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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Fan yi

关于梵一



“梵”：整个物质实体是出生的根源；

“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脚踏实地，做好当下；放眼未来，以一化万。

何谓“梵一”



传统互联网

新媒体

传统行业

设计/网站制作/数据分析/技术维护

各种互动H5/互动活动/传播活动/各平台小程序

互联网化改造/运营技术支持

我们能做什么 – 各种技术开发

会务支持：定制开发会务系统并提供全程软硬件支持
政府支持：定制开发政务系统，使政府办公更加高效



部分客户
customer  



部分客户—家电/通讯行业



部分客户—地产、银行业



部分客户—生活服务行业&电商



部分客户—快消及保健品行业



部分客户—汽车行业



网站、微站、小程序案例展示

Case



项目名称：老板电器-老板烹饪创作工

坊

项目介绍：以老板已有的roki系统菜谱

数据为基础，开发课程成就体系、会员

成长体系、展示明星综艺竞猜活动等粉

丝福利

小程序三洋帝度微信解决方案



项目名称：老板电器-官方小程序

项目介绍：老板电器官方小程序，该小

程序分为用户端和导购端，导购端以报

单等操作功能为主，用户端以粉丝福利

活动为主，其中用户端可支持由客户自

助设置各种福利活动

小程序三洋帝度微信解决方案



项目名称：我爱我家-打印助手

项目介绍：用户通过小程序上传需要打

印的文件，文件自动发送至附近门店进

行打印，打印进度实时推送消息给用户

小程序三洋帝度微信解决方案



项目名称：集美旅游线上服务平台

项目介绍：集美区政府定制小程序，展

示集美区的旅游资源，提供旅游攻略，

门票购买预约等服务

小程序三洋帝度微信解决方案



项目名称：hello买单

项目介绍：地区生活服务类平台，以领

取优惠券为主要活动形式，平台通过与

商家合作，向用户发放独家优惠特权，

商家可在线下对用户优惠券进行实时消

费核销。

小程序三洋帝度微信解决方案



项目名称：工商银行-工银口袋

项目介绍：工行北京分行定制小程序，

介绍银行金融业务、提供网点查询服务、

积分兑换、积分赚取、粉丝福利活动等

小程序三洋帝度微信解决方案

注：应客户要求，本案例已下线，如需了解请联系我司业务人员



项目名称：电子杂志

项目介绍：电子杂志小程序，展示明星

杂志内容，售卖杂志激活码

小程序三洋帝度微信解决方案



项目名称：蒸汽瓶

项目介绍：电子烟产品评测网站，电子

烟产品知识介绍、新科技分享、使用教

程等。

微网站(minisite)三洋帝度微信解决方案



微网站(minisite)

项目名称：奥克斯minisite

项目介绍：奥克斯空调产品功能展示
项目网址： http://rs.f1-soft.com/aux-site/



微网站(minisite)

项目名称：中国家电博览会（AWE）

微信解决方案

AWE大会邀请函

项目介绍：为中国家电博览会企业公众号提供

全站式解决方案，及时推送AWE最

新信息，发送活动邀请，活动场馆

导视以及在线进行评选互动活动等。

AWE官网二维码



项目名称：惠品商城、乐享优购

微商城解决方案

项目介绍：基于微信平台开发购物商城

在线实现微信支付、积分兑换

等功能，与PC端商城数据互通。

注：应客户要求，本案例已下线，如需访问请联系我司

微网站(minisite)



