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前程无忧简历

基本信息

桂冠
男 | 29 岁 (1988/06/25) | 170cm

未婚 | 5年工作经验

手机号码：15801020975
QQ号：704219819
户口/国籍：信阳

求职状态：目前正在找工作

邮箱：xiaoniutou001@163.com
居住地：北京-海淀区

年收入：18万元

工作经验

2017/1―至今[1年4个月]
软件开发工程师  | 研发部

航天科工系统仿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件 | 合资

工作描述：

公司主要以国防军事为基础，开发相关战术、沙盘、态势等相关军事行动的模拟仿真产品。

        1. 负责公司***仿真平台的功能优化、BUG修改、插件开发等相关工作。其中涉及到QGis的二次开发，以及QGis
插件的学习和移植开发（寻路算法）整合到仿真平台。

        2. 负责公司***沙盘项目组中态势演练功能服务器相关功能的快速开发。

主要业绩：

工作期间主要业绩：

1. 为***仿真平台开发多个基于平台内部相关功能的插件；

2. 为***仿真平台修改优化多个BUG;
3. 学习了QGis相关内容，了解了其（最短路径）插件的算法及功能实现，并整合***仿真平台完成插件移植；

4. 为***沙盘项目的态势演练开发了一个小型服务端，保证数据与客户端的隔离，优化客户端的同步显示功能。

2014/1―2017/1[3年]
C++软件开发工程师  | 技术开发部

北京北亚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计算机服务(系统、数据服务、维修) | 创业公司 | 少于50人

工作描述：

1.负责公司windpws平台下的的软件开发，主要软件包括（北亚苹果/安卓手机数据恢复、北亚磁盘备份/还原工具、北亚F
3磁盘修复工具）。其中磁盘备份/还原工具和F3修盘工具为个人独立设计UI、模式架构，软件使用VC
2010工具开发实现，其中涉及网络验证、数据加密、COM(串口)开发等模块；

2.负责公司软件的服务端的注册/验证模块的设计和开发，以及后期功能的升级和维护；

3.负责公司现有其它软件的运营维护和相关功能升级；

4.配合公司相关服务人员，提供软件层技术支持，完成客户相关的数据恢复。主要我们开发人员根据客户数据的损坏情况，

设计出一套可行的数据恢复方案，然后进行快速开发，开发成品多为一些单次使用的小工具。



来自前程无忧简历

开发环境：Windows / Linux 下开发

开发工具：VC2010  gcc/g++   Sublime text
开发语言：C/C++、  MFC 、  GO语言（新手）

主要业绩：

1.改写公司的服务端程序的验证程序，保证了公司的软件的安全使用；

2.修改北亚安卓/苹果手机数据恢复软件的底层算法，促使软件的功能更加强大和完善；

3.独立完成F3工具的编写；

4.独立完成北亚磁盘备份/还原工具的编写；

5.独立完成北亚手机取证平台初版；

6.独立完成北亚手机镜像提取工具初；

2013/5―2014/1[8个月]
软件工程师  | 技术部

北京恒安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电信/网络设备 | 民营公司 | 少于50人

工作描述：

1.在WINDOWS平台下，通过学习门禁下位机接口协议，配合WEB端开发需要，开发门禁上位机接口库文件。其中涉及到

mysql数据库的融入，以及多线程操作，数据结构的定义等相关知识。

2.分析客户需求，在VC环境下设计门禁调试软件的界面和功能，并独立开发完成中。

3.利用mysql数据库，分析和设计数据库表格字段内容，完成与软件的融合，达到高效，无误的数据保存。

工作中，通过不断学习，顺利完成软件的初步设计和功能实现，同时更好的学习和掌握C++语言的精髓，以及Mysql
数据库的相关知识。

2011/6―2012/2[8个月]
技术员  | 技术部

深圳金九阳图文公司

文字媒体/出版 | 民营公司 | 50-150人

工作描述：

与客户沟通，按照客户需求，完成相关作品，并出图。工作中，熟练运用各种制图和排版软件，例如（PS，CDR，

UI,WORD），锻炼了沟通能力，丰富了个人技能。

2010/2―2010/4[2个月]
学生实践(兼职) 
四川华迪实训

工作描述：

在四川成都华迪实训基地，通过老师的指导，责任下达个人，团队的合作，达到快速，准确，圆满完成项目任务!包括园区

网络工程，公司集团网络架构，网络管理等项目。通过实际工作的培训，个人更好的了解相关书本知识，了解网络产品，

提高操作熟练程度，达到运用灵活！

教育经历

2012/10―2013/4
北京达内科技培训学校 
初中及以下 | C++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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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描述：

