用“M”表示。经过加密的消息是“密文”，用“C”

表示。如果用 C=E(M)表示加密，M=D(C)表示解密。那么从数学角度讲，加密只是一种从 M （25）的函数变换，解

密正好是对加密的反函数变换。  

（25）A.公钥到私钥                     B.变量域到 C函数域  

      C.定义域到 C函数域                D.定义域到 C值域  

Cnitpm参考答案：D 

 

●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中，角色定义、角色成员的增减、角色分配都是由（26）实施的，用户只能被动接受授权

规定，不能自主地决定，用户也不能自主地将访问权限传给他人，这是一种非自主型访问控制。  

（26）A.CSO     B.安全管理员    C.稽查员或审计员    D.应用系统的管理员  

Cnitpm参考答案：D 

 

● 以下关于入侵检测系统的描述中，说法错误的是（27）。  

（27）A. 入侵检测系统能够对网络活动进行监视  

      B. 入侵检测能简化管理员的工作，保证网络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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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入侵检测是一种主动保护网络免受攻击的安全技术  

      D. 入侵检测是一种被动保护网络免受攻击的安全技术  

Cnitpm参考答案：D 

 

● 下列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陈述中，错误的是（28）。  

（28）A．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  

      B. 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需要采购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

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则除外  

      C. 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进行采购的则除外  

      D. 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其中集中采购由国务院统一确定并公布；分散采购由各省级

人民政府公布的采购目录确定并公布  

Cnitpm参考答案：D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有关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的条件，下列陈述中错误的是（29）。  

（29）A.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B. 采购人可以要求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对有资质的供应商免于资格审

查  

      C.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D.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并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Cnitpm参考答案：B 

 

 

 

● 下列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陈述中，错误的是（30）。  

（30）A. 政府采购可以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B. 政府采购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  

      C. 政府采购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  

      D. 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政府采购不可从单一来源采购  

Cnitpm参考答案：D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在招标采购中，关于应予废标的规定，（31）是不成立的。  

（31）A．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应予废标  

      B. 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应予废标  

      C. 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应予废标  

      D. 废标后，采购人将废标理由仅通知该投标人  

Cnitpm参考答案：D 

 

● 项目论证一般分为机会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和详细可行性研究三个阶段。以下叙述中（32）是正确的。  

（32）A. 机会研究的内容为项目是否有生命力，能否盈利  

      B. 详细可行性研究是要寻求投资机会，鉴别投资方向  

      C. 初步可行性研究阶段在多方案比较的基础上选择出最优方案  

      D. 项目论证是确定项目是否实施的前提  

Cnitpm参考答案：D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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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A．投标人在向招标方递交投标文件后，就无权对投标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者撤回了  

      B．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

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高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C．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D．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  

Cnitpm参考答案：D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34）。  

（34）A. 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的具体情况，可以组织潜在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  

      B. 招标人不得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

的其他情况。招标人设有标底的，标底必须在招标文件中载明  

      C.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做出响

应  

      D. 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但是，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

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日  

Cnitpm参考答案：B 

 

● 对多个项目编制进度计划和分配资源，（35）将可能受到影响。  

（35）A. 资源平衡和质量控制     B. 历时压缩和模拟  

      C. 活动清单和工作分解结构 D. 项目按进度计划实施和阶段成果按时交付  

Cnitpm参考答案：D 

 

● （36）不是活动资源估算的工具。  

（36）A．专家判断法     B．公开的估算数据   C．挣值管理     D．估算软件  

Cnitpm参考答案：C 

 

● 完成活动 A所需的时间，悲观（P）的估计需 36天，最可能（ML）的估计需 21天，乐观（O）的估计需 6天。

活动 A在 16 天至 26天内完成的概率是（37）。  

（37）A. 55.70%         B. 68.26%           C. 95.43%       D. 99.73%  

Cnitpm参考答案：B 

 

● （38）不是活动历时估算依据。  

（38）A．项目范围说明书                     B．活动资源需求      

      C．组织过程资产                       D．项目进度计划  

Cnitpm参考答案：D 

 

● 项目经理可以控制（39）。  

（39）A．审计成本       B. 沉没成本         C. 直接成本     D. 间接成本  

Cnitpm参考答案：C 

 

