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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26 岁 (1990/07/05)|现居住深圳-宝安区|8 年工作经验

最近工作

最高学历/学位

职位：

项目经理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公司：

深圳市欧乐在线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学校：

北京信息工程专修学院

行业：

计算机软件

学历/学位：

本科

QQ 号：

10558813

户口/国籍：

娄底

身高：

165cm

婚姻状况：

未婚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个人信息

目前年收入 40 万元 （包含基本工资、补贴、奖金、股权收益等）

求职意向
个人标签：

c#程序员 delphi 工程师 Java 高级开发工程师 Java 开发工程师 Java 架构师 Java 资深开发工程师

期望薪资：

30000-39999 元/月

地点：

深圳

职能：

高级软件工程师 软件 UI 设计师/工程师 软

行业：

计算机软件 互联网/电子商务

工作类型：

全职

件工程师
到岗时间：

1 个月内

自我评价：

自学能力强，对新语言容易上手。目前精通 Java 编程，精通 Java 分布式框架应用，nginx+zookeeper+dubbo+ha
doop+mycat 等，熟悉 linux 系统安装，各软件编译,环境部署，精通 spring4,struts2,ibatis,mybatis,hibernate 等开源
框架下源码级开发，熟悉 xmapp 协议，熟悉 activemq 队列开发，熟悉 jwebsockt 源码实现，对 websocket 有过
一定研究，对目前云技术，openstack,spark,storm 有一定了解，熟悉搜狐开源开放 redis 云平台 cachecloud 部署
和使用。熟悉 docker 下开发和部署，熟悉 jwebsockt 源码实现，熟悉 C#编程，Android 编程，对于 ios python ru
by php 编程有所了解，能用 c++ php c#实现一些必要的功能，对研发管理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善于运用 svn

等软件对公司软件以及研发人员进行一定管理。为人热情好学、能承受一定的压力、良好的职业道德，饱满的
工作热情。善于与同事交流沟通，能以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快速的融入研发团队。

工作经验

项目经理|网络运营部
2016/5-至今
深圳市欧乐在线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 年]
计算机软件|150-500 人|创业公司
工作描述：

负责公司 IPSS8 平台整体架构设计，参与核心代码编写，负责员工作进度分配，进度跟踪，参与 KPI 考核。

研发总监|研发部
2015/5-2016/5
深圳市深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 年]
计算机软件|少于 50 人|创业公司
工作描述：

负责公司产品享铃研发，架构设计，开发管理工作，在职期间主要完成公司官网，公司产品网站开发，seo 优化，
享铃后台架构设计（nginx+tomcat+zookeeper+mycat），后台代码框架搭建，（spring4+webservices+struts+mybatis+
dubbo+zookeeper），核心代码编写，业务代码编写，阿里云服务器管理 部署环境，编译安装 linux 下环境所需各
类来源组件，搭建公司 bugfree 系统，jira 系统，linux 下 php 环境部署，安卓 app 端一些严重 bug 处理，新功能 de
mo 代码编写，微信支付功能，微信公众号支付，JSAPI 支付，支付宝支付，从账号到认证最后到开发由我全权负
责完成！

下属人数：5 人 | 汇报对象：CEO| 离职原因：公司被投资人控股，插手研发内部事务！
主要业绩：

系统架构设计，后台框架设计，linux 框架环境编译部署，研发管理，棘手问题处理，公司各内部系统搭建！

JAVA 高级软件工程师|研发部
2014/11-2015/5
万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6 个月]
计算机软件|50-150 人|民营公司
工作描述：

需求文档评审，技术预研，严格按照需求实现功能代码，编写技术实现文档，数据库结构文档，接手之前工程师 c
++,c#, java 代码！

下属人数：2 人 | 汇报对象：研发经理| 离职原因：公司是财务公司，由于国家政策影响，公司目前正准备撤掉分公司！
主要业绩：

web 端完整框架搭建，公共接口，工具类编写，客户端框架搭建并编写全部代码，c#代码维护,c++ jni 代码编写，
公司 OA 系统 bug 修改！

高级软件工程师|研发部
2009/5-2014/11
北京优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5 年 6 个月]
计算机软件|少于 50 人|民营公司
工作描述：

研发工程师 C#项目（mos 语音评估系统） C#(WDA 无线分析系统) JAVA(android 客户端项目)

项目经验

IPSS8 网络安全运营系统

2016/5-至今
所属公司：

深圳市欧乐在线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描述：

IPSS8 是基于 IP 之上的电信 7 号信令的实现，通过各个服务器，比如接入服务器，呼叫服务器，各类业务业务
机，组成的一个庞大的电信运营系统，终端通过代理节点跳到服务器再进行交互，从而建立点对点的安全通道
连接，通道内数据采用硬证书非对称加密算法，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由此看出，通过 IPSS8 建立的两端安全
通道是非常安全的，其中涉及的技术有：Mysql 集群，微服务架构，zookeeper，redis，kafka，springMVC myb
atis 等。