项目名称：圆圆移动微商城

项目介绍：.集合了店铺装修系统、 会

员中心、商品购买、后台会员管理、平

台数据分析于一体的商城系统

技术特点：

纯MVC技术，展现层与数据层分

离

多层校验机制，采用AES等多种方

式混合加密，保障数据安全

采用Html5/CSS,实现跨平台访问

微网站(minisite)三洋帝度微信解决方案



网站建设：保时捷资料检索系统

项目名称：保时捷资料检索系统

项目简介：PC+H5（双语），保时捷集团内部资料检索系统

网站地址：http://paul.t5a.cn/porsche/pc/en/login.php



网站建设：抖音电商案例

项目名称：抖音电商案例展示网站

项目简介：PC+H5+小程序

项目网址：https://paul.t5a.cn/porsche/index.php



网站建设：多乐士官网

项目名称：多乐士网站

项目简介：移动端+PC端

PC端：http://www.duluxpro.com.cn/pc/

移动端：http://www.duluxpro.com.cn/web/



网站建设：青岛环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特色产业园网站

项目名称：青岛环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特色产

业园网站

项目简介：产业园PC官网

网站地址：http://chinapost.t5a.cn/



网站建设：模特网站

项目名称：模特展示

项目简介：模特展示、模特卡下载

网站地址：http://model.t5a.cn/



网站建设：麦金杨

项目名称：麦金杨官网

项目简介：移动端+PC端网站

网站地址：yangmac.cn



网站建设：游戏官网

项目名称：怪物王国、黑暗纪元、崩环世界官网

制作特点：自主研发的web引擎 为基础，搭建

手 机游戏官方网站



H5案例展示
Case

因H5案例实在太多，因此本文档仅展示部分早期案例截图，
可体验版本请访问：

http://center.t5a.cn/case/

手机电脑均可访问
案例库不断扩充中

http://center.t5a.cn/case/


品牌（产品）植入H5

项目名称：美的—星际礼物

项目介绍：以微电影的形式展示美的M-smart智能家

电产品 采用先进的html5技术，

集高级动画展示，特色微电影故事情节与一体，

将美的产品完美的植入到故事情节中



项目名称：腾讯财经

项目介绍：腾讯财经，一个由端午股灾、第五套人民币、

金融反腐、3.15权益等重大新闻动态内容组织

而成的宇宙星空图，真3D+重力感应技术相结合

带领用户在游戏中认识了解腾讯财经所传达给用

户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信息

品牌（产品）植入H5



项目名称：酷派—病毒大作战

项目介绍：酷派锋尚MAX+双系统手机推广活动

玩游戏参与互动抽奖

了解在非安全环境下手机病毒所带来

的各种严重后果

品牌（产品）植入H5

注：早期案例由于IOS系统升级原因，建议使用安卓手机浏览



项目名称：酷派—手机特工

项目介绍：酷派手机新产品展示H5

炫酷的画面及特效，神秘的场景设置

会让用户以为这是一个侦查类的游戏

在好奇心的指引下将用户放在设置的

故事场景中，进而引出酷派手机。

品牌（产品）植入H5

注：早期案例由于IOS系统升级原因，建议使用安卓手机浏览



项目名称：奥克斯—不二情书

项目介绍：奥克斯空调情书生成器

用怀旧的画风勾起大家

对初恋的回忆，选择恋爱

状态，选择情书的风格

然后生成属于自己的情书

品牌（产品）植入H5



项目名称：苏泊尔电炸锅H5

项目介绍：苏泊尔电炸锅产品展示型H5

操作与制作原理模仿“吴亦凡视频H5”

