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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Room
Control Room 插件是  Blue Prism® Hub 内的一个免费插件，可让您查看和管理所有环境中的  Blue 
Prism 活动—查看计划、监控工作队列、监督会话活动等。

Control Room 插件有四个组件，它们皆采用  Blue Prism 成熟的功能：
 • 工作队列—监控工作队列项的状态并跟踪队列活动。

 • 计划和任务—查看、运行和监控计划和任务。

 • 会话—查看、筛选和组织每个环境中的会话活动。

 • Digital Worker 运行状况—查看和监控每个环境中的  Digital Worker。

Control Room 插件还提供多个仪表盘小组件，您可以应用和自定义这些小组件，以便一目了然地监
控您的  Blue Prism 环境。这些小组件包括：

 • 每月利用率日记—使您能够查看每月每天的  Digital Workforce 利用率。

 • 利用率图表—使您能够查看  Digital Workforce 的利用率。

 • 利用率热图—使您能够查看  Digital Workforce 的活动模式、峰值和谷值。

 • 工作队列组成—使您能够查看整个工作队列中的工作队列项的组成。

依赖项
Control Room 插件需要访问以下组件：

 • Blue Prism API 7.0—API URL 作为  Hub 安装或升级流程的一部分引用。有关安装  Blue Prism 
API 的信息，请参阅  Blue Prism API 安装指南。

 • Blue Prism 7.0—有关安装  Blue Prism 7.0 的信息，请参阅  Blue Prism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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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访问
要使用  Control Room 插件，Hub 管理员需要安装它并为您提供访问权限。

先决条件
要使  Control Room 插件正常运行，必须配置以下参数：

 • Control Room 插件要求  Blue Prism 7.0 或更高版本。

 • Hub 必须获取  Blue Prism API 的  URL。这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进行定义：
 • URL 可以作为  Hub 安装或升级流程的一部分直接输入向导屏幕。有关详情，请参阅安

装  Blue Prism Hub 或升级  Hub 和  Interact。
 • 如果  URL 并非通过安装向导屏幕输入，则可以直接输入到  Hub appsetting.json 文件。有

关详情，请参阅  Hub 安装故障排除。

 • Authentication Server 必须配置为授权用户查看  Control Room 插件中的  Blue Prism 数据。有关
详情，请参阅  Authentication Server 配置指南。

安装  Control Room 插件
必须由  Hub 管理员从插件管理库安装  Control Room 插件。

 1. 如果您是  Hub 管理员，请登录  Hub，然后点击插件以打开插件管理库。

 2. 在  Control Room 磁贴中，点击底部的下载图标   以开始安装。

安装插件，并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站点正在重新启动。完成后，将显示插件管理库，Control 
Room 磁贴上的下载图标将替换为勾号。

站点重新启动将影响登录  Hub 的所有用户。虽然这个过程不需要很长时间，但建议在正
常工作时间之外执行此操作，以尽量减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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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对  Control Room 插件的访问
Hub 管理员可自动使用  Control Room 插件。而用户则需要添加到提供  Control Room 访问权限的角
色。可通过新角色授予此访问权限或将访问权限添加到现有用户角色。如果角色不存在，则可以创
建新角色以授予对插件的访问权限：

 1. 在“角色和权限”页面上，点击创建角
色。

此时会显示“创建角色”部分。

 2. 输入角色名称并选择  Hub。

 3. 如果需要，请输入说明。

 4. 从添加插件下拉列表中选择  Control 
Room。

 5. 从添加用户下拉列表中选择将分配给
此角色的用户。该列表仅显示  Hub 用
户，而不是  Interact 用户。

 6. 点击保存以创建角色并允许访问指定
用户。

通过在“角色和权限”页面选择所需角色并点击编辑，可将用户添加到现有角色或从中删除。有
关详情，请参阅  Hub 用户指南。

尽管此角色允许用户访问插件，但如果用户和  Hub 管理员的帐户未通过  Authentication Server 与  
Blue Prism 同步，则他们将无法在  Control Room 插件中看到任何数据。如果您的组织使用  Hub 的默
认管理员  (admin) 凭据，则如果您想使用它查看  Control Room 数据，则此帐户也需要同步。从  Blue 
Prism 中选择用户以与  Hub 管理员用户同步时，建议在  Blue Prism 中保持至少一个管理员帐户不与  
Hub 同步，以便在出现任何连接问题时允许访问以进行故障排除。有关详情，请参阅  Authentication 
Server 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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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Control Room
Hub 管理员安装插件并提供访问权限后，点击导航菜单中的  Control Room。

