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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版块
未来很美（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诞生并起步于Drupal全球软件社区的软件研发公司，以先进的Drupal技术为基础，成

长为以电商、物联网、教育数字化、人工智能四大版块为核心业务的综合型软件企业，和国内多家知名高校、小区物业、企

业机构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技术体系方面，从最初单一的PHP开始，现已涵盖JAVA、C、C++、.NET、小程序等，形成了完整的技术体系，锻造了一支

能应对大型复杂系统的综合性软件团队，技术之外拥有市场营销、品牌管理、国际贸易、金融等领域诸多人才，同时也在积

极发展后备伙伴力量。

电商方面，自研电子商务系统软件，兼具国内外电商，应对各种商业需求，自主可控；物联网方面，在多家知名高校部署了

智慧园区系统，涵盖停车场、访客管理、安监、通道管理等，在疫情期间为上海四百余小区提供防疫智能服务；教育数字化

领域，研发有虚拟教研系统，提供完整在线教育基础设施能力；人工智能方面，专注于智能应用，将ChatGPT等产品化，为

各行业赋能。

未来很美信奉分享，乐于投身开源软件事业，为中国Drupal技术发展原创写作了一百余万字的教程资料，贡献多个模块、发

行版等，建立Drupal深圳社区基地，推动组织社区发展；创始人云客于2020年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复兴、富强，必须在开

源软件领域起到主导作用，为了国家安全和人类发展，责无旁贷，我们须为此而奋斗”，未来很美将和中国各地伙伴一道继续

承担起推动Drupal在中国发展的重任。

用一句话概括未来很美，即：“未来很美，一起向前 ，不负时光，留下美好” ，公司也因此而得名，这分别代表着 “选择、分

享、拼搏、目标”，团队选择相信未来是美好的，致诚和伙伴共建共享，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保持鲜活并努力拼搏，最终的理

想或情怀是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拥有是短暂的，留下比拥有更加重要，留下美好才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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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很美 一起向前 不负时光 留下美好”

这句话是对未来很美的概括，公司也因此而得名，这分别代表着 “选择、分享、拼搏、目标”，未来很美团队选择相信未来是美好的，致诚和伙伴共建共享，持

开放合作的态度，保持鲜活并努力拼搏，最终的理想或情怀是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拥有是短暂的，留下比拥有更加重要，留下美好才是永恒的。

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占有，只能经历。我们只是时间的过客，总有一天，我们会和所有的一切永别。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而只是

经过而已；亦无所谓得到，那只是体验罢了。经过的，即使再美好，终究只能是一种记忆；得到的，就该好好珍惜，然后在失去时坦然地告别。

愿景与价值观



战略产品

物联网方案

在物联网领域，除数百小区客户外，我们还有以下知名客户：



战略产品

物联网方案：智慧园区

园
区
管
理
界
面



战略产品

物联网方案：智慧园区

常见功能（子系统）如下：

停车场系统 门禁梯控 监控 自主缴费

限速测速 访客登记访客登记 车位引导 数据大屏



战略产品

物联网方案：小程序应用

车位引导

设备设置

车辆控制



战略产品

物联网方案：车联网

小程序控车

OTA升级

蓝牙调试



战略产品

物联网方案：防疫

人员管理

设备管理

访客信息场所管理

数据看板

单位管理



战略产品

该系统是“未来很美科技”基于Drupal全球生态构建开发的独立电子商务（商城）发行版系

统，完整继承了Drupal的所有能力和资源，这也使得比其他电商系统更具优势，超强自

定义各种商业逻辑，充分支持各种营销需求，电商之外，可一体化自由搭建官网、论坛

等系统；由于其开放性，在连接集成其他各种专用信息系统时（如ERP、CRM、搜索引擎

集成等），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避免信息孤岛让企业IT一体化；得益于Drupal世界开源

