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有干货的”买家指南
随着基于数字交互的经

济的发展，企业对自动

化业务流程的兴趣达到

了新的高度。

但是，实现自动化业务

流程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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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依赖快速、高效流程的企业来说，自动化

有望提高效率，为业务用户和最终客户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企业有多种途径和可能的切入点来实现自动化，比如，采用独立的

软件解决方案、成熟的业务管理系统，或者完全外包。每种途径都

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也蕴藏着风险和潜在的收益。

其中一项备受瞩目的技术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您可以将

RPA 看作网关，它能帮助您引入自动化，并以低成本和近乎零风

险的方式获得业务收益。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软件“机器人”复制

日常人机互动，自动执行单调的重复性任务。借此，RPA 能够填

补人工交互和全自动化之间的缺口。

RPA 尤其适合在以下情况下使用：当 IT 资源和预算有限时，或者

当后端应用缺乏良好的 API，因而必须作出重大调整才能实现自动

化。但是，为了妥善部署 RPA，您需要了解技术的收益和局限，

以及如何利用 RPA 扩展其功能和价值。

到 2021 年，RPA 市

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21 亿美元

来源：Forrester Resear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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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A 在自动化领域中的地位

部署 RPA 软件并不等于从头构建全自动化的流程和平台。借助独立

的 RPA，软件机器人几乎能执行人类做的所有工作：比如数据检索

和输入、按钮点击、文件上传和下载或者发票处理等任务。

尽管这是一个重大的局限，但是 RPA 能让您大获裨益，因为它能解

放员工，让他们从事更高价值的工作。

另一方面，完全自动化从一开始就使用专门为自动化打造的系统和

流程，甚至第三方服务。因此，完全自动化技术的潜在收益更高 -

不过责任也更大。

但是，也存在折中选择。当与其他自动化软件集成以增强自身的核

心功能后，RPA 能够用于更多的场景，比如可以和数据捕获、业务

规则以及工作流程等，一起成为自动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RPA：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RPA 是一种能够模拟人工来

执行相对简单、重复性任务

的软件。

RPA 不会单凭一己之力就自

动執行整个业务流程或工作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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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 RPA 的优势和劣势 机器人：

是机会还是威胁？

优势：
• 能够自动执行不需要人类判断的重复性

后端任务，如发票或索赔处理。

• 可在合适的用例中轻松实施，风险极

低，因为 RPA 只是复制现有的手动任

务。

• 无需重新培训员工或变更现有流程。

• 将员工从例行重复性的任务中解放出

来。从而提高生产力和员工对工作的满

意度，鼓舞员工士气，更自由地从事更

加重要的工作，比如解决问题或增加客

户互动的价值。

劣势：
• 不适合执行依赖复杂决策或有多个途径

的更复杂的任务。

• 无法修复设计不当或本身效率低下的流

程。不会消除原本存在的瓶颈。

• 本质上它的范围和潜在收益有限。无法

取代特定用途的全自动化流程。

员工可能认为，自动化技术会威胁工作“饭

碗”。但是，如果部署得当，自动化技术能为

企业和员工创造机会：

• RPA 替代的是人工任务而非人员。它起

的是辅助作用，它接管高度重复的任

务，帮助员工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 员工的知识变得更加宝贵，因为现在员

工有时间来运用知识惠及企业及其客

户。

• RPA 有助于提高流程的准确性，降低总

体拥有成本。

对于企业而言，意义显而易见：企业需要思

考存在的机遇而非潜在问题，并做好准备。

这意味着，企业必须了解自动化带来的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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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自动化程度

最适合您？

部署 RPA 的最佳方式取决于用例。为了获得高投资回报，您需

要将功能与预期结果进行匹配，这一点很关键。

实际上，您有两个选项：

• 部署独立的 RPA ，轻松实现自动化。

• 将 RPA与其他软件结合，创建更成熟的“RPA+”能力。

关键在于，清楚地了解何时使用独立的 RPA，何时需要考虑结添

加更多先进的功能来增强 RPA，如非结构化数据捕获、业务规则

管理或工作流程编排协调。

选择合适的方法

独立的 RPA：

快速、简便、经济实惠

RPA+：

增强、集成型

适用情况 能够有效加速处理可以

被准确记录，并具有明

确定义的步骤顺序之简

单任务。

适合由于复杂性和依赖性

而需要协调的流程。支持

RPA 用于较为复杂的条

件操作，这些操作可能涉

及多个结果和/或决策。

任务特点 例行、重复、可预测、

明确规定步骤、无需弹

性。

非例行，依赖状态，具有

多个变量和多个结果。较

为依赖人员互动和主观判

断。

实施成本和复杂性 非常低。数天或数周内

就能完成部署，几乎不

需要 IT 技能。

成本比独立的 RPA 高，

但是与完全自动化相比仍

相对较低。部署周期可能

持续数周或数月，且需要

IT 协助，具体取决于内部

能力。

潜在投资回报率

(ROI)

