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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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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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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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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设计师需求

4.1 布局说明图

1.顶部标题,包括 logo、产品名称、当前项目名称、一键换肤、最小化、最大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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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顶部菜单栏,包括 文件(F)、编辑(E)、视图(V)、运行(R)、插件(P)、配置(D)、帮助(H)

功能，

3.快捷工具栏,包括文件常用、操作常用、其他常用

4.左侧管理区,包括 我的项目、组件库，具体如下：

5.中间设计区,包括 文件 tab 页、组件导航（面包屑）、组件添加（+）、组件拖拽、右

键等功能；

6.右侧配置区 包括属性、变量、参数配置功能

4.2 顶部标题栏

1.产品标题信息展示及 window 窗口常用功能

2.产品标志信息包括 logo、产品名称;

3.项目标题区域：当前项目名称、版本更新标识（图标）；

4.基础功能：一键换肤、最小化、最大化、关闭；

具体如下图所示:

4.2.1 当前项目名称

1.未打开项目时，当前项目名称不显示；

2.打开项目时，显示当前项目的名称；

3.在已打开某个项目情况下，打开另一个项目，显示新打开的项目名称；

4.当前打开的项目的名称被重命名后，此处更新显示；

4.2.2 一键换肤

点击换肤按钮，将设计器切换为科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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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按钮，将设计器窗口最小化；

4.2.4 最大化

点击最大化按钮，将设计器窗口最大化，铺满屏幕；

4.2.5 关闭

1.未打开项目时，点击“关闭”，弹出窗口，提示“是否关闭设计器?”；点击确认，

关闭设计器；点击取消，关闭提示框；

2.打开项目已保存时，点击“关闭”，弹出窗口，提示“是否关闭设计器?”；点击确

认，关闭设计器；点击取消，关闭提示框；

3.打开项目未保存时，点击“关闭”，弹出窗口，提示“项目未保存，是否确认退出？”；

点击确认，不保存项目，直接关闭设计器；点击取消，关闭提示框；

4.3 顶部菜单栏

作为设计器功能导航入口, 菜单栏由文件(F)、编辑(E)、视图(V)、运行(R)、插件(P)、配

置(D)、帮助(H)等七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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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文件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类型 备注

文件

新建项目 新增 创建一个文件项目，包含项目名称文件夹，主流程.rpa

新建流程 复用 创建一个子流程，默认名称子流程 1.rpa

打开项目 复用 选择一个含有主流程.rpa 的文件夹打开

打开流程 复用
选择子流程.rpa 文件打开，添加到当前的选中的项目目

录中

保存 复用
未授权：保存不成功

已授权：选择保存文件路径，保存成功

另存为 新增 基于保存脚本功能，新增该功能

具体如下图所示:

4.3.2 文件保存

功

能

点

是否

已授

权

是否成

功中控

当前是否

打开项目

打开中

控项目

打开本

地项目

新建

项目
设计器响应说明

保

存

否 否 否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否 是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是 否 - - - 弹出提示设计器未打开项目；

否 是 是 √ - -
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选保存到

本地、中控；

否 是 是 - √ -
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选保存到

本地、中控；

否 是 是 - - √
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选保存到

本地、中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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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否 - - - 弹出提示设计器未打开项目；

是 否 是 - √ - 同步本地项目文件；

是 否 是 - - √
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选择目录

后，保存本地；

另

存

为

否 否 否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否 是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是 否 - - - 弹出提示设计器未打开项目；

否 是 是 √ - -
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选择目录

后，另存为本地；

否 是 是 - √ -
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选择目录

后，另存为本地；

否 是 是 - - √
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选择目录

后，另存为本地；

是 否 否 - - - 弹出提示设计器未打开项目；

是 否 是 - √ -
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选择目录

后，另存为本地；

是 否 是 - - √
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选择目录

后，另存为本地；

打

开

否 否 否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否 是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是 否 弹出打开窗口；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选保

存到本地、中控；

2、弹出打开窗口；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选保

存到本地、中控；

2、弹出打开窗口；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选保

存到本地、中控；

2、弹出打开窗口；

是 否 否 - - - 弹出提示设计器未打开项目；

是 否 是 - √ -
1、打开的本地项目数据同步；

2、弹出打开窗口；

是 否 是 - - √

1、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选择目

录后，保存新建项目至本地；

2、弹出打开窗口；

新

建

否 否 否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否 是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是 否 - - - 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选保

存到本地、中控；

2、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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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到本地、中控；

2、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选保

存到本地、中控；

2、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是 否 否 - - - 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是 否 是 - √ -
1、打开的本地项目数据同步；

2、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是 否 是 - - √

1、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选择目

录后，保存新建项目至本地；

2、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4.3.3 编辑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类型 备注

编辑

撤销 复用 作用于中间设计区域

重做 复用 作用于中间设计区域

剪切 复用 作用于中间设计区域

复制 复用 作用于中间设计区域

粘贴 复用 作用于中间设计区域

删除 复用 作用于中间设计区域

清空 复用 作用于中间设计区域

具体如下图所示:

4.3.4 视图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类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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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开关快捷工具栏 复用 显示或隐藏

开关目录区域 复用 显示或隐藏

开关属性区域 复用 显示或隐藏

开关变量区域 复用 显示或隐藏

开关参数区域 复用 显示或隐藏

快捷工具栏 复用 工具栏显示配置

重置视图 复用 初始化设计器窗口及布局

具体如下图所示:

4.3.5 运行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类型 备注

运行

运行流程 复用

调试流 复用

web 流程配置 复用

运行日志 复用

断点 复用

断点定位 新增 工具栏显示配置

锁定 复用

忽略 复用

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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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插件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类型 备注

插件

标记 新增 给组件设置一个背景颜色和标记名称

标记定位 新增 根据标记名称或者颜色快速定位到组件位置

注释 复用

搜索 复用

代码化 复用

浏览器 复用

录制 复用

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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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配置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类型 备注

配置
设计器配置 复用

中控设置 复用

具体如下图所示:

4.3.7.1 设计器配置

包含设计器基础配置功能，由开机自动启动、显示旧功能、启用硬件加速(*)、工作目录、

显示控制台等五部分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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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脚本时，默认备份当天最新的脚本，勾选后，在脚本目录按日期生成备份文件，

例如：源文件名“新建.rpa”，备份文件名称为“新建.rpa.”；

5.工作目录，设置脚本默认保存的位置；

6.显示控制台，勾选后，操作系统界面右下角显示控制台；

4.3.7.2 中控配置

包含控制中心基础配置功能，控制中心由中控地址、中控端口、心跳时间等三部分构成

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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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帮助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类型 备注

帮助
RPA 学院 复用 浏览器打开官网-RPA 学院

关于我们 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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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图所示:

4.4 快捷工具栏

1.文件常用：新建、打开、保存、另存为

2.编辑常用：清空、撤销、重做

3.运行常用：运行、断点、断点定位、锁定、忽略

4.其他常用：运行日志、标记、标记定位、注释、搜索、代码化、浏览器

4.4.1 打开功能

包含设计的项目、流程读取到本地和中控两部分功能。保存功能由按项目名称筛选项目功

能、打开本地、关闭按钮、项目二维表、分页功能等五部分构成

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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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按项目名称筛选项目功能，展示项目名称下拉菜单，点击项目名称，项目二维表

按名称过滤数据；

2.点击打开本地，弹出资源管理器，用户选择项目路径，确定，设计器打开该项目；

3.项目二维表，表头包括、收起/展开按钮、项目名称、创建时间、读档；

4.点击收起/展开按钮，下拉展示该项目历史版本；

5.点击读档，设计器打开该项目，读取对应项目信息；

6.点击存档，不能被中控回收策略回收；

7.点击删除，删除当前版本数据，在中控中已发布的项目不能被删除；

8.按状态说明点击打开和新建时，设计器的响应；

功

能

点

是否

已授

权

是否

成功

中控

当前是

否打开

项目

打开

中控

项目

打开

本地

项目

新建

项目
设计器响应说明

打

开

否 否 否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否 是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是 否 - - - 弹出打开窗口；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

选保存到本地、中控；

2、弹出打开窗口；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

选保存到本地、中控；

2、弹出打开窗口；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

选保存到本地、中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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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弹出打开窗口；

是 否 否 - - - 弹出提示设计器未打开项目；

是 否 是 - √ -
1、打开的本地项目数据同步；

2、弹出打开窗口；

是 否 是 - - √

1、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

选择目录后，保存新建项目至

本地；

2、弹出打开窗口；

新

建

否 否 否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否 是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是 否 - - - 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

选保存到本地、中控；

2、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

选保存到本地、中控；

2、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否 是 是 - - √

1、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

选保存到本地、中控；

2、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是 否 否 - - - 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是 否 是 - √ -
1、打开的本地项目数据同步；

