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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手册 

BPM后台管理系统是软秦科技公司开发CMS管理系统，主要针对BPM门户网站新闻发布、

企业认证、企业管理、产品产品、解决方案、社区管理等内容管理系统。本手册针对企业账

号会详细介绍注册，登录，企业认证，发布新闻、产品管理等功能使用。 

读者对象 

本手册的读者为BPM后台管理系统的使用者。使用者应具备以下基础知识： 

� 熟悉 Windows XP、Windows 7或Windows 10 平台 

� 熟悉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或Google Chrome 的使用 

� 熟悉 HTML 基本知识和相关的HTML 页面制作方法 

手册组织 

本手册按如下结构组织： 

� 系统概述 

� 快速入门 

� 功能进阶 

� 附录 

用户反馈 

如果您发现本手册中有错误或者产品运行不正确，或者您对本手册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及

时与软秦科技公司联系。您的意见将是我们做版本修订时的重要依据。 

联系地址 

软秦科技总部技术中心： 

中国*河南*郑州 

郑州市高新区正弘数码港18L399室 

邮编: 450000 

总机：0371-60936586 

传真：0371-60936586 

Email: marketing@softkiner.com 

mailto:marketing@softkiner.com


   BPM 门户管理系统用户手册（企业版） 

5 
 

第一章 系统概述 

1.1 系统简介 

BPM后台管理系统是一套完全基于.Net和浏览器技术的网络内容管理系统，

集中了浏览器内容创建和写作、内容交付、基于模板的内容发布、强大的站点管

理于一身，并提供企业级的团队协作能力。 

主要包括：认证流程、企业管理、产品管理、新闻管理、客户管理、解决方

案管理、招聘管理、社区管理、留言管理等。 

1.2 系统特点 

统一内容管理平台，一个站点，多人维护，无技术门槛，易学易用，集成企

业协作能力。全程在 Web 页面操作，发布、审核、预览、删除等统一管理。 

 

第二章 快速入门 

2.1 基本概念 

1、 菜单：菜单是后台管理主要展现形式栏目，通过不同角色展示不同菜单，

点击菜单管理对应菜单内的内容列表。 

2、 文章：不通过新闻类别发布对应文章，前台对应显示。  

3、 角色：企业角色、专家角色、个人角色。注册默认为个人角色，需要在

管理系统首页申请认证成企业或者专家。总管理审核后，角色生效。 

4、 产品：BPM 产品，产品社区，产品属性。 

5、 产品模块：每个产品对应的特点和优势，可以分块展示。 

6、 产品价格:系统里面牵涉的价格都是一万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点。 

2.2 界面概述 

1、 登录注册 

在浏览器 http://cms.bpmsoft.com.cn/ 打开系统登录界面，如下图一所示： 

http://cms.bpmsof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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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登录界面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 BPM 后台管理系统首页（以下简称主页），

登录页面还提供忘记密码操作，点击忘记密码，通过手机验证码找回密码。

如果还没有账号，则需要进注册页面先注册账号，登录页面提供注册接口，

可以点击注册或者可以在浏览器中输入

http://www.bpmsoft.com.cn/account/register 地址进入注册页面。注册页

面如下图二所示： 

 

图二：用户注册 

在注册页面填写用户基本信息（用户名，手机号，验证码，密码），用

http://www.bpmsoft.com.cn/account/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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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要求长度至少 4位，可以输入字母或字母和数字组合，输入后，自动验

证用户名是否存在，如果已经存在，输入框右侧提示已经注册（红色字体），

请重新填写用户名，不提示信息则表示通过（下面字段验证方式一样）。 

手机号输入确保正确性和唯一性，如果已经存在，同上提示错误信息，

手机号验证通过后，点击获取验证码，验证码会发送到用户注册手机上，必

须正确输入手机接收到验短信证码，否则同上报错。 

验证码验证通过后，设置密码，密码要求长度至少是 6位，建议用字母

和数字混合。基本信息填写完之后，点击同意协议并注册（可以点击 BPM 行

业门户网站用户使用协议查看细览）。弹出注册成功表示已经注册成功，可

以直接进入图一的登录界面登录。如果出现注册失败的提示，请及时联系网

站在线客服。  

2、 主界面 

默认所有注册新用户登录进入个人中心，主界面是一样的，既普通账号

权限级别界面。（升级企业和专家需要二次申请认证）。包含认证中心和个

人中心两个大菜单。认证中心是账号升级为企业和专家的认证渠道，个人中

心是个人修改基本信息和发布新闻的栏目中心。首页如下图三所示： 

 

