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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内各行业技术变革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感受到数字化转型的迫切性。

同时国家在战略层面上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无论智慧制造还是智慧城市都已经上升到国家战

略层面。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应用也越加收到企业关注，众多企业在技术创新

道路上率先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企业内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业务系统也越来越多，这也意

味着企业内部需要更多的成本进行频繁、大量重复、低价值的事务，许多数据也受制于业务

系统间的壁垒，造成数据价值难以挖掘的窘境。流程自动化机器人（简称 RPA）在这个历

史进程中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价值与作用。

RPA（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是近年国内外兴起的一种技术解决方案，它能通过模

拟人的操作，将业务流程进行简单易操作的软件编排，实现复杂、重复性高工作的自由调度

的自动化执行。随着 AI 技术的深度融入，RPA也在更多领域，更加复杂的业务工作中不断

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

通过多年技术积累，结合政法行业实践基础，打造了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其实现了在

不影响现有业务和系统运行的前提下快速、低成本的解决各类重复劳动和智能化问题。产品

纯自主研发，具备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且产品为全中文操作界面，上手难度低，运维难

度低，需求响应快速等优势。

经过对市场的不断探索，在诸多项目实践过程中，逐步积累了大量真实且高频的客户需

求，这些需求具有高普适性，也预示着庞大的市场机会，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企业级 RPA 市场急需一款更加高效、更加智能、更加安全的产品，这引领了数字员工流程

机器人去不断自我进化，打造新一代全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从而在传统 RPA 产品中

脱颖而出，速度扩展市场。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1.0 2

2 软件介绍

2.1 软件名称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2.2 软件功能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主要分为三个模块：流程设计师、执行机器人、流程指挥官。

1. 流程设计师用于对 rpa 自动化脚本的设计，主要功能组件包括：流程组件、应用软件、

系统操作、外部接口等。

1) 流程组件：用于处理脚本执行流程。

2) 应用软件：该组件就是对相应的软件进行自动化处理，比如：浏览器、office 文档

等。

3) 系统操作：对操作系统上的页面或者元素进行自动化处理。

4) 外部接口：通过 http、ftp 去操作外部的相应接口。

2. 执行机器人功能主要包括：接收中控系统推送的 RPA脚本以及执行本地 RPA 脚本

1) 远程执行脚本：需中控系统配置，推送，执行器可自动执行脚本。

2) 本地执行脚本：将本地 RPA脚本拖拽至执行器界面，点击执行脚本。

3. 流程指挥官主要包括：仪表盘、流程任务、机器人管理、权限管理、事件管理、个

人中心。

1) 仪表盘：主要是对机器人执行任务的整体情况进行数据统计。

2) 流程任务：机器人将要执行的任务的管理。

3) 机器人管理：对机器人进行监控。

4) 权限管理：用户信息的管理、角色权限绑定。

5) 事件管理：用户操作记录、机器人记录、预警功能、相应流程记录

6) 个人中心：用户的基本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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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开发

3.1 开发工具

3.1.1 设备

计算机和处理器 使用 SSE2 指令集的 1 GHz 或更快的 x86 位或 x64 位处理器

内存 32 GB RAM

硬盘 1000 GB 可用磁盘空间

显示器 1024 x 768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器

图形硬件 图形硬件加速要求使用 DirectX 10 显卡。

3.1.2 软件

操作系统 Windows7 64 位 或以上版本

.Net Framework 4.5.2

PYTHON 3.6

Node.js 8.9.4

Npm 4.14.11

3.1.3 开发

开发环境操作：Windows 10；

开发语言：JavaScript、Python、Nodejs 等。

3.2 开发技术

3.2.1 技术路线

3.2.1.1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是用于Windows 的新托管代码编程模型。它将强大

的功能与新技术结合起来，用于构建具有视觉上引人注目的用户体验的应用程

序，实现跨技术边界的无缝通信，并且能支持各种业务流程。
3.2.1.2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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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由荷兰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研究学会的 Guido van Rossum 于 1990 年代