2、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是 否 是 - - √

1、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

选择目录后，保存新建项目至

本地；

2、新建含Main.rpa 的项目；

4.4.2 断点与断点定位

断点，通过手动设置组件的断点位置位，以便进入调试模式，校核和检查的一点；

断点定位，搜索当前脚本断点的位置，并在设计区域的中间部位展示组件；

1、快捷工具栏上断点、断点定位按钮；

2、组件上的断点图标；

3、断点定位功能包括： 当前断点序号/当前脚本断点总数以及断点上下切换按钮；

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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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中单组件，点击断点，点亮组件上的断点图标；

2.多选组件，点击断点，批量点亮断点图标；

3.组件断点图标点亮后，在调试模式中，流程运行至该组件起始位；

4.点击断点定位，显示断点搜索窗，包括当前断点序号/当前脚本断点总数（如图 1/3）；

5.新增、修改、删除断点或含断点组件时，当前断点序号/当前脚本断点总数将实时更新；

6.点击 断点上下切换按钮，可切换当前中间设计区选中的组件，组件展示位置为设

计区中心位；

4.4.3 保存功能

包含设计的项目、流程保存到本地和中控两部分功能。保存功能由“保存项目”标题信

息、保存 logo、“保存本地”、关闭按钮、“项目名称：”、项目名称、“更新内容：”、

更新内容、保存按钮等构成

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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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标题栏上的保存本地，弹出资源管理器，选择项目存储路径，点击确定，在系统

中保存文件成功；

2.点击项目名称，输入新的项目名称，项目名称保存成功；

3.点击更新内容，输入更新的内容，更新内容保存成功；

4.点击保存按钮，通过接口，将项目保存到中控中；

5.点击保存时，项目名称不能重复，保存失败，提示“当前项目名称已被占用，请修改！”；

6.按状态说明点击保存时，设计器的响应：

功

能

点

是否

已授

权

是否成

功中控

当前是

否打开

项目

打开中

控项目

打开本

地项目

新建

项目
设计器响应说明

保

存

否 否 否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否 是 - - √ 弹出提示未授权，无法保存；

否 是 否 - - -
弹出提示设计器未打开项

目；

否 是 是 √ - -
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

选保存到本地、中控；

否 是 是 - √ -
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

选保存到本地、中控；

否 是 是 - - √
弹出中控保存窗口；用户可

选保存到本地、中控；

是 否 否 - - -
弹出提示设计器未打开项

目；

是 否 是 - √ - 同步本地项目文件；

是 否 是 - - √
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选

择目录后，保存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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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标记与标记定位

标记，通过手动设置组件颜色标记，以便在流程设计中，方便查找；

标记定位，搜索当前脚本颜色标记的位置，并在设计区域的中间部位展示组件；

1、快捷工具栏上标记、标记定位按钮；

2、组件上的标题栏颜色标记；

3、标记定位功能包括： 选择标记分类颜色，当前标记的序号/当前脚本标记总数，标

记上下切换按钮；

具体如下图所示：

 标记

1.选中单组件，点击标记，弹出标记窗口，为组件选择标记颜色，选择后，该组件标题

栏颜色变成标记的颜色；

2.多选组件，点击标记，为组件选择标记颜色，选择后，选中的组件标题栏颜色变成标

记的颜色；

3.组件断点图标点亮后，在调试模式中，流程运行至该组件起始位；

 标记定位

1.点击标记定位，显示标记搜索窗，包括下拉选择标记分类颜色，当前标记的序号/当前

脚本标记总数，标记上下切换按钮；

2.新增、修改、删除标记或含标记组件时，当前标记的序号/当前脚本标记总数将实时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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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 标记上下切换按钮，可切换当前中间设计区选中的标记组件，组件展示位置

为设计区中心位；

4.4.5 锁定与忽略

锁定，通过手动设置组件的锁定状态，以便在使用过程中，减少误操作；

忽略，通过手动设置组件的忽略状态，以便在运行或调试时，该组件或部分流程不运行；

1、快捷工具栏上锁定、忽略按钮；

2、组件上的锁定图标；

3、忽略效果展示组件变成虚影；

具体如下图所示：

 锁定

1.选中单组件，点击锁定，点亮组件上的锁定图标，锁定组件，再次点击锁定，则解锁；

2.多选组件，点击锁定，批量点亮锁定图标，再次点击锁定，则解锁；

3.若选中的组件嵌套包含了组件，则该组件范围内所有组件均锁定，再次点击锁定按钮

解锁；

4.组件锁定图标点亮后，右侧组件属性不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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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

1.选中单组件，点击忽略，组件变成虚影，运行时忽略该组件，再次点击，则恢复组件

正常状态；

2.多选组件，点击忽略，批量组件变成虚影，再次点，恢复组件正常状态；

3.若选中的组件嵌套包含了组件，则该组件范围内所有组件均忽略，再次恢复组件正常

状态；

4.4.6 其他操作

新建，新建一个流程项目；

打开，打开流程项目文件；

保存，保存当前编辑的流程项目；

未授权，保存失败，显示提示信息；

已授权第一次保存，点击弹出 window 资源管理器窗口，选择路径后存盘；

已授权非第一次保存，同步第一次选择的路径下项目文件；

另存为，将当前项目重命名或更改路径后存盘；

清空，点击弹出的清空消息确定窗口,提示信息“确定清除所有组件吗?”

撤销，在设计器中使用可以撤销最近的操作，恢复前面一次删除操作；

重做，单击撤销最近的 Undo 操作；

运行，运行当前流程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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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点，选中单个或多个组件后，单击断点切换组件断点状态；

断点定位，点击弹出断点定位窗口，点击上下箭头快速切换并定位到断点的组件;

锁定，选中单个或多个组件后，锁定后流程不可增删改；

忽略，选中单个或多个组件后，单击忽略切换组件忽略状态；

运行日志，弹出运行日志；

标记，单选或多选组件设置颜色标记，便于日后查看；

标记定位，点击弹出标记定位窗口，点击标记的颜色块快速切换并定位到标记的组件;

注释，选中单个或多个组件后，点击注释，弹出注释窗口，输入注释信息后，保存；

搜索，点击搜索，弹出搜索框，搜索组件名称、注释信息；

代码化，点击代码化，tab 打开代码页面；

浏览器，打开内置浏览器；

录制，打开脚本录制功能；

4.5 左侧管理区

4.5.1 我的项目

我的项目，实现工程项目全过程可视化管理。由项目文件夹、主流程、子流程文件树构

成三部分组成

1.空白项目,主流程文件为空

2.搜索,模糊匹配文件夹或文件名称；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000000j0xnZgmfstWRx8gCg2-h1ZbH3BlJCN7HgsLqMqH_sDgZjGSDpvOzto2ZeBNNbBLNVYuPo2e7RWNiFHbJp5By1lTNWY3FnCQ42Hd7gmRSsotrp5BNSjy43vw7VGqHqaVAGy-2cN1r_aT-Fys1bjEbgTxIf8R8vRNjmsrAuCzds0GbmWr2k0DJdJ8g-UCOo6CmH_maneIKX8q0xwL7RBHJi3.7Y_NR2Ar5Od66xAS6MzEukmDfwECF63nEjb_u8869_lXkMFbd4OZxk_1qhEFuMEzNltSVQreklTBIS8SeEoknwxEkxwSUq825tdX8EtvyOVBoYkkuxqTx4_ELlcEv3UVNxSEojRkvIUqXFWgx6SEKujO35S29S9uuSx1qMtHtOOm__hSNMO6dOQOsTEeX81O_TZQOcvI5S8zzzzAW_SZOutXhzz1OswvTXhzUuWxgg7OwvIE4Oke5dkuxSQ9tOY5dPhPqITgqZuvOMOZ_Og7-O3E1kxeNdx_kqMlM4qYNx3GSgMfqgUrWl2lO1OYxosOtRzgFOBxCw1gxSjtSElZIUe8glnHDgetgYxhOUBWOPgooOP-EemJqnTygOgZSUQqSBQq8AeNgSgCBOx_WRojPakbotXPB6.U1Yd0ZDq8pi11nO8kQS4LnjVzET0TA-W5H00TZPGuv3qnAfznAfdmWcvrHczuWTkuyRkPhRYmWcknWubPW7hP1c0Ijv4GQ5n1SeDEeMTsrY0pyYqnWcd0ATqUvNsT1D0Iybqmh7GuZR0TA-b5Hc30APGujYznWm0UgfqnH0krNtknjDLg1csPWFxn1msnfKopHYs0ZFY5Hc3PfKBpHYkPHNxnHR3g1csP7tznHIxPH010AdW5HD3PWcdnW6dPWwxnHbknjb3P1bvn-tLnHbdrHf4rj6vg1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7B5HKxn0K-ThTqn0KsTjY3rHfkrjmznHf0UMus5H08nj0snj0snj00Ugws5H00uAwETjYs0ZFJ5H00uANv5gKW0AuY5H00TA6qn0KET1Ys0AFL5HDs0A4Y5H00TLCq0A71gv-bm1dbnBdMXh410A-bm1dcHbD0TA9YXHY0IA7zuvNY5Hnkg1nknNt30ZwdT1YkPWnYPWfsnWRYrHbYnHfknjcdPsKzug7Y5HDvnW6YrHn1n1RLrjD0Tv-b5yFbryPhuAFBnj0snAnLmWT0mLPV5R77wHmvrj61wbn3nDcknjn0mynqnfKsUWYs0Z7VIjYs0Z7VT1Ys0ZGY5H00UyPxuMFEUHYsg1Kxn7ts0Aw9UMNBuNqsUA78pyw15HKxn7tsg100TA7Ygvu_myTqn0Kbmv-b5H00ugwGujYVnfK9TLKWm1Ys0ZNspy4Wm1Ys0Z7VuWYs0AuWIgfqn0KGTvP_5H00mywhUA7M5HD0UAuW5H00uAPWujdDPWDYfbuDnDuDPjRYrDNjPYDzwHRsrHKDnYF7nYfdPsKYTh7buHYLPH0LnjD0mhwGujYYnRmvfHPjwH77PHRYnDNDPjfYP104PDfdrRmvPWFjw6KEm1Yk0AFY5H00Uv7YI1Ys0AqY5H00ULFsIjYsc10Wc10Wnansc108nj0snj0sc10WnansczYWna3snj0snj0Wni3snj0knj00XZPYIHY1PjR1Pjfk0Z7xIWYsQWc1g108njKxna3sn7tsQWDvg108njNxna34rNtsQW0kg1Dzr0KBTdqsThqbpyfqn0KzUv-hUA7M5H00mLmq0A-1gvPsmHYs0APs5H00ugPY5H00mLFW5Hm1PWTv&us=newvui&xst=TjY3rHfkrjmznHfKm1dDPWDYfbuDnDuDPjRYrDNjPYDzwHRsrHKDnYF7nYfdPs7B5HfkwWuKnYP7nRRdPHfswRfYPjfLnjbYwjR4wWmvnbPA0gnqnHnvPWnsP1f1Pjbkn1msnjRsPjIxnWcdg1fKI1v4GQ5n1SeDEeMTsrYKTHv4GQ5n1SeDEeMTsrL2qs7d5HnYPHnYPjDKIjYkPWc3Pjb1n1n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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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文件,未授权保存不成功，授权后可保存文件；

