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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YY ® FlexiCapture™ 
智能数据捕捉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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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多年来，ABBYY®致力于自动化文本识别、文件捕捉、分析及分类的软件技术研发工
作，ABBYY® FlexiCapture™系统是其最大的研发成果之一。

ABBYY® FlexiCapture™系统可以为从事纸质性工作类耗时及劳动密集型任务提供功能
强大、界面直观的解决方案，简化作业流程。卓越的灵活性、极佳的准确性及直观性是
ABBYY FlexiCapture成为文件捕捉软件领域领头羊的秘诀所在，此三者也是ABBYY从事
软件开发的根本。

ABBYY通用技术的主要特点是能够将任何类型以及任何难度的纸质性文件轻松转化成业务
所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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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VS数据

尽管无纸化办公的口号已呐喊多年，然而对于大
多数公司而言，纸质文件的使用仍不可避免，如
何有效控制纸质文件成本，减少人工录入的工
时，实现全面自动化办公是每个公司需要思考
的。

在文件分析及识别技术已日新月异的今天，光学
字符识别技术（OCR）已成为数据捕捉的常用技
术。对申请表、问卷表或选票等固定格式的表格
进行自动化处理的技术已被广泛认可运用。固定
格式的表格（或结构化文件）是指具有同样精确
布局的文件，即指具体的数据字段始终位于同一
位置。这种固定格式让表格的自动化处理工作非
常容易，通过基于模板创建的行业标准方法即可
实现。每一类结构化文件均需创建一份模板，该
模板的创建在表格简单的情况下仅需数分钟即可
完成。

然而对于其它类型的表格又当如何处理呢？所有
业务文件中，发票、订单、按揭申请表、医疗福
利说明单、法律文件、信函、合同、病人档案等
没有固定格式的表格约占80%。从简单的图像捕
捉及索引到高智能数据提取（并实时导入业务应
用程序），公司需要处理的文件类型极其丰富。 

一般情况下，完成这些文件处理任务非常耗时，
因为这些类型的文件比较特别，处理起来相当不
易。

发票属于半结构化文件，因为发票的所载的内容
一般比较相似，但是其不同数据字段的具体布局
却有所不同，因具体公司而异。无论是行项目及
列项目数，还是页数及其它项目数，各类发票均
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订单、医疗福利
说明单、价目表等等。

信函及合同属于非结构化文件，因为根本无法预
测其所载的信息类型。一些诸如日期或地址的关
键数据倒是比较固定，但是合同或信函的文本却
各不相同。

较之固定格式的表格处理工作，半结构化及非结
构化文件的独有特点让处理过程变得复杂，需要
更多复杂的文件识别方法。

凭 借 丰 富 的 行 业 经 验 以 及 大 量 的 科 学 研
究，ABBYY已研发出了半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文件
管理技术，并将其应用于ABBYY FlexiCapture软
件。

 

图1：基于页面布局的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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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简单发票

智能技术 

ABBYY文件捕捉及识别技术是基于完整性、目
的性及适应性原则（IPA）的仿人工识别智能技
术。

设想你需要在一堆文件中找到一张发票，然后找
到这张发票上的关键数据，如发票编号、日期、
总额、供应商地址，你当如何着手呢？或许，首
先你会寻找“发票”或“发票编号”这些能够区
分出发票的具体文字，然后找到需要的信息字
段。根据过往的经验或逻辑，你可能会在发票的
第一页前端查找发票编号、日期及供应商地址，
然后在发票底端查找总额。但一张发票可能会有
多个编号（出货单号、序列号、客户编号、订单
编号等）、多个日期（发票日期、订单日期、装
运日期等）以及不同的金额，均需要正确解读。
有时，信息字段附近的关键词或元素可以帮助你

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有些情况下并没有关键词。
如果没有关键词，那就需要检查整张发票，并根
据对发票所有元素及对应位置的了解做出最终判
断。

ABBYY FlexiCapture技术在遵循IPA原则的基础
上采用同样的查找方法。该技术不仅会对每一对
象进行单独分析，也会对所有对象及特征之间的
关系进行考量，然后在整个对象群集中判定最佳
匹配项。这种智能、灵活的数据提取方法可以让
软件利用任何可获得的信息（字段的内容、与其
它对象的关系、字段的大小、附近的横线或空白
区域等）找到文件中任何位置的数据。该技术效
果良好，甚至可以处理ORC引擎不能完全识别的
低品质文件。甚至对于结构非常复杂或布局十分
易变文件数据提取工作，ABBYY FlexiCapture灵
活的文件处理方法都可以提供可靠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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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Layout 工作原理