责任描述：

负责平台技术架构选型，技术预研，总体架构和业务架构搭建，Java leader，进度跟踪。

深软网站研发以及部署

2015/5-2015/6
项目描述：

zend studio dreamweavercs6(开发工具)
amd6 cpu,4g 内存(硬件环境)
php5.2.8 webserver 服务器 windows7 64bit(软件环境)公司网站，产品网站框架选定（bootstrap2),模块分配，任务
计划安排，seo 搜索引擎优化，内部 bug
系统 bugfree 安装部署，jira 系统安装部署，方便一体化研发运维管理，bug 记录测试等！

责任描述：

负责享铃公司网站，产品网站，框架选型，任务分配！

2015/5-至今

享铃

项目描述：

eclipse(开发工具)
amd6 cpu,4g 内存(硬件环境)
jdku45 tomcat7 windows7 64bit(软件环境)享铃：一款针对用户使用广告铃声作为手机铃声能获取收益的应用！
功能介绍：登陆，注册，铃声列表，附近铃声，使用/试听铃声 活动页面，个人中心，提现等！
后台功能：登陆，注册，个人资料，奖励发放，上传处理，铃声列表，提现功能，封号处理，各活动模块等
等！
主要负责享铃系统架构设计，架构 linux 环境部署，系统运维，核心代码编写，业务代码编写，棘手问题修
复！
代码层架构采用（spring4+struts2+mybatis2+zclient+dubbo），系统层采用 nginx+多 tomcat+多 zookeeper，还包
含开源组件代码根据系统业务进行一定的修改重编译等工作！

责任描述：

负责享铃整体架构设计，部署，研发，管理工作！

2014/11-至今
项目描述：

打印机管理系统
eclipse vs2010(开发工具)
i5 内存 4g(硬件环境)
jd71.7 tomcat7(软件环境)打印机管理系统主要是针对企业打印机使用的一种管理方案，每个用户只需要从我们
的客户端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即可到系统中进行打印文件的管理操作，其中包含 用户管理 部门管理 打印机管
理 审批设置 审批列表 打印日志 系统设置
客户端模块包含 打印统计 客户端打印列表 客户端审批列表 打印机管理 服务器连接设置等。
本项目技术：jni java 编程 spring3 strutus2 hibernate4 ghost4j pdfbox java 浏览器完整实现 webkit 浏览器 采用 DJSwing-SWT

责任描述：

项目框架搭建 各模块分层 基本接口 工具类编写 项目中负责 jni 方式 c++利用 windows api 取得打印机状态，取
消打印作业，得到 mac 地址，改写注册表等，客户端全部代码，打印机后端+前端 用户 部门 管理 打印机管理
审批列表 打印日志等，其中百分之 80 代码均由我完成。

2014/9-2014/10
项目描述：

CRM 客户管理系统
eclipse j2ee(开发工具)
台式电脑 i5 DDR3 4g 刀架式服务器(硬件环境)
jdk 1.7u45(软件环境)这个 CRM 系统除了有其他系统都有的一些东西外还有就是是把行情分析系统和直播系统
官网的一些用户联系到一起，然后通过下面的业务员进行打电话发掘新客户，让新客户成功入金，CRM 系统
包含 邮件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业务员管理，权限管理等。

责任描述：

2014/5-2014/9
项目描述：

项目管理，项目框架搭建，技术难点问题解决。

贵金属直播系统
eclipse j2ee(开发工具)
台式电脑 i5 DDR3 4g 刀架式服务器(硬件环境)
jdk1.7u45(软件环境)直播系统就是一个主播房间，和 6 间房不同的是，这是给贵金属专用的，也就是用于讲师
讲课用的，讲师通过我们的直播端把桌面和音频通过 rtmp 协议实时传送到流媒体服务器然后再通过流媒体服
务器对各个用户进行分发传输，此项目主要包含 直播端 c++ 编写， 直播播放器 flex actionscript3 编写，前台展
示 聊天室 实时用户列表，实时直播，后台管理等 Java 编写。

责任描述：

项目管理，我负责 rtmp 服务器搭建，crtmpserver red5 等，技术预研，框架搭建，rtmp 推送 c++代码编写，Java
聊天室代码编写，其他疑难问题代码编写和问题解决。

2014/5-至今
项目描述：

手游宝贝系统
eclipse adt10(开发工具)
台式电脑 i5 DDR3 4g 三星 note3 手机(硬件环境)
jdk1.7u45(软件环境)手游宝贝主要是一款针对手机游戏的管理和下载软件，包含游戏下载，下载管理，游戏介
绍，游戏礼包领取，游戏新闻，游戏活动等模块。