初设计，作为一门叫做 ABC语言的替代品。Python 提供了高效的高级数据结构，

还能简单有效地面向对象编程。Python 语法和动态类型，以及解释型语言的本质，

使它成为多数平台上写脚本和快速开发应用的编程语言，随着版本的不断更新和

语言新功能的添加，逐渐被用于独立的、大型项目的开发。Python 解释器易于扩

展，可以使用 C或 C++（或者其他可以通过 C调用的语言）扩展新的功能和数

据类型。Python 也可用于可定制化软件中的扩展程序语言。Python 丰富的标准

库，提供了适用于各个主要系统平台的源码或机器码。
3.2.1.3 Node.js

Node.js 发布于 2009 年 5 月，由 Ryan Dahl 开发，是一个基于 Chrome V8 引

擎的 JavaScript 运行环境，使用了一个事件驱动、非阻塞式 I/O 模型，让 JavaScript

运行在服务端的开发平台，它让 JavaScript 成为与 PHP、Python、Perl、Ruby 等

服务端语言平起平坐的脚本语言。Node.js 对一些特殊用例进行优化，提供替代

的 API，使得 V8在非浏览器环境下运行得更好，V8引擎执行 Javascript 的速度

非常快，性能非常好，基于 Chrome JavaScript 运行时建立的平台， 用于方便地

搭建响应速度快、易于扩展的网络应用。

V8引擎本身使用了一些最新的编译技术。这使得用 Javascript 这类脚本语言

编写出来的代码运行速度获得了极大提升，又节省了开发成本。对性能的苛求是

Node 的一个关键因素。 Javascript 是一个事件驱动语言，Node 利用了这个优点，

编写出可扩展性高的服务器。Node 采用了一个称为“事件循环(event loop）”的

架构，使得编写可扩展性高的服务器变得既容易又安全。提高服务器性能的技巧

有多种多样。Node 选择了一种既能提高性能，又能减低开发复杂度的架构。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并发编程通常很复杂且布满地雷。Node 绕过了这些，

但仍提供很好的性能。

Node 采用一系列“非阻塞”库来支持事件循环的方式。本质上就是为文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B7%E5%85%B0/1904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1070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7%AE%97%E6%9C%BA%E7%A7%91%E5%AD%A6/91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Guido van Rossum/32253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ABC%E8%AF%AD%E8%A8%80/334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7%BB%93%E6%9E%84/14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2%E5%90%91%E5%AF%B9%E8%B1%A1/22620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A3%E9%87%8A%E5%9E%8B%E8%AF%AD%E8%A8%80/88889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9A%E6%9C%AC/16970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9E%8B%E9%A1%B9%E7%9B%AE/39866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A3%E9%87%8A%E5%99%A8/104189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C/72520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C++/992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7%B1%BB%E5%9E%8B/109979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7%B1%BB%E5%9E%8B/109979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A%90%E7%A0%81/3442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A%E5%99%A8%E7%A0%81/861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JavaScript/3211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B%E4%BB%B6%E9%A9%B1%E5%8A%A8/95975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D%E5%8A%A1%E7%AB%AF/64923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PHP/93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Python/4073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Perl/8515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Ruby/114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9A%E6%9C%AC%E8%AF%AD%E8%A8%80/13797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API/101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5%BA%94%E7%94%A8/21965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9A%E6%9C%AC%E8%AF%AD%E8%A8%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9A%E6%9C%AC%E8%AF%AD%E8%A8%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B%E4%BB%B6%E9%A9%B1%E5%8A%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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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数据库之类的资源提供接口。向文件系统发送一个请求时，无需等待硬盘

（寻址并检索文件），硬盘准备好的时候非阻塞接口会通知 Node。该模型以可

扩展的方式简化了对慢资源的访问，直观，易懂。尤其是对于熟悉 onmouseover、

onclick 等 DOM事件的用户，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虽然让 Javascript 运行于服务器端不是 Node 的独特之处，但却是其一强大功