ABBYY® FlexiLayout™ Studio专门设计用于
确保ABBYY技术的一站式使用。作为ABBYY 
F l ex iCaptu re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该 
Studio专门用于对文件布局的形式化描述进行
创建、测试及微调操作。一份形式化描述称作
FlexiLayout，由ABBYY数据捕捉产品用于识别
文件类型，并从所描述的文件中提取数据。

一份FlexiLayout将解答三个主要问题：如何识别
一份文件、提取何等数据以及如何找到需要提取
的数据。一份FlexiLayout将对一种类型的文件进
行描述。

每份FlexiLayout将为数据提取工作确定一份数据
字段列表，并为数据字段对应的检测区域指定一
种搜索算法。FlexiLayout也会为每份文件的数据
识别及末尾检测指定规则。FlexiLayout具有一种
树形结构，由一个字块分支和一个或多个元素分
支构成，每个分支对应一个布局备选方案。

图3：在图像中检测到的对象示例

FlexiLayout字块及元素

字块代表必须捕获的数据字段。一个字块的特征
取决于其所载的数据类型以及其图像可能出现的
位置（简称“区域”）。一个区域可以通过元素
的相对位置得到确定，这些元素将通过图像假定

坐标或通过前两个选项的组合首先被检测到。一
个字块的区域可能会和一个元素的位置重合，这
表示该元素是该字块的数据源。一个字块可能会
载有数个元素的数据或这些元素的组合数据（例
如：字块“姓名”可能会含有诸如“姓氏”、“
名字”等多个元素的数据）。

一个元素将对图像对象或对象群集进行描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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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对象能够在文件中被检测到。例如，对象有可
能是一个商标、一段文本或一处空白。每一元素
的特征取决于其类型、几何特性、可能出现的位
置以及与其它对象的关系。一个元素的这些特性
或属性可以让该软件找到所描述对象所在的区
域，该区域由围绕该对象的一个或多个矩形组
成。此区域的对象被检测到之后，可以对数据字
段进行定位。

由于同一对象在不同页面或文件中可能不尽相
同，甚至在有些页面根本不存在该对象，因此元
素应该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足以覆盖所描述对象
所有可能的变化。

一张图像可能含有的多个不同的对象，这些对象
可以用作参考元素，如横线、文本字符串、图
片、空白区域、条形码等。这些对象具有不同
的特性。一条文本字符串由语言及符号数量确
定。为了简化对所有可能对象的描述，ABBYY 
FlexiLayout Studio提供了一套典型元素及其具
体特性的样本。

让 我 们 通 过 实 例 做 进 一 步 了 解 。 以 下 是 一

张发票，需要捕捉其日期数据。在字块分支
中，相对应的字块称作“InvoiceDate”（
发表日期）。要确定检测算法，需要引入两
项元素。元素“keywordDate”（关键词日
期）用作参考对象，代表关键词“date”（
日期）。该元素的搜索区域覆盖该页面的上
部。元素“InvoiceDateStr ing”（发表日
期符串）自身包含以数值形式出现的日期，
一 般 可 在 “ 关 键 词 日 期 ” 的 右 边 或 下 方 找
到。然后将字块“InvoiceDate”连接到元
素“InvoiceDateString”。在整个过程中，
软件将首先发现“keywordDate”，然后检测
到“InvoiceDateString”，最后将识别出的数
据交由字块“InvoiceDate”，随后导出至后端
系统或数据库。

图4：FlexiLayout字块及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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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Layout在对一张图像进行匹配操作时，系
统会尝试不同的脚本，在图像上的元素和对象之
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每一种对应关系称作假定
项。系统将按照质量的高低对所有假定项进行排
序。如果一项元素出现两个假定项，系统将会选
择质量最佳的一项。系统将对具体对象与所描述
元素的匹配度进行评估，匹配度越高，则假定项
的质量越高。

FlexiLayout进行匹配操作时产生的假定项将进入
树形层次结构。FlexiCapture将当前元素假定项
用作寻找后续元素的起点，这些后续元素位于树
形结构中当前元素的下方。如此，元素假定项将
延伸出支项，形成假定项的树形结构，该树形结
构较之元素树形结构具有更多的分枝。最理想的

效果是FlexiLayout在每一张图像中仅产生一条假
定链，即指所有对象均被精确识别。

软件在针对一张图像匹配到一张FlexiLayout之
后，需要找到一条质量最佳的完整假定项支项。
如果支项包含从顶部元素到底部元素所有必要的
元素，则一条支项完成。

 用户可以查看树形结构。实际上，这种树形结构
能够清晰演示对象与每一元素限定条件之间的对
应数量及精确度，因此是对FlexiLayout进行微调
的最佳工具。

FlexiLayout中字块及元素的标题信息也可以用于
识别文件类型，并区分彼此文件，如文件分类。
要加速完成此工序，并确保在多页文件中准确检
测到首页，可以采用一种称为“标题元素”的特
殊元素类型。这种复合元素仅在文件中出现一
次。

