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连通产品介绍
DLT（DATA LINK TRANSFER）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旗下

安徽数安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目

录

C O N T A N T S

公司简介01

行业现状02

产品介绍03

应用场景04

典型案例05



01

公司简介



信息孤岛 数据治理

数安桥长期致力于解决“信息孤岛”、“数据治理”、“数据安全使用”等世界性难题，

拥有该领域多项核心技术，研发的“数连通•数据智能机器人”和“数安桥•数据安全开

放应用云平台”两款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政务、金融、通信、教育、医疗等行业，持续

为客户创造价值，助力政府、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

数据安全使用

安徽数安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数安桥），成立于2018年，

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简称：中科大智研院）旗下

首家专注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团队核心成员来

自中科大智研院大数据治理与创新重点实验室。

数安桥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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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状



信息
孤岛

平台孤岛

数据
孤岛

业务孤岛

信息技术经过20多年的网络化发展，形成了数百万计

的信息孤岛，也蕴藏了富含价值的海量数据

信息孤岛类型

信息孤岛

“信息孤岛”林立



数据采集难 数据重复填报 系统打通难

打破信息孤岛已成为大数据发展的重大需求，

成为了制约大数据价值链上下游的“卡脖子”技术

行业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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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数连通（DLT）：是一款可以动态模拟用户行为，实现应用系统数据采集、填报流程自动化（RPA）

和服务化（DaaS）的数据智能机器人，具备自主学习、智能操作、智能校验能力，图形化、零代

码、上手快，成本低等特点。

自主学习 · 智能操作 · 智能校验

应用系统

数据源

数据库

打破数据孤岛

打破业务孤岛

打破平台孤岛

数据智能机器人

数据采集流程

数据填报流程

数据接口流程

数据采集

自动填报

系统打通

数据处理

数据应用

服务接口

文件

…...…...

数连通

数据映射

核心技术：信息系统数据映射及互操作技术

产品概述



能够完成耗时且重复的工作任务，

释放人力完成更有价值的工作

成本节约

无情绪化、零失误的完成7x24小时不间断工

作，无需人工触发，自动执行一连串流程

价值提升

具备自主学习、智能操作和智能校验能力，通

过AI算法辨识交互界面，自动生成操作流程

AI赋能

工作过程全透明，通过可视化组件直接

拖拽，无需编辑复杂代码，非技术人员

也可操作。

零代码

采用非侵入式的流程自动化配置，无需

改造现有系统，实现快速上线，大幅度

缩减交付周期

非侵入，快速交付

拥有强大的数据服务能力，实现共享数

据实时交互及跨系统一站式打通。

DAAS数据服务

产品特点及优势



与按键精灵的区别
按键精灵是通过分辨率来识别屏幕定位，运行脚本时不能操作键盘和鼠标。

按键精灵是根据用户鼠标点击录制来模拟鼠标操作，逻辑较为单一，对于复

杂化的需求场景需要通过编程写脚本的模式来解决。对于使用人员要求较高。

数连通是通过识别网页元素位置来采集或填报数据，支持集群部署。

数连通是零代码搭建自动化流程，实现整个任务流程的自动操作，包括循环、

判断等逻辑。同时还支持OCR验证码自动识别等技术。

屏幕定位 脚本运行 运行不能移动鼠标

解析网页元素 零代码搭建流程 逻辑判断 集群部署

特有：DAAS数据服务能力



爬虫是通过URL种子扩展到整个网站页面进行访问和下载数

据，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抓取全量数据，会对目标网站造成

瞬时流量压力，对目标网站的后台服务器造成瞬时超负荷。

数连通是通过解析HTML网页（Web网页源代码都是用Html语言编写的）。

模仿人工复制粘贴数据的动作和速度，灵活、便捷、精准的采集需要的数据。

采集数据量相对不多，频率相对较低，在网站后台看起来是跟普通人在手工操作是一摸一样的。

采集全量数据、瞬时流量大、超负荷

模仿人工、AI、精准采集数据、非侵入式

这不是“爬虫“

数连通

数据智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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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简单配置采集规则，一键采集

数据推送至文件

数据推送至数据库

应用系统

采集的数据

应用场景——数据采集

数连通

数据智能机器人

自动采集 自动推送

RPA RPA



自动采集填报，替代人工重复操作

应用系统A 应用系统B

采集的数据 填报的表单

应用场景——数据重复填报

自动采集 自动填报

数连通

数据智能机器人

RPA RPA



无需编写任何代码，跨系统一站式打通

 跨系统业务协同

 跨系统业务连通

 跨系统数据对接

应用系统A 应用系统B

应用场景——系统打通

数据映射 数据接口

数连通

数据智能机器人

D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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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基层治理数据自动填报（某基层社区）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一直以来，基层社区有