熟练掌握：

     C/C++编程语言，熟悉C++数据结构和算法，利用VC开发工具开发MFC应用程序、ActiveX控件和DLL，熟悉Windows
消息机制、多线程等编程技术，善于运用模板库（STL，MFC模板）；

     了解Oracle数据库，利用PLSQL进行Oracle数据库相关操作，以及基于数据库的ProC/C++程序编程；

      可熟练应用Windows和Uni****台下的API函数进行多进程、多线程编程 以及 进程间通信、Socket通信编程等；

      基于COM的组件编程和QT编程;

熟练使用：

    GCC编译器、Visual C++ 6.0开发环境等软件开发辅助工具；熟练使用 vi 编辑器；

调试能力：

    可以熟练运用“断点调试”、“调用堆栈”、“逐层输出”等调试方法快速解决程序中出现的bug；

学习能力：

    通过阅读帮助文档以及相应的实例代码，能够迅速掌握新的技术，并应用到实际编程中；

2008/9―2010/9
郑州大学  软件技术学院 
大专 | 计算机网络

专业描述：

学习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管理：包括服务器的管理和维护，路由器和交换机软的配置和管理等；学习过初级C
++软件编程，了解C++语言基础知识；学习HTML静态网页制作，ASP
动态网页制作等方面的知识,能够网络建站和管理；学习PS、CDR等图片处理软件,可以进行一些普通的图形图像处理。

求职意向

职能：软件工程师

职位：C++开发工程师  UE4
工作地点：北京

行业：计算机软件，通信/电信/网络设备，网络游戏

期望薪资：20000-24999元/月
到岗时间：1周内

工作类型：全职

个人标签：C++/C 软件开发 计算机 IT 引擎开发工程师 VC++开发工程师

自我评价：

喜好编程工作，热衷于新技术的学习和钻研，满足于软件功能实现所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是一个积极向上，持之以恒

的程序猿。做事讲究诚信，有始有终；做人敢于承担责任，说到做到，严于律己。坚信：付出才有回报，爱拼才会赢。

项目经验

2017/4―2018/5
***仿真平台 
所属公司：

航天科工系统仿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项目描述：

该项目主要是通过模型演练，实现现实场景的动态模拟，主要仿真对象则是军事方面。平台主要以Windows
消息为驱动，以QGis二次开发地图场景为视场，以模型佩以任务模式为载体，逐步实现了整个场景的动态搭建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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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描述：

在项目中，首先需要的是学习，在进行开发之前，需要了解平台工作机制，以及各个模块的关联和接口调用。在整个工作

期间，不间断的需要先学习，然后去实现功能开发，整个过程相当痛苦。期间先后开发了一些Ui
插件，模型开发，组件开发，以及涉及到第三方库（QGis）的学习和插件移植。

2015/6―2015/10
磁盘备份/还原工具 
所属公司：

北京北亚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描述：

该项目主要是完成磁盘数据拷贝/还原系统的开发，该系统采用C/S结构，Server端提供数据存储功能，Client
端实现数据操作功能。Server端，我们开发了一个简易Linux系统，内嵌入我们的启动服务，开启服务进程。Client
端分为首页、用户管理、磁盘管理、备份/还原、退出5个模块。

       
在首页模块实现了磁盘展示功能，其中涉及到了数据库的模糊分页查询、分类分页查询等功能；用户管理模块实现了登录、

注册、修改、查看信息等功能；磁盘管理模块实现了磁盘的格式化，磁盘信息查看，磁盘信息修改等功能；备份/
还原模块，通过在本地磁盘和服务器挂载磁盘间的数据拷贝功能，其中涉及到了数据加密传输，数据断点续传，数据压缩