图5：假定项树形结构

带有布局备选方案的FlexiLayout

标题元素也可用于对数量易变或数量未知的文件进行区分。在此情况下，“标题元素”将作为
首页标示符。为了找到文件的末尾页，另一种称作“脚注”的特殊元素将被创建。如果末尾页
没有明显的特征，无法定义脚注，则系统会在第二页寻找另一标题元素。一旦新的标题元素被
发现，系统会将前一页定义为前一文件的末尾页。在找到首页和末尾页之后，FlexiLayout可
以与此多页文件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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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YY FlexiLayout Studio
操作简述

ABBYY FlexiLayout Studio具有用户友好界面，
集成了一套直观的工具和功能，无需强化培训。
该Studio以其通用性和灵活性而著称，能够让缺
乏经验的使用者快速上手，也能够让专业人士充
分使用高度精确的分类及数据捕捉算法。

FlexiLayouts的创建过程非常简单，包括三个步
骤：

1. 创建新项目，并加载图像；

2. 定义数据字段、搜索元素，并指定其各自的属
性；

3. 微调。

创建新项目

首先，必须创建一个空白项目，然后添加将要处
理的文件样图。将图像文档列表以及所有其它与
FlexiLayout相关信息储存至项目。通常，每种文
件类型最多10张图像就已足够。建议为同一文件
类型挑选具有不同布局的图像。

定义数据字段、搜索元素，并指定其各自的属
性。

此阶段，ABBYY FlexiLayout Studio向用户提
供两种选项：利用创造性和逻辑能力手动配置布
局，或利用FlexiLayout自动生成及自动学习功能
配置布局。

FlexiLayout自动生成功能

一份FlexiLayout可以通过在一套图像上进行练
习而自动生成。ABBYY FlexiLayout Studio最近
升级引入了“点击”操作功能，能够让用户在练
习模式下在图像中标记出必要的数据字段及参考
元素。在练习过程中，软件会记忆每张图像上字
段及元素的位置，自动判定属性及它们之间的关
系。每张样图上的字段及元素被标记后，点击相
应按钮即可自动生成一份FlexiLayout。

可以对所有自动生成的FlexiLayouts进行审核
及纠正操作。ABBYY FlexiLayout Studio能
够让用户对布局设计进行完全控制。ABBYY 
FlexiLayout Studio未使用任何隐藏逻辑，这也
是ABBYY软件不同于其它具有自动学习能力的文
件捕捉系统之处。

FlexiLayout自动生成功能对于结构相对简单的单
页文件效果极佳，这种简单结构包括可用作参考
元素确定数据字段位置的文本、黑线或条形码。

FlexiLayout手动创建功能

FlexiLayout手动创建过程实际上相当好上手。
软件提供了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简单易用的可
视化工具，可指定所需的关系及特征，并对
FlexiLayout进行微调操作。

在确定软件的搜索算法之后，用户必须指定需要
捕捉的数据字段列表，确定能够帮助检测字段的
参考对象，并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选定检测对象、定义其对应元素、对元素进行
复合操作以及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时，系统会提
供很多备选方法。ABBYY FlexiLayout Studio可
以让用户轻松对不同的可能脚本进行评估。

如果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行更多的细节化定制
及支持，FlexiLayout Studio将提供通往其内部
语言的直接入口，非常灵活且易于控制。每一个
属性对话框包含一个“高级”选项卡，通过该选
项卡，用户可以利用FlexiLayout结构语言添加任
何关系或特征。

较之自动生成功能，FlexiLayout手动创建功能明
显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然而，这种方法可以让高
级用户利用ABBYY智能文件识别及数据捕捉技术
实现最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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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调

ABBYY FlexiLayout Studio生成一份FlexiLayout
之后，可以对其进行批量图像测试，并在出现错
误的情况下进行微调。有时所设置的元素特征及
关系对一组图像的处理效果极好，但是对不同的
另一组图像却不起作用。这种问题可以通过引入
新元素或修改现有元素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
系得到解决。为此，ABBYY FlexiLayout Studio
引入了自动学习工具，可以对元素进行自动可视
化调整。

选择ABBYY FlexiCapture的
理由

自1997年以来，ABBYY文件识别及数据捕捉技术
在全世界的机构用户多达数千家，数千成功项目
证明了其强大的实力。精巧的一站式综合软件解
决方案让ABBYY技术提供无以伦比的精确度，为
你简化文件处理流程。