多种台账数据信息均以人工采集、人工录入为主，重复录入

浪费了大量精力与时间，既增加了基层人员的负担，又拉低

了服务效率。

使用数连通数据智能机器人录入一个基层台账信息只需要

3-5分钟。工作流程耗时大幅减少，耗时从原来的几十分钟

缩减至仅需几分钟，大幅度减轻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最低生活保障发放公示表
某补贴发放公示平台
最低生活保障受理表单

某补贴发放公示平台
最低生活保障受理情况列表

自动打开基层台账
表格

自动打开浏览器、
登录系统

源数据与填报表单
智能校验

自动执行数据填报



助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某区政务服务中心）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近年来“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大力推进，但政务服务

中心窗口的大部分工作，重复性在30~50%间。这些工作严

重降低了窗口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到前来办理相关业务的

群众满意度。

使用数连通数据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填报和上报操作，

自动完成事项信息的跨系统填报，极大地提升了办事效率。

填报准确率达100%，应用效果十分显著，获得了政务服务

窗口工作人员的一致好评。

打开中国残疾
人服务平台

采集残疾人已
发证件数据

打开互联网+政
务服务云平台

自动执行数据
填报

点击第二代残
疾人证办理

中国残疾人服务平台 残疾人已发证件数据列表 互联网+政务服务云平台



助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某区交通局政务服务窗口）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受理环节中，窗口工作人员需要将申

办信息层层录入。“重复录入”增加了窗口工作人员的办理

时间，降低了办理效率，导致工作人员工作量增大，而影响

广大群众对服务的满意度。

数连通数据智能机器人完美协助政务工作人员从事大量具

有一定规则性、重复性的工作，并且可以无情绪化、零失误

的完成7x24小时不间断工作，大大提高了政务服务的准确

率和效率。

打开道路运政管理
信息系统

采集道路货运车辆
检验报告单

打开政务服务运行
管理平台

自动执行数据填报
点击车辆道路运输
证配发及审验办理

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 道路货运车辆检验报告单 政务服务运行管理平台



信用信息双公示-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智能上报（某市监局）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由于目前各地采用的上报方式还是传统人工手动操作，上

亿条“信用双公示”信息需要人工查找必填字段并补全上传。

工作量大且过程繁琐，容易导致数据质量不高和超时，格式

标准无法满足上报要求。

数连通数据智能机器人让一条条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处罚

信息汇入数据的海洋，利用技术手段提升数据质量和时效性，

不断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为助力“信用双公示”的智

能新引擎。

打开医疗器械生产经
营许可备案信息系统

采集已办结的申请
数据

自动补全数据
自动上报行政
许可信息

打开某市信用双公
示上报系统

行政许可事项信息归集表 某市信用双公示上报系统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备案

信息系统

 自动采集： 13个字段

 自动补全： 18个字段



信用信息双公示-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许可智能上报（某市应急管理局）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工作人员定期登录安徽省培训考试综合管理平台导出制证

数据Excel，然后将制证数据Excel内容人工复制粘贴到行政

许可事项信息归集表，根据“信用双公示”数据归集公示标

准人工补齐必填字段，工作流程既重复又繁琐，且易出错。

引入数连通数据智能机器人，自动完成跨平台的数据自动

采集、自动补齐全流程，充分释放有限人力资源，并投入到

更高价值岗位内容中去; 处理效率至少提升10倍，极大减少

手工操作风险。

打开安徽省培训考
试综合管理平台

采集证书申请数据 自动补全数据
自动上报特种作业
人员资格许可信息

打开某市信用双公
示上报系统

行政许可事项信息归集表某省培训考试综合管理平台 某市信用双公示上报系统



新闻信息智能上报发布（某部门信用科室）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为了推进社会信用服务应用，引导培育社会信用服务市场

规范健康发展，客户要求采集全网全平台的新闻资讯与政务

公告数据，将非结构化的新闻文章从多个新闻来源网站网页

中抽取出来在信用芜湖·信用资讯中进行发布。

数连通数据智能机器人根据用户自定义的任务配置，批量

而精确地抽取目标网络媒体栏目中的新闻或文章，转化为

为结构化的记录(标题、作者、内容、发布时间、来源等)，

快速实现外部信息的获取和转载发布。

打开某市官方新闻
资讯网站

采集新闻信息
打开某市应用信息

发布平台
新闻发布至某市信

用资讯网站
自动执行数据填报

某市应用信息发布平台 某市信用资讯网站某市官方新闻资讯网站



志愿者数据汇聚（某市民政局）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为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最大化发挥志愿者作用，既让

