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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S SDR（软件定义无线电）革命性演变 
 软件定义无线电（SDR），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由于通用

的电子元器件，特别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长足发展，为软件定义无线电发展提供了良机。近 10 多

年来，在 GNSS 接收机中软件无线电（SDR）成为极其靓丽的一道风景线，主要应用于军事、科

研和商业应用活动中。无论是在采用新的频率、新的信号、新的系统和增强可用性方面，以及采用

新的处理平台及其相关处理技术方面，都取得的突飞猛进。图 1 所示为 GNSS SDR（软件定义无

线电）接收机的拓扑结构在多年来的演变结果，（a-d）为至今的方案，（e-f）为下一步可能实施

的方案。 

 

 
 

图 1：软件定义无线电 GNSS 接收机框图的演变，（a-d）为此前方案，（e-f）为后续方案 

 

由图可见，GNSS SDR 通过硬件外设面向世界，该硬件的能力决定了接收机可以做什么和不

可以做什么的边界范围。本质上，前端外设将天线处的一个或多个模拟 RF 信号转换为 GPP 所接

受的数字基带/ IF 数据的数据流或数据包序列。 

GNSS SDR，前期得益于相邻射频频谱的无线电信号广播，诸如数字视频广播（地面 DVB-

T）和卫星第二代（DVB-S2）接收器的应用，从而导致可用于可调谐到 GNSS 频率段的低成本 RF 

IC（跨越频段从 900 MHz 到 2.1 GHz），与专用 GNSS IC 一起，是早期 GNSS SDR 前端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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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后来围绕 2G/3G/4G 移动通信标准设计的集成电路的发展带来了另一代集成电路，带来更高的

瞬时带宽、ADC 分辨率和 MIMO 以及重新传输能力。随着用于认知无线电，Wi-Fi，3G 和长期演

进或 LTE 的软件定义无线电的普及以及众筹运动的益处的增加，各种各样适用的前端外围设备迅速

出现。这些前端中的很多都与 GNSS 兼容，相对于其前辈，性能显着提高。 

在特定的应用中，原来的物理、硬件连接，已经逐步通过云计算的软件即服务（SaaS）、平

台即服务（PaaS）和基础实施即服务（IaaS）这样的商业模式，将资源管理能力作为逻辑实体进

行具象化。在云中执行的软件定义无线电的 GNSS 接收机网络似乎是这一技术趋势中的下一个顺理

成章的发展步骤，其中 GNSS 接收机不再是物理设备，而是作为服务提供的虚拟化功能（参见图

2）。 

 
 

图 2：基于云的 GNSS 信号测试过程示意图 

 

虚拟化软件应用是个可以执行程序，不管其底层计算机平台若何。这可以通过将应用及其所有

软件需求（操作系统，支持库和程序）打包在一个单独的、自包含的软件实体中来实现，后者可以

在任何平台上运行。然后可以将在虚拟环境中执行的软件定义的 GNSS 接收机的实例称为虚拟化的

GNSS 接收机。 

虚拟 GNSS 接收机在两个领域带来了重要的好处：一是商业化，作为新的基于 GNSS 的服务

的技术推动者; 二是使用 GNSS SDR 作为科学工具，以确保可重新复制性。 

我们正处在软件定义的 GNSS 接收机发展将带来效益的革命性演变升级时代。GNSS 社区已

经开始跳出射频设备发展和进步束缚，并且利用 GNSS SDR 技术正在增加功能并降低成本。 

同时，软件定义无线电的 GNSS 接收机体系结构已经向多个方向发展，享受着几乎无限的云计

算处理能力，或利用完全集成的 RF 和主机处理器模块。随着 GNSS 接收机的使用情况和主机环境

继续多样化，接收机灵活性和可行性的需求不断增加，软件定义的 GNSS 接收机可能成为某些专用

用途的 ASIC 接收机的竞争者。而且，随着互联网连接设备越来越多地提供导航功能，以及 GNSS

多种系统本身也在演化变革和它们之间的兼容互操作的长足发展，软件定义无线电甚至可以挖掘出

自己的竞争优势，成为未来系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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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第二十八、二十九颗北斗导航卫星 

2018 年 2 月 12 日 13 时 0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

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二十八、二十九颗北斗导航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

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工程第五、六颗组网卫星。本次发射是北斗三号工程第三次

全球组网卫星发射，也是农历鸡年中国航天的“收官之战”。 

经过 3 个多小时飞行后，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集成测试与试验评估，并与此前发