4.主流程.rpa，新建项目时，系统默认添加的项目入口脚本，不允许修改和删除；

5.子流程.rpa，新建流程时，用户手动创建的脚本文件，允许用户新增、修改、删除；

6.选中项目、流程文件：单击项目结构树节点；

7.右键操作：展示新建流程、新建文件夹、运行、重命名功能

8.右键选中主流程或项目文件夹时，运行主流程；

9.右键选中子流程时，运行子流程；

10.打开流程文件：双击主流程、子流程文件，在中间设计区打开对应的流程 tab 页；

4.5.2 组件库

组件是一个模块重复使用的模块，体系化的组件库让设计更高效、开发更迅速、产品体

验更一致，由搜索区、组件结构树等两部分构成

4.6 中间设计区

设计器提供流程画布功能位于中间设计区，为流程组件提供统一配置和管理界面，方便

流程设计人员。本文主要针对中间设计区的界面原型、功能设计、逻辑和操作进行说明，由

流程文件 tab 导航、组件导航（面包屑）、流程画布、异常提醒等五部分构成，具体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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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功能设计

1.流程文件 tab 导航,包括 流程文件名称、关闭按钮、tab 页导航下拉菜单；

2.tab 页导航下拉菜单,包括 关闭当前标签、关闭所有标签、关闭其他标签及 tab 页动态

菜单；

3.组件导航（面包屑）,包括组件名称：

4.流程画布,包括 组件、组件折叠、组件添加（+）、组件拖拽添加、右键菜单 ；

5.异常提示区,包括 异常总计、黄色-编译期异常、红色-运行期异常、异常提示信息；

4.6.2 逻辑说明:

1. 异常是指在流程设计、运行过程中随时产生的提示信息，通过颜色分为黄色-编译期

异常和红色-运行期异常；

2.黄色-编译期异常的范围，例如：

XX组件 XX属性必填，不能为空；

3.红色-运行期异常，例如：

 错误的类型转换。

 数组访问越界。

 访问 null 指针。

 试图打开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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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操作说明

1.流程文件 tab 导航，单击切换流程画布显示流程信息；

2.tab 页导航下拉菜单，单击图标显示菜单，单击菜单项完成关闭当前标签、关闭所有

标签、关闭其他标签对应操作，单击 tab 页动态菜单切换流程画布显示流程信息；

3.组件导航（面包屑），选中流程画布组件时，显示该组件的导航路径；

4.组件折叠，单击切换流程画布显示流程信息；

5.组件添加（+），单击（+）时，右侧展示最近使用的组件，点击"更多"，展示组件结

构搜索树；

6.组件拖拽添加，从左侧组件库拖拽组件到流程画布中时,

 移入（+）,在(+)处添加该组件；

 移入画布某一组件时，在该组件后面添加组件；

 移入画布选中画布时，在流程末尾添加该组件;

7.单击组件添加，单击左侧组件库或组件结构搜索树中组件时，右侧属性面板显示该组

件属性，单击“确定”后，在流程画布中添加该组件；

8.异常总计，鼠标移入时，显示异常总计窗口，

 异常统计显示异常数 例如： "1";

9.黄色-编译期异常，点击黄色区域，在该组件旁边显示"XX 组件必填，不能为空!";

10.红色-运行期异常，点击红色区域，在该组件旁边显示该组件运行日志；

4.7 右侧配置区

4.7.1 属性-右侧配置区

组件属性管理功能位于右侧配置区，为流程组件提供属性统一配置和管理界面，方便流

程设计人员，由必填项、选填项、确定功能等三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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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说明:

1. 必填项，属于组件使用基础填写信息，若未填，将产生黄色告警信息；

2. 选填项，可不填；

3. 点击确定后，组件添加至中间设计区。

4.7.2 变量-右侧配置区

组件变量管理功能位于右侧配置区，为流程组件提供变量统一配置和管理界面，方便流

程设计人员。由搜索区域、变量管理区域、变量二维表等三部分构成

范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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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搜索区域,包括 搜索提示、搜索功能；

2.变量管理区域,包括 局部变量、全局变量；

3.变量二维表,包括 名称、类型、范围、默认值；

4.7.3 参数-右侧配置区

参数是变量的一种，为子流程组件提供参数统一配置和管理界面，由参数 tab 页、搜索

区域、参数管理区域等三个部分构成

范围说明:

1.搜索区域,包括 搜索提示、搜索功能；

2.参数管理区域,包括子流程参数；

3.参数二维表,包括 名称、方向、默认值；

5 组件库需求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设计器拥有多个组件，常用组件及功能如下。

5.1 最近使用

展示最近常使用的功能组件，方便开发者快速定位组件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1.0 31

5.2 流程组件

5.2.1 预处理

功能描述

预先配置流程日志、全局等待时间、异常录屏时间、脚本超时时间、图像修正配置等预

定义的组件，在预处理中的变量都是全局变量，流程块均可直接调用，一个流程中有且只有

一个预处理，位置在流程的第一个位置。

配置项说明

预处理描述

为预处理添加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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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预处理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2.2 流程块

功能描述

流程块用于流程文件内部拆分模块的功能，且考虑与历史版本兼容使用。

配置项说明

 选填

流程块名称

流程块的名称

流程块描述

流程块描述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流程块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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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流程块名称：数据采集模块

流程块描述：采集瓜子二手车网站数据包括名称、时间、地点。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2.3 子流程

功能描述

子流程组件以文件形式拆分流程文件。

1. 子流程文件路径，点击 图标，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选择后面为"*.rpa"文件；

2.子流程名称，用户输入自定义的子流程名称，组件标题栏显示规则为“XXX（子流程）”；

3.打开子流程，当未授权状态，该功能不可用，提示信息“未授权不能使用该功能。”；

4.已授权第一次未保存时，打开对应路径的*.rpa 文件，显示子流程内容；

5.已授权项目已保存本地时，打开项目相对路径下的子流程文件，显示子流程内容；

6.已授权项目已保存中控子流程未保存到中控时，打开项目相对路径下的子流程文件，

显示子流程内容；

7.已授权项目已保存中控子流程已保存到中控时，打开中控中子流程文件，显示子流程

内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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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流程文件路径

请选择子流程文件路径，仅支持*.rpa 格式。

 选填

子流程名称

子流程名称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子流程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子流程文件路径：C:\数据采集子流程.rpa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2.4 结束处理

功能描述

流程脚本结束的最后处理的块，使用功能与流程块一致，主要考虑与历史版本兼容使用。

配置项说明

 选填

结束处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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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处理描述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结束处理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 应用软件

5.3.1 IE 浏览器

5.3.1.1 打开网页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打开⼀个指定的网址，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网址，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网址