ABBYY FlexiCapture将先进技术集成于用户友
好界面，配备的各种先进工具让用户得心应手。
对软件功能的巧妙运用可以解决诸多文件处理任
务，如：

• 一站式自动处理不同类型的文件；

• 从低品质固定格式的表格（如传真件）或严重
失真的文件中提取数据，而此类文件是传统模板
匹配技术无法处理的；

• 识别具有复杂结构的文件（带有连续表格或重
复性文件区域）及多页文件；

• 智能化识别文件类型，并将散页汇集至文件；

• 智能化分类功能让用户自行对文件进行排序；

• 基于自动学习技术的高度精确文件分类功能。

图6：对元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可视化调整

转化列表及表格

对表格数据进行准确识别或许是文件处理程
序中最为复杂的任务之一。在对列表及表格
进行转化时，软件不得不忽略文件格式（抬
头、商标、小计等等），在输出时仅产生纯
数据。

无论是何种数据输出要求，也无论是何种原始
文件布局，ABBYY FlexiCapture均会仔细
提取信息，并将其转化成业务就绪数据。

以下是其中几种脚本样例：

•砖墙结构表格的转化；

•含小计项表格的准确识别；

•在转化多页表格时，对连续编号行项目的保
存；

•用户自定义的输出列顺序，允许依照规则进
行变动及排列；

•用户自定义表列的选择性数据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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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BBYY

ABBYY是领先的文档识别、数据捕获及语言技术与服务供应商。其产品包括ABBYY 
FlexiCapture系列OCR应用、ABBYY FineReader系列数据采集解决方案、ABBYY Lingvo字
典软件及多种开发工具。“ABBYY语言服务”为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语言解决方案。来自世
界各地的用纸密集型机构都使用ABBYY解决方案，来自动处理耗时费力的任务并简化业务流
程。ABBYY产品广泛应用于大型政府项目，如澳大利亚税务局、立陶宛税务局、俄罗斯教育
部、乌克兰教育部和美国蒙哥马利县政府项目。BancTec、佳能、EMC/captiva、惠普、微
软、力新国际、Notable Solutions、三星电子等公司授权使用ABBYY技术。爱普生、富士通、
富士施乐、中晶、松下、精益、东芝和施乐等世界顶级制造商的设备都与ABBYY OCR软件绑
定。ABBYY总部位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在德国、美国、乌克兰、英国、日本和台湾都设有办事
处。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ABBYY.cn或关注ABBYY官方微博@泰比ABBYY中国。

“我们访问档案记录的便捷程度、档案记录的安全性以及全公司范围记录即时查阅的能力，
都得到了极大改善。泰比（ABBYY）是整个系统处理的核心。”

Laurence Grigg
记录主管, 

Apache 加拿大

“有了这个软件，报关部门不用人工将商品数据逐行输入海关门户来进行货物清关，从而将
整体效率提高了10倍，他们每天因此可以处理更多的清关工作。”

Nilesh Choithramani
信息系统业务顾问, 

Hellmann Worldwide Logistics

“由于对更加高效的ABBYY FlexiCapture的引入，我行的处理速度得以提升，操作也更为
简易。该系统每月处理的文件总量约为100,000页，而该系统日

最大处理量为每天6,000-10,000页。如今，该系统仅由10人操作，然而两年前，每个地区
的内勤部门都有50-75名员工。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整

体效率提高了至少50%。”

Valery Merkushkin
银行业务注册及IT运营管理总监,
Raiffeisen奥地利奥和银行集团

“在谈到此次银行改革时特意提到，ABBYY提供的解决方案在新建立的3个OSC部门中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ABBYY FlexiCapture可以根据银行业务工作流程的具体情况，灵活
调整系统；可以处理俄文文件，包括高质量的文字识别；VTB Bank使用ABBYY技术和解决
方案成功地实施了很多项目。”

Alexei Mityagin
副总裁,

VTB Ba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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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关于泰比（ABBYY）

泰比(ABBYY)是一个在文本识别、数据捕捉和语言领域技术和服务的全球领导者。我们的
技术提供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让人们处理和转换文件、识别文本、捕获和存储数据、
分类和搜索信息。

试用版 

泰比（ABBYY）提供时间和页数限制的全功能的试用版本。如需申请试用，请联系泰比
（ABBYY）在您所住地区的经销商。
申请试用： www.ABBYY.cn 
问题咨询： sales_3a@abbyy.com 

联系泰比(ABBYY):

泰比（ABBYY）3A 
亚洲、非洲、南美洲、中东和波罗的海国家
P.O. Box #32, Moscow, 127273, Russia 电话: +7 495 7833700
传真: +7 495 7832663

泰比（ABBYY）合作伙伴：

上海泰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中国代表处 )
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张杨路838号，华都大厦7楼
电话（上海）:   +86-21-60484843
电话（深圳）:   185-8909-3138
邮件:    Alex@Digitalitcd.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