● 项目经理认为到目前为止的费用在某种程度上是项目将发生的剩余工作所需成本的指示器，则 EAC 的公式为

（40）。  

（40）A．EAC=AC+(BAC-EV)／CPI              B．EAC=AC+ETC 

      C．EAC=AC+BAC—EV                    D. EAC=AC+EV 

Cnitpm参考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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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管理过程用于描述、组织并完成项目工作，而以产品为导向的技术过程则创造项目的产品。因此，项目

的管理过程和以产品为导向的技术过程（41）。  

（41）A.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相互重叠和相互作用  

      B. 在项目的生命周期中是两个平行的流程  

      C. 与描述和组织项目工作有关  

      D. 对每个应用领域都是相似的  

Cnitpm参考答案：A 

 

● 某项目经理负责管理公司的第一个复杂的网站开发项目，项目进度安排十分紧张。项目有一个高层发起人，并

且项目章程和项目计划都已经获得批准和签字；通过定期会议和报告，向客户人员提供了项目进展的全面情况；项

目在预算之内并且符合进度计划要求。项目经理突然得知项目有可能被取消，因为开发的产品完全无法接受。发生

这种情况最可能的原因是（42）。  

（42）A. 一个关键干系人没有充分参与项目  

      B. 没有充分地向客户介绍项目章程和项目计划或客户没有充分的审核项目章程和计划  

      C. 沟通安排不充分，没有向有关方提供需要的信息  

      D. 高级发起人没有向项目提供充足的支持  

Cnitpm参考答案：A 

 

● 某个新的信息系统项目由三个分系统组成。管理层希望该项目以较低的成本带来较高效益。虽然项目经理想花

时间和金钱来整合一些可以为公司带来长远利益的问题，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分系统的项目经理们聘用了一些比

团队成员平均工资高得多的高级职员。一般地，当与项目干系人一起工作时，项目经理应该（43）。  

（43）A. 将项目干系人分组以便于辨认  

      B. 尽量预测并减少可能会对项目产生不良影响的项目干系人的活动  

      C. 注意到项目的干系人经常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这就使项目干系人管理复杂化  

      D. 认识到角色和责任可能重叠  

Cnitpm参考答案：C 

 

● 一个项目由几个小组协作完成。小组 C 在过去曾多次在最终期限前没有完成任务。这导致小组 D 好几次不得不

对关键路径上的任务赶工。小组 D 的领导应该与（44）沟通。  

（44）A. 公司项目管理委员会             B. 客户  

      C. 项目经理和管理层               D. 项目经理和小组 C的领导  

Cnitpm参考答案：D 

 

● 在每次团队会议上项目经理都要求团队成员介绍其正在做的工作，然后给团队成员分配新任务。由于要分配很

多不同的任务，使得这样的会议变得很长。下列（45）项不是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  

（45）A. WBS 制定得不完整            B. 缺少责任矩阵  

      C. 缺少资源平衡               D. 缺少团队成员对项目计划编制的参与  

Cnitpm参考答案：C 

 

● 某个大型电力系统项目的一个关键团队成员已经出现进度延误的迹象并且工作质量也开始出问题。项目经理相

信该成员非常清楚工作的最终期限和质量规范要求。项目经理应采取的措施是（46）。  

（46）A. 把问题报告给人力资源经理以便采取纠正措施  

      B. 重新把一些工作分配给其他团队成员，直到绩效开始改进  

      C. 立即找那个员工，强调并提醒进度和质量的重要性  

      D. 把这种情况上报给那个员工的职能经理并请求协助  

Cnitpm参考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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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政府或国家级的机构制定或批准的标准称为国家标准，以下由（47）冠名的标准不属于国家标准。  

（47）A.GB          B. BS           C. ANSI         D.IEEE 

Cnitpm参考答案：D 

 

● 软件工程国家标准“软件工程术语 GB/T 11457-1995”内容中不包括（48）。  

（48）A. 英汉软件工程术语对照及中文解释  

      B. 按英文字典顺序排列的术语  

      C. 程序网络图的文件编辑符号及约定  

      D. 中文索引  

Cnitpm参考答案：C 

 

● （49）不属于软件工程国家标准的文档标准类。  

（49）A. 软件文档管理指南  GB/T 16680-1996 

      B. 计算机软件产品开发文件编制指南 GB/T 8567-1988 

      C. 软件维护指南 GB/T 14079-1993 

      D. 计算机软件需求说明编制指南 GB/T 9385-1988 

Cnitpm参考答案：C 

 

