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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多模卫星导航 SoC 电路（BM3011MB）是北斗二号用户设备的核心处理电路，用于接收

处理北斗二号 B3 频点、B1 频点和 GPS L1 频点的数字中频卫星导航信号，完成卫星信号的

捕获、跟踪、导航电文解调解码、原始观测量提取等功能，并可以通过数据总线接口输出导

航电文、原始观测量等信息。与外部处理器配合使用，可以完成导航定位解算功能，输出导

航结果。 

1.1 性能特性 

 具有北斗二号 B3、B1 频点（短码）、GPS-L1 频点信号的捕获跟踪功能，以及北斗

二号 B3、B1 频点（长码）信号的直接捕获跟踪功能。 

 内嵌 32 位高性能微处理器和大容量内部存储器，以及 UART、I2C、SPI 等多种通

用外设接口，能够扩展外部处理器。 

 具有快速捕获模块，支持短码/长码直捕。 

 定位精度（与用户软件相关）：伪距测量精度（短码）≤0.1m；伪距测量精度（长

码）≤0.03m；载波相位测量精度≤0.001m。 

 灵敏度（与用户软件相关）：在载噪比≥39dBHz 条件下，误码率≤1×10
-6。 

 授时精度（与用户软件相关）：支持秒脉冲输出，精度优于 50ns； 

 用户动态性能（与用户软件相关）：速度大于 8000m/s；加加速度≤60g/s；加速度≤

60g；无高度限制。 

1.2 应用范围 

BM3011MB 电路主要应用于军用北斗二号卫星导航定位终端，通过与外部处理器和精

密测距码芯片配合，能够实现多模多频点的精确定位、精准授时功能。卫星导航定位终端广

泛用于单兵作战系统，作战指挥系统、卫星地面监测设备等。 

1.3 免责声明 

本手册版权归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未经书面许可，任何单位、

组织和个人不得将此文档中的任何部分公开、转载或以其他方式散发给第三方，否则将追究

其法律责任。 

本手册版本将不定期更新，请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联系本单位销售部门获取本手册的最新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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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因未严格按本手册要求保存、使用本产品，致使产品工作异常或损坏，造成任何直

接或间接损失，本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除本手册说明之外，请勿接受第三方指导或参考第三方资料对本产品进行操作，用户对

本手册有疑问之处请与本单位销售部门联系。 

 

二、产品工作条件 

2.1 绝对最大额定值 

参数名称 参数符号 参数值 单位 

数字1.2V数字电源电压范围 VDDD12 -0.5～1.8 V 

数字3.3V数字电源电压范围 VDDD33 -0.5～4.6 V 

模拟3.3V数字电源电压范围 VDDA33 -0.5～4.6 V 

最大功耗 PD <1.5 W 

结温 TJ <175 ℃ 

贮存温度 TSTG -65～150 ℃ 

2.2 推荐工作条件 

参数名称 参数符号 参数值 单位 

数字1.2V数字电源电压范围 VDDD12 1.14～1.26 V 

数字3.3V数字电源电压范围 VDDD33 3.14～3.45 V 

模拟3.3V数字电源电压范围 VDDA33 3.14～3.45 V 

工作温度范围 TC -55～125 ℃ 

2.3 热特性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符号 测试条件 参数值 单位 

热阻，结到壳 θJC  5.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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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装及引出端说明 

3.1 引出端排列 

顶视图                               底视图 

图 1 BM3011MB电路封装外型示意图 

BM3011MB 电路管脚分布表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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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BM3011MB电路管脚分布表 

 

