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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11
全球部署最广泛的数字化劳动力平台

凭借软件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先进的分析能力自动执行基于规则的人
工任务，打造现代化的数字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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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的架构方式适应	RPA	
进程的每一个环节。该平台针对企业用户而设计，帮助用
户消除复杂程序，支持快速部署和应用。

Enterprise 11 有哪些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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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扩展性

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是业内现有的唯一一款被证实能够快

速、安全地扩展到上千个机器人的	RPA	平台。目前有	650,000	多个	

Automation	Anywhere	机器人已经在无数企业中投入使用，这些企业各自部

署的机器人规模达到了上千个之多。Enterprise	11	能够让企业更加轻松地跨

多个地理区域和业务部门部署和扩展大规模数字化劳动力。

负载管理	(WLM)

优化和优先化数字化劳动力和人工劳动力的工作量，以满足动态的服务级别协

议	(SLA)	要求。WLM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队列管理系统，它能确保以最低的切

换成本和最大的效率使用所有可用资源。利用该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商业价

值设定高价值任务和流程的优先次序。WLM	通过与	BotFarm™	集成提供内

置的	SLA	计算器和“RPA	即服务”功能。BotFarm	是业内目前唯一一款能够

按需分配计算资源以满足需求提升的平台。

机器人生命周期管理	(BLM)

在机器人开发生命周期中采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	(SDLC)	优秀实践，以确保在

企业环境中稳定地顺利运行。通过完全的版本控制和撤回功能，持续测试和部

署机器人及机器人依赖项。BLM	提供了一个框架，支持机器人从企业定义的

连续性生命周期阶段（开发、测试、接受和实际部署（简称	DTAP））中“毕

业”。满足极其严格的合规要求，例如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	(CMMI)	5	级认

证和萨班斯-奥克斯利	(SOX)	法案。

高可用性	(HA)/灾难恢复	(DR)	确保业务连续性

普通的业务连续性解决方案仅提供服务器级别的恢复能力。Enterprise	11	具
备成熟完善的	HA/DR	能力，能提供机器人级别及跨多个地点的恢复保护，涵

盖整个企业范围的每一个流程和设备。

云就绪架构

安装在本地或领先的云平台上，如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和	

Microsoft	Azure。这些云平台具有无限扩展能力和灵活性，能满足大型企业

严格的部署要求。

银行级安全

基于一流安全基础构建的	Enterprise	11	引进了面向管理员的增强功能，允许

管理员从一个集中位置设定新的企业级安全策略及执行现有策略。

唯一一个经证实能够

扩展到上千个机器人

规模的平台

银行级企业安全

中央控制室提供端到

端显示和控制

机器人
在前台或后台运行并模拟人类行为
的自动化流程。企业用户和开发人
员可以结合使用基于规则和基于	AI	
的模块，轻松构建机器人。

机器人创造程序
企业用户和开发人员使用	550	多
个拖放命令、屏幕录制器、视觉设
计工作流和基于	AI	的集成智能自
动化，轻松地自动执行高度复杂的
应用程序。

机器人运行程序
机器人可以在监督模式或无监督模
式下运行，其机器人运行时系统可
以部署在桌面设备、虚拟机、数据

中心或云环境中。

控制室
Automation	Anywhere	的控制室
是业内最先进、最安全的	RPA	命
令中心。高度直观的	Web	界面便
于管理员用户轻松、准确地管理机
器人和机器人运行程序的调度、执
行和分析。团队人员还可通过控制
室简化机器人开发生命周期、负载
管理、审计跟踪和	H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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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Ark™	集成

Enterprise	11	包括与	CyberArk™	的集成，后者是领先的权限帐户安全机构，

有一半以上的财富	100	强公司都是它的客户。第三方保管库集成提供了一个安

全、便捷的存储解决方案，以存储人类和机器人的任何类型的敏感信息，包括用

户凭证等。

带存储柜管理功能的凭证保管库	2.0

除了集成像	CyberArk™	这样一流的安全产品外，Enterprise	11	还提供内置的本

地凭证保管库，以保护和管理与要自动化的应用程序相关的所有敏感数据，例如

用户凭证、账户号码、社会保险号码等。这些敏感信息不存储在客户终端机上。

高度精细的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

通过在整个平台（包括控制室、机器人运行程序、机器人创造程序、分析、凭

证保管库、负载管理、机器人生命周期管理、审计日志和	API）部署高度精细的	

RBAC，实现基于角色的资源分离。

支持身份验证框架

Enterprise	11	支持所有企业身份验证框架	-	SSL、Kerberos、Microsoft	
NTLM、适用于	SSO	的	SAML	2.0、双重身份验证等。

数据加密

所有凭证和敏感数据均采用	AES–256	静态加密和	TLS	1.2	传输加密。此外，

机器人代码按照	AES–256	标准进行模糊化处理。

BOT STORE™ – 全球首个数

字化劳动力商城

使用现成可用的预构建机器人，

立即启动您的任何业务自动化计

划。Bot	Store	是业内首个提供可

即时部署机器人的商城。用先进的

流程机器人加快您的自动化进程。

企业级安全：原则

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的安全基础设施以	3	个重要原则

为基础：

• 职责分工

• 最低权限访问

• 高度精细的基于角色的访问控

制 (RBAC)

