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龙产品介绍手册V6.0 
云龙，你的项目管理专家。每个目标就是项目，云龙通过数字化进度让一切计划执行更到位，

以全新高效方式实现团队自我管理，帮助每一个项目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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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关于我们 



关于云龙 

云龙通过数字化进度让一切计划执

行更到位，以全新高效方式实现团队自

我管理，建立团队项目化管理，帮助每

一个项目更好成功落地。 

您可以轻松通过项目计划、进度、

任务、文档、分享、权限、移动沟通以

及可视化管理，实现既专业又简单的项

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发展简史 

历经12个月精心打造，正式

发布1.0版本，一经推出便与

路达集团展开合作 

2016.6首次推出 

进军商业化市场，联手深圳云之家，

接入云之家办公生态体系，随即获

得众多用户青睐、选择 

2018.3进军商用领域 

服务超过1000家企业，用户

遍布全国各省份及多个海外

地区 

2020.1重大突破 

入驻华为云市场，并快速成为

项目管理细分领域，排名第一

的企业应用 

2019.8华为云市场 

全新发布V6.0版本，重磅推

出解决方案，从通用项目管理

迈入行业解决方案 

2020.8发布V6版 



云龙团队 

云龙团队隶属于路达集团旗下的

IT团队，技术团队规模40人，拥有

20年信息化与互联网产品设计、规划、

开发、实施等整套服务经验。 



STEP 2 

价值与亮点 



监督 执行 规划 

1 2 3 

结果 

4 

项目规划不科学、不清晰、
随意，导致经常变更计划、
遗漏重要工作事项、甚至

混乱不堪无法执行 

规划不合理 

任务的执行情况没有汇报
反馈，靠人催办，最后往
往会不了了之，多人协作

效率低，沟通成本高 

执行不到位 

缺乏客观、量化指标，难以
知晓项目真实进展，须逐一
沟通、了解每位成员手上的

任务，费时、费力 

难以有效监督 

项目的资料文档，分散在成
员各自电脑中，当人员更替
或团队解散时，重要资料面

临丢失风险，无法传承 

项目知识缺失 

项目管理的几大痛点 



云龙带来的价值提升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更好落地 

项目与独立任务搭配，无论长远的工作，还

是临时待办，都能统一规划、有序进行 

工作规划科学、有序，协作高效 

一款简洁的OKR工具，任务即目标，通过汇报

关键成果，进度等可量化数字指标，直观掌握

目标达成情况，实现项目科学考核 

目标管理直观透明、量化过程 

提供模板等方式轻松建设团队，灵活支持项目

角色及部门组织权限模式，让项目安全可控 

团队管理、安全可控 

计划监控、风险防患更轻松 

WIKI知识库实现知识共享与交流，统一集

中项目文库，支持文档多版本与在线预览 

打造企业知识与文库平台 

从项目启动到收尾全生命周期，既有完整执行

过程的详细记录，也有最终结果的完美交付 

可视化视图与看板追踪项目计划及进度，

颜色标识预警与消息提醒，并且提供 

问题模块管理潜在风险 



产品亮点 

自定义解决方案 

自定义扩展属性、视图、模板，让您可

以定制业务表单、搭建业务场景与流程，

从而打造企业专属的项目管理解决方案 

企业级管理平台 

基于企业组织职能架构的项目管理服务，支持打通与

其它业务系统通道，实现企业一体化管理 

可视化与可量化管理 

进度、工时、评分等数字量化指标衡

量项目绩效，并通过各项图文看板可

视化直观展示 



亮点一：可视化与可量化 

40% 
可数字量化的进度（1%-100%），引入工

时与评分机制等，量化各项绩效指标，实现

全方位的数据统计,让目标非常透明。 

提供甘特图、思维导图、里程碑等可视化

工具，以及项目进展、进度总览等各种图

形化看板，让管理更加形象、直观、具体。 
 

进度、工时、评分量化管理 

直观的可视化视图与看板 



亮点二：自定义项目解决方案 

40% 

自定义扩展属性 

项目、任务、汇报全场景支持自定义属性，

支持各种数据类型，以及企业、项目等不同

作用域，自由定制您的业务表单 

自定义项目视图 

可根据业务需求，定义自己的计划、任务展

示方式，支持甘特图、思维导图、里程碑等

多种风格、定制显示字段及筛选条件等 

自定义模板 

将成熟、固化的项目，保存为项目模板，不仅

提升工作效率，还能成熟及标准化项目管理 



亮点三：企业级管理平台 

A 

B 

C 

D 组织 

授权 

应用 

开放 

基于企业组织架构，一

个平台汇集决策层、管

理层、基层员工 

还能提供绩效管理、工

作交接等常用的企业管

理服务 

实现按企业职能架构授

权的项目管理服务 

通过外部接口与其它

系统进行数据互通，

实现信息一体化 



STEP 3 

核心功能 



项目管理 

全生命周期管理 

从目标设立到结果达成的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 

丰富的管理工具 

提供甘特图、脑图、里程碑、看板、文库知识、项目

风险等大量应用工具 

可视化与可量化 

进度、工时、评分等量化各项项目绩效指标，并通过

图形化、可视化方式直观展示 

自定义解决方案 

通过自定义属性、视图、模板，打造企业专属的解决

方案 



项目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 

 项目启动 

创建项时完善各项信息，如制定目标、添加成员，启动前提交工作

流进行项目审批，以便获得高层的授权 

 