指定一个需要打开的网址，以"http://"或""https://"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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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http://www.baidu.com"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打开方式、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打开方式

打开方式包括：新窗口、本标签、新标签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打开网页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址：http://www.baidu.com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2 后退网页

功能描述

执行 IE 浏览器后退操作，默认操作当前打开的网页，实现自动化操作。

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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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无

使用示例

第⼀步、将后退网页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3 刷新网页

功能描述:

执行 IE 浏览器刷新操作，默认操作当前打开的网页，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无

使用示例

第⼀步、将刷新网页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4 关闭当前窗口

功能描述

执行 IE 浏览器关闭当前窗口操作，默认操作当前打开的网页，实现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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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关闭当前窗口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5 切换窗口

功能描述

执行 IE 浏览器切换窗口操作，默认操作当前打开的网页，实现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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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需要切换至的窗体名称，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需要切换至的窗体名称

指定一个需要切换的窗口名称，如：百度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元素窗体名称、错误继续运行。

元素窗体名称

输入需要切换的窗口名称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切换窗口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输入需要切换的窗口名称，如：百度；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6 关闭窗口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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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IE 浏览器关闭所有窗口操作，默认操作当前打开的网页，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关闭方式、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关闭方式

选项分为关闭除第一个选项卡的所有选项卡和关闭所有选项卡，默认为关闭除第一个选

项卡的所有选项卡。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关闭窗口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7获取网页元素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某个网页元素，实现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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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数据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数据类型

获取元素类型保存的格式：text：将元素的文本内容存入变量；html：将元素的 html 结

构存入变量。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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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将获取网页元素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获取网页中的元素;

第三步、选择数据类型等数据，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8获取相似元素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某个网页元素及其相似元素的文本内容，html

结构或 xpath 信息数组，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数据类型、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数据类型

获取元素类型保存的格式：text：将元素的文本内容存入变量；html：将元素的 html 结

构存入变量；xpath：将元素的 xpath 存入变量。

所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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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相似元素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获取网页中的元素；

第三步、选择数据类型等数据，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9获取元素属性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网页元素属性，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化

操作。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1.0 44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需要获取的元素属性

例如：class、name、src 等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元素属性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获取网页中的元素。

第三步、输入需要获取的元素属性，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元素属性：class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10 获取表格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表格，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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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表格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获取网页中的元素。

第三步、选择数据类型等数据，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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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11 获取表单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表单，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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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表单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获取网页中的元素。

第三步、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12 获取列表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列表，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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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列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获取网页中的元素。

第三步、选择数据类型等数据，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13 获取输入框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输入框中的内容，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

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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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输入框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获取网页中的元素。

第三步、选择数据类型等数据，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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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14 获取下拉框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下拉框，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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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下拉框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获取网页中的元素。

第三步、选择是否开启图像修正等数据，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15 获取 checkbox 状态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 checkbox，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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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 checkbox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获取网页中的元素。

第三步、选择是否开启图像修正等数据，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16 获取页面 URL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获取 URL，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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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 URL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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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7 点击网页元素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在运行中点击网页元素，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触发类型、点击类型、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

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触发类型

包括后台事件点击、系统窗口点击、鼠标模拟点击。

点击类型

动作包括左键单击、左键双击。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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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点击网页元素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点击网页元素，选择触达类型、点击类型等；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18 鼠标移动至元素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在运行时将鼠标移动至该元素位置，实现自动

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触发类型、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触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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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类型为静默，非静默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鼠标移动至元素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移动鼠标获取元素位置；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19 元素是否存在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用以运行时监测该元素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

返回 true，如果不存在则返回 false。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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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元素是否存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移动鼠标获取元素；

第三步、选择是否开启图像修正等数据，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20 按文本找元素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根据给出的文本查找与文本值相同的元素并返

回，实现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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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筛选的数组

输入用于筛选的文本，并且可以添加多组文本数据。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是否唯一、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是否唯一

选项是和否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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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例

第⼀步、将按文本找元素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移动鼠标获取元素位置；输入用于筛选的文本，如：

筛选的数组：成都

第三步、选择是否唯一等数据，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21 选择下拉选项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下拉选项中匹配的内容，选中匹配到的下拉

选项，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择文本

输入下拉选项内容或者正则表达式。

 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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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匹配方式、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匹配方式

匹配方式包括完全匹配、模糊匹配。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选择下拉选项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填写选择文本如：

选择文本：chengdu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22 填输入框内容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在运行中输入内容，实现自动化操作。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1.0 61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填入内容

在选择的输入框中填入内容。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填输入框内容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填写输入内容如：

输入内容：成都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23 点击下载文件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获取下载文件，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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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文件保存目录至

选择文件保存目录。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触发类型、是否开启图像修正、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触发类型

包括后台事件点击、系统窗口点击、鼠标模拟点击。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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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例

第⼀步、将点击下载文件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鼠标获取网页中可下载的文件。

第三步、选择文件保存的目录，如:

文件保存至：E:\Example

第四步、选择是否开启图像修正等数据，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五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24 执行 JS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执行 JS，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字符串

输入执行 JS 的字符串

 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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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运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执行 JS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输入字符串。如：

.xxxx.xxxx

第三步、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25 保存验证码图片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在运行时将验证码图片进行指定路径的保存，

实现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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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保存的路径、验证码文件名、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保存的路径

填入验证码保存的位置

验证码文件名

填入验证码文件名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保存验证码图片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移动鼠标获取元素位置；

第三步、填入验证码保存的路径和验证码的文件名，如：

保存路径：E:\Example

验证码文件名：Web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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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26 等待弹出框出现继续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等待弹出框加载出现，按照所选的操作方式执行，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超时时间、操作类型、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超时时间

弹出框出现时，选择操作类型，若超时，选择“否/取消”

操作类型

操作类型包括：确定、取消、是、否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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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等待弹出框继续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在配置项中选择超时时间、操作类型，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27 等待弹出框获取内容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等待弹出框加载出现，并获取内容，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超时时间、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超时时间

弹出框出现时，选择操作类型，若超时，选择“否/取消”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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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输出变量命名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使用示例

第⼀步、将等待弹出框获取内容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在配置项中选择超时时间；填写输出变量命名如：

输出变量名：0_WebPage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1.28 等待元素出现继续

功能描述

通过 IE 浏览器，使用 xpath 抓取路径，等待目标元素加载，待元素出现时，流程继续。

如果超出时间，不再等待元素出现，流程继续。

配置项说明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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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xpath 路径进行抓取，鼠标定位获取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开启图像修正、选择超时时间、所属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开启图像修正

选项包括 inherit/true/false。

选择超时时间

如果超出时间，不再等待元素出现，流程继续。

所属类型

所属类型为 ie-ui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等待元素出现继续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通过移动鼠标获取元素位置；选择超时时间；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Chrome 浏览器

5.3.2.1 打开网页

功能描述

通过 chrome 浏览器，打开⼀个指定的⽹址，实现⾃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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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址，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网址

指定⼀个需要打开的⽹址，以"http://"或""https://"开始。
例如："http://www.baidu.com"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运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第⼀步、将打开网页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址：http://www.baidu.com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2 后退网页

功能描述

执行 chrome 浏览器后退操作，默认操作当前打开的网页，实现⾃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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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该组件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网页对象：@chrome_WebPage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3 刷新网页

功能描述

执行 chrome 浏览器刷新操作，默认操作当前打开的网页，实现⾃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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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刷新网页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网页对象：@chrome_WebPage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4 关闭当前窗口

功能描述

执行 chrome 浏览器关闭当前⻚⾯操作，默认关闭当前打开的网页，实现⾃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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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第⼀步、将关闭当前窗口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网页对象：@chrome_WebPage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5 关闭所有窗口

功能描述

执行 chrome 浏览器关闭所有⻚⾯操作，默认关闭当前打开的网页，实现⾃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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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第⼀步、将关闭所有窗口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网页对象：@chrome_WebPage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6 获取网页元素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并获取网页上的⽂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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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获取网页元素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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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7 获取相似元素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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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并获取网页相似元素上的⽂本内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相似百分比、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数据类型、错误继续运行。

相似百分比

值为 0-1，默认值 0.65，1 为百分百相似。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包括 text、html、xpath。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获取相似元素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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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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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8 获取元素属性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并指定属性名称获取网页元素上的内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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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属性名称

指定⼀个属性名称获取网页元素上的内容。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获取元素属性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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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9 获取元素位置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并获取元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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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获取元素位置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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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10 获取表格

功能描述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1.0 84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获取表格内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获取表格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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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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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1 获取表单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获取表单内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获取表单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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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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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2 获取列表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获取列表内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获取列表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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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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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3 获取下拉框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获取下拉框内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获取下拉框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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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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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4 获取 checkbox 状态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获取 checkbox 状态。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获取 checkbox 状态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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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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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5 获取页面 URL

功能描述

通过 Chrome 浏览器，获取 URL，并保存为变量，实现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页面 URL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网页对象：@chrome_WebPage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16 选择下拉选项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输⼊选项名称，并获取网页上的该选项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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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匹配下拉框选项内容

