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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软集团企业介绍
About our teams and our services



            龙龙  软软  简简  介介    About DragonSoft

•  Dragonsoft龙软集团是 由海归精英和国内资深IT人士携手创建。经过
近十年的发展，龙软已经成为一家集合了软件研发、软件外包、自动
化控制、IT教育、系统集成、数据分析、科技园区开发管理等领域的
企业集团。公司由海外归国人员与国内IT精英携手创立，目前有十多
家下属企业。 为证券金融、政府机构、医疗、世博、商业连锁、交通
及物流、制造、外贸等多个领域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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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onSoft is a technology leader in the software industry of Shanghai. The group have founded 
by overseas returnees and local IT professionals. After 10 years' running, Dragonsoft has become 
a group company provi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offshore 
outsourcing, BA control solutions, IT solutions and training, data analysis, and so on. Our 
customers includ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业业        务务        板板        块块    Our business

      Software developing, BA control, network & 
implementation, e-Biz, Hi-tech park, data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financial trad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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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园区
开发管理

HiTech park

网络和智能控制
楼宇自控、节能策略
网络监控、弱电系统

金融类ITITITIT服务
DTS自动交易
证券数据分析

软件开发
软件外包、产品研发
BPOBPOBPOBPO业务、CRMCRMCRMCRM产品

电子商务
Web bizWeb bizWeb bizWeb biz，，，，网站构架

互联网营销



        软软        件件        开开        发发    Software developing

•• 高端软件开发经验积累高端软件开发经验积累

•• 优秀的涉外技术和管理团队优秀的涉外技术和管理团队

•• 行业领先的软件开发管理流程和质行业领先的软件开发管理流程和质
量控制系统量控制系统

•• 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 良好的客户口碑良好的客户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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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上海软件协会会员资格

• 2005年　软件企业认定

• 2005年　上海软件出口联盟会员资格

• 2006年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 2007年　CMMI3认定（正在接受CMMI4的培训）



            软件开发技术管理软件开发技术管理                Management in software teams

编码规范 

 类设计规范(UML) 

 命名规范

 保证代码的有效性、稳定性、简单性的其他规则。
构建应用程序通用库

 效率更高
 Bug更少   

QA 组的设置和严格的品质管理

 在编写代码的同时编写单体测试代码

 分析缺陷率和测试报告，控制提交代码的质量

 建立测试桩模块，实现自动测试，自动回归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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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软拥有C++C++C++C++，Java, Java, Java, Java, MS.netMS.netMS.netMS.net, PHP, PHP, PHP, PHP等领域多
方面的高水平技术团队和项目经理！



   技技        术术        优优        势势                Better and best

我们擅长的的专业技术

Linux, Unix平台（大约40名工程师）

Linux和Solaris系统环境的C++开发技术，Linux下的PHP开发

基于MQ, TibRV和socket技术的通信系统构建

Windows 2000/2003/XP平台（大约25名工程师）

Windows环境的VC++和.Net开发技术, PHP网络编程技术

Java Swing应用软件开发技术

嵌入式系统的Embedded Linux/Windows Mobile平台（大约15 名工程师）

Embedded Linux/Windows Mobile环境下嵌入式系统的C/C++开发技术

OS390/AS400/Linux（大约10名工程师）

应用于OS390,AS400,Linux环境下COBOL, PL/I, PRG, JCL技术的应用系统
的开发

我们擅长的业务领域

股票期货交易相关的金融系统、套利交易系统

商业智能管理系统、互联网电子商务技术

不同环境的接口，跨平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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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软        件件        业业        绩绩  Well done

部分代表项目：部分代表项目：

 负责日本证券系统开发公司大规模证券交易系统(Tiger Trading 
System) 的开发

 移植日本的文具订货系统,系统由OS390移植到AS400

 美国TechExcel公司基于windows系统的项目流程管理软件
(DevTrack)

 美国硅谷AnQ公司基于Linux嵌入式系统的开发

 湘财期货、海通证券，DTS程式化交易系统

 搜分Sofuncard.com系统开发（含会员充值、积分兑换、银行卡结
算接口等….）

 中国银行-中银探宝会员系统

 国投瑞银-会员管理系统

 浦发银行-会员积分系统

 风神轮胎-会员管理系统（含条码管理）

 中国银联 –上海金融税控收款机综合管理系统（含银联、服务商、
银行三方数据接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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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Biz Web Biz Web Biz Web Biz Web Biz Web Biz Web Biz Web Biz 企业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企业电子商务解决方案