 项目规划 

按阶段分解工作计划，规划任务执行的时间顺序，进行成员角

色、职责、权限划分，从而实现项目科学、合理规划 
 
 项目执行 

负责人、参与人沟通协作，进行任务汇报、交付执行成果，审

批评分保证质量，收获的知识可在WIKI知识库分享 

 

 项目监控 

甘特图等可视化工具对项目全方位监控，提供风险与消息预警

机制，可追溯的变更管理 
 

 项目收尾 

确保所有重要文件已归档到文库后，可将项目提交督导人进行

审批，并获取评价与验收，完成项目收尾 

监控各过程 

启动各过程 收尾各过程 

规划各过程 

执行各过程 



项目管理：计划与汇报 

项目计划 

以项目计划为核心，规划项目工作安排、追踪整体进展 

任务汇报 

通过汇报交付任务成果，跟进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管理：视图与看板 

项目视图 

甘特图、思维导图等以不同方式展示项目计划，

支持自定义配置 

统计看板 

各种统计看板，量化项目的各项管理指标 



项目管理：文库与WIKI 

项目文库 

项目文件统一归档，支持版本管理、可在线预览 

WIKI共享 

项目知识库，帮助成员共享知识、共同成长 



项目集群统筹管理 

多种
维度 

个人
企业 

视图
展示 

我负责的、我关注的、关注我的等不同维度管理

项目集群，还能自定义标签进行项目群管理 

不仅能够管理个人的项目群，还能通过项目授权、

项目广场等，进行企业的项目群管理 

提供图表视图、统计视图、表格视图等众多的展

示视图，让数据的呈现方式更丰富多样 



项目集群：个人项目群 

以个人为中心，自主管理员工自己的项目

集群，可切换不同的维度： 

 我负责的项目 

 我关注的项目 

 分享给我的项目 

 团队成员关注的项目 



项目集群：分级分类标签 

可以自定义标签进行项目群分级分类管理： 

 自定义标签名称、颜色 

 表格、图表等各种展示方式 

 可以将标签分享给同事 



项目集群：企业项目群 

通过项目广场，可按企业职能架构授权，

提供企业项目群管理： 

 对企业项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支持自定义查询方案 

 提供多种展示视图 

 支持按企业组织架构授权 



绩效管理 

将项目的达成情况及工作成果，输出绩效

报告，总结、回顾、复盘目标达成效果，

从而及时进行工作优化： 

支持月度、季度两种绩效模式 

可将绩效分享给他人学习或引用 

支持绩效比较，及时发现问题 



独立任务 

对于项目外的协作场景，我们提供了独立

任务进行支持： 

 跟项目任务一致的操作体验，如汇报、进度、

审批、附件、权限等 

 针对岗位性、周期性的工作，可以使用重复任

务模式 



更多高级实用功能与支持 

40% 

70% 

项目交接功能，实现员工工作批量交接，提

供OpenAPI接口，能打通与企业其它信息系

统的连接，实现数据互通、信息共享 

支持按组织进行项目授权，直达决策层的

超级用户功能，让项目信息直接服务于企

业决策管理 

工作交接与信息互联 

项目授权、超级用户 



STEP 4 

商务合作 



典型客户 

用户遍布全国各地，帮助各行各业项目成功落地！ 



部署模式与接入方式 

SAAS模式 
按需购买、无需投入硬件成

本，即买即用、快捷方便 

私有化模式 
私有云或本地服务器部

署，数据自主可控 

官方接入 
PC、移动，Android、IOS，电
脑、手机、平板全平台接入 

第三方接入 
支持云之家方式接入，未来支
持微信等更多接入方式 



云龙版本与价格 

专业版 企业版 私有化 

￥249 
每成员每年、90天试用 

￥349 
每成员每年 

价格面议 

用户数 按需购买，不限人数 按需购买，不限人数 按需购买，不限人数 

项目数量 不限数量 不限数量 不限数量 

存储空间 默认10G，支持付费扩容 默认100G，支持付费扩容 用户自主提供存储，不限空间 

功能 

进度管理、计划管理 
甘特图、思维导图 

项目团队和权限 
多维度项目集群、看板、统计 

项目文档和WIKI 
项目任务、独立任务 

自定义项目参数、项目广场 
企业后台管理 

… 

拥有专业版的所有功能 
思维导图 
问题管理 
绩效管理 

高级自定义功能 
第三方开发接口 

项目模板管理 
…… 

拥有企业版的所有功能 
支持定制开发 

支持私有云部署 
支持混合云部署 
支持本地化部署 

…… 

服务 5*8在线咨询支持 一对一客服顾问 7*24专属客服顾问 

其它说明 存储空间扩容按2000元/100G/年计费，若需上门支持，按2000元/人/天计费（不含差旅费） 



服务可靠有保障 

售前 

试用 

签约 

售后 
提供全方位的咨询，预约

产品演示、在线答疑 

售前咨询 
免费试用产品，试用期内

提供5*8小时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 统一签订正式合同、协议，
保证客户权益 

签订合同 

专属的人工客服顾问，售

后问题及时响应、处理 

售后保障 



欢迎联系我们 

电话：0592-6664378 

邮箱：project@lota.com 

官网：https://www.cloudlong.cn 

QQ：3214039925 
扫描关注云龙公众号 



感谢您观看 
云龙，你的项目管理专家。每个目标就是项目，云龙通过数字化进度让一切计划执行更到位，以全新高

效方式实现团队自我管理，帮助每一个项目成功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