 A B C D E F G H 

1 tclk124m prm_clk6 gpio13 vccio_11 dsu_en i2c_scl spi_csn1 vssio_10 

2 dsp_data7 prm_code6 gpio12 dsu_act dsu_rx spi_mosi spi_csn0 vccio_10 

3 dsp_data5 dsp_data6 vssio_11 v8_error dsu_tx spi_miso gpio15 dsp_addr12 

4 prm_code27 prm_clk27 dsp_data4 dsu_bre i2c_sda spi_clk gpio14 dsp_addr11 

5 tic_out extern_flag dsp_data0 dsp_data1 vccint_10 vccint_16 vccio_7 vccio_9 

6 ic_clk ic_data ic_nreset time_mark vccint_8 vccint_1 vssint_13 vssint_5 

7 gpio11 gpio10 gpio9 gpio8 vccint_7 vssio_6 vssint_15 vssio_3 

8 vccio_17 vssio_17 gpio6 gpio7 vccio_5 vssint_9 vssio_8 vssint_4 

9 guart_rx5 guart_tx6 guart_rx6 guart_tx5 vccio_4 vssint_20 vssint_17 vssint_3 

10 guart_tx3 guart_rx3 guart_tx4 guart_rx4 vccint_6 vssint_12 vssint_18 vssio_2 

11 guart_tx1 guart_rx1 guart_tx2 guart_rx2 vccint_11 vccint_9 vssint_19 vccint_12 

12 prm_code23 prm_clk23 guart_tx0 guart_rx0 vccint_14 vccint_20 prm_code14 prm_code10 

13 prm_code21 prm_clk21 vccio_16 vssio_16 prm_code18 prm_code16 prm_code12 prm_clk26 

14 guart_rx7 dsp_data2 dsp_data3 prm_clk20 prm_clk18 prm_clk16 prm_clk12 prm_clk14 

15 prm_clk22 guart_tx7 vssio_15 prm_code20 prm_code19 prm_code17 prm_code11 prm_code13 

16 prm_code22 prm_code15 prm_clk15 vccio_15 prm_clk19 prm_clk17 prm_clk11 prm_clk13 

注意： vccint*/dvdd 接 1.2v 电源电压； vccio*/avdd*接 3.3v 电源电压；avss*/dvss/vss*接 GND 

 J K L M N P R T 

1 dsp_addr10 dsp_addr6 dsp_addr2 dsp_nrd dsp_data13 dsp_data10 dsp_data8 prm_clk25 

2 dsp_addr9 dsp_addr5 dsp_addr1 dsp_nwr dsp_data12 dsp_data9 gpio3 prm_code25 

3 dsp_addr8 dsp_addr4 dsp_addr0 dsp_data15 dsp_data11 prm_code3 prm_clk3 gpio2 

4 dsp_addr7 dsp_addr3 dsp_ncs dsp_data14 boot_spi_miso prm_nreset ad_if_a1 ad_if_a0 

5 vccio_1 vccint_13 vccint_15 vccint_19 boot_spi_clk boot_spi_mosi gpio5 boot_spi_csn 

6 vssint_2 vssio_4 vccint_17 vccio_3 gpio1 vccio_12 vssio_12 gpio4 

7 vssint_10 vssint_6 vssint_16 vccio_2 ad_if_d3 tic_in mode_set gpio0 

8 vssio_5 vssint_11 vssio_9 N/A ad_if_c0 ad_if_d0 ad_if_d1 ad_if_d2 

9 vssint_8 vssio_7 vssio_1 vccint_5 ad_if_c2 ad_if_c1 ad_if_c3 ad_if_b3 

10 vssint_7 vssint_14 vssint_1 vccint_4 prm_clk24 ad_if_b0 ad_if_b1 ad_if_b2 

11 vccio_6 vccio_8 vccint_18 vccint_3 ad_if_a2 prm_code24 clk trst 

12 prm_clk10 S/R N/A prm_code0 nreset ad_if_a3 tdo tdi 

13 prm_code26 prm_code7 vccio_14 prm_clk1 prm_clk4 cfg1 tms tck 

14 prm_code8 prm_clk7 prm_code5 prm_code1 vccio_13 prm_code4 cfg2 cfg0 

15 prm_clk9 vssio_14 prm_clk5 prm_clk2 vssio_13 dvdd avss cfg3 

16 prm_code9 prm_clk8 prm_clk0 prm_code2 dvss avdd avdd_io avss_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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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外形尺寸说明 

 

图 2 BM3011MB电路外形尺寸示意图 

 

