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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与团队

第一章



公司与团队

机锋科技成立于2010年，是面向优秀企业的独具特色的“高品质移动互联网

服务提供商”。

作为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先锐，我们提出“应用为先，价值为本”全新理念，

从市场潜在需求、消费体验的角度更深入地主导客户的品牌战略、产品战

略、服务战略，为客户“管理信息”，也与客户建立了崭新深入的合作关

系。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我们坚信移动互联网可以为企业带来更丰富

的服务和利益，我们愿意和客户一道分享信息化进程中的优秀成果和商业

价值。



企业文化 Enterprises'culture 

我们打造全平台移动行业解决方案

系统，使客户可进行实时决策，从而获得

最大的价值。

➢ 企业精神：高效务实 创新 超越

➢ 经营理念： 以人为本 诚信立业 规范

操作 求远务实

➢ 企业愿景：创建国际一流的技术服务

公司

公司与团队



100%
企业
理念

口碑

流畅

品质

专注

合作

迅速

诚信铸就品质
创新引领未来

• 我司面向全球，提供高端服务。

• 每一个项目我们都按产品的要求来开发

“专注、流畅、口碑、快”-互联网做产品的理念。

• 规范化管理

项目各阶段都由标准化的过程控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

的项目文档，最大程度的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 数据和分析能力

借助我们的大量数据和案例，帮助客户打造一款更符合

受众人群的产品。

Companyconcepts公司与团队



2 我们的客户

第二章



Intro Operation 我们的客户



Intro Operation 我们的客户



3 我们的服务/流程/优势

第三章



Intro Operation 我们的服务



项目研发流程

01需求收集梳理/ Demand Combing

对原始需求进行收集、整理、细化需求功能点、

描述业务流程、功能逻辑、业务规则、交互逻辑等

产出：PRD产品需求文档初稿

02原型设计/ Prototype Design

以低保真线原型图对功能交互

及界面展示元素进行梳理

产出：PRD产品需求文档初稿

03界面设计/ Design

高保真原型设计，最终确认功能

表现形式和具体交互效果

产出：界面高保真效果图

04开发/ Software Develop

ios、Android、前端、后台服务器开发

产出：系统源码

05测试/ Testing

评估设计要求及程序错误

对比完成度发现问题并提交问题

产出：测试报告、测试用例

06上线/ Go live

规划上线时间保证上线几率

产出：验收报告、上线报告



项目研发团队

项目负责人

产品经理

产品交互设计 UI视觉设计

研发经理

前端开发 APP开发 后端开发 DBA

测试经理

测试人员

运维经理

技术实施 技术运维



项目交付

序号 阶段 交付清单

1

项目系统设计

项目调研
《产品需求文档PRD》

2 需求分析

3 系统分析 《系统设计文档》

4

界面设计

系统原型&交互体验设计 《交互原型》

5 系统界面设计
《设计效果图》、《设计图PSD源文件》、《设计切图文件包》

6 系统管理界面设计

7

系统研发

系统前端研发

《系统源码》、《系统部署文件》8 数据API接口研发

9 管理后端研发

10 测试&部署 模块测试、阶段性测试、整合测试、环境部署 《测试用例》、《测试报告》

11 验收测试 客户验收 《验收报告》

12 实施上线 系统部署生产环境，安排上线运营 《上线报告》

13 系统维护 进入系统维护阶段 《用户操作手册》



我们的优势

团 队

模 式

算 法
应 用

服 务

数据
处 理

更可信的数据处理

安全有保障的服务体系

专业团队优势

人性化的激励模式

更高效的优化算法

多样化的应用



4 案例介绍

第四章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ELLE plus
• 全球知名的时尚杂志
• 无与伦比的特效展示
• 丰富的内容资源
• 2015苹果Appstore年度精
选10大APP之一。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日日煮”APP
• 阿里巴巴投资
• 集合海量视频食谱与上百万美

食爱好者的生活美学
• 2016苹果Appstore年度精选

10大APP之一。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宝洁广州展会

电商
超声波定位
导航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电商直播平台

直播入驻、开店、带货、O2O、分销、

主播组合产品、主播套餐、打

造直播平台。

对门店/主播开放入驻

提供供应链商品，

主播卖货收益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电商私域直播系统

流量直属商家、强社交互动转化、

低门槛运营、自己的私域流量池

•全场景推广，快速引流获客

•边看边买，导购在线推荐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邦脉”小程序

• 电商SAAS平台
供应链开放平台

• 直播电商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Gtoken数字货币钱包·区块链·交易所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洋山港海事局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三江购物
• O2O电商
• 生鲜电商
• 阿里巴巴21亿投资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洁谱斯小程序
• 小程序订货平台
• 移动供应链订货
• 让经销商效率倍增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沃尔沃
• 产品视频化展示
• 用户数据收集
• 在线问卷调查填写
• 离线管理用户调查数据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智能硬件开发·科技与生活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智慧园区



Expectation article案例介绍

www.gfeng.com.cn

更多案例

直播电商 物联网 APP 区块链

http://www.gfeng.com.cn/


Expectation article联系我们

上海机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6-933-930
021-61998089

公司邮箱：sales@gfeng.com.cn

公司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墨玉路28号820(嘉正国际大厦)

上海市懿德路519号1号楼506(浦东软件园三林园)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THANKS
谢谢观看

联系我们，一个出色的产品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