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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E
谭紫滢 Ziying Tan

近 2 年的响应式网站 UI/UX 设计及前端开发经验，关注 web 设计潮流并善于将发现投入实践。团队实
战经验丰富，负责的“我渴”校园送水小程序曾获腾讯微信小程序应用开发赛西北赛区一等奖，团队共
同完成用户调研并独自设计开发的 RE:source 二手平台服务海外留学生 58 位，回收二手物品 2000 余
件。乐于探索各种艺术形式，热爱摄影，有 3D 建模和视频剪辑基础

2018 腾讯 2018 微信小程序应用开发赛西北赛区一等奖（“我渴”送水小程序）
2016 第三届红枫大学生记者节新闻作品大赛新媒体类优秀奖（全国仅 10 名）

Figma / Adobe XD、Illustrator（熟练使用），HTML/CSS/JS（可独立搭建响应式网站）, 视频剪辑

爱丁堡大学  设计与数字媒体 ( 理学硕士 )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MSc Design and Digita Media 

西北大学 物联网工程（工学学士）
Northwest University - BSc Internet of Things Engineering

tanziyingsz@qq.com
13528793988( 微信同手机号 )

mailto:ziyingtan_uoe%40hotmail.com?subject=
mailto:tanziyingsz%40qq.com?subject=


小程序 / 网页设计
WeChat Mini Programs

/ Website Design

RE:source 闲置源官方网站
RE: source, a second-hand online marketplace

#1

“我渴”校园送水小程序
I am thirsty - Campus Water Deli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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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针对在英中国留学生的二手回收再销
售创业项目，同时也是研究生毕业设计作品。

我们从即将离开英国的留学生手中抢救二手物
品，以福袋的形式出手给新生。力求让留学生
们能够在享受二手交易的同时，轻松为环保做
出共贡献。

时间：2020.5 - 2020.8 （3 个月）

角色：UI/UX 设计 & 网站开发 （团队 9 人）

工具：Webflow, Figma

闲置源
RE:source

观看录屏展示

* 网站实际上线后的录屏 , 使用的浏览器为Chrome

https://re-source.live/final-project/home
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g3MDMwODA=.html
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g3MDMwODA=.html


Background项目背景

The Greatest Challenge - open proposition最大的挑战 - 开放命题

中国留学生刚来到英国，经历了长途飞行的舟车劳顿，都已经筋疲力竭。然而为了撑过最初的几天，不少同学会选择专门去采购被褥之类的急需
生活用品。这些标价远高于国内水平的商品，往往还会造成一些经济负担。

此外，疫情原因，许多中国学生不得不临时决定离开英国，一身家当无处安放。以往学长学姐们会选择将二手商品直接转手给学弟学妹。可是今
年的新生迟迟不来，毕业生们只能忍痛把这些功能完好的物件狠心抛弃。还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就这么白白进了垃圾堆，还造成了污染。

一群热爱环保的设计师聚集到一起，试图实现一个让二手资源得到重复利用的项目。
没有确切的发展方向，我们只能一次次地试错，收集用户反馈，在不断迭代中找出发展方向。



Research问题研究

#1 留学生常用二手平台市场调研

可见留学生二手市场有着相当规模，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PROS
·都是留学生，信任感较强
·一般都是就近交易，取货时间短，随买随用

CONS
·回复率因人而异
·配送时间久，不适合急需的物品
·卖家信息不全，可靠性差，容易被骗

CONS
·需要的商品不一定能立刻找到，找到了也有可能已经售出
·特定时间如搬家及开学、毕业季才能看到更多的二手商品

PROS
·产品类别齐全，不需要等待卖家发布就能找到所需要的商品
·全新和二手商品都有，且全新产品价格低于 AmazonNo.2

微信为最常用的留学生二手交易平台，其次是 eBay。从调查中，总结出同学们对
这两个平台的反馈如下：

而 2019 年中国大陆到英
国的留学生人数高达 *

在英期间购买二手超
过 10件的比例高达

在英期间购买过二手
商品

10.6

43.281.8 %%

万人
*《2019年英国留学生报告》

最常用：微信

次常用：eBay

为了找出中国留学生最常用的二手平台，了解用户的日常，我们发放了针
对在英国留学的中国二手商品交易者的问卷调查。回收有效调查 44 份。



#3 RE:source 用户采访#2 初步假设

Research问题研究

购买者

捐赠者

专程购置全新用品，耗时耗力耗钱

不了解靠谱的二手交易渠道

二手商品质量、信息存疑

大量二手无人接纳

刚落地英国的中国新生

八成受访者一落地就去宜家采购，遥
远的路程加上贵而重的商品，造成肉
体和钱包的双重打击。还容易迷路。

毕业生和新生的时间差导致买卖双方
难以建立联系。外国的二手平台又不
熟悉。

折损程度，尺寸信息，未告知的损...这
些信息的缺失 / 不实影响了整个二手
购物体验

Charity shop 回收的物品种类、数
量有限，都托付给朋友也是给别人造
成负担。

马上要回国，急于处理二手的中国毕业生

B2C 二手销售平台 "RE:source"