有以下磁贴可用：
 • 工作队列

 • 计划和任务

 • 会话

 • Digital Worker 运行状况

Control Room 4.4  | 用户指南
安装和访问

Commercial in Confidence Page 7 of 22



工作队列
“工作队列”页面为您提供所连接的  Blue Prism 环境中当前正在运行或已暂停的所有工作队列的摘
要。这些工作队列与您在  Blue Prism 交互式客户端  Control Room 中看到的工作队列相同。

“工作队列”页面为您提供以下信息和功能：

 A. 概述—显示工作队列概述页面。这将显示  Blue Prism 环境中正在运行或已暂停的工作队列。
这是默认视图。

 B. 项—显示工作队列项页面。这将显示工作队列中的项。

 C. 编辑视图—定义显示的列。然后，您可以使用切换开关显示或隐藏列。您还可以将表格更改
为以紧凑格式显示。

 D. 筛选器—筛选显示的信息。您可以打开所需的筛选器并输入或选择相应的显示信息，例如，
您可以打开状态筛选器并选择已暂停。

 E. 保存视图—保存当前列设置。您可以输入视图的名称，以便在加载视图时轻松识别。

 F. 加载视图—加载已保存的视图。您可以选择所需的视图，然后点击应用。

 G. 每页行数—输入数字，或使用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更改页面上的行数。

 H. 上一页和下一页—点击上一页或下一页可浏览工作队列的页面。

查看工作队列
“工作队列概述”页面为您提供  Blue Prism 环境中当前正在运行或已暂停的所有工作队列的摘要。默
认情况下，列显示已完成、已锁定和待处理队列项的数量，以及导致异常的任何项。

您可以使用筛选器查找特定信息。筛选器还可让您使用最小值和最大值进行筛选，例如，您可以将
最小异常数量设置为  10，这样您只能看到具有  10 个以上异常的队列。

要查看队列的详细信息，请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 点击队列名称列中的队列名称。

此时会显示所选队列的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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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击项。

项页面会显示最近访问的队列。如果这是您登录后第一次打开此页面，这将是队列中的第一
个队列。

查看您的项
“项”页面提供有关队列项状态的信息。该页面显示您在概述页面上选择的工作队列的项，但您可以
使用“队列”下拉列表更改队列。

在“工作队列”页面上使用筛选器
通过筛选器，您可以根据所选条件轻松查找工作队列。

 1. 在“工作队列”页面上，点击筛选器，打开“筛选器”面板。

 2. 使用切换开关打开所需的筛选器，填写信息以查找工作队列。您可以同时应用多个筛选器。

可用的筛选器如下：

筛选器 描述

队列名称 输入  Blue Prism 工作队列的全名或部分名称。

状态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工作队列的状态：
 • 正在运行—显示当前正在运行的所有工作队列。

 • 已暂停—显示已暂停且未有效运行的所有工作队列。

已锁定 输入一个数值范围，筛选工作队列中已锁定项的数量。您可以输入最小
项数、最大项数或两者，在值之间进行搜索。

已完成 输入一个数值范围，筛选工作队列中已完成项的数量。您可以输入最小
项数、最大项数或两者，在值之间进行搜索。

挂起 输入一个数值范围，筛选工作队列中待处理项的数量。您可以输入最小
项数、最大项数或两者，在值之间进行搜索。

异常： 输入一个数值范围，筛选工作队列中出现异常的项的数量。您可以输入
最小项数、最大项数或两者，在值之间进行搜索。

“工作队列”页面上的信息将立即得到筛选，显示包含您输入的文本的所有匹配项。

如果已经设置了筛选器，但想要再次查看未筛选的信息，请关闭所需的筛选器，或移除
筛选器中的任何设置以将其留空。

 3. 点击关闭抽屉以关闭“筛选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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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任务
“计划和任务”页面为您提供所连接环境的所有计划的摘要。您还可以选择并运行计划。这些计划与
您在  Blue Prism 交互式客户端  Control Room 中看到的计划相同。当您打开“计划和任务”页面时，默
认情况下会显示“计划活动”页面：