射的四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进行组网运行。  

此次发射任务，恰逢全国上下喜迎新春佳节之际，工程全线数千名参研参试人员聚精会神扎

根任务一线，发射场系统面对 3 个月连续执行 7 次航天发射的超高密度，精准组织指挥，优化测

试流程，严格质量管控；运载火箭和卫星系统积极破解多型任务交叉并行带来的难题挑战，科学

调配人员、合理统筹资源，以严慎细实的作风压茬推进各项工作；分布于大漠戈壁、深山雪原、

海岛边疆、大洋太空的测控站点、远望号测量船和中继卫星“陆海天”立体接力测控，通过“全

国一盘棋、万人一杆枪”的大团结大协作，实现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用中国北斗的重大喜讯向全

国各族人民拜年。据介绍，卫星系统、测控系统、地面运控系统科技人员春节期间还将继续坚守

岗位、完成后续任务。  

此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分别抓总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 267 次飞行。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发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 

接口控制文件——公开服务信号 B3I（1.0 版）》 

近日，为方便全球用户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公开服务信号，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发布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公开服务信号 B3I（1.0 版）》中英文版。 

该文件定义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星座和用户终端之间公开服务信号 B3I 的相关内容。B3I

信号在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的中圆地球轨道（MEO）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IGSO）卫星和地

球静止轨道（GEO）卫星上播发，提供公开服务。 

 

中国学者首次获得美国导航学会年度大奖 

2018 年 2 月 1 日, 美国导航学会（Institute of Navigation, ION）在 2018 年国际技术大会

（ION ITM’2018）期间举行颁奖仪式，颁发了该学会年度各项大奖。中国科学家杨元喜院士、

姚铮副教授分别获得大奖，开创了中国学者获此殊荣的先例。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杨元喜院士被授予美国导航学会会士（ ION 

Fellow）的称号，“以表彰他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和技术贡献，以及

在倡导卫星导航国际合作中做出的努力”。杨元喜院士因公务未能到会，清华大学陆明泉教授代

表杨元喜院士接受了奖项，并宣读了杨院士的书面获奖感言。杨院士表示，“感谢在推动北斗发

展和 GNSS 国际合作的道路上与我同行的每一位同事，这个奖项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奖励，也是整

个北斗团队的荣誉。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努力，进一步提升北斗的性能，加强 GNSS 国际交流与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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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早期成就奖（Early Achievement Award）是美国导航学会针对 35 岁以下青年学者的国际导

航领域最高奖，以表彰在学术生涯早期对国际导航科学和技术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学者，每年在

全球范围内只评选出一名获奖人。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姚峥博士获得了 2018 年 ION 早期

成就奖，“以表彰他在新一代 GNSS 信号结构和复用技术研究中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在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信号设计工作上做出的努力”。姚峥博士在获奖感言中表示，“我很荣幸获得这个奖

项，感谢在工作中合作的导师和同事，以及整个北斗/GNSS 领域的专家们。希望这一奖项能够进

一步激励我本人及其他年轻学者在 GNSS 的科研道路上勇敢地面对各种挑战，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美国导航学会（ION）是国际导航领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非赢利性学术组织。该学会成立

于 1945 年，七十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定位、导航和授时（PNT）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会员遍

布全球 50 多个国家，涵盖航天、航空、航海和陆地定位、导航与授时的各个方面。杨元喜院士和

姚峥博士成为第一批获得 ION 年度大奖的中国科学家。他们的获奖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既体现了

国际导航学术界对北斗杰出学者的卓著贡献与中国卫星导航学术水平的肯定，也体现了北斗系统

建设与国际化发展的成果获得国际业界瞩目与认可。 

 

中国北斗高科技助力数字老挝建设 

首届“一带一路”中老合作论坛于 2 月 2-3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作为本次论坛的亮点之

一“中国北斗+导航+遥感时空信息服务‘一带一路’”分论坛引起各界格外关注。 

此次论坛发布了五项合作成果，包括老挝北斗卫星定位综合服务系统区域联网运营、成立老

挝国家级无人机技术与标准中心、成立老挝国家级卫星遥感技术与标准中心、老挝首个移动端导

航地图 APP 发布和老挝首个移动端智慧旅游 APP 发布。五大成果的发布，不仅是中国高科技服

务“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落地生根的典范，更带动了老挝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产业发

展。 

此外，2 月 2 日，中国政府援助老挝国家水资源信息数据中心启动仪式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

项目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实施，采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信息技术，特别是利用物联网、中国

北斗卫星技术以及气象水文相结合的预警预报模型，实现信息自动采集传输和互联互通，提升老

挝水文水资源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和水平，为老挝防洪抗旱减灾、水资源综合利用提供决策支持与