图三：首页界面 

3、 企业认证中心 

用户登录进来的默认首页就是认证中心页面。点击企业认证弹出企业认

证流程申请页面，企业认证页面如下图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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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企业认证页面 

企业认证基础信息，包括企业名称、企业联系人、企业所在地区、企业

详细地址、企业联系方式、企业电话、企业官网、企业简介、企业详细介绍、

企业营业执照（在附件位置上传必须填写，否则不予审核通过）。 

填写企业名称后自动生成企业编码，默认为企业名称首字母缩写（如果

需要修改，请提交后联系网站客服人员协助修改）。填写完基础信息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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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按钮，弹出提示成功，等待审核，弹出申请失败，请联系联系网站在线

客服人员。 

为了顺利审核通过和后期运维不必要的麻烦，请认真填写企业基本信息，

填写基本信息后会在 BPM 门户前端页面，自动生成企业模板，独立的域名网

址，例如企业名称软秦科技，编码 rqkj,前端访问地址为

http://www.bpmsfot.com.cn/company/rqkj/ 。 

申请成功后，自动返回后台首页，可以在主页我的申请位置看到申请列

表，企业认证进度。如需要加急处理请联系网站在线客服人员。 

认证审核通过的企业账号，登录后台管理系统后，根据登陆角色不同，

显示的主页面不同。主要区分在个人中心的菜单和管理权限。 

4、 个人中心 

点击个人中心后，进入个人中心管理界面，普通用户默认只有新闻管理、

BPM 社区、账号管理三个菜单。个人中心界面默认如下图五所示： 

 

图五：个人中心（普通用户） 

如果企业认证审核通过后，个人中心包括企业管理、BPM 社区、产品管

理、解决方案、新闻管理、咨询管理、客户管理、账号管理。企业账号个人

中心界面如下图六所示： 

http://www.bpmsfot.com.cn/company/rq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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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个人中心（企业账户） 

第三章 功能进阶 

3.1 企业管理 

点击个人中心左侧菜单企业管理，展开后，点击企业列表，如下图七所示： 

 

图七：企业管理 

1、只能查看预览和编辑企业信息，没有删除企业权限。 

2、点击预览信息，自动在 web 浏览器中打开网址，查看企业信息，例如软秦科

技，打开如下图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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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企业模板展示 

 

3、点击编辑弹出企业信息编辑界面，弹出界面如下图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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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企业编辑界面 

企业名称和企业编码无法修改，如果需要修改请联系网站在线客服协助修改，

填写企业基本信息，上传企业 LOGO（要求格式为 100*50 的 jpg 或者 png 图片），

点击保存，提示成功，则数据保存成功。提示失败请联系网站在线客服人员。 

4、设置企业问题，点击设置问题，弹出问题界面，如下图十所示： 

 

图十：企业问题设置 

设置企业问题，为了客户在前端企业选型的时候，填写简单的问题，系统自

动计算智能推荐给客户对应的企业。请企业谨慎选择，如选择虚假信息，网站管

理员有权删除问题设置。选择完之后，点击保存，提示成功，则数据保存成功。

提示失败请联系网站在线客服人员。 

3.2 产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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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个中心左侧产品管理，进入后产品管理界面，如下图十一所示： 

 

图十一：产品管理界面 

每一个产品属性包括：产品名称，指导价，市场价、产品模块，产品版本、

产品扩展属性。 

点击新增产品，弹出所下图十二所示： 

 