合理的职责分工在重要职能和计

算机之间建立起一道虚拟的安全

屏障。

对域应用最低权限访问原则，	

将代码开发、代码审核和代码执行

职能顺利分离。这不仅能将各部门

相互分离，还能满足严格的		

NIST	要求。

高度精细的	RBAC	的总体框架确

保在各个角色、域和部门之间实施

严格的职责分工和最低权限访问原

则，从而在全企业范围内维护一致

的安全性。

自动化是最好的良药
：SIEMENS 
HEALTHCARE 实现零
错误生物技术分析。 

公司概况: Siemens Healthcare 是
全球生物技术/医疗领域最大的供
应商之一。它是全球知名的医疗
解决方案提供商，在 130 多个国
家/地区拥有 45,000 多名员工。

挑战: 
Siemens Healthcare 收集具有严格时效性的 DNA 及其他基因材料详细数据。基因分析本质
上要求提供多个详细的方案报告。手动设置分析参数容易出现错误，且参数之间一旦出现任
何细微的偏差，就会导致严重的数据错误，需要完全返工。为了能够自动输入分析参数，解
决方案必须要达到 100% 的可靠性。 

解决方案: 
实现端到端自动化流程，允许 Siemens 生物统计人员充分查看和访问各阶段的完整信息，以
监控、编辑和创建报告。
 

结果: 
Siemens Healthcare 得以快速部署 Automation Anywhere，并最大程度地使用专用工具，实
现更加准确且具有成本、时间和资源效益的基因分析。

分析参数准确性 错误

零100%

管理

中央控制室

控制室是企业	RPA	运行的大脑。通过中央控制室可以部署、调度、审核和管理

您的数字化劳动力。Enterprise	11	的控制室采用了全新设计，它通过高度直观的

可视化界面，提供跨设备使用的流畅体验。

通过控制室对机器人和依赖项进行精细的调度和执行管理，实现可靠的执行	

与合规。

Automation	Anywhere	Enterprise	采用微服务架构，可以容纳上千个机器人，

应对业务高峰期的工作量波动。并且高效利用所有可用的计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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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商业和运营分析

Enterprise	11	包含内置的运营分析能力，可提供实时、实用的指标，并显示在

易于使用的仪表板和报表中。它通过内置的业内最全面的企业级	RPA	分析平台	

-	Bot	Insight™	-	提供预测性运营分析。可视化仪表板中还显示机器人级别的实

用运营和商业分析，例如	ROI	最高的机器人、存在故障风险的机器人等。

审计跟踪

全面支持审核所有用户事件。符合	SOX	标准。

面向	CITRIX	自动化的	AISENSE

AISense	运用	AI	和计算机视觉能力，轻松、安全地自动执行高度复杂的应用程

序，包括	Citrix	和其他虚拟环境中的应用程序。AISense	能够高度灵活地适应

基本业务应用程序更改、分辨率和颜色更改，乃至形状和字段元素相对位置的更

改。

更多增强功能

• 现成集成一流的	OCR	工具	-	ABBYY、MODI、Google	Tesseract	和	

TOCR。

• 支持各国语言的双字节字符集	(DBCS)。

• 额外支持日语命令。

• 支持	Windows	10+	和	Windows	64	位。

• REST	API	支持。

以设计为驱动的扩展能力

一个良好的设计始终包含向外

扩展的元素，而	Automation	
Anywhere	默认提供此支持。

Automation	Anywhere	采用向外

扩展架构创建易于运行的设计，通

过内在冗余支持组织需要的任意数

量的机器人。

凭借此默认设计，企业只需简单地

根据需要配置更多计算容量（即，

更多虚拟机），无需重新构建架

构，便可轻松地从概念验证过渡到

生产阶段，乃至全企业部署。

Largest number 
of trained RPA 

developers

Largest RPA training 
ecosystem

Largest partner 
ecosystem, 
and partner 

success team

Largest customer 
success ecosystem 

with 250+ CSMs

Global follow-the-sun 
24/7 support

Most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team with 1000+ 
RPA services 

projectsCustomer

版权所有	©	2018	Automation	Anywhere,	Inc.	保留所有权利。Automation	Anywhere、Automation	Anywhere	徽标、Go	Be	
Great、BotFarm、Bot	Insight	和	IQ	Bot	等是	Automation	Anywhere,	Inc.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本出版物中使用的其他产品名称仅用于鉴别目的，可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

2018	年	7	月，版本	1

Automation Anywhere 				www.automationanywhe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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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automationanywhere.com

致电	1-888-484-3535，预约现场演示。

关于 Automation Anywhere
Automation	Anywhere	服务于那些凭借创意、理念和专注领域来成就公司辉煌的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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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培训的	RPA	
开发人员数量最多

最大规模的合
作伙伴生态系
统和合作伙伴
支持团队

最大规模的	RPA		
培训生态系统

全球	24	小时全天
候支持

最有经验的专业服
务团队，1000	多
个	RPA	服务项目

客户

凭借	250	多个	
CSM	构建规模最
大的客户支持生

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