技术保障。 

老挝国家水资源信息数据中心是中老水利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政府援助

的示范建设项目，也是澜湄合作早期收获项目成果之一。 

 

北斗剖面浮标助力我国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 

近日，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科学”号上的科考队员将 HM2000 型剖面浮标缓缓放入海面。

这是我国新一代海洋实时观测系统（Argo）计划自 2002 年实施以来布放的第 400 个剖面浮标，

也是我国布放的第 30 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 

至此，我国正式建成首个全球实时海洋观测网。这些浮标主要分布在西北太平洋、中北印度

洋和南海海域，基本覆盖了由我国倡导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域。 

2000 年正式启动实施的全球 Argo 计划，在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努力下，截至 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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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已有 3890 个浮标在海上正常工作。 

散布在全球深海大洋区域的这些浮标，主要用来监测上层海洋内的海水温度、盐度和海流，

以帮助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以及准确预测诸如发生在太平洋的台风和厄

尔尼诺等极端天气、海洋事件等。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国 Argo 计划批量布放的北斗剖面浮标，实现了我国海洋观测仪器

用于国际大型海上合作调查计划“零”的突破，并打破了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中剖面浮标由

欧美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此建立的“北斗剖面浮标数据服务中心（中国杭州）”，也成为继

法国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为全球 Argo 实时海洋观测网提供剖面浮标数据接收和处理的国家平

台。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浙江：近年来，浙江湖州消防支队建设基于北斗系统的“智慧用水”等湖州市“智慧消防”

综合信息指挥平台，初步实现了火灾精确预警、精确防范、精确指挥和精确处置。智慧用水系统

将灭火资源融于“一库”。该系统由智慧用水指挥平台和智能远程监控一体栓组成，通过压力传

感器，无线射频技术，实现对市政消火栓水压实时监测，故障及时追踪等功能。智能用水系统整

合地理信息管网数据系统，将北斗系统与其数据共享，自动科学规划消防车行驶路线，起火单位

500 米范围内消火栓和天然水源会主动进入界面。平时，某一消火栓出现故障或水压过低，系统

平台界面会即时弹出报警信息。同时，消火栓的巡查、维修和更换记录，以及近半年的报警信

息，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内，保证信息可追溯。通过一键式消火栓情况反馈系统，使“亚健康”

消火栓得到及时维修。 

云南：根据 2017 年 12 月初市政府常务会批准通过的《昆明市智能环保渣土车推广使用工作

实施方案》，云南省将于今年起在主城区逐步推广使用基于北斗系统的新型智能环保渣土车。根

据规划，到 2020 年底，昆明市主城区范围内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全部使用智能渣土车，原有渣土车

退出昆明市主城区建筑垃圾运输市场。自 2015 年起，昆明市已 3 年没有新增渣土车，经最新统

计，目前昆明市场上共有 1995 辆老式渣土车。根据昆明市建筑工地出土情况，大约需要 2000 辆

渣土车才能满足渣土拉运需求，也就是说，在 2020 年底前，将新增约 2000 辆智能渣土车。 

 

美国空军将采购 22 颗 GPS III 卫星 

近日，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Air Force Space Command , AFSC）发布了征求建议书

（RFP）建造 22 颗新的 GPS III 卫星，称为 GPS III 后续第二阶段合同（GPS III Follow-On 

Phase 2 Contract）。 

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在 FedBizOpps.gov 公布的声明中表示，该合同将授予单个竞标者。据

估计，该合同的价值约为 100 亿美元，这个价格包括了所有选项。 

第二阶段计划是单一的，以固定价格为主的激励型合同。提案截止日期为 4 月 16 日。建设

工作将于 2019 财年（2018 年 10 月 1 日）开始，并于 2026 年交付第一颗卫星。 

第一阶段，AFSC 于 2016 年 5 月授予波音网络和空间系统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航空航天

系统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航天系统公司三个固定价格合同。根据美国空军的报告，在第一阶段，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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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已经确定存在可行、低风险、高可信度的资源，因此可以在第二阶段进行全面和公开的竞

争，即从 2019 财年开始生产 22 颗 GPS III SVs。 

 

韩国拟建 KPS 自主卫星定位系统 

韩国尚未拥有自主卫星定位系统，其定位导航服务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 GPS，且多

次受到来自不同地域的局部干扰。 

韩国航空航天研究所（KARI）一名负责卫星导航系统的官员表示：“由于 GPS 在日常生活

中变得必不可少，任何原因导致的信号中断都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混乱。此外，发达国家正竞相通

过卫星发射确保强大的卫星导航服务能力，以防在依赖其他国家卫星服务的状况下发生混乱。”