中等至偏高，取决于例

行任务目前耗费的成本

（例如，每个任务的成

本较低但任务数量庞

大）

很高，因为更广泛、更成

熟的自动化能带来更多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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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入手？

实施独立的 RPA 非常简单。任务依然由人工执行，但是由软件“记

录”执行过程。生成的脚本经过微调，确保兼顾了所有潜在的任务

变化。如此机器人也经过了测试，确保它能正常运行。

假如您在制定战略时，将 RPA 纳入了更成熟的自动化功能中（该

功能可能包含数据捕获、业务规则或工作流管理），那么您可能需

要进行额外规划和审视整个流程，以及所有输入和输出信息。

这就需要先识别最适合运用自动化的任务以及潜在的投资回报率。

这样能帮助您确定是考虑采用增强型解决方案，还是继续手动执行

任务，而不是实施独立 RPA。

根据特定的关键特征，判断任务是否为 “RPA 就绪型”

• 简单、一致、可重复。

• 重复的低技能任务，并且这类任务容易导致人为问题，比如高出错率和员

工士气低落。

• 在现有流程或规划的流程中，将员工从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企业能够大

幅提高生产力、效率和/或成本效益。

• 通过加快现有流程，提供很大机会来改善客户和员工体验的任务。

有一些任务可能满足其中的许多条件，但仍然不适合采用独立的 RPA 来处

理。例如，处理纸类发票可能满足上述每条标准，但是，您需要额外的数

据捕获功能或重新设计流程，才能全面实现该流程的数字化。



？
如何找到

理想的 RPA 供应商？

并非所有 RPA 软件产品的供应商和提供 RPA 解决方案服务组合

的供应商都是同一家。根据企业的目标，开始时所需的可能只是

独立的 RPA软件。但是，最好还是寻找能够交付更广泛软件和服

务组合的供应商，以便在需要时能够轻松过渡至集成式“RPA+”能

力。

对 RPA 供应商提出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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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公司是纯粹的 RPA 供应

商，还是 RPA 是您更广泛

的自动化战略之一？

 贵公司自动化平台的扩展

性和集成性如何？

 如果我有需求的话，您能

否帮助我找到最佳集成机

会，并提供最佳行动方

案？

 贵公司是否有清晰的路线

图，可以向我展示如何提

高未来自动化水平？

 贵公司的产品能否满足我的

安全性与合规性要求？

 贵公司是否具备专业知识，

能帮助我映射和记录我的任

务和流程，并划分它们的优

先级？

 贵公司的 RPA 解决方案能否

提供工具来开发和测试机器

人、管理部署，以及监控和

处理异常情况？

 贵公司在业务优化和企业数

字化转型方面是否有好的口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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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试用 RPA

独立的 RPA 价格实惠、部署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试用独立的

RPA 几乎不会带来任何财务或业务风险。

在试点项目中，您可以自动化一个或几个任务。这些试点项目的设置相

对简单，只需几天或几周就能完成。从而提供有用的学习机会和用于构

建业务案例的数据，为实施更为强大的“RPA+”自动化做好准备。

行动步骤建议

1
选择几个简单的任务来实现

自动化，核实任务参数是否

在您试用的 RPA 软件功能

参数范围内。 2
收集信息，了解每个任务花

费的时间，包括单个任务时

间和整个企业范围内的总计

时间。 3
利用 RPA 软件，记录任务步

骤。 4
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新，调整

脚本。

5
将机器人投入生产流程，试

运行一段时间。 6
衡量结果，分析机器人对工

作流和员工的影响。 7
评估效率提升、时间节省和

质量提高。

入门很简单。

了解 IBM RPA - 访问以下网址，立即查看产品

信息和客户评价：

http://ibmhybridcloud.lookbookhq.com/rpa



您是否为利用 RPA 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做好了准备？
IBM RPA 免费咨询热线：

400-668-0529（服务时间 9:00 - 17:00）

扫码了解 IBM 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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