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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 正在企业级部署中展现惊人潜力，每年节省数千小时， 

让人们能够专注于更高价值的工作。但是，正确使用 RPA 需要精心设计，将人员、

流程与技术适当地结合起来。要避免 RPA 项目失败，就需要选择一个能够满足数条

关键要求的平台。这些要求包括便于使用、易于管理且支持良好。从项目角度来看，

关注总体拥有成本 (TCO) 和投资回报率 (ROI) 也至关重要。本文根据 IT Central 

Station 上用户对 Automation Anywhere 的真实评价，探讨了借助 RPA 实现成功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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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 已成为数字

化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RPA 可在处

理大量数字化工作负载的同时提高生产

力并降低成本，这种潜力使其成为一种

能够改变公司战略格局的颠覆性技术。

但是，由于缺乏工具、流程和知识，许

多 RPA 项目都以失败告终。选择一个

易于使用和管理并得到良好支持的平台

至关重要。在业务方面，要避免 RPA 

失败，就需要关注总体拥有成本 (TCO) 

和投资回报率 (ROI)。本文根据 IT 

Central Station 上用户对 Automation 

Anywhere 的真实评价，探讨了借助 

RPA 实现成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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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A 是一款软件，可自动执行基于规

则的流程。RPA 机器人（又称“软件

机器人”）能够比人类更快速、精确且

不知疲倦地执行重复性任务。因此， 

有了 RPA，人们可以做自己最擅长的

事情。员工可以从枯燥的工作中解脱出

来，专注于需要推理和判断的任务。 

他们可以接洽客户，从事其他需要面对

面人际交往和情商的业务，以此促进企

业发展。

RPA 简要概述和用例 

结合使用 RPA、由人工智能 (AI) 提供支持的认知能

力、机器学习 (ML) 以及嵌入式智能分析后，公司就

能在比以往更广泛的流程中实现自动化。这些流程既

包括简单的任务（例如将客户数据从 CRM 迁移到后

台 ERP 系统），也包括能够基于预先设定的逻辑或端

到端流程做出智能决策的机器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

下，机器人可以使用 AI 接收文档、进行解析、分类并

理解含义，然后将所需的操作传达给 RPA，最后为客

户撰写确认电子邮件。

举例来说，可以为机器人编程，让其读取电子邮件、提

取特定信息，然后使用这些信息启动新流程，例如创

建客户支持工单。图 1 描述了此用例，比较了手动创建

支持工单的流程与基于 RPA 的工作流。在这个 RPA 

的例子中，机器人自动执行流程的前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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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entral Station 成员正在将 RPA 用于各种工作环

境。一家大型制造公司的 BSO 高级集团部门财务主

管说道，他主要将其用于自动执行公司应收账款、应

付账款和自动化结算所涉及的所有后端流程，以及供

应链中的许多流程。他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继续使用 

RPA 自动执行更多前端流程。

对于采矿和金属企业的自动化 COE 经理来说， 

RPA 意味着能够自动执行各种流程，例如根据 

SharePoint 表中的属性创建采购订单。他表示，他

们还使用 RPA 来“根据网站（中央银行）提供的数据

在我们的 ERP 系统中上传费率”，并补充道：“我们希

望自动执行重复且基于规则的手动流程。”一家拥有 

10,000 多名员工的零售商的交付经理指出，机器人流

程自动化在其公司中作用同样重大，“我们实现了供应

链管理和采购订单等关键功能的自动化。”

图 1 - 比较用于创建客户支持工单的手动工作流和 RPA 工作流。

手动工作流

RPA 工作流

打开并读取电子邮件 确定是否存在客户支持问题 创建支持工单 处理支持问题

打开并读取电子邮件 发现和提取支持问题数据 启动支持工单 处理支持问题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2958-by-rajeev-mall?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2958-by-rajeev-mall?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766-by-pratyush-kumar?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766-by-pratyush-kumar?tid=pdf_peer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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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A 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一些新兴的