有鉴于此，韩国计划建设本国 KPS（Korean Positioning System）自主卫星定位系统。 

韩国科学信息通信技术部宣布于 2 月 5 日的国家宇宙委员会会议上制订关于 KPS 系统的建设

规划。该部门负责人表示，韩国 KPS 卫星导航系统将于 2021 年起开始地面测试，次年进行核心

卫星导航技术的研发，2024 年进行卫星的实际生产，计划发射 7 颗卫星，包括 3 颗位于朝鲜半岛

上空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总费用预计达 2.5 万亿韩元（约合 147 亿元人民币）。2034 年起，

KPS 系统将为首都首尔半径 1000 公里范围内的用户提供独立的定位和导航信号服务。KARI 的官

员表示，届时 KPS 系统会将 GPS 在其服务区内的无辅助定位精度由现在 10 米提升到亚米级

别。 

韩国 KPS 自主卫星定位系统的建设无疑是服务于本国国防建设需求的。据韩国媒体近日报

道，2018 年韩国的国防预算案总额达 43.16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2530 亿元），较 2017 年增

长 7.0%，增幅创 2009 年以来最高水平。韩国国防部即将开启“国防改革 2.0”计划，涉及兵力

规模结构、国防运营、防卫事业、军营文化改革等四大领域、15 个课题和 41 个目标，主要指向

包括：理顺作战指挥体制、优化兵力结构、发展自主国防工业、提高国防运营效率及创新军营文

化。 

 

新一代 EGNOS 将结合 GPS 和伽利略信号 

下一代欧洲地球静止导航重叠服务（EGNOS）将结合使用 GPS 和伽利略信号来提高航空运

输和其它应用的精度和鲁棒性。 

1 月 26 日，欧洲航天局在荷兰的技术中心签署了第二代欧洲地球静止导航重叠服务 EGNOS 

V3 合同，计划于 2025 年投入服务。 

欧洲航天局（ESA）导航主管 Paul Verhoef 在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GSA）和欧盟委员

会高级管理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与空客防务与空间公司高级副总裁 Mathilde Royer Germain 签署了

合同。 

该服务的改进版本将利用运行中的伽利略信号以及来自 GPS 卫星的新频率。使用 L5 第二频

率将提高服务的鲁棒性，以抵御由电离层引起的误差和传播延迟。 

对于拥有最新航空电子设备的飞机，EGNOS V3 能够准确、安全地将其引导至 1 类，即 10

米垂直警报限制（也称为 Cat1 自动着陆功能），同时还为当前配备传统航空电子设备的用户提

供更强大版本的 LPV200 或 35 米垂直限制引导服务。 

除了改善民用航空服务之外，该计划还将为海事导航和铁路等其他部门引入新的服务，并将

服务覆盖范围从欧洲大陆扩展到与全球其它互操作增强系统的无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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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lox 推出 F9 技术平台 

无线及定位模块与芯片厂商 u-blox 宣布，推出 u-blox F9 技术平台，可为大众市场的工业与

汽车应用提供高精度定位解决方案。该平台结合了 GNSS 技术、惯性定位技术以及高精度算法、

并能与多种 GNSS 校正数据服务兼容，以实现厘米级的精度。u-blox F9 将为下一代的高精度导

航、VR 以及自动驾驶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u-blox 定位产品中心的产品开发执行总监 Daniel Ammann 表示，由于有许多应用需要鲁棒、

可扩充的高精度定位解决方案，高精度技术将成为大众市场定位应用的下一个重要领域。而

u-blox F9 可提供硬件与集成软件组件，来满足此市场的需求。 

对锁定大众市场的工业与汽车应用的 u-blox 下一代定位模块，u-blox F9 平台能提供强大的

支持。它采用多频 （L1/L2/L5）的 GNSS 信号来校准电离层所造成的定位错误，并可提供快速的

首次定位时间 (TTFF)。它能从所有的 GNSS 星座 （GPS、格洛纳斯、伽利略、北斗）接收信

号，透过增加任何时间点的可视卫星数量来进一步提升性能。 

为了达到厘米级的精度，u-blox F9 提供芯片上（on-chip）的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选

项。除了提供开放式接口接收既有的 GNSS 校准服务供货商的服务之外，它还支持主要的 GNSS

校准服务，首次把 RTK 高精度定位技术带到大众市场。 

u-blox F9 平台已针对低功耗进行了优化设计，并透过内建干扰与诈骗侦测系统为安全性技术

树立了更高标准，可有效防止蓄意及非蓄意的干扰。以惯性传感器为基础的惯性定位技术进一步

扩展了高精度效能，即使在严苛的城市环境下也能适用。 

u-blox F9 平台在汽车市场的应用包括抬头显示器的车道导航、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以及车联