下拉框选项中的内容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选择下拉选项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1.0 96

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下拉选项中的内容：成都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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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17 填输入内容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输⼊在输⼊框中需要填写的内容，在网页中填写相应的内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输入框中输入的内容

输入框需要填写的内容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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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填输入内容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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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输入框中输入的内容：成都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18 切换 iframe 框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切换 iframe 框。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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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切换 iframe 框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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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19 点击弹出框按钮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选择弹出框按钮进行点击，输出弹出框内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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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按钮类型

按钮类型包含：确定、取消、是、否。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点击弹出框按钮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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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按钮类型：选择确定/取消/是/否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20 下载文件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将需要下载的⽂件保存在指定路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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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保存下载文件路径

将⽂件保存在指定路径中。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下载文件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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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输⼊⽂件保存路径：例如：E:\Example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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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21 按 class 名点击元素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输⼊class 内容，按内容匹配元素。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元素的 class

输⼊class 内容。
需要匹配的文本值

按内容匹配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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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按 class 名点击元素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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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元素的 class 值：例如：xxx

需要匹配的文本值：例如：xxx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22 更改元素属性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对网页对象中的元素属性进行修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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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更改的元素属性、更改后的值，若未填写，触发⻩⾊告警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更改的元素属性

输⼊需要更改的元素属性。
更改后的值

输⼊更改后的属性。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更改元素属性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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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更改的元素属性：例如：xxx

更改后的值：例如：xxx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23 移动至元素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对网页对象中的元素进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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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移动至元素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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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24 元素是否存在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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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对网页对象中的元素是否存在进行判定。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元素是否存在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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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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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5 按表达式找元素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对网页对象按表达式找元素。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按表达式找元素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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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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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6 按文本找元素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对网页对象按⽂本找元素。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筛选的数组，若未填写，触发⻩⾊告警。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筛选的数组

筛选出来的匹配⽂字内容的数组。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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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按文本找元素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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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筛选的数组：例如：xxx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27 保存验证码图片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对网页对象中的验证码图⽚进行保存。

配置项说明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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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保存验证码图片名称、保存图片路径，若未填写，触发⻩⾊告警。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保存验证码图片名称

输⼊验证码图⽚的名称。
保存图片路径

保存验证码图⽚的路径。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按文本找元素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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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保存验证码图片名称：例如：xxx

保存验证码图片路径：例如：xxx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28 等待弹出框出现继续

功能描述

弹出框出现时，选择操作类型，若超时，选择“否/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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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选择超时的时间、操作类型，若未填写，触发⻩⾊告警。

选择超时的时间

时间以秒为单位，若判断时间超过了输入的时间，操作类型将选择否/取消。

操作类型

操作类型包含：确定、取消、是、否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第⼀步、将等待弹出框出现继续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选择超时的时间（单位秒），如下

例如：5

第三步、选择操作类型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1.0 123

例如：确定

第四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网页对象：@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五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29 等待网页元素出现继续

功能描述

通过捕获元素进行定位，当出现某个网页元素时，继续下一步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元素捕获

用于捕获元素的功能，包括捕获绝对路径、捕获相对路径、智能元素捕获三种⽅式，默认⽅
式为智能元素捕获。

捕获相对路径：当网页元素路径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捕获绝对路径：当网页属性动态变化时，采用该捕获⽅式；

智能元素捕获：通过⾃动捕获、验证、评优、排序等综合算法捕获元素；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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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以捕获百度元素为例，

第⼀步、将等待网页元素出现继续从组件库拖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步、选择捕获⽅式并点击捕获按钮；

第三步、进⼊浏览器⻚⾯后，⿏标移⼊"百度⼀下"，显示捕获元素的提示后，按住 ctrl+单击

捕获元素，返回设计器界⾯；

第四步、点击验证，检查捕获到的元素是否正确；

捕获到的元素，以红⾊框体闪烁，进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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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六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30 配置 cookies

功能描述

对网页中的 cookies 进行配置。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配置后的 cookies，若未填写，触发⻩⾊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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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后的 cookies

根据需求对网页中的 cookies 进行配置，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配置 cookies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输入配置后的 cookies，如下

例如：xxx

第三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chrome_WebPage

第四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31 获取 cookies

功能描述

在网页中获取 cookies。

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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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网页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网页进行⾃动化操作。
默认值：chrome_WebPage

使用示例

第⼀步、将获取 cookies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网页对象：@chrome_WebPage

保存的对象至：webStr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2.32 网页截图

功能描述

对网页中的截图进行保存。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保存图片路径、保存图片名称，若未填写，触发⻩⾊告警。

保存图片路径

将截图的内容保存在电脑中，指定保存路径。

保存图片名称

设置截图的名称。

 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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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的浏览器网页

指定⼀个网页对象完成操作，为空时，默认操作当前已打开的网页。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将网页截图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输入保存路径，如下

输⼊⽂件保存路径：例如：E:\Example

第三步、输入保存图片名称

例如：photo

第四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网页对象：@chrome_WebPage

第五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3.3Excel

5.3.3.1 启动 Excel

功能描述

启动 Excel 或新建 Excel，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需要

先使用启动 Excel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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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文件路径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文件路径

新建 Excel 或者欲打开 Excel 的文件位置。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启动方式、错误继续执行。

启动方式

新建 Excel、前台打开 Excel、后台打开 Excel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 Excel 对象至

将新建或欲打开的 Excel 文件对象整体赋值给一个变量，以便后续流程调用。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启动 Excel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连接数据库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新建 Excel 选择文件路径：C:\

打开 Excel 选择文件路径：C:\text.xls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2 保存 Excel

功能描述

保存 Excel，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须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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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取。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关闭、错误继续执行。

是否关闭

是，保存原文件，并关闭 Excel 对象；

否，保存原文，保留 Excel 对象；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保存 Excel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3 关闭 Excel

功能描述

关闭已经打开的 Excel 对象。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

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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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关闭 Excel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4 另存 Excel

功能描述

原文件内容不变，将流程中修改过的文件另存为一个新文件，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

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

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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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文件路径。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文件路径

另存的 Excel 的文件位置。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关闭、错误继续执行。

是否关闭

是，另存原文件，关闭 Excel 对象；

否，另存原文件，保留 Excel 对象；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另存 Excel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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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路径：C:\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5 运行宏

5.3.3.6 工作表

5.3.3.6.1读取工作表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中读取工作表，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

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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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工作表对象至

将新建工作表对象整体赋值给一个变量，以便后续流程调用。

默认值：sheet_1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名称：sheet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6.2工作表重命名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中读取工作表，以重新命名 Excel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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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新名称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新名称

重新命名工作表的名称。

默认值：excel1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Sheet 页名称：sheet1

第三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新名称，如下

新名称：exce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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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6.3工作表是否存在

功能描述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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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工作表对象至

将新建工作表对象整体赋值给一个变量，以便后续流程调用。

默认值：sheet_1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Sheet 页名称：sheet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 单元格

5.3.3.7.1写入单元格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中写入单元格数据，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

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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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数据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数据

写入单元格的数据

例如：[1,2,3]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数据：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2读取单元格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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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cel 对象中读取单元格数据，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

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数据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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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单元格对象至

将新建单元格对象整体赋值给一个变量，以便后续流程调用。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3删除单元格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中删除单元格，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须以

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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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单元格移动、错误继续执行。

单元格移动

单元格选项左、上移动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4清除单元格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中清除单元格数据，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

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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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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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5合并单元格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中合并单元格，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须以

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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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6插入单元格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中插入单元格，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须以

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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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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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7查找单元格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中查找单元格，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须以

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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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字符

查询字符所在工作表单元格的位置。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查询字符对象至

将新建单元格对象整体赋值给一个变量，以便后续流程调用。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查询字符：张晓明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8搜索单元格内容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中搜索单元格内容，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

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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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符号、其他字符、错误继续执行。

符号

内置的一些符号或者是其它选项

其它字符

如选择其它字符，则需要手动输入需要搜索的单元格内容

错误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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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对象至

将新建单元格对象整体赋值给一个变量，以便后续流程调用。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9设置单元格宽高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中设置单元格宽高，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

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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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宽

单元格的宽度

高度

单元格的高度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宽度：1cm

高度：2cm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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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7.10设置单元格自动换行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设置单元格自动换行，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

必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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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11设置单元格背景颜色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设置单元格颜色，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须

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颜色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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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颜色

输入 RGB颜色，设置单元格的颜色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颜色：333333#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12设置单元格水平对齐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设置单元格内容水平对齐，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

程，必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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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对齐方式、错误继续执行。

对齐方式

对齐方式有：左对齐、水平居中、右对齐、分散对齐、两端对齐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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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13设置单元格垂直对齐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设置单元格内容垂直对齐，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

程，必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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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对齐方式、错误继续执行。

