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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 Anywhere 云中的 
客户数据“隐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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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 Anywhere® 云产品组合是一个托管服务交付平台。云产品组合包括集成的 

Control Room 和在云中托管的机器人创建功能，以及能够在客户的基础架构上运行云连接

的 Bot Runner 节点。也可以在云中托管其他产品，例如，IQ Bot™。

云产品旨在确保数据隐私，并遵循 GDPR 和其他数据隐私原则和准则运行。

数据安全

部署架构采用“隐私第一”的方法保护客户的数据和架构。

客户网络上的 Bot Runner 和驻留在云中的 Control Room 之间的数据连接是加密的。安全

加密协议（如 HTTPS 和 TLS 1.2）用于加密动态数据。对于存储在云中的数据，使用静态数据

加密（例如 AES 256 位加密）。

此处 <insert URL> 的《云安全操作指南》介绍完整的安全态势，包括部署云产品所依据的云

操作、加密技术和环境网络安全

数据收集

部署模型涉及客户构建机器人，并从云中的 Control Room 管理机器人部署。构建机器人后，

将测试并加以部署，以便在用户自己的计算架构上执行。

下表描述了为 Automation Anywhere 云产品组合收集的数据。该表提供关于哪些数据可用于

识别自然人身份的指导。



3

数据项 数据类别 描述

用户名 个人 电子邮件、名字和姓氏、首选名字、时区、上次登录、密码、问题集、AD 域

用户密码 个人

密码安全密钥 个人 凭据保管库密码安全密钥

Bot Runer 设备访问 个人 设备用户名和访问凭据

角色定义 个人 管理员、创建者等

映射到用户、设备、资源的

角色
个人 用户角色

机器人设备 IP / FQDN 个人 设备 IP 地址或 FQDN 可以跟踪到用户

机器人定义（存储库） 元数据 作为机器人定义的一部分存储的数据

机器人应用程序凭据 个人 应用程序用户、URL、公钥、路由名称

Control Room 机器人计划 元数据 机器人管理；运行机器人的时间和地点

WLM 工作流定义 元数据 机器人运行时间和地点以及序列

审核日志 个人 可能包含标识符： 设备消息日志、部署消息日志、电子邮件日志，作业执行日志 （开始 / 

结束时间、用户 ID、计划、自动化名称、部署 ID、设备名称、机器人名称、用户名）、

用户管理编辑日志、

凭据保管库消息日志、

服务器和数据库更改日志

错误日志 个人 可能包含标识符

运营分析 元数据 服务状态

使用情况数据 元数据

功能使用情况，许可证启用，聚合时没有个人 / 用户数据标识符。

对于 IQ Bot ： 用户学习实例、域、操作统计信息、验证更改，上载的文档和提取结果。

使用情况数据
个人 / 

元数据
用户学习实例、域、操作统计信息、验证更改，用户上载的文档和提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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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使用

操作和支持 

云操作将监控部署系统和操作性能，以便根据服务 SLA <link here> 运行、扩展和支持服务。

Automation Anywhere 通常无法查看上面列出的客户数据。

当支持服务需要访问以便排除故障和解决问题时，支持人员只有在获得客户的适当许可后

才能进行访问。

为了改进产品，Automation Anywhere 将：

• 分析功能使用情况数据，以改进产品，例如，添加遥测数据，以提供功能使用情况的操

作可见性。这将有助于 Automation Anywhere 在产品中确定优先级并添加改进。例子

包括：  

◦ 查看使用 Excel 命令的频率，帮助确定要添加到未来版本中的命令的优先级

◦ 提供操作最佳实践建议 

◦ 提供将用于更新、保护和故障排除的支持服务

◦ 个性化产品并提出建议

◦ 对于 IQ Bot，客户数据将用于提高 AI 学习技能的质量

有关 Automation Anywhere 数据隐私政策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in/privacy

