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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简介 

5G 花园远程协同工作平台是一款集 IM即时通讯、数字化工作、智慧生活

于一体的 5G应用协同生态服务平台，是面向 2B、2C、2G、2H用户，跨终端、

跨操作系统，兼容 3G、4G和 5G网络，结合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以协同化、社交化、智能化、自动化为目标，便捷和丰富用户生活，提升企业

协同工作效率，提升智能政府服务办事效率。 

     

 

二.  运行环境 

客户端支持移动 APP iOS、移动 APP Android、PC Web 浏览器。 

三.  适用范围 

面向所有 2B、2C、2G、2H用户： 

⚫ 2C为用户提供资讯、电商、沟通、工作、生活等丰富的应用； 

⚫ 2B为企业提供协作、沟通、生产等专业的应用； 

⚫ 2G 为政府提供政务服务应用，方便群众、企业办事，内部协作、数据共享、

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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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H 为家庭提供智能家居、智能终端应用，打通产品-销售-终端用户运营的

全链路服务。 

四.  产品目标 

集 IM即时通讯、数字化工作、智慧生活于一体的 5G 应用协同生态服务平

台，是面向 2B、2C、2G、2H用户，跨终端、跨操作系统，兼容 3G、4G和 5G网

络，结合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协同化、社交化、智能化、自动

化为目标，便捷和丰富用户生活，提升企业协同工作效率，提升智能政府服务

办事效率。 

实现文件在线编辑、共享、分发，团队文件协同编辑、权限控制、修订管

理、版本管理，文件安全加密。5G花园整合了 IM即时通讯功能，随时随地可

以进行点对和和群聊沟通，降低团队沟通和管理成本。企业可从应用商店下载

开通 OA 协同办公管理、PSI进销存管理、HRM人力资源管理、CRM客户资源管

理等管理系统和其他互联网和物联网应用，满足企业日常办公及业务需求，提

升企业办公效率。系统加载手机联系人和企业内部员工通讯录，轻松找到联系

人，在线实时沟通，提升协同效率。 

⚫ 操作系统：实现云端文件夹管理、文件管理、搜索、消息中心、应用

管理、个人设置、系统设置，手机助手。 

⚫ 文档协作：实现云盘存储、在线编辑、共享、分发、权限、版本、加

密、手机同步，支持 office 文档、多媒体文件等。 

⚫ IM沟通：实现点对点消息、群聊、通讯录，与应用无缝集成 

⚫ 统一办公：实现 OA办公、PSI 进销存、HRM人事、CR 客户、呼叫中

心、客服，待办提醒、流程统一 

⚫ 应用商店：实现试用、购买、开通应用程序，管理个人应用。 

⚫ 云编程：智能云编程 IDE，云编译器，云开发工具箱，可二次开发的应

用源代码、API，团队云端协同开发，快速开发软件程序，适应企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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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流程。形成基于智能的云编程 IDE+云应用商店，以能力服务和技

术分享为中台的 DICT政企云生态应用 

五.  产品功能 

1. 移动端 

登录 

用户注册后登录，可通过手机号码、第三方账号登录系统。 

首页 

简洁的云桌面体验和移动设备系统相似，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通过桌面

应用的移动、新增、删除方便用户管理常用应用工具。在云桌面上可以便捷的

新增、删除、共享文件夹、文件视频等内容。 

文件夹 

模仿 win系统的文件夹使用习惯，可合理管理文档、视频、图片等重要资

料。同时满足企业用户的文件夹共享，协同办公。 

文件 

可新增 word、excel、ppt等常用文件，满足任何个人或企业使用条件，文

件通过云储存安全性，不会丢失。 

我的文档 

通过我的文档来管理整个云操作系统中的文档、图片、视频等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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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集成在 App 内的社交沟通需求，提供单聊，群聊等多聊天模式，文字、图

片、语音、动态表情、小视频、附件、地理位置和自定义消息等多消息类型，

红包、表情包、点赞、送礼等多互动模式。 

协同沟通、同步组织架构、工作群组、文件传输、多人会议音视频，消息

推送、新闻推送，与平台内企业管理和第三方应用无缝集成。 

通讯录 

基于手机联系人、企业组织架构，通过企业组织、手机通讯录、自定义群

组及好友关系进行通讯满足用户间的即时沟通。 

我的 

我的功能为个人中心，统一管理账号信息相关内容。集合“魅力空间”、

“买家中心”、“卖家中心”和“个人中心”，建立用户成长体系。 

2. PC端 

登录 

用户注册后登录，可通过手机号码、第三方账号登录系统。 

桌面 

简洁的云桌面体验和 win系统相似，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通过桌面应用

的移动、新增、删除方便用户管理常用应用工具。在云桌面上可以便捷的新

增、删除、共享文件夹、文件视频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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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采用和常用系统一直的开始按钮来集合个人中心、我的文档、设置、退

出、常用文档、系统应用、已购买应用功能。 

查询 

模糊查询通讯录、应用、文件夹、文件、回收站、资讯内容。 

消息 

集成社交沟通需求，提供单聊，群聊等多聊天模式，文字、图片、语音、

动态表情、小视频等多消息类型，表情包等多互动模式。 

协同沟通、同步组织架构、工作群组、文件传输、多人会议音视频，消息

推送、新闻推送，与平台内企业管理和第三方应用无缝集成（ERP、CRM、

HRM......）。 

待办中心 

结合 ERP、CRM、HRM、OA等一系列办公应用，和移动设备同步信息。所有

工作待办事宜一键窗口处理。 

消息提醒 

待办、消息提醒。 

文件夹 

模仿 win系统的文件夹使用习惯，可合理管理文档、视频、图片等重要资

料。同时满足企业用户的文件夹共享，协同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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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可新增 word、excel、ppt等常用文件，满足任何个人或企业使用条件，文

件通过云储存安全性，不会丢失。 

我的文档 

通过我的文档来管理整个云操作系统中的文档、图片、视频等资料信息。 

通讯录 

基于手机联系人、企业组织架构，通过企业组织、手机通讯录、自定义群

组及好友关系进行通讯满足用户间的即时沟通。 

我的 

我的功能为个人中心，统一管理账号信息相关内容。集合“魅力空间”、

“买家中心”、“卖家中心”和“个人中心”，建立用户成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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