创新技术通常会遇到类似问题，那就是

解决方案设计和执行过程中的许多因素

都可能会对总体的成功产生影响。遗憾的

是，RPA 确实可能失败。但好消息是，如

果用户能关注他们解决方案的几个关键方

面，很大程度上就能避免失败。

避免 RPA 失败的关键 

让非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创建机器人有助于降低 RPA 

失败的风险，原因有两个。从一方面来说，这可以减轻

专业开发人员的工作量，有助于减少流程中的预算和

招聘工作。同样，让业务利益相关者参与创建机器人，

能使机器人更加符合业务的实际运作方式。没有人

会比每天参与流程运转的人更了解流程。出于这些原

因，易用性成了 RPA 成功的一大关键。

正如一家小型技术供应商的 IT 部门/公司 IT 规划高

级经理所说的：“在我们公司，每个业务部门的人员都

会参与创建机器人，而不只是 IT 程序员或专业技术

员。考虑到这一点，Automation Anywhere 允许业务

部门员工参与创建机器人，这就让该产品变得非常简

单，且方便用户使用，这也是我们选择 Automation 

Anywhere 的主要原因之一。”方便用户使用的特性能

提高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对于采矿和金属公司的自

动化 COE 经理来说，“有了方便使用的界面，任何开

发人员都能快速学习，且通过该界面还能与几乎任何

系统进行交互。”

便于使用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2973-by-seniorma8f54?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2973-by-seniorma8f54?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00-by-ronaldo-firmo?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00-by-ronaldo-firmo?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00-by-ronaldo-firmo?tid=pdf_peer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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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有效的集中管理功能让管理变得简单方便，并简化对复杂的 RPA 解决方案要素的管理。

集中管理

机器人存储库

安全性

操作

审核

用户管理

凭证

调度

客户端

控制面板

易于管理

管理负担过重可能会分散注意力，使 RPA 项目面临

失败。因此，IT Central Station 成员在寻找首选解决

方案时，希望解决方案易于管理。一家拥有 10,000 

多名员工的制造公司的项目经理说：“我们认为该产品

优于其他竞争产品之处，在于它可以轻松实施。我们

了解过其他工具，但没有对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深入调

查。到目前为止，我们非常满意。”

一家小型软件研发公司的战略团队经理兼管理人员就

管理问题发表了评论，他说：“我们最初调查了三家供

应商，但我们认为 Control Room，也就是控制功能，

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选择这家供应商的

原因。”图 2 概述了集中式 RPA 管理界面 

（如 Automation Anywhere 的 Control Room）。 

一家大型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级 RPA 开发人员补充道，

他的解决方案具有“出色的控制面板”，他指出：“它有 

Bot Insight、元机器人和 IQ Bot。它提供许多功能，

可以读取文件并进行循环。” 

该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级 RPA 开发人员说道： 

“Automation Anywhere 安装起来很简单。它提供各

种工具，可以非常轻松地快速创建小型应用程序并发

布出去。”一家拥有 1,000 多名员工的金融服务公司的

自动化经理 Nordic 发现，“元机器人可重用代码能够

大幅加快开发工作，而基于角色的访问也为我们提供

了安全控制能力。”

然后他指出，“一般来说，安全性和基于角色的访问控

制（凭证安全措施）也很重要。我们非常重视银行的

安全性。很显然，银行是一个需要高度监管的环境，

因此确保安全性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为了能够自动执

行不同的流程，我们需要有一套出色的控制功能，掌

控谁能够执行哪些操作以及人们能够和不能使用哪

些凭证。它允许我们管理访问权限，确保我们拥有完

全控制权。”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2974-by-reviewer949524?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2975-by-managera8e80?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84-by-william-sonny-kocak?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84-by-william-sonny-kocak?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705-by-automan9843?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705-by-automan9843?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705-by-automan9843?tid=pdf_peer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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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的单一平台

平台的多功能性对避免 RPA 失败至关重要。转型领

导者应该寻求完全原生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以便同时

适应有人监督和无人监督的场景，此外还需具有认知

能力以及与多个系统集成的能力。一家大型科技公司

的全球智能自动化与转型领导者对其 RPA 平台有以

下评价：“它可以适应所有客户门户。其中一个客户就

是 IBM。它 [机器人] 可以前往 IBM 门户，使用机器人

凭证登录 SAP Ariba，开立发票并在这张发票上逐行

核对采购订单项目。然后，它会在客户账单门户中发布

这张发票以用于记账目的。”

可运行有人监督和无人监督机器人的多功能性， 

是金融服务公司高级 RPA 开发人员对该产品赞不绝

口的一大原因。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拥有许多不

同的部门、流程和政策，还有这么多的手动任务，所以

我们需要使用有人监督和无人监督机器人的地方数不

胜数。” 

客户支持

要使 RPA 正常运行，平台需要出色的客户支持。正因

如此，制造公司 BSO 高级集团部门财务主管十分重

视其平台供应商的全球和本地支持能力、客户服务以

及技术支持水平。该制造公司的项目经理解释说：“我

们刚刚开始使用他们的技术支持。在此之前，我们只

能通过我们的 IT 合作伙伴开展工作。 

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了准确快速的技术支持。” 