四、产品功能 

器件用于接收处理经过数字化后的北斗-B1 频点、北斗-B2 频点、北斗-B3 频点、GPS-L1

频点或 GLONASS L1 频点的中频导航信号。 

器件内嵌 SPARC-V8 处理器，可以独立完成对设定多模导航信号的捕获、跟踪、导航

电文解调解码、完成用户位置速度时间等（PVT）信息的解算、多模组合导航等。同时，电

路具有外部微处理器接口，接口协议符合 intel-186 总线协议，外接微处理器可以提高多模

卫星导航电路性能，适用于多模卫星组合导航的应用。 

（1）可根据用户配置同时接收跟踪北斗-B1/ GPS-L1 频点、北斗-B2 频点、北斗-B3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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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民用导航信号。 

（2）可根据用户配置同时直接接收跟踪北斗-B1/ B3 军用导航信号。 

（3）定位数据更新率 1Hz 

（4）原始数据更新率 1~100Hz。 

（5）具有通过精密测距码芯片（PRM）获取精密测距码功能。 

（6）具有定时秒信号（1pps）时标输出功能。 

（7）具有 16bit 并行数据总线接口。  

（8）具有 IC 卡串行接口。 

（9）具有标准 UART 接口、SPI 接口和 I
2
C 接口。 

 

五、产品电特性 

5.1 直流电特性 

测  试 符号 

条件 

（GND=0V，-55℃≤TA≤125℃ ） 

VDDD12=3.3（1±10%）V 

VDDD33=1.2（1±10%）V 

 

极限值 

单

位 最小

值 

最大

值 

输入负钳位电压 VIK- 
VSS 接地，被测输入端 IIK=-1mA。

测所有输入端。 
1.2 -0.2 V 

输出高电平电压 VOH 
VDDD33=2.97V，VDDD12=1.08V， 

测所有输出端。 
2.4 — V 

输出低电平电压 VOL 
VDDD33=2.97V，VDDD12=1.08V， 

测所有输出端。 
— 0.4 V 

输入高电平电压 VIH 
VDDD33= 3.3V，VDDD12=1.2V，测所

有输入端。 
2.0 — V 

输入低电平电压 VIL 
VDDD33= 3.3V，VDDD12=1.2V，测所

有输入端。 
— 0.8 V 

输入高漏电流 IIH 

VDDD33=3.63V，VDDD12=1.32V，VI= 

VDDD33， 

测除tdi，tms，trst，dsu_rx，guart_rx0，

guart_rx1，guart_rx2，guart_rx3，

guart_rx4，guart_rx5，guart_rx6，

guart_rx7，cfg3，cfg2，cfg1，cfg0外

所有输入端。 

— 1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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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试 符号 

条件 

（GND=0V，-55℃≤TA≤125℃ ） 

VDDD12=3.3（1±10%）V 

VDDD33=1.2（1±10%）V 

 

极限值 

单

位 最小

值 

最大

值 

输入低漏电流 │IIL│ 

VDDD33=3.63V，VDDD12=1.32V，VI=0V， 

测除tdi，tms，trst，dsu_rx，guart_rx0，

guart_rx1，guart_rx2，guart_rx3，

guart_rx4，guart_rx5，guart_rx6，

guart_rx7，cfg3，cfg2，cfg1，cfg0外

所有输入端。 

— 1 uA 

上拉电阻输入漏

电流 
│IIU│ 

VDDD33=3.63V，VDDD12=1.32V， 

测tdi，tms，trst，dsu_rx，guart_rx0，

guart_rx1，guart_rx2，guart_rx3，

guart_rx4，guart_rx5，guart_rx6，

guart_rx7端。 

— 100 uA 

下拉电阻输入漏

电流 
│IID│ 

VDDD33=3.63V，VDDD12=1.32V， 

测cfg3，cfg2，cfg1，cfg0端。 
— 100 uA 

三态输出漏电流 IOZH 
VDDD33=3.63V，VDDD12=1.32V，

VO=VDDD33，测 tdo 端。 
— 1 uA 

三态输出漏电流 |IOZL| 
VDDD33=3.63V，VDDD12=1.32V，

VO=VSS，测 tdo 端。 
— 1 uA 

待机电源电流 

IDDS1 
VDDD33=3.63V，VDDD12=1.32V，测

VDDD33 端。 
― 5 mA 

IDDS2 
VDDD33=3.63V，VDDD12=1.32V，测

VDDD12 端。 
― 40 mA 

动态电流 

IDDD1 
VDDD33=3.63V，VDDD12=1.32V，测

VDDD33 端。 
― 200 mA 

IDDD2 
VDDD33=3.63V，VDDD12=1.32V，测

VDDD12 端。 
― 600 mA 

 

