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发现改进机会

 –将自动化应用于关键领

域，扩大业务影响

 –创建业务应用，迅速处理

不断变化的环境 

 –借助 AI 支持的自动化优

化员工队伍

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借助 AI 支持的自动化提升业务绩效

颠覆工作方式，简化运营流程

到 2022 年，通过将自动化与 AI 相结合，预计企业将释放 1340 亿美元的劳动力

价值。绝大多数 AI 和自动化领军企业的营收增长也有望超越其竞争对手。将 AI 

集成到运营流程中，通过让每一次互动、体验和流程变得更加智能化，可以加速创

新进程。

为了充分发挥 AI 支持的自动化的全部潜能，企业需始终如一地利用成熟的自动化

软件，并在所有工作流程中应用最佳实践，从创建更快的数字化客户体验到优化内

部流程，实现全覆盖。然而，并非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包含实现端到端运营自动化所

需的全面技术，这就导致企业采用多点式解决方案，进而引发更高的成本，同时也

无法进行扩展。

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提供了一套专为任何混合云而构建的模

块化集成软件，旨在快速为您解决最棘手的运营挑战。它包括一系列广泛的 AI 支

持的自动化功能（包括流程挖掘、内容、捕获、决策、工作流程和任务），以及灵

活的模式，可让您从小处着手，并随着需求的演变而扩展。您可以通过应用机器人

流程自动化 (RPA) 来解放员工，利用运营智能来加速决策，并扩展为自动执行核心

运营中的各类关键工作，从而开启数字化转型之旅。高度安全的环境为多方工作流

程带来了信任与透明度，所有这些均可以量身定制，并与您现有的投资相集成。

凭借 AI 生成的可行建议、用于评估影响的内置分析，以及可加速创新的商业友好

型工具，我们的软件已帮助客户将流程完成时间缩短了 90%，1 将客户等待时间减

少了一半，2 同时还降低了风险，并节省了数千个工时，而这些工时随后则会被重

新分配给更高价值的工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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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通过以下功能帮助您

提高业务绩效：

对内容进行分类并理解内容。

 –利用智能分类，自动理解文

档归类情况。

 –使用深度学习理解文档标签与

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取代传统

的基于区域的提取方法。

 –利用 IBM Watson® 

Knowledge Studio 从文本 

（例如，电子邮件与合同）

中提取含义。

 –利用设备上的 AI 实现实时

智能移动文档捕获，从而获

取重要信息。

明确任务的优先级。

 –使用预测性分析，通过以下

方式为员工列表中的每项任

务评分：

• 技能评分

• 绩效评分

 –对任务列表进行排序，并将

具有高价值、高技能和高绩

效的任务放在列表顶部。

 –让员工为更高价值的任务优

先安排时间。

利用流程挖掘和建模查明低效之处 利用 RPA 和数字化员工扩充您的员工队伍

作出预测性决策。

 –在低代码环境中，让业务分析

人员能够访问机器学习 (ML) 

模型。

 –通过整合 ML 模型，扩展基于

规则的决策。

 –与 IBM Watson Machine 

Learning 预测性分析进行本

机集成。

 –利用专为第三方 ML 供应商设

计的广泛框架。

构建智能聊天机器人。

 –使用内置的 RPA 聊天机器人

命令自动执行聊天功能。

 –利用交互式语音应答 (IVR) 

进行语音合成与识别，简化客

户支持功能。

 –结合使用聊天机器人和 RPA 

命令，提供引人入胜的客户

互动。

应用 AI 来处理运营数据。

 –从多个业务与运营来源中捕获

事件数据。

 –将预先整理的运营数据输入数

据湖中。

 –让数据科学家能够在 AI 和 

ML 项目中使用运营数据。

• 洞察流程执行情况。

• 了解员工效率。

• 提供建议。

捕获内容并进行数字化处理。

 –从多个渠道获取多种格式的

文档。

 –使用 ML 和 AI 工具，从文

档与图像中提取数据并进行

分类。

 –通过使用跨存储库的强大搜

索功能和联合功能，存储和

管理业务内容。

 –采用高度精细的安全控制和

基于角色的修订。

 –利用移动支持，执行协作内

容共享与同步。

 –通过生命周期和记录管理，

对跨组织数据保留进行信息

管理。

管理工作。

 –通过灵活的搜索和过滤功

能，执行实时流程指标。

 –集中管理数百个流程应用 

的开发。

自动制定决策。

 –使用高度可扩展的微服务架

构，快速检验、模拟和执 

行决策

 –使用执行跟踪来实现可审 

计性。

构建低代码应用。 

 –使用核心用户界面 (UI) 

构建器，拖放所有核心功

能的自动化组件。

 –使用由开发人员创建并由

业务用户应用的工具包来

组装应用。

 –利用内置治理和生命周期

管理。

监控与报告。

 –跨多项自动化功能关联

事件。

 –通过使用预定义的用户可

配置仪表板，实时查看运

营状况。

 –根据 AI 生成的洞察进行

调整，从而改善业务运营

状况。

利用流程挖掘来获取有关流

程绩效情况的详细信息。

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合作，利用

模型原有流程达成共识。

执行重复性任务，让员工腾出时

间去做更高价值的工作。

处理从非结构化文档中提取的

数据。

利用文本和语音应答，与聊天

机器人交谈。

应用运营智能获取关键洞察 利用核心自动化功能实现运营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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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求