计划和任务—“计划活动”页面为您提供以下信息和功能：

 A. 计划活动—显示“计划活动”页面。这将显示  Blue Prism 环境中的计划列表。这是默认视图。此
页面如上例所示。

 B. 计划—显示“计划”页面。这将显示计划的选项卡视图，您可以在其中选择运行计划、查看计划
历史记录、查看计划内的任务以及停用计划。

 C. 编辑视图—定义显示的列。然后，您可以使用切换开关显示或隐藏列。您还可以将表格更改
为以紧凑格式显示。

 D. 筛选器—筛选显示的信息。您可以打开所需的筛选器并输入或选择相应的显示信息，例如，
您可以打开状态筛选器并选择已完成。

 E. 保存视图—保存当前列设置。您可以输入视图的名称，以便在加载视图时轻松识别。

 F. 加载视图—加载已保存的视图。您可以选择所需的视图，然后点击应用。

 G. 每页行数—输入数字，或使用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更改页面上的行数。

 H. 上一页和下一页—点击上一页或下一页以浏览计划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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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您的计划
“计划活动”页面为您提供环境中所有活动计划的摘要。默认情况下，这些列显示计划的状态、名
称、服务器以及开始和结束时间 ( 如果计划已完成 ) 以及日志标识符。

例如，您可以按状态和时间段进行筛选，以便查看当前正在运行的计划、待处理的计划或在过去一
天或一周中运行的计划。如果要按名称查找计划，请使用计划页面。

要查看计划的详细信息，请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 点击名称列中的计划名称。

此时会显示所选计划的计划页面。

 • 点击计划。

计划页面显示选项卡视图下列出的所有计划，最上面的计划的详细信息显示在右侧。

查看计划历史记录
“计划和任务—计划”页面为您提供以下信息和功能：

 A. 计划活动—将视图更改为“计划活动”页面。这将显示  Blue Prism 环境中的计划列表。这是默认
视图。

 B. 计划—将视图更改为“计划”页面。这将显示计划的选项卡视图，您可以在其中选择运行计划、
查看计划历史记录、查看计划内的任务以及停用计划。此页面如上例所示。

 C. 按计划名称筛选—搜索特定计划。

当您在“计划活动”页面中点击特定计划的名称时，系统只会在“计划”页面上显示该计划
的信息。搜索栏包含您选择的名称。如果要查看所有计划，请清除搜索栏中的条目。

 D. 包括已停用的计划—在选项卡视图中显示已停用的计划以及活动计划。

 E. 筛选器—筛选显示的信息。您可以打开所需的筛选器并输入或选择相应的显示信息，例如，
您可以打开状态筛选器并选择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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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每页行数—输入数字，或使用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更改页面上的行数。

 G. 上一页和下一页—点击上一页或下一页以浏览计划页面。

 H. 运行( 播放图标) —运行选定的计划。

 I. 计划历史记录( 线图标) —在右侧窗格中显示所选计划的计划历史记录。

 J. 其他任务( 省略号图标) —可以对计划执行的其他任务，例如查看任务和停用计划。

 K. 刷新( 刷新图标) —刷新当前选定计划的历史记录。在选择计划后，此图标将替换“计划历史记
录”图标。

要查看特定计划的历史记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点击所需计划的“计划历史记录”图标  。

“计划历史记录”会显示在窗格中，图标变为“刷新”图标。

 2. 如果需要，可点击“刷新”图标   更新计划历史记录，例如，如果计划设置为每几秒钟或几

分钟运行一次。

查找特定计划

 1. 在“计划”页面上，开始键入按计划名称筛选字段。

计划列表将缩减为仅显示与在字段中输入的文本相匹配的列表。

 2. 要再次查看所有计划，请清除按计划名称筛选字段中的文本。

运行计划
您可以手动运行计划，而不是等待其在计划时间触发。手动运行计划不会影响已配置的计划，它仍
会在计划的时间触发运行。

如果计划已在运行，则无法手动触发另一个运行。

 1. 在“计划”页面上，点击所需计划对应的“运行”图标  。

系统会显示一则消息，要求您确认。

 2. 点击运行以运行计划。

此时会显示一则消息，确认计划已运行。

停用和恢复计划
要停用计划，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计划”页面上，点击所需计划对应的省略号图标  (...)。

系统将显示一个菜单。

 2. 点击停用。

系统会显示一则消息，要求您确认。

 3. 点击是。

计划将停用，并从活动列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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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恢复已停用的计划，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计划”页面上，选中包括已停用的计划复选框。