对齐方式

对齐方式有：顶端对齐、底端对齐、居中对齐。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14设置单元格字体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设置单元格字体，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必须

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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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字体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字体

设置单元格字体的样式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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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字体：微软雅黑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15设置单元格字体加粗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设置单元格字体加粗，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

必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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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16设置单元格字体倾斜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设置单元格字体倾斜，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

必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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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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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17设置单元格字体颜色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设置单元格字体颜色，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

必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颜色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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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颜色

输入 RGB颜色，设置单元格的颜色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颜色：333333#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3.7.18设置单元格文字下划线

功能描述

在 Excel 对象设置单元格文字下划线，以实现 Excel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Excel 的流程，

必须以启动 Excel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Excel 或关闭 Excel 组件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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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Excel 对象、工作表、单元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Excel 对象

从已有的 Excel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xcel 对象，Excel 对象可通过启动 Excel 组件获

取。

工作表

读取的工作表名称。

默认值：sheet1

单元格

读取的工作表单元格

例如：A1:D1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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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对象：excel_1

工作表：sheet1

单元格：A1:D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4Word

5.3.4.1 读取文档

功能描述

在 word 对象中读取工作表，以实现 word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word 的流程，必须

以启动 word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word 或关闭 word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打开 word 文档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word 对象

从已有的 word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word 对象，word 对象可通过启动 word 组件获取。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关闭文档、错误继续执行。

是否关闭文档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1.0 165

是否要在打开后关闭文档。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 word 对象至

将新建工作表对象整体赋值给一个变量，以便后续流程调用。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工作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Excel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word 对象：word_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4.2 读取 word 表格

功能描述

在 word 对象中读取文档内容，以实现 word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word 的流程，必

须以启动 word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word 或关闭 word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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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文档路径、起始字符串、表格序号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word 对象

从已有的 word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word 对象，word 对象可通过启动 word 组件获取。

起始字符串

从已有的 word 对象中输入需要操作的内容

表格序号

从已有的 word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表格序号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关闭文档、错误继续执行。

是否关闭文档

是否要在打开后关闭文档。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 word 表格对象至

将读取的表格数据对象整体赋值给一个变量，以便后续流程调用。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读取 word 表格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word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文档对象：word_1

起始字符串：

表格序号：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4.3 替换内容

功能描述

在 word 对象中替换文档内容，以实现 word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word 的流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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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以启动 word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word 或关闭 word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打开 word、被替换的值、替换的值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打开 word

从已有的 word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word 对象，word 对象可通过启动 word 组件获取。

被替换的值

输入需要被替换的值

替换的值

输入需要新替换的值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自动保存、错误继续执行。

是否自动保存

是否要自动保存更改的内容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 word 表格对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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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读取的表格数据对象整体赋值给一个变量，以便后续流程调用。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读取 word 表格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word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打开 word：word_1

被替换的值：2

替换的值：8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4.4 导出 PDF

功能描述

在 word 对象导出文档内容为 pdf 格式，以实现 word 程序的自动化。操作 word 的

流程，必须以启动 word 组件作为开始，以保存 word 或关闭 word 组件作为结束。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word 文档路径、导出文件夹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Word 文档路径

从已有的 word 对象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word 对象，word 对象可通过启动 word 组件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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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文件夹

选择导出的文件存储位置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是否自动保存、错误继续执行。

是否自动保存

是否要自动保存更改的内容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读取读取 word 表格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word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Word 文档路径：选择文件

导出文件夹：导出的 pdf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5 数据库

5.3.5.1连接数据库

功能描述

使用数据库连接字符串连接到数据库，实现数据库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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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连接字符串、用户名、密码，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

接功能。

测试连接

测试当前是否能连接到数据库，弹窗提示连接成功或连接失败；

连接字符串

配置数据库访问的连接字符串

1、支持直接输入连接字符串

例如：jdbc:oracle:thin:@127.0.0.1/orcle

2、支持通过数据库类型，服务器和端口，数据库实例等选填项配置自动生成连接字符

串；

用户名

配置访问数据库的用户名

例如：用户为 sa

密码

配置访问数据库的密码

例如：密码为*****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数据库类型，服务器和端口，数据库实例、用户名、密码。

数据库类型

包括MySQL、Oracle、SQL Server 等

服务器和端口

配置访问数据库的服务器 ID 地址以及端口号；

例如：服务器：192.168.0.127，端口：3306

数据库实例

配置访问数据的实例

例如：实例名为 test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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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数据库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数据库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数据库进行自动化操作。

默认值：数据库类型_DB，例如 MySQL_DB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连接数据库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连接字符串：jdbc:oracle:thin:@127.0.0.1/orcle

用户名：scott

密码：******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5.2执行 SQL

功能描述

在指定的数据库中，执行 SQL 语句，并返回结果，实现数据库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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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数据库对象、SQL 语句，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数据库对象

选择在“连接数据库”组件中，创建的数据库连接对象；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执行 SQL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连接数据库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数据库对象：@Oracle_DB

SQL 语句：select 1 from dual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5.3批量插入 SQL

功能描述

在指定的数据库中，参照 SQL 模板，批量插入数据对象，并返回条数，实现数据库自

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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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数据库对象、数据对象、SQL 模板，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数据库对象

选择在“连接数据库”组件中，创建的数据库连接对象；

例如：@MySQL_DB

数据对象

选择在当前流程中，创建的数据对象；

例如：@userList1

SQL 模板

配置数据库待执行的 insert SQL 语句模板

例如：insert into table（name，age，city） values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保存结果对象至

该变量保存的是执行结果对象，使用此对象，可以对数据库进行自动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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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返回说明

返回受影响的记录条数。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批量插入 SQL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连接数据库组件、数据

结果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数据库对象：@MySQL_DB

数据对象：@userList1

SQL 模板：insert into table（name，age，city） values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5.4关闭数据库

功能描述

关闭由“连接数据库”创建的数据库连接对象，实现数据库自动化操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数据库对象，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数据库对象

选择在“连接数据库”组件中，创建的数据库连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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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ySQL_DB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关闭数据库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连接数据库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数据库对象：@MySQL_DB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6 邮件

5.3.6.1 配置邮箱

功能描述

在配置邮箱中，配置邮箱的内容，以实现收发邮箱的自动化。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登录您的账户、密码/授权码、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SMTP

端口、接受邮件服务器（IMAP）、IMAP 端口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登录您的账户

输入您的邮箱账户

密码/授权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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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您的邮箱地址

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

输入发送邮箱的服务器地址

SMTP 端口

输入发送邮件的服务器端口

接受邮件服务器（IMAP）

输入接受邮箱服务器的地址

IMAP 端口

输入接收邮箱服务器的端口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执行。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配置邮箱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word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登录您的账户：295909@qq.COM

密码/授权码:hahahah

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https://mail.qq.com/

SMTP 端口：

接受邮件服务器（IMAP）：https://mail.qq.com/

IMAP 端口：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6.2 发送邮件

功能描述

在配置邮箱中，发送邮件，以实现发送邮箱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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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请选择邮箱配置、收件人、主题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邮箱配置

选择已经配置并且保存好的邮箱

收件人

输入您要发送的邮件的地址，收件人的邮箱

主题

你要发送邮件的主题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抄送、选择附近、邮件内容、邮件内容是否纯文本、错误继续运行

抄送

选择抄送人

选择附件

选择需要随邮件发送的内容

邮件内容

输入邮件的内容

邮件内容是否纯文本

选择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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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发送邮件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word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邮箱配置：email-1

收件人：王芳@qq.COM

主题:10 点开会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6.3 接收新邮件

功能描述

在配置邮箱中，发送邮件，以实现发送邮箱的自动化。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请选择邮箱配置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邮箱配置

选择已经配置并且保存好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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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按发件人邮箱筛选、按邮件主题名称筛选、选择附件保存地址、是

否标记为已读、错误继续运行

按发件人邮箱筛选

按照发件人来筛选接收的邮件

按邮件主题名称筛选

按照发送的邮件的名称筛选接收的邮件

选择附件保存地址

选择邮件中附件的保存地址

是否标记为已读

是否将接收的邮件标记为已读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发送邮件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word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邮箱配置：email-1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面板上的"确定"。

5.3.6.4 操作邮件

功能描述

在配置邮箱中，操作邮件，以实现管理邮箱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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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请选择邮箱配置、请选择要操作的邮件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

邮箱配置

选择已经配置并且保存好的邮箱

请选择要操作的邮件

选择你将要操作的邮件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选择操作、错误继续运行

选择操作

将邮件标记为已读或者放入垃圾桶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操作邮件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且在启动 word 组件后；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如下

邮箱配置：email-1

请选择要操作的邮件：张晓明@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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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系统操作

5.4.1 基础功能

5.4.1.1 获取本机 IP

用于获取本机 ip 地址，返回一个数组类型值。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输出本机 IP 地址变量、返回结果类型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

功能。

 输出

待返回的 IP 变量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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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获取本机 IP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4.1.2 获取环境变量