● 在选项（50）中，①代表的方法和②代表的方法适应于项目初期的项目选择和优先级排列过程；而③代表的方

法是可以用于处在不同阶段的项目之间进行比较的工具。  

（50）A.①DIPP 分析,     ②决策表技术,       ③财务分析  

      B.①决策表技术,   ②DIPP 分析,         ③财务分析  

      C.①决策表技术,   ②财务分析,         ③DIPP 分析  

      D.①财务分析,     ②供方选择,         ③决策表技术  

Cnitpm参考答案：C 

 

●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于 2003 年公布了组织级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OPM3），OPM3 的最佳实践由过程组、

知识领域和过程改进的若干个阶段组成。其中过程改进的四个阶段是（51）。  

（51）A. 通用术语，通用过程，基准比较，持续性改进  

      B. 初始级，可重复级，可控制级，持续改进级  

      C. 初始级，标准级，可管理级，持续改进级  

      D. 标准化，可测量，可控制，持续性改进  

Cnitpm参考答案：D 

 

● 企业级项目管理办公室（PMO）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可以分为两大类：日常性职能和战略性职能。（52）属于项目

管理办公室战略职能。  

（52）A. 提供项目管理的指导和咨询，培养项目管理人员  

      B. 建立企业内项目管理的支撑环境以及提供项目管理的指导  

      C. 项目组合管理和提高企业项目管理能力  

      D. 企业内的多项目的管理和监控  

Cnitpm参考答案：C 

 

● 项目范围管理计划的主要内容和作用是（53）。  

（53）A．描述并记载了范围基准计划，以帮助范围决策的制定  

      B．分解了项目的可交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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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描述了如何在项目中实现范围变更，以及如何管理项目的范围  

      D．描述了成本和时间估算如何成为项目范围变更的组成部分  

Cnitpm参考答案：C 

 

● 某高校校园网建设的一个项目经理，正在估算该项目的成本，此时尚未掌握项目的全部细节。项目经理应该首

先采用的成本估算方法是（54）。  

（54）A．类比估算法     B．自下而上估算法   C．蒙特卡罗分析 D．参数模型  

Cnitpm参考答案：A 

 

● 某公司正在开发一项新业务，叫“智能电话”。这项业务使人只需对着电话说出接电话人的名字，不需亲自拨号

就能拨通电话。这项业务将利用最近在声音识别软件方面取得的进步。最初的调查报告显示，市场对这项业务的需

求很大。那么“智能电话”的新项目是由（55）催生的。  

（55）A．市场需求       B．客户需要     C．企业需要     D．技术进步  

Cnitpm参考答案：D 

 

● 某电影公司计划使用 IT 系统把全国各地抗击洪水的感人事迹做成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数字格式纪录片，项目承

建方允许项目经理使用任何需要的资源，但是项目经理提出的能胜任此任务的最佳人选却正在执行另一个项目。叙

述（56）是正确的。  

（56）A．该项目最主要的约束是范围       B．该项目最主要的约束是资源  

      C．该项目最主要的约束是进度       D．该项目最主要的约束是质量  

Cnitpm参考答案：D 

 

● 基于业务流程重组的信息系统规划主要步骤是（57）。  

（57）A．系统战略规划阶段、系统流程规划阶段、系统功能规划阶段和系统实施阶段  

      B．系统战略规划阶段、系统流程规划阶段、系统数据规划阶段、系统功能规划阶段和系统实施阶段  

      C．系统战略规划阶段、系统流程规划阶段、系统数据规划阶段和系统实施阶段  

      D．系统战略规划阶段、系统流程规划阶段、系统方案规划阶段、系统功能规划阶段和系统实施阶段  

Cnitpm参考答案：B 

 

● 业务流程重组的实施步骤包括：项目的启动，拟定变革计划，建立项目团队，重新设计（58）并实施，持续改

进，重新开始。  

（58）A．已有流程       B．系统架构     C．目标流程     D．企业架构  

Cnitpm参考答案：C 

 

● 为保证成功实施 BPR 项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59）。  

（59）A．企业人员不一定参与到重组的具体工作中  

      B．要保证 BPR 项目在启动时就建立起有效的领导机制  

      C．只需要重要的企业员工对 BPR 项目的理解和参与  

      D．对无法衡量的部分，BPR实施中尽量包括进来  

Cnitpm参考答案：B 

 

● 某项目没有超出预算并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然而，一个职能部门的经理却十分烦恼，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有一