责任描述：

2014/1-2014/5
项目描述：

项目管理，消息推送代码编写，多线程下载代码编写，其他难点模块代码编写。

手机助手项目
eclipse ADT10(开发工具)
台式电脑 i5 DDR3 4g 三星 note3 手机(硬件环境)
jdk1.7u45(软件环境)这个项目包含三个部分，一、PC 端手机助手，二、安卓手机端手机助手，三、后台统计和
用户个人中心；说白了这个就是一个通过手机广告联盟赚钱的系统，手机营业厅注册账号，然后给新手机安装
了软件，我们系统进行金钱和安装量的统计，然后赋予 app 安装人员一定的报酬。

责任描述：

2013/9-2014/1
项目描述：

项目管理，项目框架搭建，技术预研，难点代码编写，业务方面沟通。

贵金属行情分析系统
Delphi2010+eclipse(开发工具)
台式电脑 i5 DDR3 4g(硬件环境)
jdk 1.7u45 tomcat7.0.8(软件环境)这是一个关于贵金属行情实时查看分析的一套系统，含有各项指标实现有 K 线
图 分时图等，本系统还包含了一套模拟交易系统，可以保证用户快速快速熟悉贵金属交易流程。

责任描述：

2013/1-至今

全权负责项目搭建，管理和项目重点代码编写，疑难问题解决，业务方面沟通。

IBLUE

项目描述：

eclipse(开发工具)这是基于 BLE4.0 的应用 （防丢器）

责任描述：

负责 android 客户端的编写

2012/6-2013/1
项目描述：

WDA(无线分析系统)
vs2010(开发工具)
windows(软件环境)无线分析系统 主要是通过采集解码 得到中国移动网民 上网情况 然后人工分析报告 然后给
出具体解决方案给移动公司

责任描述：

通过调用数据库存储过程得到的数据 在界面上显示报表（表格 图形等）

2011/11-2012/5
项目描述：

MOS 语音质量评估系统
intellj idea+vc6.0(开发工具)
windows(软件环境)mos 语音质量评估系统 主要是对手机音频进行采样 然后进行对改音频进行质量分析 然后确
定这个地方 信号质量 掉话情况等。

责任描述：

神经网络测试 程序的维护（c++工程师已离职，由我接手这块。） java 预处理程序（一些神经网络算法的实
现） java 语音采集（从语音采集卡采集音频 转换为 pcm 格式放到指定目录）

2009/5-2011/11
项目描述：

CRM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Myeclipse+oracle+websphere+vc6.0(开发工具)
塔式服务器(硬件环境)
windows+linux(软件环境)CRM 是一个大型客户关系解决方案，华为 CRM 主要功能是和移动开户系统类似，有
经营分析系统（资金相关） 开户系统（开户业务） 节日活动相关等。。。

责任描述：

本人在此项目中担任 开发组三组 接口组工程师 主要负责与 c++和经营分析系统 通信接口的编写 主要技术（an
t+java+webservices）

教育经历

2006/9-2010/7

北京信息工程专修学院

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描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在校情况
校内职务

2006/9-2010/7
职务描述：

班长
负责班内日常事务，协助班主任管理好班集体。

技能特长 （包括 IT 技能、语言能力、证书、成绩、培训经历）
技能/语言

普通话熟练
C#.NET精通
Delphi熟练

Java精通
.NET精通
C/C++熟练

证书

2008/4

大学英语四级

培训经历

2008/8--2009/2

javascrpt java html Dhtml jstl sqlserver mysql

培训机构：

尚学堂

培训地点：

培训描述：

精通 Java，非常扎实的 Java 编程功底，和良好的编码习惯；

北京

o 熟练掌握 Jsp/Servlet , JDBC , JavaBeans；
o 熟练掌握基于 Struts 框架，MVC 模式的 Java Web 编程；
o 熟练应用多种 Java 集成开发环境(IDE)如 Jbuilder, Eclipse myEclipse 进行 Java 软件开发；
o 熟练安装，配置，调试多种 Java 应用服务器如：BEA WebLogic，Apache Tomcat，JBOSS 并进行 Java 程序的
开发部署；
o 熟悉常见的面向对象设计模式如 Factory, Singleton, MVC 等；
o 熟悉 Sun Solaris Unix/RedHat Linux 操作系统，特别是 Unix/Linux 命令行操作；
o 了解 TCP/IP，UDP，Http 等网络协议，并能熟练进行 Socket 编程；
o 了解 XML 等开发应用；
o 善于沟通和交流，能很好的和其他同事协同工作，发挥团队精神。

附加信息
测评报告

MAST 测评

查看>

SPIP2-P 测评

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