用于获取指定环境变量名的环境参数。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环境变量名、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如:

Java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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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值作为变量参数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获取环境变量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4.1.3 获取系统变量

用于获取系统相关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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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选择系统变量、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如:

 选择系统变量

选择系统变量包括应用版本号、系统架构、操作系统版本、剪切板内容、当前时间、当

前应用使用语言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值作为变量参数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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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获取系统变量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4.1.4 获取脚本信息

用于获取脚本相关的参数，并返回对象信息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输出变量名、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如: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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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值作为变量参数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获取脚本信息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4.1.5 隐藏执行界面

用于在执行 RPA 脚本时，隐藏执行界面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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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隐藏执行界面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点击确定

5.4.1.6 显示执行界面

用于在执行 RPA 脚本时，显示执行界面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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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显示执行界面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点击确定

5.4.1.7 按范围截屏

用于截取指定区域的图片，并保存到指定文件夹目录。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保存路径、截取文件名，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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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的路径

截取图片或保存的文件路径

 截取文件名

截取图片后保存的文件名称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截屏范围左上点、截屏范围右上点、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值作为变量参数，这里输出保存路径信息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按范围截屏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4.1.10 打开应用

用于打开指定路径下的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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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选择应用，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如:

 选择应用

需要打开应用安装的路径信息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变量、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值作为变量参数，这里输出进程 ID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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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打开应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4.1.11 关闭应用

用于关闭指定路径下的应用软件。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选择应用，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如:

 选择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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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闭应用安装的路径信息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变量、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值作为变量参数，这里输出进程 ID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关闭应用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4.1.12CMD 命令行

用于执行 cmd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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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 cmd 输入命令，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如:

 Cmd 输入命令

待执行的 cmd 命令语句 如: ipconfig

 选填

当前组件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值作为变量参数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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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 CMD命令行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4.1.13 录屏

功能描述

用于录制一段视频保存到指定文件夹并重命名视频名称

配置项说明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录屏文件保存路径、录屏文件名、录屏时长、录屏清晰度，错误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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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运行。

录屏文件保存路径

录屏后文件的保存路径信息

录屏文件名

录屏后的文件名称

录屏时长

录屏时间设置

录屏清晰度

录屏清晰度调整

 输出

输出数组对象，这里是聊天对话内容

使用示例

第⼀步、将录屏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板输⼊配置项，如下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第四步、生成录屏文件。

5.4.1.14 等待时间

用于设置延迟时间 单位为ms 1000ms=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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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请输入等待时间，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如:

 请输入等待时间

输入等待时间值

 选填

当前组件错误继续运行。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等待时间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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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4.1.15 系统锁屏

用于系统锁屏。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分辨率宽带、分辨率高度，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如:

 请输入等待时间

输入等待时间值

 选填

当前组件错误继续运行。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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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等待时间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4.2 键盘鼠标

5.4.2.1 鼠标点击

功能描述

可进行鼠标按下、弹起、单击、双击、右键点击等动作

配置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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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点击类型，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单击类型

左键单击、中键单击、右键单击、左键双击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键盘鼠标-鼠标点击”；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点击类型（左键单击、中间单击、右键单击、左键双

击），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2.2 鼠标移动

功能描述

将鼠标移动到指定位置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移动到坐标，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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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到坐标

输入鼠标移动的屏幕位置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键盘鼠标-鼠标移动”；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移动到坐标，输入鼠标移动的屏幕位置；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2.3 鼠标滚动

功能描述

在指定的网页中滚动鼠标，可以设置为滚动到顶部、底部或者指定位置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捕获桌面元素，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捕获桌面元素

抓取路径、元素进程名称、元素窗体名称、元素下标、元素坐标（x，y）、上下滚动（向

下为正，向上为负，滚轮键滚动的次数）、左右滑动（向右为正，向左为负，滚轮键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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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次数）；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键盘鼠标-鼠标滚动”；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捕获桌面元素，输入抓取路径、元素进程名称、元素

窗体名称、元素下标、元素坐标（x，y）、上下滚动（向下为正，向上为负，滚轮键滚

动的次数）、左右滑动（向右为正，向左为负，滚轮键滚动的次数）；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2.4 鼠标拖拽

功能描述

在指定的网页中滚动鼠标，将鼠标移动到目标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鼠标拖动开始位置，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鼠标拖动开始位置

输入开始拖动的位置（鼠标按下的位置），输入拖动结束的位置（鼠标松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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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键盘鼠标-鼠拖拽；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鼠标拖动开始位置，输入开始拖动的位置（鼠标按下

的位置），输入拖动结束的位置（鼠标松开的位置），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2.5 键盘操作

功能描述

弹出键盘，进行输入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按键，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按键

0、1、2、3、4，辅助按键（Alt、Control、Shift、Command），执行次数（按键次数）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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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键盘鼠标-键盘操作；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按键，输入 0、1、2、3、4，辅助按键（Alt、Control、

Shift、Command），执行次数（按键次数）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2.6 获取插入符坐标

功能描述

可进行鼠标按下、弹起、单击、双击、右键点击等动作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输出，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输出

输出变量名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键盘鼠标-鼠获取插入

符坐标”；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输出（输出变量名），默认左键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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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2.7 连续输入

功能描述

连续输入内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连续输入内容，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连续输入内容

 选填

输入间隔

默认 10ms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键盘鼠标-连续输入”；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连续输入内容、输入间隔（默认 10ms），默认左键

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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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8 复制粘贴

功能描述

将所需内容复制一份，粘贴在另一个位置。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复制粘贴操作，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选择复制粘贴操作

复制操作、粘贴操作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键盘鼠标-复制粘贴”；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复制粘贴操作（复制操作、粘贴操作），默认左键单

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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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文件操作

5.4.3.1读取/写入

5.4.3.1.1读取 txt 文件

功能描述

读取 txt 文件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读取 txt 文件，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读取 txt 文件

选择文件夹

 选填

业务描述

输入业务描述

 输出

输出变量命名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读取/写入-

读取 txt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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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读取 txt 文件、目录名称，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1.2读取 csv 文件

功能描述

读取 csv 文件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读取 csv 文件，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读取 csv 文件

选择文件夹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是/否

 输出

输出变量命名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读取/写入-

读取 csv 文件”；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读取 csv 文件、目录名称，默认左键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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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1.3读取 word 文件

功能描述

读取 word 文件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读取 word 文件，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读取 word 文件

选择文件夹

 选填

业务描述

 输出

输出变量命名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读取/写入-

读取 word 文件”；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读取 word 文件、目录名称，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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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1.4读取 PDF 文件

功能描述

读取 PDF 文件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读取 PDF 文件，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读取 PDF 文件

选择文件夹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变量命名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读取/写入-

读取 PDF 文件”；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读取 PDF 文件、目录名称，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1.6写入 csv 文件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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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量写入 csv 文件并为该文件命名， 并将文件路径输出一个新变量并为其命名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需要保存的数据名、文件名称、保存路径，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

程。

需要保存的变量

文件名称（输入需要写入的文件名）、保存路径

选填

写入类型（覆盖/不覆盖）

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文件全路径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读取/写入-

写入 csv 文档”；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需要需要保存的数据名、文件名称、保存路径，默认

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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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1.7写入文档

功能描述

写入文档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需要保存的变量、文件名称、需要保存的路径，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

个流程。

需要保存的变量

文件名称（输入保存的文件名）、保存的路径（输入保存文件的路径）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文件全路径名为变量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读取/写入-

写入文档”；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需要保存的变量、文件名称、需要保存的路径，默认

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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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文件

5.4.3.2.1创建文件

功能描述

在指定的目录下创建新的文件夹。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创建文件的位置、文件名称，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选择创建文件的位置

文件名称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创建文

件”；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创建文件的位置、文件名称，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2.2重命名文件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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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远程服务器上指定的文件重命名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需要重命名的文件、新文件名称（包含文件格式），若未填写，无

法进入下个流程。

需要重命名的文件

文件名称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重命名

文件”；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需要重命名的文件、新文件名称（包含文件格式），

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2.3复制文件

功能描述

将输入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目录。



数字员工流程机器人软件 1.0 214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要复制的文件、选择要复制的目录，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选择要复制的文件

选择要复制的目录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复制文

件”；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要复制的文件、选择要复制的目录，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2.4压缩文件

功能描述

压缩指定文件到指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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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连接引入方式、需要压缩的文件路径，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

程。

选择链接引入的方式（默认/输入路径组数）

选择需要压缩文件的路径、压缩文件的名称、选择要保存的文件夹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压缩文件全路径名为变量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压缩文

件”；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连接引入方式、需要压缩的文件路径，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2.5解压文件

功能描述

解压指定文件到指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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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连要解压的文件，选择要保存的文件夹，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

流程。

选择要解压的文件

选择要保存的文件夹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解压出的文件名组数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解压文

件”；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连要解压的文件，选择要保存的文件夹，默认左键单

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2.6移动文件

功能描述

移动文件到指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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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连要移动的文件，选择要移动到的目录，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

