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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CMS面临的问题
WE STILL FACE MAN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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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wer CMS+ 设计理念

  

       全新CMS+8.0版本的推出，使得原有CMS的整体性能有了显著提

升。我们重新构建了百余项功能：从系统架构，到用户界面；从安全防

护，到平台扩展，都一一进行了优化和调整。从用户的视角出发，简化

操作流程，增加快捷通道，为用户带来优质的交互体验。这一切的改变，

只为更加有效地简化内容平台的构建和维护。Gpower CMS+ 只为创建

更智能的新媒体内容管理平台，并使我们的工作变得简单、高效。

 PRODUCT DESIGN CONCEPT

安全    稳定     智能    高效      流畅     美观  



Gpower CMS+ 设计理念
 PRODUCT DESIGN CONCEPT

全新的操作体验

个性化的页面

安全的网站访问

轻松的权限控制

更加方便快捷的发稿

丰富的新媒体编辑器功能

更符合国内用户使用习惯的编辑器

提供针对功能的搜索，更快定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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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wer CMS+ 能为用户解决什么问题
WE CAN SOLVE THE USER'S PROBLEMS

轻松实现集群管理 , 7x24小时稳定运行

适合国内用户习惯的富文本编辑器

提供了https的支持，并可通过配置开启

用户操作记录更加详细，更容易追踪异常操作定位问题

实现文章一键发布到微信公众号

针对微信平台定制的编辑器，提供海量模板

支持微博、今日头条、知乎等国内主流新媒体网站发布

多媒体管理，使图片和视频的管理更加规范方便

统计分析视图化，数据汇总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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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wer CMS+ 众多新增和优化的功能
MORE OPTIMIZATION FUNCTIONS

混合
搜索

一源
多发 智能

提取

自动关
键词

微信
模板私有

列表
多终端
适配

自主
界面内容

过滤

日志
审查

临时
角色 图表

统计

超过100项
新增和优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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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wer CMS+ 安全策略
SECURITY POLICY

Gpower CMS+获得国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安全保障能力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配合通元网页防篡改系统，100%保护网站安全。

-10- 



设计层面的亮点
DESIGN FEATURES

Cms+整体采用Metro风格，功能
铺陈直接明了，清晰明快，页面简
约大气，加载速度快捷

优化后的内容编辑器，拥有更好
的兼容性，操作简便，更符合用
户的日常使用习惯

更丰富，美观的数据展示方式，
跨平台呈现，直观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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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层
面

易用性更好，采用类似苹果风格的图标按钮。
基于用户日常应用场景重构系统界面，重新设
计了操作流程，不再面对呆板的系统界面



卓越技术,成就您卓越的工作
Gpower CMS+ 产品页面

FUNCTIONAL PAGES

Gpower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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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层面的亮点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1、系统基于微服务架构构建，极
大的丰富了系统的可扩展性

2、基于全新的分级权限体系设计，

灵活匹配，日常管理更从容

3、武装到牙齿的安全防护体系、实现数据

库读写分离，访问速度更快，更安全

4、全新的多级缓存设计，系统响应速
度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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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层
面

5、全新设计的分布式集群框架，为更大数据量承托提
供了基石，扩展无忧





33%
25% 66

Gpower CMS+ 特色功能

多终端发布

适应多终端发布需求，支持PC、大屏幕、手机，

平板等多终端发布，也可以直接发布为数据流，

内容一次发布即可实现多终端展示。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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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wer CMS+ 特色功能

全新的新媒体编辑器

定制化微信编辑器，将微信内容维护化

繁为简，提供图片样式以及排版海量模

板，用户可以轻松管理公众号内容，三

分钟搞定公众号信息维护。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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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wer CMS+ 特色功能

多媒体融合管理

Gpower CMS+ v8.0可以进行丰富的多媒体文件管理，方便图片，音频，视频统一管理，

查找更便捷。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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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wer CMS+ 特色功能

多维度统计功能

统计信息可视化，站内管理员可以查看系统统计情况

近一个月新发文章、今年发稿前十的用户、今年发稿

前十的站点，管理者根据图表查看，一目了然。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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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wer CMS+ 特色功能

灵活缜密的用户权限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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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员可以分配用户的系统权

