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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智能数据处理

IQ Bot ™ 是唯一一款人工智能 (AI) 驱动解决方案，业务用户可以通过轻松设置，就能更快地自动读取和处理各种

复杂的文档格式与电子邮件。 

知识工作者被机器人工作所束缚

如今，企业正逐步对从结构化数据源中提取数据这一流程实现自动化。但是，您公司中有 80% 的数据属于“暗数

据”——即使用传统的仅 RPA 解决方案难以访问、未数字化且无法提取的信息。

文档格式的巨大差异以及通讯内容的高度非结构化性质（例如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限制了自动化进程。因此，

您继续依赖于知识工作者来提取相关信息，然后传到自动化流程中。

将机器人从人工中分离出来

IQ Bot 将依赖于隐藏在电子文档、图像、电子邮件等媒体中的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的业务流程自动化。IQ Bot 

利用多种人工智能 (AI) 技术，智能地数字化和提取数据，让您的 RPA 和/或 OCR 技术更高效。IQ Bot 不断从知识

工作者做出的修改中进行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智能、准确。

20%
可见

电子数据表 
CSV 文件

数据库

暗 数 据

80%
隐藏

结构化

发票 
采购订单

合同
抵押贷款申请

半结构化

电子邮件 
即时通讯
语音

图像
视频

非结构化

OCR 
/

4,000 <30% STP*

IQ Bot 

/

10 
2  STP*

*直通处理 (Straight Through Processing) ；无人类参与的端到端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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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到端自动化

最直观 

业务用户设置速度提高了 10 倍

 快速实现价值 

4 周内达到 70% STP 

处理成本最低 

不断从人在环内的回馈中学习

无缝集成 

无需更改现有流程或工作流 

IQ BOT 是如何做的？

IQ Bot 利用最新的机器学习 (ML) 技术（例如计算机视觉和无监督学习）来读取和处理文档与电子邮件中的“暗数

据”，并对图像和文档进行数字化处理。它可以智能地从大型多页面文档（甚至是低质量文档）中查找和提取隐藏

数据，从而为员工节省了大量的预处理时间。

作为 Automation Anywhere® 智能数字化劳动力平台（包括 RPA、Bot Insight ™（嵌入式分析）以及 Bot Store ™）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IQ Bot 使企业能够实现无与伦比的自动化水平。

为什么选择 IQ BOT ？ 

智能分类 

从多页面文档中标识、分组并分离出感兴趣的页面。

行业领先的提取 

利用最新的 AI 技术，即使对于低分辨率和手写文档，也可以确保准确的数据提取。

业务用户友好

只需几天（而不是几个月）即可实现投资回报率，设置速度提高了 10 倍，无需维护，并且易于扩展。

端到端流程自动化

一个真正完整的解决方案，可实现前所未有的自动化水平。

全球语言支持

可处理 190 种语言的文档，并以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繁体中文、简体中文等

提供本地化界面。

在工作中学习

不断从用户反馈中学习，随时间而变得越来越“智能”。

IQ BOT 擅长处理的文档类型

发票 

抵押贷款申请 

保险索赔

采购订单 

报税表 

财务报表 

医疗表格

标准结算说明 (SSI)

发货通知

固定格式文档

更多其他类型 

预包装用例 

开箱即用的提取功能适用于 

最常见的业务文档类型

赋予移动员工力量 

通过 Automation Anywhere Mobile  

在现场上载和处理文档 

一流的安全性 

银行级安全性结合精细的基于角色的 

访问控制 (R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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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Q Bot，开启您的智能数字化劳动力进阶之路！

当员工不必手动处理数据后，就可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利用自己的知识来做出决策，

以及处理特殊案例或异常情况。

案例研究

财富 500 强科技公司

挑战

该公司面临着波动剧烈的订单到

现金需求，每个季度末都会出现高

峰。他们采用了人工订单到现金流

程，有 50 位全职员工 (FTE) 对照

其 ERP 系统中的报价单，进行 16 

项以上的验证。公司曾尝试实施数

字化转型，但发现所选智能 OCR 

解决方案需要的部署成本超出预

期。此外，还要求手动创建客户订

购单模板，导致交付的结果不一

致。故障排查工作也给他们造成了

负担，影响了公司一贯出色的客户

支持服务。

解决方案

将公司中充斥着非结构化数据的

订单到现金流程自动化，对于 

Automation Anywhere IQ Bot 来

说是个完美的选择。借助 IQ Bot，

该公司在短短五周内就将其 60% 

的订单到现金流程自动化，其中 

75% 为直通式处理 (STP)。在不到

五周的时间内，公司就完成了从概

念到生产的艰巨目标。IQ Bot 无可

匹敌的透明性便于快速排查故障，

确保公司内外部客户都满意。

优势

设置时间缩短 4 倍

30 名全职员工专注于 

更高价值的工作

每年节省 300 万美元

75% 直通式处理，按需扩展

致电 1-888-484-3535 或访问 www.AutomationAnywhere.com，预约现场演示。

Automation Anywhere          www.automationanywhere.com/cn     

      北美：1-888-484-3535 x1 | 国际：1-408-834-7676 x1

@AutomationAnywh          www.linkedin.com/company/automation-anywhere          sales@automationanywhe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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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utomation Anywhere

Automation Anywhere 为用创意、思想和专注助公司成就辉煌的工作者服务。我们提供完善成熟的数字化劳动力平台，以提供更加接近人类水平的 

业务流程自动化操作，让人类摆脱机械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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