5.2 交流电特性 

测  试 符号 

条件 

（GND=0V，-55℃≤TA≤125℃ ） 

VDDD12=3.3（1±10%）V 

VDDD33=1.2（1±10%）V 

极限值 

单

位 最小

值 

最大

值 

功能测试频率 f 
VDDD33=3.3 (1±10%) V，VDDD12=1.2 

(1±10%) V。 
― 124 

MH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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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试 符号 

条件 

（GND=0V，-55℃≤TA≤125℃ ） 

VDDD12=3.3（1±10%）V 

VDDD33=1.2（1±10%）V 

极限值 

单

位 最小

值 

最大

值 

读周期 a
 RCt

 
VDDD33=2.97V，VDDD18=1.08V，

f=124MHz 
65 ― ns 

dsp_ncs 下降沿到

数据有效 ACEt
 

VDDD33=2.97V，VDDD18=1.08V，
f=124MHz 

― 40 ns 

dsp_nrd 下降沿到

数据有效 DOEt
 

― 40 ns 

写周期 a
 WCt

 
65 ― ns 

dsp_ncs 下降沿到

dsp_nwr 下降沿 a
 SCEt

 
5 ― ns 

地址建立到

dsp_nwr 下降沿 a
 SAt

 
0 ― ns 

dsp_nwr 低脉冲持

续时间 a
 PWEt

 
40 ― ns 

数据建立到

dsp_nwr 上升沿 a
 SDt

 
10 ― ns 

dsp_nwr 变高后数

据保持 a
 HDt

 
5 ― ns 

地址保持 a
 HAt

 
5 ― ns 

a 
:输入向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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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ADD[11:0]

DATA[15:0]

有效地址

有效数据

OE

WR

RC
t

DOE
t

ACE
t HZCE

t
HZOE

t

dsp_ncs

dsp_addr

dsp_data

dsp_nrd

dsp_nwr
 

（a）微处理器接口总线读时序交流参数示意图 

 

CE

ADD[11:0]

DATA[15:0]

有效地址

有效数据

OE

WR

WCt

SCEt HAt

SD
t

HDt

P WEt

SAt

AW
t

HC E
t

dsp_ncs

dsp_addr

dsp_data

dsp_nrd

dsp_nwr

（b）微处理器接口总线写时序交流参数示意图 

图 3 交流参数示意图 

 

六、典型应用 

使用 BM3011MB 可以组建北斗/GPS 多模卫星导航接收机系统，系统中应该包含如下表

所示的功能模块。 

表2 应用BM3011MB电路的多模卫星导航接收机系统组件 

模块名称 功能 

北斗/GPS 射频模块 提供基带采样时钟、数字中频信号 

微处理器（DSP 或 ARM） 接收原始观测量，进行定位解算（扩展需求） 

精密测距码模块/芯片 提供精密测距码 

SPI Flash 用于存储 BM3011MB 所需的软件代码 

RTC 模块/芯片 提供精准 RTC 时钟 

串口电平转换（RS232） 将 BM3011MB 串口控制器输出的CMOS 电平转换为 TTL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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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GPS 射频模块提供量化后的数字中频信号和采样时钟信号。射频模块输出的采样

时钟通过管脚“clk”输出到 BM3011MB 电路中。量化后的 BD-2 或 GPS 数字中频信号通过

管脚“ad_if_a*、ad_if_b*、ad_if_c*、ad_if_d*”输出到 BM3011MB 电路中。 

nreset

ad_if_*

clk

ad_if_*

spi_*

dsp_data

dsp_addr

dsp_nwr

dsp_nrd

dsp_csn

extern_flag

ic_*

i2c_*

guart_*

time_mark

g
u

ar
t_

*

p
rm

_
cl

k
*

p
rm

_
co

d
e*

p
rm

_
n

re
se

t
g

u
ar

t_
*

BM3011MB

 