再设计家具租赁“RE:touch”

P2P 二手交易平台 " 流动森林 "

项目发展初期，我们为自己设置了 1 个月的试错时间。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尝试了三种不同的商业模式，并在过程中不断向用户
索取反馈，并最终敲定了将 B2C 平台作为最终发展方向。

高昂的设计费用和完善的学生住宿
条件决定了租赁家具并非刚需。

实际开发难度过高，一己之力仅
凭前端知识难以在 2 个月内实
现平台架构

二手家具融合再设计的环保理
念得到多数参与者支持

微信群内模拟 P2P 平台 -
客服收集二手物品信息并以官
方名义发布，连接买卖双方并

提高曝光度

放弃原因

放弃原因

确定发展方向后，我们采访了 15 位已经回国 / 正准备回国的同学，请他们回顾了自己初来
乍到英国和离开英国时的经历。

痛点总结



User Personas用户画像

捐赠者婷婷 购买者小雪
研究生 /23 岁 / 女 本科生 / 18 岁 / 女

婷婷是一名一年制的理科学士，刚刚买到机票，即将
乘飞机回国，正在收拾行李。想要找一个靠谱便捷的
捐赠途径，尽快处理掉带不走的二手物品。

小雪是一名即将来英国读书的本科生。为了让落地时
的自己不用那么劳累，她希望找一一个途径提 前购
买英国住宿所需的生活用品， 最好质量过关价格便
宜。不介意二手物品。

动机 动机
促成买卖 促成买卖

有用信息 有用信息

保护地球 保护地球

痛点 痛点

目标 目标

已知获取二手的途径较少，且信息杂乱无章，卖家信誉无担保。主动添置全新
日常用品的人力金钱成本太高，而且也带不回国，性价比很低。

高效获取有用且靠谱的二手信息，交易划算安全，能够在国内玖安置好订单最佳。

 Motivation  Motivation

Painpoints Painpoints

Target Target

缺乏相关信息，难以找到能够快速处理大量二手的方式。直接扔掉二手则负罪
感很强，为浪费的资源惋惜。

找到一个平台，登记流程简单，快速提供上门回收服务。



Problem Solving问题解决

「 R E : s o u r c e 」 让 毕 业 生 的  二 手  与 新 生 无 缝 衔 接
交互故事创建品牌信任

即时反馈环保数据，你的贡献我们看得到

全品类

福袋

大件家具

-  脱发星人礼包

- 居家达人必备

- 最美女神套装

- 健身达人最爱

- . . .

  沙发，桌椅，书柜 ...

国内预定，直接送达宿舍

公众号 + 网站，再也不会错过

RE:source 人工审核，质量价格保证

极简在线捐赠体验

搬家公司上门回收



Wireframes线框草图

Pinterest 迭代记录

https://www.pinterest.co.uk/tanziyingsz/resource/
https://www.pinterest.co.uk/tanziyingsz/resource-design-archive/


Sitemap站点地图



Style guides设计规范 LOGO IterationsLOGO 迭代



响应式设计
Responsive Design

@media 查询设置断点实现响应式页面

降低开发、运营成本。提升购物及捐赠体验。

Final Solution最终设计



Final Solution最终设计

Our Mission 界面

根据唐纳德·米勒“故事品牌七步框架”精心设

计的故事线配合 Lottie 动画让同学们轻松了解环

境问题，信任 RE:source，一起为环保做出贡献。

旋模拟报纸形态转推出设置悬念，激发观众的好奇心

较深的背景色暗示这一板块的严肃情绪

数据 + 动态插图展示大量被抛弃的二手对环境造成的
伤害，建立对环境问题的基础认知

幽默的图标减轻观众心理压力 , 为氛围转变做铺垫

交互故事线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画面提亮，切换为更愉悦的氛围再阐述捐赠物品去向 ——
让用户先了解 RE:source，进一步产生信任 