视频、动画、语音展示结合

品牌（产品）植入H5



项目名称：日日顺—父亲节、母亲节

项目介绍：配合母亲节、父亲节，情感诉求类H5，通过

H5说出对妈妈的祝福话语，表达自己的感情。

父亲节，回忆父亲的爱。用画板的形式

涂画出成长过程中与父亲给予的爱和呵护，温暖

人心。

品牌（产品）植入H5



网友热
议分享

项目名称：桃花姬—女孩你是不是也这样北漂过

项目介绍：情怀类H5

以女孩的北漂生活经历为背景

唤起大家的情感共鸣，在每一个能

引起共鸣的场景中植入桃花姬产品

品牌（产品）植入H5



企业形象展示H5

项目名称：华侨城—2016年文博会展馆

项目介绍：华侨城文博会线上H5展览馆

以游客的视角，线上展示华侨城

文博会展览馆内各个场馆的内容，

让用户通过线上了解到更多华侨城

的产业信息



企业形象展示H5

项目名称：华侨城—2017华侨城文博会线上展厅

项目介绍：利用VR全景技术，将文博化线下实体展厅

同步搬到线上，除了实景展示之外，在合

成中加入详细介绍的二级三级页面展示，

内嵌主会场3D模拟场景，通过技术处理替

换掉实线下展厅中的部分内容。并做到完美

融合



项目名称：华侨城—旅游狂欢节

项目介绍：手绘华侨城旅游狂欢活动的各种内容

交互形式主要以插入门票切换场景为主

企业形象展示H5



项目名称：顺丰—和顺丰一起走过的日子

项目介绍：顺丰23周年系列活动，情感传播类H5

用炫酷的动画展示顺丰这些年

发展的里程碑事件，记录顺丰

的每一次大事记。

企业形象展示H5



项目名称：华侨城—旅游狂欢节

项目介绍：微信朋友圈背景下的产品植入，

以浏览朋友圈的过程为背景，加入

各种交互操作，动画下拉浏览+手动

操作的人机交互。

企业形象展示H5



项目名称：中国移动—蓝色梦。十年爱

项目介绍：中国移动圆梦助学，回顾移动

在教育助学上所做出的大事记，

以及教育助学的发展历程，

让更多人了解教育捐助活动。

企业形象展示H5



项目名称：华侨城—一镜到底

项目介绍：手绘+视频+动画的形式展示

华侨城旗下各种旅游产业，用户

通过长安屏幕按钮，一镜到底画中画

的形式推进镜头，逐步深入

企业形象展示H5



项目名称：海尔三十年—感恩互动

项目介绍：海尔三十年发展历程重大事件回顾展示，

采用先进的html5技术，

集高级动画展示，特色游戏功能与一体，

全力打造符合其品味的虚拟视觉体验站。

Portals

海尔三十年感恩活动二维码

企业形象展示H5



项目名称：腾讯智库、腾讯NBA招商、腾讯S1

动画展示H5

项目介绍：针对腾讯各部门业务需求，设计制作

交互式动画类型H5

企业形象展示H5



互动传播H5

项目名称：建行0元购砍价活动

项目介绍：在建行公账的专题页面上推出一组明码标

价商品, 客户关注建行公账,并用“账号支付”