共建的基因，让商业更易全球化，对多语言、多货币、多支付渠道、本地习惯、客户系

统打通等提供了超强支持。

未来很美电商系统介绍

电子商务系统



战略产品

国际上大牌公司采用Drupal构建自己的电商平台

特斯拉：https://www.tesla.com/

爱马仕：https://www.hermes.com/us/en/

徕卡测量系统公司：https://shop.leica-geosystems.com/ 

 Akademika书店：https://www.akademika.no/en  

滑雪服品牌Obermeyer：https://obermeyer.com/

娇兰香水：https://www.guerlain.com/us/en-us

电商系统案例
未来可期，我们相信能：

成为全球范围内
Drupal电商系统顶尖供应商



战略产品

电商系统演示

https://shop-demo.will-nice.com
演示系统

http://www.will-nice.com/shop
功能简介

https://shop-demo.will-nice.com/
http://www.will-nice.com/shop


战略产品

复杂电商功能演示
项目简介

该系统用于电商销售定制发光LED文字霓

虹灯，用户可以选择灯的颜色、文字、对

其方式、字体、尺寸等等，产品如下：

在该案例中，影响价格的因素繁多且复杂，

体现为：

1、仅接受ASCII字符，输入字符数量不同

价格不同

2、尺寸不同价格不同，不同尺寸下可输

入的文字数量不同

3、户外使用场景须加价

4、用户能保存所录入的数据，系统给出

分享链接，打开该链接时复现保存的数据，

可继续购买流程

此类型的复杂功能，平台型电商
系统目前无一家能实现



教育数字化：教学教研系统

首家应用高校

战略产品

将大学的教、学活动搬到互联网上

远程自学 防疫上课 跨校合作

资源共享 实时会议



教育数字化：教学教研系统

战略产品

证书
徽章

咨询
发布

会议系统

知识
图谱

协同
编辑

学习
路径
规划

讨论
评论

排课选课

学友圈
互加
好友

实时
聊天

日历事件

在线
笔记

文件存储

H5P
课件

班级
群组 统计

考试
内容
管理



人工智能

现阶段专注AI智能应用

运用AI能力打造各类实际产品，落地行业赋能

未来很美科技保持对AI的敏感和探索

战略产品



人工智能写稿辅助

战略产品

借助ChatGPT的能力，辅助人类写作，

“稿建”项目是演讲、口才行业专业的陪

练、写稿工具，未来很美为其接入

OpenAI的智能接口，并根据项目情况进

行定制化，让该项目拥有了智能化属性，

广受行业欢迎。

体验链接：
https://weigaojian.com

https://weigaojian.com/


亮点业务：Drupal相关开发
了解Drupal

Drupal是由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建的一个开源信息系统，拥有世界最大的开源软件
社区，已发展沉淀了超过20年，是开发App、网站、物联网、小程序等各类应用的基础，
是人类目前发展出的功能最强大的WEB系统软件，没有之一

从功能角度讲，Drupal是一个开发框架，同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CMS系统，准确的定义是
“工作在服务器上的数据中心、业务逻辑管控中心”，支持配合各种形式的前端，比如手机
APP、智能电视、广告牌等， Drupal是信息系统的心脏

使命是“为世界提供雄心勃勃的数字体验”： Ambitious Digital Experiences

Drupal始建于2001年，生态庞大且完备，在全球拥有12万活跃贡献者（处理代码和文档
等），机构和个人注册会员140余万，且有加速增长趋势，功能模块每天探索10个，需要超
过12年，并且在急速增长；相比之下，国内流行的ThinkPHP，开发人员才5人。
关于此可参考：《对比ThinkPHP和Drupal看中外软件业现状》 http://www.indrupal.com/node/227

Drupal标识

亮点业务



“新一代面向未来的模块化软件开发平台”

面向未来

模块化

开发平台

保留沉淀，丢弃历史包袱，壮士断腕，于V8版本彻底重写，
采用OOP开发，注重分布式思想，面向未来，同类系统无
出其右，直面未来需求

以模块化设计为核心，梦寐以求的像搭积木一样开发各种
软件，不仅可以大规模协作，还实现了低代码化，不懂技
术也可做开发，超高效率、超低成本

她是开发软件的基础平台或称工厂，人们在其上开发各种
应用软件：APP、小程序、网站、物联网等，如ERP、CRM、
农场管理系统、智慧小区等

亮点业务

亮点业务：Drupal相关开发



“Drupal: 信息系统的核心，它们幕后的技术”

亮点业务

APP、小程序 网站、商城 物联网、工业

亮点业务：Drupal相关开发



Drupal案例

国外案例：特斯拉、高通、本田、谷歌、联合国、美太空总局、欧盟、美商务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法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等等