网（V2X）通讯，这些都是高度自动化与无人驾驶汽车的先决条件。 

在工业应用领域，u-blox F9 可实现商用无人交通工具的大规模采用，包括无人机、重型卡车

或机器人除草机等地面车辆。 

 

GNSS 地震预警系统在智利进行测试 

据美国地震学会报道，为美国西海岸开发基于卫星的地震预警系统的研究人员发现，该系统

在 2010 年至 2015 年发生在智利的三次大地震的“重播”中预警表现良好。 

该报道发表在《地震研究快报（Seismological Research Letters, SRL）》上，这样的系统可

以在未来为智利的沿海社区提供地震和海啸的早期预警。 

早期预警模块 G-FAST 使用 GNSS 测量的地面运动数据来估算 8 级以上大地震的震级和震

中。 这些大地震通常发生在俯冲构造板块边界，例如智利海岸和美国太平洋西北部。 

华盛顿大学和其他研究人员利用智利 150 多个 GNSS 站点收集的数据，对智利国内三次大型

地震的 G-FAST 性能进行了测试，包括 2010 年 8.8 级的 Maule 地震、2014 年 8.2 级的 Lquique

地震和 2015 年 8.3 级的 Lllapel 地震。 

G-FAST 能够在三次地震起始时间后的 40 到 60 秒之间提供已知幅度 0.3 单位内的震级估

计。该系统还提供了与实际测量结果一致的地震震中和断层滑动预估，且只需要花费 60 到 90 秒

时间。 

大多数地震预警系统都会测量地震波的特征以快速描绘地震的特性。但这些系统往往无法收

集到足够的信息来确定大地震将如何增长，结果可能会低估地震的大小，G-FAST 等卫星系统可

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http://www.eepw.com.cn/news/listbylabel/label/%E5%AE%9A%E4%BD%8D
http://www.eepw.com.cn/news/listbylabel/label/u-blox
http://www.eepw.com.cn/news/listbylabel/label/u-blox
http://www.eepw.com.cn/news/listbylabel/label/%E5%AE%9A%E4%BD%8D
http://www.eepw.com.cn/news/listbylabel/label/%E5%AE%9A%E4%BD%8D
http://www.eepw.com.cn/news/listbylabel/label/%E5%AF%BC%E8%88%AA
http://www.eepw.com.cn/news/listbylabel/label/%E5%AF%BC%E8%88%AA
http://www.eepw.com.cn/news/listbylabel/label/u-blox
http://www.eepw.com.cn/news/listbylabel/label/%E5%AF%BC%E8%88%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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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千寻位置服务平台用户数超 9000 万 

近日，在京闭幕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2018 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千寻位置服务平台总用户

数超过 9000 万，A-北斗/GNSS 快速定位平台服务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北斗地基增强

系统一期正式通过验收，可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实时亚米级精准定位服务，在中东部 16 个省市提

供实时厘米级精准定位服务。 

据悉，兵器工业集团还成功中标海外卫星导航基准站网络建设项目，迈出北斗应用成体系

“走出去”的第一步。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尹家绪介绍，兵器工业集团作为总体单位主要建成了包含 1355 个

基准站组成的基准站网络系统、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数据综合处理中心，基本建成自主可控、

全国产化的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填补了全国北斗高精度服务网的空白，形成“天上数颗北斗星、

地上一张地基网”，使中国北斗具备高精度定位能力。 

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共同打造的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以高精度为切入

点，融合“互联网+”和“北斗+”发展，正积极打造技术集成度高、二次开发门槛低、应用服务

范围广的一站式高精度位置云服务平台。 

2018 年，千寻位置将实现厘米级服务在中国大陆的全境覆盖。 

 

 

 

拓普康收购美国三维软件公司 ClearEdge3D 

2 月 21 日，日本拓普康公司宣布收购美国三维软件公司 ClearEdge3D，本次收购是通过其

美国子公司进行的，具体财务条款尚未公布。 

据拓普康公司财报显示，拓普康的三大业务包括定位系统、智慧基础设施、眼部护理，而此

前在地理信息领域的重点，多在测量仪器等硬件设备的研发上。通过此次收购，可以推断出拓普

康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或将成为地理信息软硬件一体化提供商。 

能得到全球测量与建筑定位仪器领军企业的青睐，我们不难看出 ClearEdge3D 公司的实力

不俗，事实也的确如此。ClearEdge3D 公司于 2006 年成立，在自动特征提取、激光扫描和 3D

建模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是 AEC（建筑/工程/结构）行业领域公认的软件技术领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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