被援助者“如愿以偿”，也让志愿者更有成就感。当前，需

要汇聚芜湖市志愿者数据。这些数据手动复制粘贴会耗费大

量的人力与时间，造成资源浪费。

通过数连通数据智能机器人实现志愿者数据智能采集和自

动推送，以构建全新的数据汇聚模式，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

打开中国志愿服务网 进入志愿者列表 自动推送数据入库采集志愿者数据

某市民政局汇集库
中国志愿服务网

待采集的志愿者49万条数据

自动推送

智能采集

已采集入库的志愿者49万条数据



助力企业报税流程自动化（某工程建设公司）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随着金税三期政策的实行，税务局对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的

要求越来越严。企业每月进行税务申报的税票种类繁多，有

的报税作业还需要分别登录不同的财务、税务系统，过程十

分烦琐，业务效率较低。

数连通数据智能填报机器人的运用改变了财务原有的工作

方式，根据特定规则智能整理申报数据，自动生成纳税申报

表并在税务系统自动填写纳税申报信息，助力纳税申报流程

自动化。

登录企业财务系统 整理申报数据 生成纳税申请表 自动纳税申报
登录国家网上申报

纳税系统

纳税申请表企业财务系统 国家网上申报纳税系统



自动登记就业失业信息（某市基层社区）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情况登记”事项均以人工手动采集

填报为主，由于信息数目庞大、项目种类多，手动录入难免

会出现信息录入错误的情况，从而导致信息无法正常上报，

既增加了基层工作成本，又降低了服务质量。

利用数连通数据智能填报机器人打造数字化“智能员工”，

实现了“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情况登记”事项数据的智能填报，

极大提高了就业信息填报质量与效率，同时促进了基层治理

向智能化转型、人力资源优化和基层减负。

自动打开公共人才
服务情况登记表格

打开就业失业和劳动用
工备案管理信息系统

打开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情况登记页面

自动填报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登记信息

就业失业和劳动用工备案
管理信息系统公共人才服务情况登记表格台账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情况登记



实时打通某系统婚姻登记信息查询功能（某市民政局）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婚姻登记关系到生育、财产、户籍、工作、房产等生活的

方方面面，针对婚姻登记数据量大、核对字段多(姓名、出

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登记日期、登记员、户籍所在地、证

件印字号等)的难点，该市采用“数连通”辅助人工进行填

报登记。

通过“数连通”网页提取接口技术，无需频繁协调上级单

位，快速生成实时查询填报接口，从而利用生成的接口进行

省级全员人口信息系统与该市智慧社区平台的无缝对接，实

现婚姻登记列表信息实时查询填报。

人口信息综合业务平台

婚姻登记信息封装
为DaaS API接口

调用婚姻登记信息
DaaS API接口

自动登录人口信息
综合业务平台

实时返回婚姻登记
数据给调用者

自动获取婚姻登记
男女方数据

婚姻登记男女方数据 返回婚姻登记数据



实时自动填报高龄补贴发放数据（芜湖市某街道）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自动化执行流程：

某区“村级小微权力”网络监督管理平台中，高龄补贴发

放办理信息的发布需要通过API接口实时填报实现该事项自

动办理，并在平台网站上进行公示，以提高基层信息填报质

量与效率。

数连通数据智能机器人将自动填报高龄补贴发放数据的功

能，封装成功DaaS API接口，实现实时自动填报的需求，

让更多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够从繁重的数据工作中解脱出来，

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基层一线中去。

某区“村级小微权力”网络
监督管理平台

高龄补贴发放办理封
装为DaaS API接口

调用高龄补贴发办
理放DaaS API接口

自动登录“小微
权力”平台

自动填报成功
实时填报高龄补贴到
“小微权力”平台

高龄补贴发放办理表单 高龄补贴发放办理列表



医疗公共卫生数据自动上报（芜湖市某医院）

背景说明： 实施价值：

芜湖市某医院，上报传染病病例，都是防保处的工作人员在

规定时间内手动将传染病数据逐条填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信息系统》，完成上报。

数连通数据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将新增传染病病例信息从

HIS系统的数据库中采集出来，并将完整数据自动写入国家

传染病网上直报系统。实现上报自动化，节约人工，提高了

时效性。

自动化执行流程：

从HIS系统的数据库
中自动采集患者数据

自动登录《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自动点击“监测
报告管理“

自动填报传染病病
例信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有需求联系我们
安徽数安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国泰路1号电信云计算中心

官网：www.dataqiao.cn

电话：0553-5995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