国内案例：华为、百度、腾讯、京东、阿里、清华、北大、浙大、贵州省政府、中科院、蒸功夫、周大福等等

被80%以上世界五百强使用

亮点业务



亮点业务

 Drupal官方认可服务机构

中国深圳首家获此殊荣的软件开发公司，列于官方优质服务商列表。

 社区组织者、开发者、传播者

在全球社区中奉献多个Drupal模块，修复bug与安全，同时是深圳历届Drupal线下社区活动组织

者之一。

 贡献《Drupal源码分析》系列教程

该系列超过100万字，耗时6年，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中文原创系统性介绍Drupal核心知识的长篇

教程。

 创始人获Drupal奖学金

未来很美科技创始人，由社区推荐，被Drupal基金会评审为Drupal奖学金得主，该奖获得者中国

一共6人，其中技术类仅3人，云客作为技术极客位列其中。

 中国首个Drupal9发行版系统创建者

发行版要求极高的综合技术能力，开发的“未来很美统一收银系统”是中国第一个Drupal9发行版系

统，零突破，是围绕电商生态创建的第四方收银系统，解决在中国多系统收银问题，随后进一步

研发了电商系统发行版，是中国首个提交到官方社区的Drupal电商发行版系统。

 进军物联网

物联网由传感层、网络层、应用层构成，由于Drupal是其应用层最佳选择，顺应未来，未来很美

科技进军物联网领域，在车联网、工控、数字农业领域大展拳脚，创建一个又一个经典案列。

未来很美（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LOGO 注册商标

未来很美实力标签

亮点业务：Drupal相关开发



亮点业务

亮点业务：小程序连接蓝牙

01100101001101001

在我们的实践中，发现小程序连接蓝牙用途十分广泛，能够为用户解决大问题，极大提高效率

远程设备调试
免去维护人员亲

到现场

免装APP,设置
wifi设备的连接

密码

家电、车辆控制
以及OTA升级

设备免连线信息
显示



亮点业务

亮点业务：高度定制的复杂网站

如果您有如下特征的网站开发需求，
那么“未来很美”很适合您

拒绝模板 功能复杂 高度定制 长期维护



亮点业务

亮点业务：农场综合解决方案

 牲畜、肥料、机械设备、土地、庄稼、房屋、水源、地块、种子、医疗。。。一个系统集中管理，所有数据详细记录

 各种传感器实时收集数据，系统据此联动控制各类设备，比如土壤传感器发现土壤干旱，则系统自动打开滴管系统，精确控制种植，施肥不再依靠农民经验

 集成视频监控设备、停车场系统、民宿控制系统、考勤监测系统，让农场经营者运筹于系统中

 集成未来很美电商系统，农产品直接面向终端用户或渠道销售，覆盖数字农业全链条，

FarmOS
农场操作系统

数字农业先行者
持续迭代、复制实施



亮点业务

土壤情况实时监测

亮点业务：农场综合解决方案



公益与社会责任

中国要复兴、富强，必须在开源软件领域起到主导作用，为了国家安全

和人类发展，责无旁贷，我们须为此而奋斗

因此“未来很美”选择做一个行动派，在开源软件领域不求回报，积极做

出贡献，履行自己的公益责任：

 奉献技术教程一百余万字

 贡献多个免费软件及模块

 组织中国深圳社区线下聚会

 赞助支持软件人才培养

……

中国开源有我们

公益与社会责任



公益与社会责任

中国开源有我们

开源软件社区公益建设



公益与社会责任

Drupal软件社区简影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官网：http://www.will-nice.com

邮件：will-nice@will-nice.com

电话：180 2549 1454   

微信：indrupal



联系方式

交通指引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洲大道22号中阳商务大厦顶层

乘车指引：
深圳地铁11号线与12号线交汇处福永地铁站F口，出站即到；公交福海站，下车即到

驾车指引：
各导航平台搜索“未来很美”即可

未来很美科技交通极其方便，地铁到火车站仅需1站路，到深圳机场2站，到国际会展中心3站，3站用时不到8分钟，欢迎各位伙
伴到未来很美做客。



联系方式

公司环境实拍



未来很美 一起向前 不负时光 留下美好

核心业务：软件开发、小程序、APP、网站、电商、物联网、人工智能； 边缘生态：设计、电商托管、翻译、技术培训、SEO、运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