图 4 BM3011MB电路应用示意图 

BM3011MB 的微处理器接口符合 intel186 接口协议，微处理器通过该接口读出原始观

测量，进行定位解算。“dsp_addr12~dsp_addr0”是外部微处理器的地址接口，BM3011MB 电

路的地址接口是按字对齐，因此外部微处理器和 BM3011MB 电路地址连接时应该右偏移两

位后相接。“dsp_data15~dsp_data0”是外部微处理器的数据接口，“dsp_nwr”、“dsp_nrd”和

“dsp_ncs”分别是外部微处理器的读使能、输出使能、片选信号，分别接入外部微处理器

相对应的管脚，“extern_flag”是 BM3011MB 电路提供给外部微处理器的中断信号，当

extern_flag 有效时，微处理器从 BM3011MB 中读取原始观测量。 

精密测距码模块/芯片通过专用的接口和 BM3011MB 电路连接，“prm_clk27- prm_clk0”

是 BM3011MB 输出给精密测距码模块的时钟，“prm_code27- prm_code0”是精密测距码模

块提供给 BM3011MB 的精密测距码。“prm_nreset”是精密测距码模块的复位信号。 

SPI Flash 用于存储 BM3011MB 内嵌软件，“boot_spi_clk”是 SPI Flash 的工作时钟，

“boot_spi_mosi”是 SPI  Flash 的数据输入，boot_spi_miso 是 SPI Flash 的数据输出，

“boot_spi_csn”是 SPI Flash 的片选信号。SPI Flash 存储的软件代码可以通过串口“guart_rx*、

guart_tx*”进行程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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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 模块/芯片向 BM3011MB 提供精准的实时时钟，通过 I2C 总线接口与 BM3011MB

电路连接，其中“i2c_scl”和“i2c_sda”分别是 RTC 模块的时钟和数据输入。 

BM3011MB 需要从串口“guart_rx*、guart_tx*”更新 SPI Flash 的程序，“guart_rx*、

guart_tx*”分别连接串口电平转换（RS232）电路对应的管脚，将 BM3011MB 输出的 CMOS

电平转换为 TTL 电平，直接和 PC 的串口相连。 

“cfg3”、“cfg2”、“cfg1”、“cfg0”是测试专用引脚，BM3011MB 正常工作时上述引脚

悬空或稳定接 GND。 

七、应用注意事项 

7.1 产品应用说明 

7.1.1 软件开发环境 

软件开发环境：神州软件集成开发环境（SZIDE）。 

7.1.2 时钟接口 

用户设备向 BM3011MB 电路提供 62MHz 方波工作时钟，占空比为 45%～55%，前沿抖

动小于 0.5ns，负载阻抗大于 1kΩ。 

7.1.3 采样数据接口 

采样数据接口包括 A、B、C、D 四个数据输入端口，分别接收 4bit 采样数据输入，数

据格式为二进制补码格式。 

采样数据与 62MHz 工作时钟的时序要求如图 2 所示。 

 

h o ldt 2 n s

CLK_62MHz

ADIN_A? ADIN_B

se tupt 4 n s

At 3ns
Ht Lt

H L H0 .4 5 t / (t t ) 0.5 5  

clk

ad_if_*

 

 图 5 采样数据接口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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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PRM 芯片接口 