流程。

选择要移动的文件

选择要移动到的目录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移动文

件”；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连要移动的文件，选择要移动到的目录，默认左键单

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2.7删除文件

功能描述

删除指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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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连要删除的文件，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选择要删除的文件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删除文

件”；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连要删除的文件，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2.8路径是否存在

功能描述

路径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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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连要判断的路径，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选择要判断的路径文件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路径是

否存在”；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连要判断的路径文件，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2.9获取文件基本信息

功能描述

获取指定文件的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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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文件，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选择文件（文件夹）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为结果变量命名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获取文

件基本信息”；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连文件，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2.10文件转 BASE64

功能描述

将目标地址文件以 BASE64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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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文件地址，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选择文件地址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为结果变量命名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文件转

BASE64”；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连文件地址，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3读取图片复制到剪切板

功能描述

读取图片复制到剪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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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读取图片，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选择读取图片

文件名称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读取图片

复制到剪切板”；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读取图片、文件名称，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4复制文件/文件夹到剪切板

功能描述

复制文件/文件夹到剪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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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文件路径，若未填写，无法进入下个流程。

选择文件路径

文件夹

 *选填

错误继续运行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复制文

件/文件夹到剪切板”；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文件路径，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5.4.3.5PDF 转图片

功能描述

PDF 文件转换为图片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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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选择 PDF 文件，图片序列，输出图片目录，图片名称，若未填写，无

法进入下个流程。

选择 PDF 文件

图片序列，输出图片目录，图片名称选填

 选填

同名覆盖（覆盖/不覆盖）

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压缩文件全路径名为变量

使用示例

第⼀步、打开“设计器“点击“新建项目”，单击“系统操作-文件操作-文件-PDF 转

图片”；

第⼆步、在右侧属性⾯下拉框选择 PDF 文件，图片序列，输出图片目录，图片名称，

默认左键单击；

第三步、点击右侧属性⾯板上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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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外部接口

5.5.1HTTP

5.5.1.1HTTP 接口

功能描述

使用 RPA完成 Http 接口的调用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连接 URL，若未填写，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URL

填写接口地址；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请求类型、cookie、header、选择请求头类型、选择变量引入方式、

变量、返回结果类型、选择获取变量的类型、错误进行运行

请求类型

包括 get、post

Cookie

配置访问接口的 cookie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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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服务器：192.168.0.127，端口：3306

Header

配置访问接口的请求头信息；

例如：实例名为 test

选择请求头类型

包括 key、value 代表请求参数

返回结果类型

包括 Response、Response Headers 两种类型

选择获取变量的类型

包括 json、text、xml、html 四种类型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Http 接口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5.1.2HTTP 上传

功能描述

使用 Http 接口上传附件，实现上传附件自动化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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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连接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上传地址，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

功能。

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

选择指定需要上传的文件路径；

上传地址

配置需要上传的地址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文件变量名称、上传参数、错误继续运行。

文件变量名称

定义一个变量，作为文件名称使用

上传变量

包括 key、value 两种类型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当前组件输出一个对象。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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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 http 上传组件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5.1.3HTTP 下载

功能描述

使用 Http 接口下载附件，实现下载附件自动化操。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选择保存文件的目录、下载地址、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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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保存文件的目录

选择指定需要下载的文件路径；

下载地址

配置需要下载的 http 地址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请求类型、选择请求头类型、cookies、错误继续运行。

请求类型

包括 get、post 两种类型

选择请求头类型

包括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两种类型

Cookies

请求接口地址当前的 cookies 值。

错误继续运行

当出现异常时默认终止流程，也可以忽略错误继续执行。

 输出

输出绝对路径作为变量参数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 http 下载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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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FTP

5.5.2.1 登录 FTP

功能描述

使用 RPA登陆 FTP 服务器。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登陆 FTP 的 IP 地址、登陆 FTP 的端口号、登陆 FTP 账户、登陆

FTP 密码、远程服务器的文件、权限值、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登陆 FTP 的 IP 地址

选择指定需要登陆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登陆 FTP 的端口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登陆 FTP 账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账户

登陆 FTP 密码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密码

远程服务器的文件

指定需要操作的 FTP 服务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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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值

需要和产品研发沟通、研发核实代码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绝对路径作为变量参数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登陆 FTP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5.2.2 关闭 FTP

功能描述

使用 RPA关闭 FT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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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关闭 FTP 的 IP 地址、关闭 FTP 的端口号、关闭 FTP 账户、关闭

FTP 密码、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关闭 FTP 的 IP 地址

选择指定需要关闭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关闭 FTP 的端口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关闭 FTP 账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关闭账户

关闭 FTP 密码

配置 FTP 服务器的关闭密码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变量作为参数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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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关闭 FTP 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5.2.3 获取目录所有文件

功能描述

使用 RPA获取 FTP 服务器指定目录下所有的文件信息。

配置项说明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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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登陆 FTP 的 IP 地址、登陆 FTP 的端口号、登陆 FTP 账户、登陆

FTP 密码、服务器文件夹地址、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登陆 FTP 的 IP 地址

选择指定需要登陆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登陆 FTP 的端口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登陆 FTP 账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账户

登陆 FTP 密码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密码

 服务器文件夹地址

指定服务器文件夹的路径。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变量作为参数

使用示例

第一步、获取目录下所有文件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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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5.2.4 修改文件权限

功能描述

使用 RPA修改 FTP 服务器文件夹权限。

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登陆 FTP 的 IP 地址、登陆 FTP 的端口号、登陆 FTP 账户、登陆

FTP 密码、修改文件权限的文件路径、修改的权限、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登陆 FTP 的 IP 地址

选择指定需要登陆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登陆 FTP 的端口号

登陆 F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登陆 FTP 账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账户

登陆 FTP 密码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密码

修改文件权限的文件路径

指定需要修改文件权限的路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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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权限

配置 FTP 服务器指定权限的参数配置信息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变量作为参数

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修改文件权限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5.2.5 修改文件名

功能描述

修改指定 FTP 服务器路径文件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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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说明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登陆 FTP 的 IP 地址、登陆 FTP 的端口号、登陆 FTP 账户、登陆

FTP 密码、文件路径、修改后文件名、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登陆 FTP 的 IP 地址

 选择指定需要登陆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登陆 FTP 的端口号

 登陆 F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登陆 FTP 账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账户

 登陆 FTP 密码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密码

 文件路径

 指定需要修改文件的路径信息

 修改后文件名

 指定需要修改后的文件名称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变量作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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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例

第一步、将修改文件名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5.2.6 删除文件

功能描述

删除指定 FTP 服务器路径下的文件。

配置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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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填

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登陆 FTP 的 IP 地址、登陆 FTP 的端口号、登陆 FTP 账户、登陆

FTP 密码、服务器上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删除文件的文件名、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

接功能。

 登陆 FTP 的 IP 地址

选择指定需要登陆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登陆 FTP 的端口号

登陆 F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登陆 FTP 账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账户

 登陆 FTP 密码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密码

 服务器上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指定需要删除文件夹的路径信息

 删除文件的文件名

指定需要删除的文件名称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变量作为参数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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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删除文件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5.2.7 上传文件

功能描述

上传文件到指定 FTP 远程服务器路径下。

配置项说明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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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登陆 FTP 的 IP 地址、登陆 FTP 的端口号、登陆 FTP 账户、登陆

FTP 密码、上传的本地文件所在的文件夹路径、上传到远程服务器文件夹路径、上传的文件

名、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登陆 FTP 的 IP 地址

选择指定需要登陆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登陆 FTP 的端口号

登陆 F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登陆 FTP 账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账户

 登陆 FTP 密码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密码

 上传的本地文件所在的文件夹路径

指定本地需要上传的文件夹路径信息

 上传到远程服务器文件夹路径

指定需要上传到 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夹路径信息

 上传的文件名

指定需要上传到 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名称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变量作为参数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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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删除文件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5.5.2.8 下载文件

功能描述

下载 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到指定本地路径下。

配置项说明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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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件必填项包括登陆 FTP 的 IP 地址、登陆 FTP 的端口号、登陆 FTP 账户、登陆

FTP 密码、上传的本地文件所在的文件夹路径、上传到远程服务器文件夹路径、上传的文件

名、触发黄色告警以及测试连接功能。

 登陆 FTP 的 IP 地址

选择指定需要登陆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登陆 FTP 的端口号

登陆 FTP 服务器的端口号

 登陆 FTP 账户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账户

 登陆 FTP 密码

配置 FTP 服务器的登陆密码

 下载本地文件夹路径

指定本地下载后的文件夹路径信息

 远程服务器文件所在的文件夹路径

指定待下载文件在 FTP 服务器路径信息

 文件名

指定下载后的文件名称

 选填

当前组件选填项包括错误继续运行。

 输出

输出变量作为参数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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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下载文件从组件库中推拽到中间设计区；

第二步、在右侧属性面板输入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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