背景硬币随下拉滚动，提升趣味性；硬币序列运动方
向引导视线



Final Solution最终设计

购物体验优化
Optimizations

底框在 hover 状态下出现

· Shop界面，多次优化调整视觉层级，保证价格作为视觉重点。

·Hover 后卡片翻转展示详细信息，还原福袋的神秘感。



捐赠流程优化
Simplify donation process

· 简化捐赠流程。大件物品剔除非必要选项，同时加入图标便

于理解。小件物品按箱登记，避免繁琐的录入。

· 用数字展示捐赠者节约的资源，及时提供正向反馈，让用户

更有参与感和成就感

优化前

Final Solution最终设计



· 涉及到国内外交接的问题，比如网络加载和支付，都要优先考虑。目前采用的

Webflow 使用了美国服务器和 Paypal 支付（平台限制，暂无微信支付）对提升国

内用户的下单的意愿不利。

· 移动端适配要留足开发时间，不然太匆忙了难以照顾到所有细节。

Future Development未来发展Feedbacks反馈

Takeaway教训

配色很潮，喜欢几何图形搭配的视觉效果。

用户体验比较流畅，捐赠和寻找心仪的商品都能快速找到入口

看过这个网站后，会更乐意捐出自己的二手，为环保尽绵薄之力

求中文版，英文有点晦涩看不懂 ...

加载好慢啊 ...

移动端有些边距有点奇怪，有些效果跟电脑不一样

· 毕设原因采用全英文页面。未来可以开发中文版降低用户认知难度。

· 进一步优化移动端的体验，尤其是平衡一些 hover 效果的表现（移

动端 hover 状态不常用）或许可以用 gif 或者其他方式改进。

· 福袋的玩法还可以优化，强化许愿功能，直接在线抽取等。



2018 高校计算机设计大赛 - 微信小程序
应用开发赛 - 西北赛区一等奖1st Prize

The First China Collegiate Computing Competition - 
2018 WeChat Mini Program Developing Competition, the 
northwestern division

' I am thirsty ' Campus Water Delivery

项目通过电子水票连接送水方和需水方（学
生），实现送水任务自动分配，自动发送取水
提醒，智能生成统计数据。用互联网的力量实
现了环保的送水理念。

时间：2018.7 - 2018.8 (1 个月 )

角色：组长，UI/UX 设计、现场答辩 （团队 3 人）

工具：墨刀，Photoshop. Premiere Pro

“我渴”校园送水小程序



桶装水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品行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 桶装水行业已经伴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渡过了三十个年头，各大高
校对桶装水的需求与日俱增。

然而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校园里的送水服务
并没有搭上时代的快车：学生仍然通过人工客
服和实体水票的方式，完成订水流程。

社会背景介绍
Overview



技术限制：
开发同学第一次接触小程序编程。设计时需要简化流程，降低开发难度。比如：

一个小程序同时服务普通用户和配送员，避免需要两个小程序进行数据交互

的情况。

时间限制 :
总时长仅有一个月，考虑到开发同学的进度，必须在一周内完成设计工作，

输出设计稿及交互原型。

设计限制：
考虑到各高校的送水情况不一定相同，该小程序仅从单一高校入手，未来可

以扩展覆盖到更多高校。以西北大学的校园送水情况为例：

商家唯一

西北大学的桶装水供应商仅有一家，故不涉及选取商家的情况。

不需要购买饮水机，无押金选项

一入学所有宿舍都会购买饮水机，待水票小程序上线时已经不存在饮水机的

需求。同理，押金选项可以忽略。

不接受时间预约

每天早晚供应商固定送水两次，时间浮动，不接受预约。

Constraint限制条件 Competitor Analysis竞品分析

选择评分高于 4.8 的送水小程序进行比较分析。

叮当送水 5.0 分
主推红包和分享，下单针对单桶饮用水，无水

票机制。商城以大图为主，仅有 4 种。增加了

“再来一单”功能，帮助用户快速进行重复操作。

针对学生群体提供新生水票套餐，也可以单桶

下单。商城涵盖了桶装水、瓶装水和饮水机，

商品较多因此有专门的购物车栏目。

与学长送水类似，但是商品种类更加庞大，新

增了搜索机制。是竞品中唯一一个不具备自动

获取地址功能的小程序。

学长送水 4.8 分

三点水送水 4.8 分



Discovery问题发现

竞品中暂时没有发现配送员的入口及相关服务。

经过生活中的观察和对同宿舍楼同学以及配送员的半结构式访谈，我发现：

纸质水票不环保 , 易丢失 

在订水前，学生需要从送水员手中购买实体的纸质水票。一方面纸质水票造成了不

必要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水票的易失性（被风吹走 / 被偷走 / 不记得放哪儿了）