支付一分钱即可得到专属链接，将其分享至

朋友圈后，邀请好友通过玩小游戏帮忙砍价,

先砍到0元者先得（每款数量有限）。同时,帮

助砍价的好友也可获赠小奖品，100%有奖，

只要支付一分钱即可领奖



互动传播H5

项目名称：百度贴吧-奥运表情也疯狂

项目介绍：2016年奥运会运动员表情包大火

百度贴吧随机推出的传播活动，

用户选择上传自己的照片与运动员

表情合体，生成个性表情。



互动传播H5三方案

项目名称： 笑脸检测H5

项目介绍：华侨城30年系列活动之一，

交互活动----测试微笑值

用户上传一张照片后，

程序自动计算得出微笑值

注：早期案例由于IOS系统升级原因，建议使用安卓手机浏览



互动传播H5三方案

项目名称： 中国人寿通---谁是国寿人气演说家项目

项目介绍： 通过动态视频及特效展示介绍选手，查

看介绍视频，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支

持



项目名称： 华侨城健步活动

华侨城生日

项目介绍：华侨城3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企业形象展示类交互H5

配合华侨城市场推广需求，所

策划制作的健步活动以及生日

祝福活动，以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为主

改变单方向的传播的模式。

互动传播H5



项目名称： 中脉科技—活动预热

项目介绍：中脉科技美体事业部悉尼触动之旅，

手绘悉尼代表性事物，手写动画

色彩丰富活泼

互动传播H5



互动传播H5三方案

项目名称： 腾讯旅游---答题

项目介绍：端午节期间，为腾讯旅游策划

制作的一款互动答题H5，答案

以各地风景图片为主，画风清

凉 ，用户通过选择题目正确

答案，评测自己的旅游知识。



互动传播H5三方案

项目名称： 腾讯财付通---答题

项目介绍：江湖宝典测试你的安全支付常识

通过趣味答题，普及金融知识，

画面以水墨风格为主，贴合武侠

题材，伴随节奏感较强的背景音

乐。



互动传播H5三方案

项目名称： 华侨城青春纪念册

项目介绍：毕业季来临之际，华侨城策划的

营销活动，通过上传自己的创

意毕业照，赢取全国欢乐谷门票。

注：应客户要求，本案例已下线，如需访问请联系我司



项目名称：flappy悟空—工行财富增长大作战

项目介绍：这是一款小清新风格的休闲游戏

玩家只需要点击屏幕就可以操作游戏

,控制角色通过各种障碍,在飞行过程

手机金币奖

游戏-flappy悟空



项目名称：蓝猫—手撕鬼子抢公仔

项目介绍：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并售卖纪念版

公仔，为蓝猫集团策划制作的这款手撕鬼子游戏

将游戏的结果兑换成优惠券链接到公仔商城，

游戏采用先进的html5技术，集高级动画展示，

打造活力四射的视听体验。

游戏-手撕鬼子



项目名称：桃乐丝大冒险—幸福家

项目介绍：桃乐丝奥兹国大冒险儿童剧上演前期

预热传播，类似于经典游戏棍子英雄

画面以手绘卡通风格为主，与儿童剧

人物主角想结合。

。

游戏-桃乐丝大冒险



项目名称：图雅诺版大富翁—带你逛欧洲

项目介绍：通过大富翁游戏投掷骰子，根据

当前的投掷点数将车直接开到该地

弹出该地、以及与图雅诺相关的信

息

通过分享当前页面进行抽奖活动

。

游戏-福田大富翁



游戏-密室逃脱

项目名称：华侨城酒店—密室逃脱

项目介绍：传统的密室逃脱游戏，
场景是一个酒店房间，
玩家通过整理房间搜集
线索最终打开门才能逃脱。
游戏植入众多酒店元素，
旨在呼吁大家文明入住酒店



游戏-顺丰必达

项目名称：顺丰—顺丰必达

项目介绍：通过操作送货小车来
把指定的货物送到指
定位置，主要考验玩
家的记忆力



游戏-低调炫技 神机助力

项目名称：华为手机—品牌植入

项目介绍：品牌植入类的跑酷游戏，选择

性别角色之后，出来对应的设

置场景，玩家通过点击跳跃收集

各种品牌图标，同时躲避炸弹

跨越障碍，完成挑战获得奖励



游戏-移动叠方块儿

项目名称：移动—叠方块儿

项目介绍：闯关类游戏，将不同图形的方块儿

按照平衡对称的原则堆积，保持不掉落

没完成一关获得一块儿碎片，收集完

五片碎片后会获得抽奖奖励



游戏-集美大富翁

项目名称：集美—大富翁

项目介绍：在大富翁游戏的基础上植入

集美各个活动现场以及旅游景

点的介绍，玩家在完成游戏的

过程中了解认识并参与集美的

主题活动。



解密类H5

项目名称：欢乐谷—三天三夜贞子大逃亡

项目介绍：万圣节活动，以贞子大逃亡为主线

玩家通过设置的各种场景按照要求

收集完整需要找到的文字，帮助贞子

从电视机逃出来，画风贴合万圣节氛围

加上阴森节奏紧张的音乐和各种交互方式

整个H5更很好的吸引眼球



解密类H5

项目名称：电影—游戏规则

项目介绍：电影游戏规则上映前的营销H5

玩家通过在场景的物品中寻找线索

收集完整的信息，解救人质



解密类H5

项目名称：花椒直播预热

项目介绍：女主播直播过程中被面具人劫持，

玩家跟随被劫持女主播的视角在废弃

房子里寻找逃生的线索，帮助女主播逃生。

将花椒直播的日期设置成逃生

所需要的密码0715，在参与游戏的过

程中记住这个日期。



解密类H5

项目名称：战旗—游戏直播平台邀请函

项目介绍：以解密游戏的形式，寻找藏在房间的各种

线索，收集完整线索，帮主角完成任务

获得活动邀请的通知奖励



解密类H5

项目名称：VisitDenmark寻宝

项目介绍：丹麦古堡旅游推介H5，

通过在城堡图片中找出

需要找出来的物件，集满3个

进入下一关，收集完整所有物品

游戏通关，或者奖励



微信：选秀H5

项目名称：花印—寻找花印女孩

项目介绍：花印产品在校园推广的过程中作为线上

报名投票的方式参与花印女孩评选活动

项目名称：桃花姬—寻找“桃花lady”