��        电子商务网站构建电子商务网站构建

��        互联网推广互联网推广

��        会员制会员制////////预储值预储值////////积分制积分制////////系统构建系统构建

��                SNSSNS网络社区系统网络社区系统

��                营销制营销制CRMCRMCRMCRMCRMCRMCRMCRM系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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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您找到源源不断的新客户！帮助您找到源源不断的新客户！

••辅助您服务好老客户！辅助您服务好老客户！

••协助您挖掘出更多的客户需求！协助您挖掘出更多的客户需求！



    龙软CRMCRM系统系统        ––––––––        基于网络服务应用

• 基本资料管理

• 客户销售信息管理

• 支持定义多客户类型

• 支持多种格式数据导入

• 投诉管理

• 业绩统计、排行

• 智能销售分析及预测

• 数据备份管理

• 支持多用户权限管理

• 支持第三方系统调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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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客户案例/Customer:/Customer:



    智能化及网络技术智能化及网络技术 BA Control and Networks

楼宇自控楼宇自控 综合布线综合布线

综合监控综合监控 能源管理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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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软集团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从事建筑物节能管理系统、楼宇自动化控制
系统、综合网络布线、工厂及医院洁净室控制系统、监控系统、门禁管理等
系统的设计、开发、安装、调试、售后服务、产品代理销售。

••  节能管理系统解决方案商节能管理系统解决方案商
••  楼宇自控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商楼宇自控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商
••  智能建筑行业系统集成商智能建筑行业系统集成商

技术和渠道伙伴技术和渠道伙伴技术和渠道伙伴技术和渠道伙伴



 节能控制及综合能源管理节能控制及综合能源管理 Energy  Saving Solution

应用案例：应用案例：
医疗行业：上海市申康集团；
公共建筑：2010世博会中国馆、
主题馆、世博洲际酒店；
公共交通：虹桥机场西航站楼、
地铁环境控制系统
大型连锁企业：乐购（中国）
有限公司、家乐福（中国）有
限公司

• 智能化分布式能源采集；

• 智能化建筑能源评估；

• 智能化楼宇能源策略管理和执行；

• 包括空调、照明、电力、冷热源、动力系统在内的综合能源管理 ;
• 能源使用状况监控、能源使用预警、能源使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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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及网络技术智能化及网络技术 BA Control and Networks

• 客户与案例
大连希望大厦
电视监视系统、红外防盗系统、门
禁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背景音
乐与紧急广播系统、卫星电视接收
系统、VAV控制系统、火灾报警与
联动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酒店
管理系统、楼宇自控系统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TV 
Monitoring System, Infrared Alarm 
System, Access Control System, 
Parking Facility Management 
System, Background Music and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Satellite TV Receiver System, 
VAV Control System, Fire Alarm 
and Linkage System, Computer 
Network System, Hotel 
Management System.

大宁国际商业中心
楼宇监控系统、电视监视系统、红外防盗系
统、门禁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背景音乐
与紧急广播系统、卫星电视接收系统、VAV
控制系统、火灾报警与联动系统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TV 
Monitoring System, Infrared Alarm System, 
Access Control System, Parking Facility 
Management System, Background Music 
and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Satellite TV Receiver System, VAV Control 
System, Fire Alarm and Linkage System

 金茂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
EIB灯光控制系统、楼宇自控系统、综合
布线系统
EIB Lighting Control System，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Integrated Wiring 
System

 南京紫峰大厦
大厦管理系统、电视监视系统、
安全防范系统、门禁系统、停
车场管理系统、背景音乐与紧
急广播系统、卫星电视接收系
统、磁卡系统、VAV控制系统、
火灾报警与联动系统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TV     Monitoring System, 
Infrared Alarm System, Access 
Control System, Parking 
Facility Management System, 
Background Music and 
Emergency Broadcasting 
System, Satellite TV Receiver 
System, Magnetic Card 
System, VAV Control System, 
Fire Alarm and Link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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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及网络技术智能化及网络技术 BA Control and Networks