等功能。

责任描述：

在本项目中本人主要是作为Leader的角色统筹整个项目。在该项目中主要完成了整个软件的架构和设计。

2014/3―2014/6
F3磁盘修复工具开发项目 
所属公司：

北京北亚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描述：

该项目主要实现是，通过串口发生ATA指令到磁盘，通过与串口的数据信息交互来实现磁盘自我修复的过程实现。

       
该项目单人开发，主要技术难点在于对串口通信的处理，能够保证通信的等待，以及及时回馈。项目主要分为了上中下三

层结构。上层主要为界面展现层，命令行采用了类似CMD
终端形式；中层主要是接受和发送数据的处理，能够使界面层和物理层实现互联；下层主要是物理层，即为串口数据交互

层，主要功能就是接受/发送数据。

责任描述：

本项目中，个人单独开发，缺省了合作交互模块。个人完成了从软件需求分析，软件架构，功能设计，模块设计等过程，

并最终按照开发流程，对各模块进行开发，测试，融合，最终，实现了软件的上线售卖。

2013/5―2014/1
门禁、车辆管理库文件开发 
项目描述：

VC6.0(开发工具)通过C++底层语言，实现对下位机门禁、车辆的操作功能，并整合数据库一起，为WEB端提供接口库文件。

责任描述：

1.在WINDOWS平台下，通过学习门禁下位机接口协议，配合WEB端开发需要，开发门禁、车辆上位机接口库文件。

2.分析客户需求，在VC环境下设计门禁调试软件的界面和功能，并实现。

3.使用mysql数据库，分析和设计数据库表格字段内容，整合到动态库文件中。

2012/1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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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 
项目描述：

Linux(软件环境)通过一个简化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Enterpris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EMIS
）项目，完成对C/C
++程序设计语言和基本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的学习，综合运用所学到的语法和算法知识，构建一个接近实际应用场景的软

件系统。

责任描述：

通过对EMIS
系统的分析，采用传统意义上的瀑布式开发流程，从需求分析入手，到概要设计、详细设计，再到编码和测试。在体系架

构上采用了由用户界面、业务逻辑和数据访问共同组成的三层结构，运用控制台的字符界面和基于文件的数据存储技术，

整体上完成EMIS信息系统。

2012/9―2012/10
VOD（Video on Databass） 
项目描述：

VC6.0   MFC(开发工具)

Windows(软件环境)简化的视频播放软件（Video On Database）,综合利用Windows API、COM组件、ActiveX控件和DLL、

Oracle等知识，编写出独特风格的播放软件。通过代码的练习，文档的编写，深刻掌握Windows
的平台特性及软件开发和调试的基本过程，将软件逐层分解，逐级实现，然后通过与数据库的连接，理解和运用Oracle
。最后利用网络数据传送建立连接完成Server和Client的双向通信。

责任描述：

熟悉编写软件流程，设计文档，个人完成编写工作。

技能特长（请登录51Job网站修改）

技能/语言

英语

ActiveX

C/C++

Pro*C

MFC/ATL

C/C++

Cisco
熟练 

熟练 

熟练 

熟练 

熟练 

熟练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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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Bridges

ADSL

Cisco Routers

TCP/IP

证书/成绩

2012/12
高级程序员

培训经历

2012/10―2012/12
C++软件工程

培训机构：

北京达内科技

培训地点：

北京

详细描述：

1.熟练掌握C/C++程序设计语言，利用VC开发工具开发MFC应用程序、ActiveX控件和DLL，熟悉Windows
消息机制、多线程等编程技术，善于运用模板库（STL，MFC模板）

2.掌握数据库基本原理，熟练操作SQL Server、Oracle数据库和编写存储过程

3.熟悉网络基础知识，掌握TCP/IP协议、Socket通信原理，熟练掌握Windows和Linu****台下多进程、多线程编程 以及 
进程间通信等

4.掌握典型数据结构及算法和Windows的平台特性及软件开发和调试的基本过程

精通 

熟练 

熟练 

熟练 

熟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