限、实体权限和临时权限，临时权

限可以设置失效时间。



Gpower CMS+ 特色功能

更加完整的
     日志统计功能

完整的标准化日志系统，用户

对系统的操作一目了然。并可

以对操作用户、操作类型、日

志关键字、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进行查询。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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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wer CMS+ 特色功能

全新的智能检索功能

全新搜索功能上线，内容和功能

都能搜，方便后台管理用户快捷

查询到相应内容。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21- 特色



Gpower CMS+ 特色功能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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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智能抽取功能

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文本挖掘和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支持中文分词、实体名识别、词性标注、

关键字提取、文本分类、文本聚类等功能，实

现文章内容、关键字、摘要自动精准抽取，一

键满足用户日常编辑文章的需要。

特色



Gpower CMS+ 特色功能

个性化的首页菜单

支持站点快速切换

编辑器对Word和Excel 
的支持更加完美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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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wer CMS+ 扩展功能
PERFORMANCE AND EXPANSION

提供多种功能模块扩
展，以原生组件集成
形式提供整体平台解
决方案，一键建站，
在线互动，在线投稿，
个人主页等

全新架构，遵循最新
J2EE标准和提供原生
接口规范，可以快速
与其他业务系统完成
集成，简洁实现业务
功能自主扩展

全新架构设计，全新
SDK，高速缓存加持，
单 机 有 效 性 能 提 升
50%以上；原生集群
架构，支持应用层和
数据库层的集群扩展，
性能无忧

扩 展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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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防篡改系统
 GPOWER WEBGUARD

通元网页防篡改系统，采用目

前最为先进的文件过滤驱动技

术＋事件触发技术，通过了国

家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认证，

并取得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专用产品检查和销售许可证，

与CMS+配套使用，性能卓越，

为网站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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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云监控平台
GPOWER WEB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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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键建站系统
GPOWER EASY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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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元一键建站系统采用全程可视化组件构建模

式，为用户提供更为便捷，直观的网站搭建模

型，拥有海量模板，支持跨平台建站，一套模

板即可同时满足PC、PAD、手机端。



移动采编管理系统
COLLECTING AND EDI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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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元移动采编与管理系统，让我们的工作不再受设备、时间、地域、环境
因素的限制。即便你身在旅途中，也能通过手机对网站进行有效操作。可
以对内容平台进行管理、投稿、审批、发布、撤稿等。所有的工作，都集
成在手机端，轻轻一点，一键完成。同时在生活中，还可以使用该平台进
行移动采编、收集文稿、图片、多媒体等素材。





认识
       通元

卓越技术,成就您卓越的工作

         北京通元动力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通元软

件”）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集软件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软件企业。专注内容管理14年，现已成为

高校网站群建设第一品牌，为中国领先的网站群平台和互联

网服务提供商。公司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高新科技园区上地

信息产业基地，并在深圳、无锡、重庆、西安等地设立分公

司。

       通元软件拥有强大的产品研发能力和完善的技术服务体

系。公司致力于为高校、政府、企业提供自主知识产权的内

容管理、知识管理、流程管理、数字资产管理、智能云搜索

引擎、云监控平台，行业定制APP以及全程互联网服务。

关于通元软件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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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站群建设第一品牌



卓越技术,成就您卓越的工作
资质与证书

QUALIFICATION AND CERTIFICATE



卓越技术,成就您卓越的工作
我们的客户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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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元部分案例
排名不分先后



We are in here

北京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8号信息大厦B座602
电话：010-62972560  62972260

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海鹰大厦27楼A座
电话：0755-82913324

全国分公司
BRANCH OFFICE

西安办事处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三路银河华庭D座2412室
电话：029-87662993

华东办事处（无锡）
地址：无锡市人民东路7号物资大厦1210室
电话：0510-82820112 66706156

河南办事处
地址：郑州市紫荆山路56号华林新时代广场516室
电话：0371-66361317

西南办事处（重庆）
电话：023-61892368

We are in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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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总部  INFORMATIO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8号

               信息大厦B座

电话：     010-62972560  62972260

邮件：     sales@gpowersoft.com

010-62972560 

www.gpower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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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信 客 服 



SLIDE SECTION

工作之余

便是享受

阳光和晚霞的时刻

Gpower soft

愉悦的工作
HAVE A PLEASANT WORK

卓越技术，成就您卓越的工作

申请现场演示

申请产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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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元 软 件

Gpower CMS+ 新媒体时代的引领者

www.gpowersof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