• 商用及政府建筑((((Commerce&GovCommerce&GovCommerce&GovCommerce&Gov))))
• 上海市委办公厅155项目弱电总包
• 世博VIP酒店智能房控系统
• 世博中国馆BA系统工程
• 珠海金山大厦智能车库灯光控制
• 福州广播电视中心弱电系统工程
• 上海市委办公厅155号项目BA系统及EIB灯光控制
•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711研究所BA系统工程
• 天津第46研究所BA系统工程
• 西门子（上海）中心BA系统及EIB智能灯光控制系统
• 江宁地税局BA系统、EIB控制系统
• 杭州美亚大厦弱电系统总包
• 新梅双塔大厦BA系统
• 梅陇镇便民中心BA系统
• 上海永恩集团大楼BA系统
• 联洋广场BA系统
• 张江高科苑弱电系统总包
• 正阳世纪星城弱电系统总包
• 大宁国际商业中心弱电系统总包
• 欧亚大厦BA系统
• ……

• 酒店(Hotel)(Hotel)(Hotel)(Hotel)
• 海南三亚丽思卡尔顿六星级酒店灯光控制系统
• 上海龙门宾馆BA系统
• 上海南郊宾馆BA系统
• 杭州春江花月大堂和空中酒廊BA/EIB
• 佘山世茂国际会议中心弱电系统总包
• 桐庐宾馆BA系统
• 丽江国际大酒店弱电系统总包
• 上海花园饭店BA系统改造工程
• 西郊宾馆BA系统改造(APEC重点工程)
• 上海光大酒店BA系统
• ……

• 工业(Industrial)(Industrial)(Industrial)(Industrial)
• 上海味之素工厂弱电系统总包
• 葵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工厂弱电总包
• 无锡三开BA系统
• 苏州E+H厂房BA系统
• 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BA系统
• 亚旭电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BA系统
• 上海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BA系统
• 安靠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BA系统
• 苏州胶囊厂房BA系统
• 上海巴斯夫聚氨酯有限公司BA系统
• 欧利生涂料（天津）有限公司BA系统
• 松下等离子显示器工厂一期、二期BA系统
• Intel工厂BA改造工程
• 无锡广电工厂BA系统
• 安利（中国）洁净工厂BA系统工程调
• ……

• 教育及公共场所((((Education&PublicEducation&PublicEducation&PublicEducation&Public))))
• 东郊别墅智能住宅小区弱电系统
• 苏州体育中心BA系统安装调试
• 同济大学文远楼EIB控制系统
• 武汉江汉大学体育馆BA系统、EIB控制系统
• 苏州白塘植物园EIB控制系统
• 黄浦体育中心BA系统、EIB控制系统
• 上海职业培训中心BA系统
• 上海中医药大学创新园BA系统
• 郑州大学新校区图书馆BA系统
• 洛阳体育馆BA系统
• 浦东国际机场城市航站楼BA系统
• 上海崇明中学会议系统
• 上海堡镇中学会议系统
• 上海双鸽大厦BA系统工程
• ……

• 医疗健康(Medical Treatment)(Medical Treatment)(Medical Treatment)(Medical Treatment)
• 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SSME)工厂弱电系统总包
• 长海医院BA系统、EIB控制系统
• 上海东方医院BA系统(洁净手术室/病房)
• 南京军区总医院BA系统(洁净手术室/病房)
• 苏州葛兰素制药厂洁净厂房BA系统安装调试
• 深圳南山医院BA系统(洁净手术室/病房)
• 浙江瑞安医院BA系统(洁净手术室/病房)
• 哈三药业洁净厂房BA系统
• 中国药检中心BA系统

• 无锡德国越科一期BA系统

• 医赛中国有限公司计算机硬件及网络集成

• 通用汽车南区机电设备系统集成开发及总体集成

• 小糸车灯厂房BA系统工程
• 南方生物制药厂洁净厂房BA系统
• 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SSME)工厂弱电系统总包
• 嘉善药厂BA系统工程
• 重庆药友工厂净化厂房BA系统
• 无锡西门子医疗(SWXR)工厂计算机硬件及网络集成
• 上海中医药研究所BA系统
•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节能系统改造
• 华北制药厂房BA系统工程
• 上海中信亚特斯厂房BA系统工程
• 苏州胶囊厂房BA系统工程
• 惠氏奶粉（苏州）厂房BA系统
• 长海医院EIB智能灯光系统
• 上海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BAS系统
• 西氏药业（上海）厂房BA系统工程
• ……

• 上海世博    Expo201Expo201Expo201Expo201
• 阿联酋场馆
• 比利时场馆
• 。。。。。。16个场馆的 BA/监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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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客户与案例