项目介绍：桃花姬在全国开展的微信参赛和微信投

票参与桃花lady评选活动



微信：选秀H5

项目名称：苏泊尔—厨神大赛

项目介绍：苏泊尔厨神大赛活动

晒出自己的美食图片

邀请好友参与投票，获得

当天票数最高的优胜者

赢取苏泊尔空气炸锅



H5现场互动小游戏——奥克斯破冰大作战

玩家通过猛戳屏幕，让
游戏中的“雪龙号”船
前进，根据速度计算得
分。大屏幕上回实时显
示现场参与玩家的得分。



H5现场互动小游戏——奥克斯破冰大作战现成互动数据



服务团队介绍

partner



项目团队介绍

◆ 12年从业经历，毕业于中国计算机通讯领域顶级高校，拥有丰富

的计算机相关技术研发经验，目前主要负责项目研发管理工作。

◆ 曾服务客户：

OPPO、平安、中国人寿、顺丰、奥克斯、蒙牛、中粮食品、微聚、

网易、东阿阿胶、白象食品、快克、沃尔沃、大疆、中国移动、国美、

史密斯、LG、宝骏汽车、北汽昌河等知名客户。

李彦 技术总监

12年互联网软件研发经验



项目团队介绍

◆ 12年从业经历，毕业于中国计算机通讯领域顶级高校，参与多个

项目的研发工作，在传统行业与互联网对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项目执

行和管理经验，曾服务IT、数码、家电、快消等多个领域。

◆ 曾服务客户：

中国人寿、顺丰、奥克斯、蒙牛、中粮食品、微聚、网易、东阿阿胶、

白象食品、快克、东阿、中国移动、腾讯等知名客户。
颜二飞 客户经理

12年互联网行业从业经验



项目团队介绍

◆ 9年互联网从业经历，参与多个项目的开发管理工作。

◆ 曾服务客户：

华侨城、顺丰、集美区政府、智联、爱奇艺 、沃尔沃、宝骏汽车、

老板电器、工商银行、瑞思英语、腾讯、云南旅游管理部门、保时捷、

抖音、我爱我家等张丽 项目经理

9年互联网行业从业经验



项目团队介绍

◆ 8年以上UI设计经验，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具有丰富的UI/UX用

户体验设计经验，包括App应用程序和网站设计多种平台的交互、视

觉设计。带领设计团队分析业务需求，研究用户行为和使用场景，设

定产品整体界面视觉风格与交互体验规范思路制定；

◆ 曾服务客户：

中国平安、一汽大众、兴业银行、招商银行、陕西煤炭中心、汇丰

银行、老板电器、OPPO、TCL、腾讯、iGinwa、蕙兰瑜伽等吴茜 UI设计师

8年设计行业经验



◆ 9年以上的研发经验，熟悉大数据、分布式文件系统、数据挖掘技术；5年以上项目管

理、产品研发、运维管理及大型项目团队管理经验；具备分布式系统、高并发应用的实际

项目经验；具有主持大型互联网系统开发、运维管理的经验。精通大型网站系统的架构设

计、系统分析、软件实现、性能优化、系统安全等。熟悉MySQL设计、优化；具有数据

库(MYSQL)编程、MySQL索引优化、查询优化和存储优化经验、缓存技术、静态化设计

方面的经验；熟练运用html5 css3 jquery等前端技术。熟悉Linux操作，掌握

Apache/Weblogic等常见服务器软件的配置、管理、优化技术

◆ 曾服务客户：

瑞思英语、微聚、网易、老板电器、抖音、保时捷、集美区政府、惠而浦、苏泊尔、中国

人寿等。

徐文 后端工程师

9年互联网软件研发经验

项目团队介绍



项目团队介绍

◆从事web前端研发工作9年有余的全栈工程师，在移动H5，PC建

站，微信小程序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开发经验和最佳实践方案。精通

ES6，VUE，微信小程序，熟练掌握PHP，MYSQL等后端开发技能

◆ 熟练运用html4+css2/css3完成兼容各大浏览器的web前端页面，

能够熟练运用js/jQ完成前端页面的交互工作。熟悉ES6语法，熟悉小

程序开发、html5的开发、zepto.js、jQureMobile等js库、响应式前

端开发、原生javascript，常用jQuery库。

◆ 熟练Bootstrap、UIkit、Pure、Amaze、SUI、WeUi等前端框架

◆ 曾服务客户：

Max mara 、工商银行、老板电器、华彬快消品、腾讯等。

余发亮 前端工程师

9年互联网软件研发经验



项目团队介绍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软件工程软件，大学期间学习研究前端技术，

毕业先后就职业济南软件公司、成都游戏公司，担任前端开发工程师，

负责前端项目的研发，熟练掌握最前沿的前端技术完全胜任web，h5，

app，小程序等项目开发。

◆ 曾服务客户：

集美、老板电器、OPPO、华彬快消品、抖音、腾讯等。

杜伟康 前端工程师

3年互联网软件研发经验



通过PMP（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考试并获得证书；

熟悉传统PC软件、WEB应用及移动端App测试流程，能独立完成编写测试用例、测试操

作、编写测试报告等整个测试流程；

熟练掌握Web test和Coded UI测试框架，了解Selenium、 Load Runner等测试工具；

熟悉移动端平台（Android，iOS）及PC平台（ Mac，Windows）各环境特性；

熟悉C#语言，有良好的面向对象思想及编码和代码调试能力；

掌握基本的Batch Script、Perl脚本语言；
史军燕 测试工程师

12年互联网软件测试经验

项目团队介绍



感 谢

梵一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