与 PRM 芯片相连，通过码流控制串口发送各种指令控制 PRM 芯片，在 PN_CLK 时钟

的驱动下输入精密测距码；通过电文处理串口完成导航电文转换功能。详细规范参看《北斗

二号系统用户设备精密测距码产生器（PRM）接口及信息约定》。 

7.1.5 IC 卡串口 

与 IC 卡相连，完成导航电文解密功能。 

7.1.6 微处理器接口 

微处理器接口采用 16bit 并行数据总线接口，寻址访问其内部 16bit 位宽的寄存器。微

处理器可将 BM3011MB 作为其外设： 

 通过总线设置 BM3011MB 内部捕获处理器、16 通道跟踪处理器等的控制寄存器，

控制BM3011MB 对指定卫星某个频点的 I或 Q支路信号进行捕获和用指定通道对

其进行跟踪； 

 响应 BM3011MB 的中断请求，读取中断标志寄存器，根据中断标志进行相应中断

处理： 

 捕获中断处理，通过总线读取当前完成的捕获任务的完成状态，安排新的捕

获任务或控制捕获处理器休眠； 

 观测量中断处理，通过总线读取稳定跟踪到信号的所有跟踪通道的导航电文

和伪距、载波相位、载波多普勒等原始观测量； 

 电文中断处理，通过总线读取相应跟踪通道的一个子帧电文； 

 失锁中断处理，安排重捕或新的捕获跟踪任务； 

 其它接口中断处理，包括电文处理串口中断、IC 卡串口中断、I
2
C 接口中断、

SPI 接口中断和通用串行接口中断。 

微处理器接口总线读、写时序要求参见本手册 5.2 节交流参数表。 

7.1.7 I2C 接口 

I
2
C 接口为 I

2
C 总线的主设备接口，用于微处理器监控 RTC 和电池等从设备工作状态，

或用于自扩展配置寄存器等串行总线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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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UART 接口 

UART 接口用于微处理器对外通信，波特率范围 4800~115200 bps。 

7.1.9 SPI 接口 

SPI 接口符合标准 SPI 协议，用于与其他从模式部件通信。（SPI 接口、寄存器定义可参

见 Motorola 公司协议《SPI Block Guide V04.01》）。 

7.1.10 其他接口 

nreset 为 BM3011MB 复位信号，外部输入，低电平有效，使 BM3011MB 硬件复位，持

续时间应≥10μs。time_mark 为 BM3011MB 时标输出，脉冲宽度≥1ms，上升沿与 BD-2 系

统时间 tic_out 对齐; tic_in 为 BM3011MB 时标输入。 

 

7.2 对电源的要求和推荐使用电路 

BM3011MB 电路对电源环境的要求如下：（1）可提供的稳定输出电流不小于 1.25A；（2）

电源电压的爬坡曲线必须单调上升；（3）建议内核电源、端口电源、辅助电源同时上电。 

 

7.3 产品防护 

7.3.1 电装及防护措施 

器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进行操作。推荐下列操作措施： 

a) 器件应在防静电的工作台上操作； 

b) 试验设备和器具应接地； 

c) 不能直接用手触摸器件引线，应佩戴防静电指套和腕带； 

d) 器件应存放在防静电材料制成的容器中； 

e) 生产、测试、使用及流转过程工作区域内应避免使用能引起静电的塑料、橡胶或 

丝织物； 

f) 相对湿度应尽可能保持在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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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包装 

器件包装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由无腐蚀的材料制成； 

b) 具有足够的强度，能够经得起搬运过程中的震动和冲击； 

c) 用抗静电材料涂敷过或浸渍过，具备足够的抗静电能力； 

d) 能够牢固的把所装器件支撑在一定的位置； 

e) 能保持器件引线不发生变形； 

f) 没有锋利的棱角； 

g) 能安全容易的移动、检查和替换器件； 

h) 一般不使用聚氯乙稀、氯丁橡胶、乙烯树脂和聚硫化物等材料，也不允许使用有硫、

盐、酸、碱等腐蚀成分的材料，使用具有低放气指数、低尘粒脱落的材料制造为宜。 

7.3.3 运输和贮存 

器件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运输：在避免雨、雪直接影响的条件下，装有产品的包装箱可以用任何运输工具运

输。但不能和带有酸性、碱性和其它腐蚀性物体堆放在一起。 

b) 贮存：包装好的产品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 15℃~25℃，相对湿度不大于 25%~65%，

周围没有酸、碱或其它腐蚀性气体且通风良好的库房里。 

八、用户关注产品信息 

8.1 产品鉴定信息 

 

  

鉴定产品批次 1330 

鉴定执行

标准 

总规范名称及编号 半导体集成电路总规范（GJB597A-1996） 

详细规范名称及编号 
半导体集成电路BM3011MB型多模卫星导航电路详  

细规范(Q/Zt 20282-2013) 

附加技术条件 — 

质量等级 GJB597A-1996 中规定的 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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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产品标识 

BM3011MB 产品标识如图 6 所示， “iPolaris”为用户标识，“△△”为静电等级标识； 

“XXXX”为序号，QJB(B)/K 为质量标识，001 为电路编号。 

 

图 6 BM3011MB产品标识图 

8.3 研制生产单位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四营门北路 2号 

邮政编码：100076 

联系部门：市场二部        电话/传真：010-67968115-7501/010-68757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