图十二：产品新增页面 

新增产品，输入产品名称（产品名称在当前企业内的名称是唯一的，重复无

法添加，例如：软秦科技公司下面只有一个叫 KBP 的产品。），指导价输入数字

（万为单位，可以带两位小数点），参考价输入数字（万为单位，可以带两位小

数点），点击保存按钮，提示添加成功，提示失败请联系网站在线客服人员。新

增的产品在产品列表自动列出一行产品数据，无需审核，同时自动生成产品社区

版块（具体在社区管理中详细讲解）。  

产品列表中每一行产品数据，都可以操作预览，编辑产品属性，编辑产品信

息，管理产品模块（可以添加多个），管理产品版本（可以添加多个），删除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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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产品，弹出所下图十三所示： 

 

图十三：产品编辑界面 

可以修改产品名称，指导价，参考价。验证方式同新增产品一样。 

点击产品属性，弹出所下图十四所示： 

 

图十四：产品属性页面 

每一个产品对应一个（只有一个）产品扩展属性，在扩展属性中除了产品

名称和所属公司无法修改，其他信息都是手动输入修改。主要包括：产品所在国

家（中国、美国、日本。。。）、产品服务区域（北京、上海、郑州。。。），

产品 Logo（建议尺寸 600*400 的 jpg 和 png）、指导价（页面详情用）、市场价

（页面详情用）、语言平台（.net 和 java 和其他）、是否开源（是，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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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有权限设置该产品是否推荐到首页和置顶点击保存）。提示成功则数据

保存成功，失败请联系在线客服人员。请认真填写产品扩展属性，方便用户在页

面产品搜索栏目中，快速找到本公司产品。 

点击新增产品模块，弹出所下图十五所示： 

 

图十五：新增产品模块 

每一个产品最多可以添加六个产品模块，如果添加超过六个，产品展示页

面只显示前六个模块，其他隐藏。产品模块主要描述产品的优势和功能特性。填

写信息后，点击保存，成功后，则在产品列表中显示产品具体模块（显示多个），

单独点击产品模块的名称进行修改和删除。 

点击新增产品版本，弹出所下图十六所示： 

 

图十六：产品版本新增页面 

每一个产品可以添加多个产品版本，页面只显示最新版本的产品信息。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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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方式同产品模块一样。 

点击预览产品，弹出网址如下图十七所示： 

（以软秦科技 KBP 产品为例子） 

 

图十七：产品预览页面 

如图所示，上边是产品的基础属性，中间是产品的模块，下面是产品社区（BPM

社区详细说明）。 

点击删除产品，弹出所下图十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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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产品删除界面 

点击确定，则删除该产品所有信息，包括产品属性，产品社区等一切和改产品相

关的频道信息。点击取消返回产品列表。 

3.3 客户管理 

点击客户管理，弹出如下图十九所示： 

 

图十九：企业客户管理 

可以新增，编辑，删除客户。 

点击新增客户,弹出如下图二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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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客户新增页面 

填写客户基本信息，客户名称，客户 Logo（要求不超过 300*300 的 jpg 图片），

客户简介，客户详情介绍。点击保存。提示成功则数据保存成功，提示失败请联

系在线客服人员。 

编辑客户信息和新增客户界面一样，验证方式同新增客户信息一样，修改客户基

本信息，点击保存。提示成功则数据保存成功，提示失败请联系在线客服人员。 

删除客户信息，点击删除客户信息，弹出如下图二十一所示： 

 

图二十一：删除客户提示界面 

点击确定，则删除该客户信息，点击取消则返回客户列表。 

3.4 解决方案管理 

点击个人中心左侧菜单解决方案管理，弹出如下图二十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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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二：解决方案列表 

可以查询、新增、编辑、删除。 

解决方案目前设置三个分类（行业、集成、平台（管理员可以新增栏目，如

需要新增栏目，请联系管理员））。企业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内的把解决方案提交

上去。 

查询检索解决方案，通过在图二十二上方输入关键词和选择类型，点击搜索，

下面列表出现对应搜索结果。 

点击新增解决方案，弹出如下图二十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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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三：解决方案新增界面 

