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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简介

盈智科技 IPA 流程自动化系统提供对海运业务流转过程中各种单据的智能识别功能，并

处理、对照、统计海运业务中用户数据的全过程，利用智能机器人系统在后台自动接受邮件

并获取其中的委托单附件，通过智能识别自动识别附件数据并通过数据自动对照，确保数据

准确并符合标准。

绝大部分功能和数据处理均在后台自动进行，如遇特殊情况还可以在网页通过拖拽的方

式直接进行识别保存。

本系统拥有舒适的前台操作界面，支持网页直接查询业务、任务统计及任务状态以随时

跟进业务进度，并且可查询异常记录以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而异常信息将会发送到指定操

作号段的操作员邮箱中。

本系统提供对船期的查询功能，自动接收船期邮件，并自动识别船期数据导入数据库，

供订舱操作在界面进行查询。

本系统配有专家系统，对海运业务中的业务规则，海运业务中各相关方的要求做数据的

汇总及收集，将保存在各个业务操作专家大脑里面的知识转化为可以进行查询的系统，大大

减少了企业对人员的要求，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本系统支持常用的各种单据格式：word，excel，pdf，并与华为云的 OCR 服务无缝集成，

完成各种图片格式的识别。

2. 操作系统环境

1、操作系统：本软件需运行在 win10 64 位系统或者 Linux Centos7 中，理论上其它 Linux

系统也可以支持。

2、硬件配置：CPU：I5-3337U（或以上）；

内存：4G（或以上）；

硬盘：500G（或以上）；

接口：com 口*6，VGA*1，HDMI*1，USB3.0*4，USB2.0*4

3. 软件安装

本系统基于 java 语言开发，是一个基于Web 浏览器的软件系统，并需要有 python 的支

持，因此需要 java 和 python 的运行环境和一个 web 容器来运行软件，本软件选择 spring boot

作为开发框架，打包成 jar 文件自动内置 web 容器：tom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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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介绍以 Linux 平台为例：

3.1 安装 JDK

进入 Oracle 的官方网站下载 JDK：

JDK 为解压版，解压后需要配置环境变量即可使用。如将 jdk 安装到/opt 路径下：

查看解压结果：

修改环境变量，将 java 的安装目录添加到 path 中,并通过 java 命令验证安装是否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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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数据库

本软件采用开源的 mariadb 数据库存储软件需要的数据，通过 yum 方式安

装MariaDB ，执行如下命令即可。

安装完成后，将MariaDB 设置为开机启动，操作如下：

3.3 安装 python

采用 Linux 系统自带的 Python

3.4 安装本系统

本软件的发布格式为 jar 文件，直接运行即可，无需额外安装

3、安装界面提示，按任意键退出安装程序，完成软件安装过程；

4. 系统功能

4.1 系统登录

1. 打开浏览器，输入 URL：htt://{IP}/#/login 登录物流 IPA 系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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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主页显示如下，显示一些 IPA 数据监控中心的统计信息，主要功能在左侧下拉菜单中：

4.2 系统主界面

登录成功后，显示系统主界面，是针对系统处理的业务量和任务数的统计。其中业务量

是以提单号为单位进行的统计，比如客户有多少票业务通过 IPA 系统进行了处理。任务数是

针对系统的单次操作的统计，一个业务可能会涉及到多个任务的场景，因此，任务数通常会

大于业务量的数据。

4.3 智能识别

如前文概述所言，智能识别部分是系统识别相关功能的功能集合，包括页面的识别并保

存结果，并支持线上创建文档版式并对该版式的识别规则进行配置，分类器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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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文件识别

此处为智能识别的主窗口界面，窗口分为左右两个区域。

右面部分为拖拽文件窗口。左侧部分为展示识别结果的区域，可以拖拽系统已经支持的

单据到识别区，系统后台自动对文件进行分类及识别，并在界面左侧展示出识别结果。

目前系统支持海运托书，船公司订舱回执，用箱信息及一些格式的账单的自动解析。

1）如图所示，右侧拖拽窗口可以直接拖拽放入 PDF 文件。当拖拽放入时，后台就会自

动识别并处理文档中的信息，并且会显示识别率。

4.3.2 通用 OCR

系统提供对图片进行 OCR 识别的功能，可以通过界面，将图片拖拽至图片识别区，系

统后台将对图片进行自动识别，并以 json 的形式展示在左边的结果展示区。

此功能仅为测试用途，在实际的业务中，系统将对接华为云后台提供的服务，自动对图

片进行分类，并根据在华为云上标记的模板进行识别，获取最终标记的版式的识别结果。

4.3.3 版式管理

对单据的版式进行标记，并生成版式的记录。版式标记 是识别的第一步，生成版式后，

可以针对该版式上传训练及测试样本，用于后面分类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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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版式时支持对该版式的识别规则进行界面配置，进行所见即所得的识别规则配置。

系统支持对各种单据类型的版式标定，识别规则支持动态区域，固定区域，自己本身等各种

提取规则的配置，并支持灵活的正则表达式及插件功能对识别结果进行数据清洗。

对于某些复杂版式的识别，系统支持插件的功能，可以通过写一些脚本实现一些插件功

能，实现对单据的灵活的识别处理，扩展和增强了识别的功能。

识别规则配置完成，可以通过界面进行预览，检查配置的规则是否能够识别出正确的结

果，并对结果进行标定。

标记完成的版式可以进行发布，发布后 版式可以被分类器选择，纳入该分类器支持的

范围进行分类器训练。

4.3.4 分类器管理

分类器管理可以对分类器进行增删改查的操作。系统支持各种单据类型的版式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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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并自动测试。