停用的计划会显示在包含活动计划的列表中。

已停用的计划会在计划标题下方、计划中的任务数量旁边显示已停用。

 2. 点击所需计划对应的省略号图标  (...)。

系统将显示一个菜单。

 3. 点击取消停用。

系统会显示一则消息，要求您确认。

 4. 点击取消停用。

计划将恢复并添加到活动列表中。

查看计划任务

 1. 在“计划”页面上，点击所需计划对应的省略号图标。

系统将显示一个菜单。

 2. 点击查看任务。

此时会显示“任务和会话”面板，其中显示计划的信息。

在“计划活动”页面上使用筛选器
通过筛选器，您可以根据所选条件轻松查找计划。

 1. 在“计划活动”页面上，点击筛选器，打开“筛选器”面板。

 2. 使用切换开关打开所需的筛选器，填写信息以查找计划。您可以同时应用多个筛选器。

可用的筛选器如下：

筛选器 描述

状态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计划的状态：
 • 已完成—显示已成功运行并完成的计划。

 • 已终止—显示已终止且未完成的计划。

 • 部品异常—显示其中有些任务导致异常的计划。

 • 正在运行—显示当前正在运行的计划。

 • 待处理—显示应运行的计划。

您可以同时筛选多个状态。

开始时间 从下拉清单中选择开始时间所属的所需时间段。如果选择指定范围，请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日期范围和时间。

结束时间 从下拉清单中选择结束时间所属的所需时间段。如果选择指定范围，请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日期范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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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活动”页面上的信息将立即得到筛选，显示包含您输入的文本的所有匹配项。

如果已经设置了筛选器，但想要再次查看未筛选的信息，请关闭所需的筛选器，或移除
筛选器中的任何设置以将其留空。

 3. 点击关闭抽屉以关闭“筛选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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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
“会话”页面为您提供所连接环境的所有流程的摘要。这为您提供了可在  Blue Prism 交互式客户端  
Control Room 中查看的会话的备选视图。

“会话”页面为您提供以下信息和功能：

 A. 编辑视图—定义显示的列。然后，您可以使用切换开关显示或隐藏列。您还可以将表格更改
为以紧凑格式显示。

 B. 筛选器—筛选显示的信息。您可以打开所需的筛选器并输入或选择相应的显示信息，例如，
您可以打开状态筛选器并选择已终止。

 C. 保存视图—保存当前列设置。您可以输入视图的名称，以便在加载视图时轻松识别。

 D. 加载视图—加载已保存的视图。您可以选择所需的视图，然后点击应用。

 E. 每页行数—输入数字，或使用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更改页面上的行数。

 F. 上一页和下一页—点击上一页或下一页可浏览工作队列的页面。

 G. 流程名称—点击流程名称可查看该会话的日志。

查看会话日志

 1. 在“会话”页面上，点击所需流程的名称。

“会话日志”页面将显示已运行的流程的历史记录。

 2. 如果参数列可用，则可以点击查看参数，查看有关流程中参数的信息。

例如，下图显示了已终止会话和已完成会话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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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话”页面上使用筛选器
通过筛选器，您可以根据所选条件轻松查找会话。

 1. 在“会话”页面上，点击筛选器，打开“筛选器”面板。

 2. 使用切换开关打开所需的筛选器，填写信息以查找会话。您可以同时应用多个筛选器。

可用的筛选器如下：

筛选器 描述

会话号码 输入会话的全部或部分号码。

流程名称 输入流程的全名或部分名称。

数字化员工 输入  Digital Worker 的全名或部分名称。

用户 输入用户的用户名或其用户名的一部分。

状态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会话的状态：
 • 待处理—显示应运行的会话。

 • 正在运行—显示当前正在运行的会话。

 • 已终止—显示已终止且未完成的会话。

 • 已停止—显示已停止且不再运行，但尚未完成的会话。

 • 已完成—显示已成功运行并完成的会话。

 • 正在停止—显示正在停止的会话。

 • 警告—显示有警告的会话。

您可以同时筛选多个状态。

开始时间 从下拉清单中选择开始时间所属的所需时间段。如果选择指定范围，请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日期范围和时间。

结束时间 从下拉清单中选择结束时间所属的所需时间段。如果选择指定范围，请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日期范围和时间。

最新环节 输入环节的全名或部分名称。

已开始环节 选择环节开始时间所属的所需时间段，例如，选择超过  2 小时可筛选  2 
个多小时前的开始时间。

“会话”页面上的信息将立即得到筛选，显示包含您输入的文本的所有匹配项。

如果已经设置了筛选器，但想要再次查看未筛选的信息，请关闭所需的筛选器，或移除
筛选器中的任何设置以将其留空。

 3. 点击关闭抽屉以关闭“筛选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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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Worker 运行状况
“Digital Worker 运行状况”页面为您提供了连接环境可用的所有  Digital Worker/运行时资源的摘要。
这些资源与您在  Blue Prism 交互式客户端  Control Room 中看到的资源相同。