也带了了不少困扰。

人工服务低效

下订单时，学生需要添加送水司公司的客服，通过微信聊天发送送水信息。信息的

审核筛查完全由人工完成：过滤格式不统一但是内容相同的“重复订单”，手动记

录楼层房间信息并分配送水任务。这样的下单工作模式及其消耗人力。

送水员的困境

送水员获得客服分配的任务后，还需要用笔记本誊写订单以便送水过程中核对。此外，

经常会出现水已经送到宿舍门口而学生不在寝室，送水员拿不到水票而白跑一趟的

情况。

35 岁 / 高校配送员 

痛点

· 手动誊写配送清单很麻烦。客服老是发消息来加新订单，总

是打断手头的工作。

· 不知怎样才能快速联系到学生，尽量配送完空车回厂。

21 岁 / 高校本科生

痛点

· 水票总是不小心弄丢，每次都找隔壁同学借水票很尴尬。

· 舍友经常发重复信息给客服，老打扰人家挺不好意思的。

配送员 宋水

学生 张小水

User Personas用户画像



Solution解决方案 User Flow用户流程图

虚拟水票 

· 采用微信支付购买虚拟水票套餐。价格优

惠并为后续交易提供便利。

· 简化交易流程：仅首次购买套餐时需要付

款，一旦购买套餐获取了一定数量的虚拟

水票，后续的下单都可以直接用虚拟水票

完成交易。

自动任务分配 

· 学生下单后，后台自动过滤重复订单，分

配各个宿舍楼的送水任务，无需人工介入。

配送员助攻

· 送水订单采用类似 To Do List 的形式排

版，使承担沉重搬运工作的送水员能够轻

松完成订单核对与反馈。

· 一键催取，唤召男生们回来抬水。



Takeaway教训

· 增加手势操作，比如向左滑动标注已经送水的宿舍。

· 连接其他送水员，转移多余的桶装水。

· 拆分配送和客户端并实现两个端口的交流。

· 与商家合作，转发推荐可以给相应客户佣金。

· “再来一单”拉取最近的订单情况，直接下单。

当前考虑的情况比较理想化，应该多探讨边界条件，例如：预加载场景，输

入出错等特殊情况。

观看演示视频

Future Development未来发展

Self-reflection自我反思

一定要跟开发交涉好什么功能能够实现，什么不能，再下手设计。比如“自动

调取地址，后台自动分配任务”在这次项目中就未能实现。

Takeaway教训

Final Solution最终设计

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c0NDk4Njg=.html
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c0NDk4Njg=.html
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c0NDk4Njg=.html


3D 模型 &
游戏开发设计

3D Models 
& Game Design

小王子主题货币系统
Little Prince Currency System

#1

Sanction 游戏开发设计
'Sanction' gam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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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内从 0 到 1 （设计制作 3D 模型及 Unity 中的 C# 编程）搭建整个超现实游戏并测试。

开发过程中，根据时间和技术闲置不断迭代改进游戏玩法。

与声音设计师密切合作，打造了沉浸式用户体验。

项目类型：双人项目

时间：3 个月，2020.2 - 2020.4 

涉及技术：3D 建模，游戏设计及开发 

'Sanction' the Game 

Sanction 游戏开发设计

观看录屏展示

http://
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c0NDk4Njg=.html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f4y1U7Y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f4y1U7Ys




观看录屏展示

Little Prince Currency Design

小王子主题货币设计

项目类型：单人项目

时间：3 个月，2019.9 - 2019.12 

涉及技术：视觉设计，3D 建模，网页开发 

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c0NDk4Njg=.html
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c0MjI1MDg=.html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f4y1U7Ys
https://www.zcool.com.cn/work/ZNDc0MjI1MDg=.html


平面 &
文创产品

海报设计
Poster Design

#1

西北大学玉兰香水书签
Campus Perfumed Bookma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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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公司宣传手册
H&A Brochure

#3Graphic Design &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新时代，新阅读，新未来
New age, New reading, New future

"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

- Shakespeare

知识之星

The star 

探索知识的海洋

Explore the sea of knowledge

书籍照亮生活

Light from a spread book



舞台上的故事
'Life on stage'

国家资助政策，好！
Hail, National funding policy!



H&A 公司宣传手册
Brochure of American Architecture trip



摄影
Photography

30 天强制摄影挑战
30 days Photography Challenge

#1

Highlights 2020#2

04



30 天强制摄影挑战
连续 30 天，每天拍摄 10 张照片。
从照片中观察生活里隐藏的色彩和
节奏。

公众号 Tanz
微信扫码查看更多作品

https://shimo.im/docs/X3RQHtpCQhvpHKYD/read


FOTOR

编辑精选

Editor's Choice



Thank you : )
感谢您的耐心浏览！如果您有什么想深入了解的，

欢迎随时联系我！祝您工作顺利 !

微信 : 135-2879-3988

邮箱：tanziyingsz@qq.com 

mailto:tanziyingsz%40qq.com?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