采矿和金属公司的自动化 COE 经理称赞道，他的 

RPA 平台供应商的技术支持“非常快速高效，专业知

识丰富”。他补充道：“他们能够处理我们的所有请求，

结果也令人满意。”

‘‘它允许我们管理访问权限，确保我们

拥有完全控制权。

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通过 RPA 实现的流程自动化可以在企业内快速推广。

若要避免会导致高昂代价的项目进度减缓或彻底失

败，机器人的扩展能力以及整体平台功能至关重要。

在这一方面，高度可扩展的微服务架构非常有帮助。

小型技术供应商的 IT 部门/公司 IT 规划高级经理发

现，他的 RPA 平台“高度可扩展”。他指出：“平台以客

户端服务器为结构，因此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快速扩展

环境。”一家拥有 10,000 多名员工的通信服务提供商

的流程改进经理说道：“扩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 

[RPA 平台] 是完全可扩展的。”

IT Central Station 成员对 Automation Anywhere 

RPA 平台的可扩展性交口称赞。金融服务公司的自动

化经理说：“它的可扩展性非常出色。目前我们还没有

真正使用 Bot Farm 产品，但它看起来很吸引人。我

们计划将基础设施迁移到云中，而只需单击一个按

钮，即可从 100 个机器人扩展到 1,000 个机器人，这

具有十分可观的前景。据我所知，它可能是市面上可

扩展性最高的 RPA 软件。除了我们自己的计算机以

外，我们在扩展方面还没有真正遇到过任何重大难

题。但计算机是我们的内部问题，不是 Automation 

Anywhere 的问题。”他还提到：“我曾经和使用其他 

RPA 供应商产品的人交谈过，他们说一旦他们的自动

化流程超过 40 个，就会面临一些重大问题，但我们

却没有真正遇到过这类挑战。运行一直很顺利。”

‘‘...它可能是市面上可扩展性最高的 

RPA 软件。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84-by-william-sonny-kocak?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84-by-william-sonny-kocak?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2974-by-reviewer949524?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00-by-ronaldo-firmo?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00-by-ronaldo-firmo?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2973-by-seniorma8f54?tid=pdf_peer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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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08-by-processi4690?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08-by-processi4690?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705-by-automan9843?tid=pdf_peer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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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报来自工作效率。他说：“我们开始使用这一工具

的目标就是提高工作效率。具体来说，不考虑部署的

机器人有多少，我们在 2018 年 8 月到 12 月期间节省

了 10,000 小时。”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级 RPA 开发人

员深有同感，“之前有很多人员在进行数据收集和工件

收集工作，而他们实际上是第三方。这个解决方案改

善了我们在时间、资金和资源方面的处境。”

金融服务公司的自动化经理谈到投资回报率问题时提

到，他的部门已经在自动执行一个流程，并实现了超

过 30,000% 的投资回报率！ 他说：“总体拥有成本约

为 1,000 美元，回报是节省了 400,000 美元的直接

成本， 而且这个数值还在增加。这是一项我们正在做

的临时清理工作。我们每更改一份合同，每月发送的

每封信就能节省大约 0.5 美元， 加起来可以节省很

多钱。”

这位用户进一步解释道：“我们花了一天时间创建这个

流程，然后运行了四天，因此拥有成本确实非常低。我

们获得了三位数百分比的回报。我觉得该产品确实物

有所值。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运营和后台方面的回报，

因为这两个方面真的有很多手动任务。”

‘‘我们获得了三位数百分比的回报。我

觉得该产品确实物有所值。

专注于总体拥有成本和投资 

回报率

RPA 的宗旨即是为业务服务。一些 IT 解决方案价格

昂贵，而业务回报要么是间接产生，要么看不见摸不

着。与此不同，RPA 能够推动直接、实质性的财务成

效，而不会给 IT 部门造成过多负担。它的优势不一而

足，可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也能改善客户服务。失败

的 RPA 项目可能无法展现投资回报，这可能是因为总

体拥有成本过高。事实上，一家拥有 10,000 多名员工

的咨询公司的数字专家说道：“如果你马上实施 RPA，

一年之内就会开始获得投资回报。它在投资回报方面

立竿见影。”