创建分类器时，选择已经发布的版式，进行分类器训练。如果某种版式没有上传样本，

或者没有发布，则无法被分类器选中。

分类器提供了训练，测试，发布等功能，分类器一旦发布，就可以被系统后台调用，完

成文档版式的分类工作。

当对分类器的版式进行增删操作后，需要对分类器重新训练，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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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版式测试

版式测试是用来检查某个文档是否归属于某个版式的功能。在实际的文档处理过程中，

当版式数量多于一定量级后，就很难用人工判断出某个新的单据归属于哪个版式，因此系统

提供了简单的版式测试的功能。

将文档拖拽到识别区，并选择正确的分类器，系统将自动在后台选择匹配度最高的版式，

并与置信度一起展示在右侧界面上，此时可以通过人工检查两种版式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则

表示该种版式不被分类器覆盖。

为了保障分类器的准确性，针对单个公司的不同单据，通常建议训练不同的分类器来对

单据进行分类，业务配置是用来配置某种单据类型（业务）使用哪个分类器。

系统也在预研对同一种类型的单据支持多个分类器的可行性。下面界面支持对不同的单

据类型选择不同的分类器



盈智科技 IPA 流程自动化系统 V3.0 使用说明

10

如图中公司有 5 种单据，可以针对这些单据配置不同的分类器，点击 change，会弹出下

列窗口，可以为该种单据选择分类器。

4.4 智能操作

4.4.1 统计面板

统计面板与主页显示的面板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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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业务统计查询

通过输入业务单号及选择开始和结束时间，便可以查询指定时间段中的指定业务

单号信息，在业务统计中可以查询出不同客户总的任务数和业务单数量。

选中指定的业务，便会在右下方的面板中显示此业务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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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务统计和任务状态查询

在任务统计页面，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类型和开始结束时间筛选条件查询出执行

的任务数据。

4.4.3 邮件群发

邮件群发功能用于支持收到船公司换船等群发邮件通知时，系统自动判断哪些提单是

本公司的订舱发出，自动获取该票的客户信息，自动发送既定格式的邮件到客户，通知客户

方来自船公司的变化信息。

点击新增，会弹出新窗口，支持将收到的船公司方向所有提单号信息粘贴到界面，生

成群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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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可以对邮件的内容，格式，附件等进行编辑：

4.5 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是汇集进出口物流行业中的规则，知识，信息，数据，用系统的方式展示给

操作人员进行业务操作，业务判断的系统。

4.5.1 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是对物流操作过程中的知识库进行检索的功能，操作可以选择业务节点，船公

司，起运港，目的港等，查询该船公司在不同的业务节点，对提交的资料的具体要求。

例如：图中展示的内容，船公司:CMA；起运港:CNTAO；目的港国家:LR；在船公司提

单资料要求的环节，具体要求是：

1. 必须提供 6位数的HS CODE

2. 货物描述必须显示 NO certificat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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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规则新增

规则新增为上述搜索功能提供搜索数据，支持操作员通过界面对业务的规则进行录入和

积累。

4.5.3代码对照

每个客户在表单中描述的名称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本平台提供了数据对照操作，实现输

入数据的标准化，以通过标准的代号规范统一用户输入的数据，您可以通过“对照配置”选

项卡中的功能实现输入数据的标准化。

例如不同客户对港口的箱型叫法可能不同，可以通过下述界面进行对照。系统后台在识

别后可以直接将对照后的数据输出，完成代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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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包装种类码匹配为例，点击新增按钮，您便可以在此添加新的条目，在包装种类中输

入对应客户代码所代表的客户文档传过来的值，而在后方标准码中便可以选择合适的标准码

进行匹配（标准码的添加流程见序号 5），当成功添加后，文档中读取到此客户代码的数据

时，便会用标准码来替换不标准的输入数据。

以下图为例，当用户 1传入包装种类数据 pkgs 时，系统就会默认的在填入委托单的对

应包装数据空位上以标准的 PKG来取代它。

4.5.4基础数据

可以在左侧选项卡中的“基础数据”一项中管理编辑包装、箱型箱量的标准码条目，只

需点击新增按钮，便可以添加一个新的标准码，并且可以查看使用此标准码所对应的客户。

而通过“操作号段”选项卡，可以在此管理操作号段和操作员信息，可以直接点击新增

按钮添加操作号段信息，也可以通过下载模板并录入信息然后导入号段以此实现批量导入号

段。当指定操作号段对应的提单号出现异常时，系统将自动发送异常信息的邮件给此号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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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操作员。

4.5.5 模板管理

系统模板是一个通过客户的历史数据，对识别的结果进行校正，覆盖，累加的过程。通

常客户从单据上识别的结果无法完全满足业务的需要，模板提供了一种机制，用客户的历史

单据类补齐识别后的结果，最终得到完整的业务数据。

系统提供了模板的导入功能，客户可以下载模板支持的数据格式，生成 excel 数据直接

将模板导入。

点击新增样本，可以为该模板配置样本，以便样本匹配成功后，用模板的数据来补

充识别的结果：

新增页面右侧为托书识别区，左侧为规则配置区，从左侧为该模板配置样本单据，

作为后续单据的匹配样单，后续单据如果能够匹配上该单据，则认为该新的单据也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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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该模板你，就可以用该模板的数据来补充单据内容。

模板匹配：

本菜单用来为配置的规则进行测试，可以拖拽其它样单到识别区，如果能够成功匹配到，

则会在模板列表区域显示匹配上的模板。

4.6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功能提供对系统的账号，公司，分公司等进行配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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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账户开通

用户管理遵从用户-角色-权限的模型。点击用户开通，弹出添加用户界面，为用户选

择公司，角色等信息添加新用户。

下面页面为当前的账号列表界面

4.6.2 角色管理

为系统创建，修改角色，并为角色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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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自动订舱

本功能为客户定制功能，不在标准使用手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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