订阅终止后的数据保留

Automation Anywhere 将在客户订阅结束后 30 天内保留客户数据、配置（机器人）、 

IQ Bot 数据和大多数日志。某些日志可能会在客户订阅结束后保留 180 天。

数据处理附录和数据保留策略的完整详细信息可在此处找到：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support/DPA.pdf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in/privacy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support/DP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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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

Automation Anywhere 提供综合的安全功能，这些功能可自动提供数据保护或采用可配

置的设计来提供数据保护。与任何企业应用程序一样，能否始终如一地妥善使用安全控制

措施取决于利用企业应用程序的组织。用户授权取决于 IT 管理员，他们应实施控制，以

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

数据所有者应确保只有具有业务需求的授权人员才能访问该服务。通过基于角色的访问控

制 (RBAC)，可以授予具有访问权限的企业用户细化的权限。RBAC 模型可确保操作内的双重

控制和职责分离。可以为产品操作的所有方面实现权限，包括凭据、机器人、Bot Runner、

Bot Creator、机器人计划、IQ Bot 学习实例、审核日志访问，工作负载管理队列和池 (pools)。

Automation Anywhere 提供完整的审核功能，所有用户操作都在平台内进行审核，提供

操作人员所有访问和操作的记录。对所有权限和非权限角色的审核都自动执行，以符合 

NIST AC-6 中规定的最佳实践。

由于机器人是由客户业务专家开发的软件程序，因此，客户必须相应地实施所需的最先进

的安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 (SDLC) 流程。为此，Automation Anywhere 通过单独部署和 

RBAC 的组合（如上所述），支持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的分离。

假名化

GDPR 特别指出假名化是保护数据的适当技术措施。假名化将数据转换为人造标识符。通

过这种技术，控制者和处理者能够在没有单独保存的附加信息的情况下，以无法再使用数

据来识别自然人的方式处理数据。标记化是另一种转换数据的方法，这种方法转换后的数

据可供稍后引用，但标记化的数据无法用于识别自然人。

Automation Anywhere 建议在开发和测试环境中使用数据假名化。对于 IQ Bot，生产环境中

的文档和图像将根据实际用户信息进行处理。自动给这些文档起假名，并使用 IQ Bot，在技

术上没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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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Room 中的数据残留 (Data Remanence)

有些情况下，数据会保留在支持 Control Room 的数据库中。具体来说，当使用工作负载

管理时，IQ Bot 和 Bot Insight™（未来版本）。在涉及 Control Room 中数据残留的所有情

况下，假名化和标记化可减少控制者和处理者实体在 GDPR 合规方面的工作量。此外，在

启用用于调试的日志时，诸如用户名（平台用户）之类的信息将保留在日志中。

工作负载管理和队列

使用工作负载管理（未来版本）将多个机器人部署到同一自动化任务时，放入队列的工作项

将存储在 Control Room 数据库中。通过 Control Room 用户界面，可以查询、查看和删

除任何工作项。处理工作项中的个人数据时，可以定期删除队列。

任何具有相应权限（由角色设置）的管理员都可以添加和删除用户凭证。Control Room 支持

随时查询、查看和删除任何凭证。

Control Room 提供了使用适当的 RBAC 控件设置和删除用户帐户的方法。组织的管理员

负责为用户和资源提供适当的访问权限。管理员应根据公司和用户数据隐私准则创建具有

所需访问级别的策略。如果单个用户请求访问或限制其个人信息，应与客户的管理员联系。

客户的管理员可以在 Control Room 中删除用户帐户。

有关 GDPR 数据隐私查询和个人数据副本的更多详细信息，Automation Anywhere 提供以

下站点数据主体访问权限请求表。

摘要

如今基于云的业务关键型产品被委托交付访问安全性和数据隐私为从根本上首要考虑因素

的解决方案。

Automation Anywhere 云产品组合设计满足并超越要求苛刻的操作准则，且理由充分： 在

为客户提供自动化时，我们高度关心客户的隐私和安全。

有关 Automation Anywhere 突破性云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云页面。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data-subject-access-rights-request-form
https://www.automationanywhere.com/data-subject-access-rights-reques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