制造公司 BSO 高级集团部门财务主管对 RPA 在财务

方面的优势做出了评论，他说道：“是的，我们已经看

到了投资回报。特别是在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市场中，

人力资本弥足珍贵。如果找不到技能型人才，员工从

哪来？ 如果能不用管缺乏技能型人才的现状，而通

过机器人来构建发展，那就是最好的方法。”

对于采矿和金属公司的自动化 COE 经理来说，RPA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584-by-william-sonny-kocak?tid=pdf_peer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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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公司的自动化经理很高兴他的平台能

够扩展，因为“很容易控制”。他描述了这一点，说

明“Control Room 里有一个详细的审计日志”，然后补

充道：“我们可以创建自己的角色，并实施基于角色的

严格的访问控制。你可以这样规定： 这个角色能够在

这台计算机上运行这个机器人，但无法在同一台计算

机上运行另一个机器人。从安全角度来看，这很好。

但在可扩展性、安全性等方面，我认为 Automation 

Anywhere 更优越。”

扩展 RPA 解决方案是一个多方位挑

战。硬件和负载处理能力当然很重要，

但各种程序和集成问题也举足轻重。

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级 RPA 开发人员

指出，RPA 集成源头控制，这对扩展 

RPA 帮助很大。他评论道：“无需退出

应用，无需执行一组单独的程序， 

即可直接从应用内检入和检出。你可以

编辑和上传内容，并撤消检出。这种集

成很棒。” 

扩展 RPA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705-by-automan9843?tid=pdf_peerpaper
https://www.itcentralstation.com/product_reviews/automation-anywhere-aa-review-54705-by-automan9843?tid=pdf_peer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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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IT Central Station 成员发现了 RPA 的

创新用例。这些用例包括有人监督场景

（员工触发机器人来处理用户工作站中

的任务）和无人监督场景（机器人自动

触发或被调度为在服务器或虚拟机上全

天候运行，以自动执行后台流程）。 

他们的努力已经为企业带来了回报： 

既节省了成本，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 RPA 用户已经培

养出了一种强烈的意识，也就是在使用

这项技术时该如何规避问题。

将 RPA 平台用作真正的数字化劳动力

时，需要让人类与机器人并肩工作以实

现最高的效率和生产力，这是取得成

功和实现完全可扩展性的关键因素，也

可避免复杂性和缺乏可扩展性带来的麻

烦。他们建议选择一个适合您的需求且

易于使用和管理的平台。供应商支持至

关重要，持续重点关注成本和投资回报

率也不容忽视。牢记这些因素，便可以

避免 RPA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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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UTOMATION ANYWHERE
Automation Anywhere 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 的领导者，越来越多的组织在 RPA 平台上构建世界一流的智能

数字化劳动力。Automation Anywhere 的企业级平台使用软件机器人与人并肩工作，承担许多行业中的大量重复性

工作。它结合了先进的 RPA、认知和嵌入式分析技术。超过 2,800 个客户实体和 1,600 个企业品牌使用这种 AI 提

供支持的解决方案来更快地管理和扩展业务流程，使错误率减少到几乎为零，同时大幅降低运营成本。Automation 

Anywhere 为全球领先金融服务、保险、医疗、技术、制造、电信和物流公司提供自动化技术。

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针对企业用户进行了优化，提供面向开发人员和管理员的先进功能。它具有极短

的学习曲线，是业内公认的最容易使用和最直观的界面，适用于机器人开发人员、自动化管理员和企业用户。 

该平台的设计和架构便于使用，能够快速采用和扩展。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utomationanywhere.com

关于 IT CENTRAL STATION
面向企业技术专业人员的用户评论、开诚布公的讨论，等等。

互联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做出购买决定的方式。如今，在购买电子产品、预订酒店、看医生或选择餐厅之前， 

我们会使用评分和评论网站来了解其他真实用户的想法。但是，在企业技术领域，大多数在线信息和您收件箱中的信

息都来自供应商，而您真正想要的是来自其他用户的客观意见。IT Central Station 为技术专业人员提供了一个社区

平台，可供他们分享企业解决方案的相关信息。

IT Central Station 致力于呈现用户贡献的有价值、客观且相关的信息。我们使用三重身份验证流程对所有评论者进

行验证，并提供适当的环境来保护您的隐私，让您可以自由地匿名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个社区将是您的宝贵资

源，可确保您在需要时访问正确的信息并联系到正确的人员。

www.itcentralstation.com

IT Central Station 不认可或推荐任何产品或服务。本文、IT Central Station 网站和 IT Central Station 资料中引用的评论者意见和观点并不
反映 IT Central Station 的观点。

www.automationanywhere.com
www.itcentralstat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