                                科技园区开发管理科技园区开发管理                        Software park

•• 上海龙软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园上海龙软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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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信息服务外包产
业园龙软基地，是由上
海市和闸北区政府与龙
软企业集团全力打造的
上海信息服务外包产业
专业园区。龙软上海基
地，座落于闸北区万荣
路1198号，东倚万荣
路，南临汶水路中环
线，总建筑面积为3.8万
平米。已进驻软件、网
络等IT企业50多家。



科技园区开发管理科技园区开发管理                        Software park

•• 西溪国际信息科技产业园西溪国际信息科技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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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软集团2010年
与杭州余杭政府
签约，在杭州西
溪投资新建的西
溪国际信息科技
产业园，占地
150亩，将容纳
200多家知名IT
企业进驻。



        科技园区开发管理科技园区开发管理                        Software park

•• 基地服务平台基地服务平台
         龙软基地已进驻的软件

外包上下游相关软件企业
近50余家，涵盖ITO、BPO、
KPO三个领域。进园企业
不仅可以得到各项优惠的
政策扶持，并可以享受到
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数据
平台和公共项目管理平台
的良好服务与支持。以良
好的国际形象面队海外客
户。预计到2012年，基地
三期完成后，基地内从事
服务外包的企业可达120-
150家，相关从业人员可达
到 8 0 0 0 人 以 上 。

海外客户共享海外客户共享海外客户共享海外客户共享
服务中心服务中心服务中心服务中心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
共享服务共享服务共享服务共享服务

软件外包软件外包软件外包软件外包
项目管理平台项目管理平台项目管理平台项目管理平台

DS-TrackDS-TrackDS-TrackDS-Track

越洋宽带及
园区VPN

CSICSICSICSI符合性测试符合性测试符合性测试符合性测试
及软体认证服务及软体认证服务及软体认证服务及软体认证服务

软件软件软件软件----外语外语外语外语
人力训练人力训练人力训练人力训练

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应用软件
工具中心工具中心工具中心工具中心

D-ParkD-ParkD-ParkD-Park
服务体系服务体系服务体系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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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类金融类ITITITITITITITIT产品和服务产品和服务                        IT in financial data and trading

•• Tiger Trading SystemTiger Trading SystemTiger Trading SystemTiger Trading SystemTiger Trading SystemTiger Trading SystemTiger Trading SystemTiger Trading System
           日本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到通讯界面、再到证券公司的交易系统、

投资风险管理、Middle-office业务等多方面业务。与日本Intertrade 
公司合作，为TSE、德意志银行等提供服务。

•• DTS DTS DTS DTS DTS DTS DTS DTS 程式化交易系统程式化交易系统        - - - - - - - - 国内领先国内领先
          龙软自主研发的DragonSoft Trade System (DTS)，是目前中国最

先进的程式化交易工具。通过与湘财期货、海通证券、广发证券等的
合作，准确实现套利策略。

•• 数财宝金融数据终端系统数财宝金融数据终端系统
          数财宝是一款专为证券投资者定做的金融数据服务终端，使用户

能与专业投资机构同一时间看到详细、及时的研究信息，准确把握市
场热点。从数据的角度挖掘价值投资机会，全面解密机构与大户持
仓，掌握市场主力动向，及时了解重要宏观与微观、行业与市场数
据，把握市场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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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的交流、积极的合作广泛的交流、积极的合作                Honered Cooperation

• 多年来，龙软一直积极与政府、同行企业、高校、行业协
会、人才协会等展开广泛的合作和交流！

朱镕基总理接见龙软董事长戴剑飚博士 吴邦国委员长接见戴剑飚博士 杨副市长姚书记为基地揭牌 许嘉璐副委员长参观企业

政府
沟通
政府
沟通

 唐俊 – 微软中国 季琦 - 如家、汉庭 王志东 – 新浪、点击 范敏 – 携程

同行
交流
同行
交流

省际
国际
交流

省际
国际
交流

 与美国加州政府交流  与四川成都市政府交流  美国UNO大学交流  与扬州市政府交流



                结结        束束        语语                        After all

   国际化的经验和能力。国际化的经验和能力。

   完善的团队建设！可以为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完善的团队建设！可以为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重视客户需求、灵活应对客户需要。重视客户需求、灵活应对客户需要。

   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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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尽责  + + 努力努力    + + 精细精细  = = 优秀优秀

Best team   Best team   
doing best jobdoing best job



积极的合作态度是成功的保障积极的合作态度是成功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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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Than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