大半在项目期间辞职，辞职的理由是太长的工作时间和缺乏职能经理的支持。对这个项目最正确的描述是（60）。  

（60）A. 项目在预算和规定时间内达到了它的目标。上级管理层负责了提供足够的资源  

      B．对项目应根据它成功地满足项目章程的程度来测量。这不是在项目期间做的事  

      C. 项目经理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源并且没有根据可用的资源制定一个现实的最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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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职能经理对他的工作人员负责并且一旦制定了进度计划，职能经理负责获得足够的资源以满足该进度计

划 

Cnitpm参考答案：C 

 

● 绩效报告过程的输出是（61）。  

（61）A. 绩效报告、绩效测量             B. 绩效报告、需求变更  

      C. 绩效偏差分析、项目预测         D. 绩效测量、需求变更  

Cnitpm参考答案：B 

 

●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实行（62）。  

（62）A.合同仲裁制                      B.甲方和监理方合同仲裁制  

      C.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              D.合同仲裁制和三方共同监督制  

Cnitpm参考答案：C 

 

● 根据监理范围及内容的不同，信息系统工程的监理模式可分为（63）。  

（63）A.咨询式监理、文档评审监理及财务审计监理  

      B.咨询式监理、里程碑式监理及全过程监理  

      C.里程碑式监理、文档评审监理及全过程监理  

      D.咨询式监理、委托监理及全过程监理  

Cnitpm参考答案：B 

 

● 为解决监理活动中产生的争议，其依据是（64）。  

（64）A. 监理大纲       B. 监理规划     C. 监理合同     D. 用户需求  

Cnitpm参考答案：C 

 

● （65）中应说明停工的范围和可能复工的条件、时间。总监理工程师据其发出工程停工令给承包方，经过会签

的工程协调会决议复印件附后。  

（65）A.协商函          B.监理通知      C.通知          D.工程进展报告  

Cnitpm参考答案：B 

 

● 组织是由人和其他各种用以实现一系列目标的资源组成的正式集合。所有的组织都包含有一系列的增值过程，

如内部后勤、仓库和存储、生产、市场、销售、客户服务等等，这些是（66）的组成部分，信息系统在增值过程中，

（67）。组织适应新环境或者随时间而改变其行为的概念称为（68）。  

（66）A.组织流      B.价值链        C.传统组织结构      D.虚拟组织结构  

（67）A.与增值过程紧密相连，是过程本身的一部分  

      B.本身就是增值过程，独立地发挥作用  

      C.起到控制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产生效益  

      D.作为输入部分，确保效益和效率  

（68）A.组织学习    B.组织变化      C.持续改进          D.企业再造  

Cnitpm参考答案：B、A、A 

 

● 某车间需要用一台车床和一台铣床加工 A、B、C、D 四个零件。每个零件都需要先用车床加工，再用铣床加工。

车床与铣床加工每个零件所需的工时（包括加工前的准备时间以及加工后的处理时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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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 A、B、C、D 零件顺序安排加工，则共需 32小时。适当调整零件加工顺序，可使所需总工时最短。在这种最短

总工时方案中，零件 A在车床上的加工顺序安排在第 （69） 位，四个零件加工共需 （70）小时。  

（69）A. 1       B. 2       C. 3       D. 4 

（70）A. 21      B. 22      C. 23      D. 24 

Cnitpm参考答案：C、B 

 

● 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sses include all the activities of the （71） that determine quality policies, objectives 

and responsibilities so that the project will satisfy the needs for which it was undertaken. 

（71）A. project                        B. project management team 

      C. performing organization        D. customer 

Cnitpm参考答案：C 

 

● The project team members should also be aware of one of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modern quality management: 

quality is planned ,designed and built in, not （72 ）. 

（72）A. executed in                    B. inspected in 

      C. check-in                       D. look-in 

Cnitpm参考答案：B 

 

● The project （73）is a key input to quality planning since it documents major project deliverables, the project objectives 

that serve to define important stakeholder requirements, thresholds, and acceptance criteria. 

（73）A. work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B. scope statement 

      C. change requests                D. process analysis 

Cnitpm参考答案：B 

 

● Performing （74）involves monitoring specific project results to determine if they comply with relevant quality 

standards and identifying ways to eliminate causes of unsatisfactory results. 

（74）A. quality planning               B. quality assurance 

      C. quality performance            D. quality control 

Cnitpm参考答案：D 

 

●（75） involves using mathematical techniques to forecast future outcomes based on historical results. 

（75）A. Trend analysis                 B. Quality audit 

      C. Defect repair review           D. Flowcharting 

Cnitpm参考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