“Digital Worker 运行状况”页面为您提供以下信息和功能：

 A. 编辑视图—定义显示的列。然后，您可以使用切换开关显示或隐藏列。您还可以将表格更改
为以紧凑格式显示。

 B. 筛选器—筛选显示的信息。您可以打开所需的筛选器并输入或选择相应的显示信息，例如，
您可以打开状态筛选器并选择  ID。

 C. 保存视图—保存当前列设置。您可以输入视图的名称，以便在加载视图时轻松识别。

 D. 加载视图—加载已保存的视图。您可以选择所需的视图，然后点击应用。

 E. 每页行数—输入数字，或使用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更改页面上的行数。

 F. 上一页和下一页—点击上一页或下一页可浏览工作队列的页面。

在“Digital Worker 运行状况”页面上使用筛选器
通过筛选器，您可以根据所选条件轻松查找审计事件。

 1. 在“Digital Worker 运行状况”页面上，点击筛选器，打开“筛选器”面板。

 2. 使用切换开关打开所需的筛选器，填写信息以查找  Digital Worker。您可以同时应用多个筛选
器。

可用的筛选器如下：

筛选器 描述

数字化员工 输入  Digital Worker 的全名或部分名称。

组名称 输入组的全名或部分名称。

池名称 输入池的全名或部分名称。

状态 从可用选项中选择会话的状态。您可以选择多个状态。

待处理会话 输入数值，代表  Digital Worker 数字工作者具有的待处理会话的最小数
量。此时将显示具有此数量或更高数量的待处理会话的  Digital Worker。

活动会话 输入数值，代表  Digital Worker 数字工作者具有的活动会话的最小数量。
此时将显示具有此数量或更高数量的活动会话的  Digital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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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Worker 运行状况”页面上的信息将立即得到筛选，显示包含您输入的文本的所有匹配
项。

如果已经设置了筛选器，但想要再次查看未筛选的信息，请关闭所需的筛选器，或移除
筛选器中的任何设置以将其留空。

 3. 点击关闭抽屉以关闭“筛选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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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盘小组件
Control Room 插件还提供许多仪表盘小组件，您可以应用并自定义这些小组件，一目了然地监控  
Blue Prism 环境。

要自定义您的小组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仪表盘”上，点击编辑小组件。

可自定义的小组件会显示一个选项图标；所有小组件都显示删除图标。

 2. 点击所需插件旁边的选项。

此时会显示“显示选项”面板。

 3. 根据需要设置选项，然后点击关闭抽屉。

选择选项并关闭“显示选项”面板后，窗口小部件将立即更新。

每月利用率日记
这使您能够查看每月每天  Digital Workforce 的使用级别。您可以将鼠标悬停在此图表中的块上，以
查看利用率级别。以下是“每月利用率日记”小组件的示例：

最暗的颜色表示最高使用级别，最浅的颜色表示最低使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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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图表
它以折线图的形式显示了在给定日期的小时数中使用了多少选定的  Digital Worker。

要配置窗口小组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利用率图表”小组件中，点击筛选器。

此时会显示“筛选器”面板。

 2. 在选择  Digital Worker 筛选器下，输入  Digital Worker 姓名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您可以
为此小组件设置多个  Digital Worker。

例如 ( 选项设置为活动和分钟 ) ：

 3. 点击关闭抽屉以关闭“筛选器”面板。

 4. 如果您想查看不同日期的信息，请在日期字段中输入日期，然后按  Enter 键。

 5. 如果需要，请使用选项进一步自定义此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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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热图
这将显示  Digital Worker 的列表以及他们在给定日期的使用小时数。默认情况下，它将显示当前日
期的数据。

要配置窗口小组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利用率热图”小组件中，点击启用标签以查看每个彩色正方形内的数值。您可以点击禁用
标签以删除这些值。

 2. 如果您想查看不同日期的信息，请在日期字段中输入日期，然后按  Enter 键。

利用率热图更新。例如 ( 选项设置为活动和分钟 ) ：

最暗的颜色表示最高使用级别，最浅的颜色表示最低使用级别。

 3. 如果需要，请使用选项进一步自定义此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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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列组成
这可让您查看整个工作队列的工作队列项的组成。当您添加小组件时，它不会显示任何数据。

要将小组件配置为指向特定工作队列，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工作队列组成”小组件中，点击筛选器。

此时会显示“筛选器”面板。

 2. 在选择队列筛选器下，输入队列名称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

 3. 点击关闭抽屉以关闭“筛选器”面板。

小组件显示您要监控的工作队列的信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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