 – Red Hat® OpenShift® Container Platform

 –了解适用于您的系统的动态需求详细信息： 

ibm.com/support/pages/node/1079007

部署选项

借助本地任何现有基础架构中的 IBM Cloud 上由 Red Hat 

OpenShift 软件所支持的容器，通过私有云和公共云或由  

IBM 以“软件即服务”(SaaS) 形式进行管理，您可以在任何地

方更轻松地运行自动化软件。通过旨在提高易用性的完全模块化

方法，使用所需的各项功能。

作为 IBM 自动化平台的一部分，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在通用集成层之上包含容器化的 IBM 中间件和通用

的软件开发和管理服务。

有关安装选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ibm.com/support/

knowledgecenter/en/SSYHZ8_20.0.x/com.ibm.dba.install/

op_topics/con_install_options.html

安全与支持

IBM Security and Privacy by Design

本产品的设计以安全性与隐私性为核心。IBM Security and 

Privacy by Design 是一套精简而敏捷且侧重于安全性与隐私性的

实践，有助于我们兑现将安全性与隐私性嵌入到产品服务设计中

的承诺。IBM 会同时进行网络和隐私威胁评估。我们使用标准的

行业威胁模型和隐私影响评估概念，帮助确保从一开始就实现数

据最小化和充分的数据保护。除了渗透测试和手动的道德黑客测

试之外，还执行系统、代码和应用安全性测试。通过将测试集成

到 DevOps 管道中并使之自动执行，以支持敏捷实践和持续部署的

方式实施测试。在全面上市之前，对最终的个人团队和公司级别

的产品进行审查，帮助确保已完全满足关键的基本安全要求。

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符合以下标准：

 – ISO/IEC 27001:2013 (27017, 27018)

 – GDPRIBM 

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基于六边形架构模

型，这意味着每个组件都以一个自相一致的服务提供商与使用者

形式实现，其中业务逻辑被封装到私有访问内部组件中。所有网

络通信均基于 HTTP 协议，并使用 HTTPS TLS 1.2 加以保护。 

默认情况下，外部访问仅限于使用 HTTPS TLS 1.2。内部通信也

可以配置为仅使用 HTTPS TLS 1.2。

http://ibm.com/support/pages/node/1079007
http://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en/SSYHZ8_20.0.x/com.ibm.dba.install/op_topics/con_install_options.html
http://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en/SSYHZ8_20.0.x/com.ibm.dba.install/op_topics/con_install_options.html
http://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en/SSYHZ8_20.0.x/com.ibm.dba.install/op_topics/con_install_op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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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可以帮助客户提升业

务绩效。该解决方案旨在帮助业务与 IT 团队快速实现自如伸

缩，从而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快速创建新产品服务，最终

赢得竞争优势并提高员工生产力。它包括一系列广泛的 AI 支持

的自动化功能（包括内容、捕获、工作流程、决策和任务），以

及灵活的模式，可让您从小处着手，并随着需求的演变而扩展。

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是 IBM 自动化平台的

一部分。利用 IBM 的共享自动化服务来洞悉流程运行方式、直

观呈现热点和瓶颈，并使用财务影响信息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

了解更多信息

要了解有关 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的更多信

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也可以访问以

下网站：ibm.com/cloud/cloud-pak-for-business-automation

为何选择 IBM？

IBM Cloud 通过下一代混合云平台、先进的数据和 AI 功能以及

横跨 20 个行业的深厚企业专业知识，为企业提供最开放、最安

全的公共云。

通过利用 IBM 广泛的领域知识和行业经验，快速开启 AI 支持的

自动化之旅，最终实现您的自动化愿景。IBM 拥有 14000 多名自

动化从业人员、5000 个自动化客户，部署了约 4000 个机器人和

运行时脚本，在帮助企业实现卓越运营方面拥有坚实的基础与悠

久的历史。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ibm.com/automation 

功能 优势

流程挖掘与

建模

将流程映射、建模和挖掘应用于核心业务流程

中，准确了解当前现状。通过查明低效之处和热

点问题，您可以确定自动化将带来最大收益的

关键领域。

RPA 与数字化

员工

采用混合型员工队伍来提高生产力。使用 RPA 

实现任务自动化，并卸载重复性活动，从而让员

工能够专注于更高价值的工作与创新。

运营智能 AI 支持的员工与绩效管理仪表板会提醒您出现

的问题，并为快速解决和持续改进提出下一步建

议。您可以通过创建具有 AI 和深度技术专业知

识的应用，缩小员工队伍中的技能差距。

核心自动化 凭借一组全面的功能，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支持您自动执行多种不

同类型的工作。通过将多方内容服务、智能信

息提取、业务流程管理以及 AI 支持的决策结

合在一起，实现更直接的处理。

IBM Cloud Pak for Business 

Automation 
功能与优势

http://ibm.com/cloud/cloud-pak-for-business-automation
http://ibm.com/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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