新增解决方案填写包括：标题，栏目（行业，集成，平台）必填，来源，图

片缩略图（要求格式为 200*160 的 jpg 或 png），简介，详情等。填写基本信息

后，点击提交按钮，提示新增成功，则保存数据成功，提示失败请联系在线客服

人员。 

点击编辑信息，弹出跟新增一样的界面，输入填写修改信息，点击保存。 

点击删除信息，弹出所图二十四所示： 

 

图二十四：删除解决方案界面 

点击确定，则删除该条解决方案，点击取消则返回解决方案列表。 

管理员可以设置解决方案置顶和首页推荐。 

3.5 新闻管理 

点击个人中心左侧菜单新闻管理，弹出如下图二十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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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五：新闻列表 

可以查询新闻，新增新闻，编辑新闻，删除新闻。 

查询新闻，在图二十五上方的，搜索位置，选择新闻类型，输入标题关键词，点

击搜索，下方列出所搜的新闻列表。 

新增新闻：点击新增新闻弹出如下图二十六所示： 

 

图二十六：新增新闻 

新增新闻包括：新闻标题，栏目（新闻公告，新闻中心，市场活动，知识中心，

相关招聘）必须选择一个，新闻来源，新闻缩略图（可以不填写），排序（默认

0可以不填写），新闻简介，新闻内容。填写新闻信息，点击保存，提示成功则

保存数据成功，提示失败请联系在线客服人员。  

新增后的新闻需要管理员审核后才能在页面预览显示。管理员一般在两个小时内

审核完毕。管理审核通过后，新闻列表中会出现预览连接。 

编辑新闻和新增新闻流程一样，点击编辑新闻，修改填写企业，点击保存。 

点击删除新闻，弹出如下图二十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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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七：删除新闻界面 

点击确定删除该新闻，点击取消返回新闻列表。 

管理员可以对新闻进行置顶和首页推荐。如需要请联系网站在线客服。 

3.6 BPM 社区管理 

在产品管理的栏目，每新增一个产品的时候自动生成一个产品版块社区，企业可

以管理该产品社区版块，每个产品社区包括（产品文档、产品下载、产品体验、

产品问题交流）。 

点击个人中心左侧菜单 BPM 社区管理里面的帖子管理，如下图二十八所示： 

 

图二十八：社区帖子管理 

 

可以查询、新增、编辑、删除产品社区帖子。 

新增帖子，点击新增，弹出如下图二十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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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九：新增社区帖子 

新增帖子内容包括：帖子主题，帖子类型（产品文档、产品下载、产品体验、产

品问题交流），产品选项（企业下面有几个产品就出现几个产品选项），帖子内

容。填写信息后，点击保存，提示成功也保存数据成功，提示失败请联系在线客

服人员。 

预览帖子，新增的帖子无需管理员审核，直接可以预览帖子内容，在前端页面展

示内容，，例如：http://dev.bpmsoft.com.cn/bbs/thread?fid=65 点开后的界

面如下图三十所示： 

http://dev.bpmsoft.com.cn/bbs/thread?fid=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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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帖子预览 

 

管理帖子回复，其他用户可以浏览并对该帖子进行回复，其他用户回复的内容可

以在后台帖子列表中打开查看，点击查看回复，弹出如下图三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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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一：帖子回复列表 

企业账号对对该帖子回复内容列表只有删除功能。 

编辑帖子和新增帖子逻辑一样，点击编辑帖子，修改信息，点击保存。 

删除帖子，点击删除帖子，弹出如下图三十二所示： 

 

图三十二：删除帖子界面 

点击确定删除该帖子，同时删除该帖子所有回复内容，不可以恢复，取消返回帖

子列表。 

3.7 账号管理 

点击个人中心左侧菜单账号管理，弹出如下图三十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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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二：个人信息管理 

 

可以修改个人账号信息，修改密码。 

填写修改信息后，点击保存，提示成功则数据保存成功，提示失败请联系网站在

线客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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