能。不得不承认，浏览器环境限制了我们选择编程语言的自由。任何服务器与日

益复杂的浏览器客户端应用程序间共享代码的愿望只能通过 Javascript 来实现。

虽然还存在其他一些支持 Javascript 在服务器端 运行的平台，但因为上述特性，

Node 发展迅猛，成为事实上的平台。
3.2.1.4 JavaScript

JavaScript（简称“JS”） 是一种具有函数优先的轻量级，解释型或即时编

译型的编程语言。虽然它是作为开发Web 页面的脚本语言而出名，但是它也被

用到了很多非浏览器环境中，JavaScript 基于原型编程、多范式的动态脚本语言，

并且支持面向对象、命令式、声明式、函数式编程范式。JavaScript 在 1995 年由

Netscape 公司的 Brendan Eich，在网景导航者浏览器上首次设计实现而成。因为

Netscape 与 Sun 合作，Netscape 管理层希望它外观看起来像 Java，因此取名为

JavaScript。但实际上它的语法风格与 Self 及 Scheme 较为接近。

JavaScript 的标准是 ECMAScript 。截至 2012 年，所有浏览器都完整的支持

ECMAScript 5.1，旧版本的浏览器至少支持 ECMAScript 3 标准。2015 年 6 月 17

日，ECMA国际组织发布了ECMAScript的第六版，该版本正式名称为 ECMAScript

2015，但通常被称为 ECMAScript 6 或者 ES20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B%E5%9D%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onmouseover
https://baike.baidu.com/item/DOM/502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C%96%E7%A8%8B%E8%AF%AD%E8%A8%80/98451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Web/1505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9A%E6%9C%AC%E8%AF%AD%E8%A8%80/13797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F%E8%A7%88%E5%99%A8/2139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2%E5%90%91%E5%AF%B9%E8%B1%A1/22620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BD%E6%95%B0/3019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Netscape/27789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Sun/694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Self/49599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Scheme/83791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CMAScript /188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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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产品架构

3.2.3 核心技术

传统的软件定制开发环节中，需求方往往会提一大堆业务流程、数据收录、

界面设计等要求。经验丰富的技术员能理解甲方的业务流程，用正确的逻辑完成

开发。而欠缺业务经验的技术员则照着“单子”来开发，这种粗暴的方式往往也

埋下了不少系统逻辑不自洽、出 bug、流程不通等隐患。技术方不懂业务怎么运

转，需求方不懂系统语言和逻辑，双方存在认知和沟通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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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代码开发平台凭着自身可视化、易理解的配置功能，让业务人员更清楚如

何用上面的功能来开发应用；开发人员也能借助平台的界面、功能使用指南，更

轻松地让业务人员理解应用实施逻辑。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代码平台也在主

张由业务人员自行实施应用，背后也是这个道理。也是因为可视化、交互化、简

洁的平台界面，应用开发者能更高效地实施开发，不用对着满满一屏幕的黑底白

码埋头苦干。同样地，排查及修复 bug 的效率也因信息简化了而更容易提高效率。

4 执行机器人需求

4.1 执行器别名

设置执行器别名，给机器人设置一个名称，在中控系统可查看；

4.2 机器人

1. 双击执行器进入任务调度界面；

2. 右键执行器查看版本信息；

3. 右键执行器进入执行器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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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键执行器可关闭执行器；

4.3 任务调度

包含本地流程、正在运行、排队中、历史记录四部分；

具体如下图所示：

4.3.1 本地流程

1. 包含本地流程文件列表；

2. 点击 图标打开 window 资源管理器，选择流程文件；

3. 支持拖拽流程文件到本地流程文件流程；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1.0 9

4. 鼠标移入流程文件时，显示 执行和 删除流程文件按钮；

4.3.2 正在运行

1. 在本地流程文件列表中点击 后的流程加入该队列；

2. 可点击 停止按钮，终止流程执行；

4.3.3 排队中

1. 当多个流程同时执行时，按时间先后顺序执行，前一个流程未完成
时，后续的流程进入到排队中；

2. 可点击 取消流程执行，从排队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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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历史记录

展示执行器执行过的流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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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执行器设置

包含设计器基础设置和中控设置功能。

4.4.1 设计器设置

配置项包含开机自动启动、显示旧功能、启用硬件加速(*)、显示控制台等四

部分构成，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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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机自动启动，勾选后，默认当前系统启动时，启动设计器；

2.显示旧功能，勾选后，组件库展示名称含有(旧)的目录下所有组件和含有(旧)

的组件；

3.启动硬件(*)加速，调用底层硬件加速 API；

4.显示控制台，勾选后，操作系统界面右下角显示控制台；

4.4.2 中控设置

配置项包括中控地址、中控端口、心跳时间等三部分构成

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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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控地址，用户配置访问中控的 IP 地址，默认为空；

2.中控端口，用户配置访问中控的端口，默认为 0；

3.心跳时间，设置中控监听设计器的心跳时间，单位为毫秒，默认 1000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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