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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悄然迅速地改变了全球的商业格局。 2011年12月，著名市场调研机
构-尼尔森公司报告显示，44%的美国人拥有智能手机1。与此相比，短短的两年前， Nielsen

的统计显示只有18%的美国人使用智能手机。出人意料的是，自2011年底， 智能手机的
销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个人电脑（PC）。事实上，在一个季度内，苹果的移动设备销量
超过了惠普的整个产品线的PC量2。 

 

这一现实，显著影响了消费市场的影响是的。Cyber Monday调查结论：2011年同一日移
动设备的销售比2010年增长了276%

3。Paypal 报道，移动付费有514%的增长4。显而易
见，智能手机已经彻底改变了消费者与企业的交互模式，继续超出分析师们的预期。 

 

但是，当形形色色的组织已迅速认识到移动的影响渠道时，他们并没有及时采取战略行
动，把它投入业务使用中。全球品牌排名前100位的企业中有91个开发了自己的移动应用。
以此来完成管理层的命令，满足与日俱增的用户的对移动应用程序的需求，并企图在竞
争中脱颖而出5。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企业只是简单地移植了他们现有的网络的一个子集
到移动平台的应用，或者更糟，没有真正可行的应用程序。 

 

这些最初的移动应用程序提供的交互主要是事务性的。例如，银行网站可允许用户检查
自己的余额，或航空公司可查询航班状态。并没有更深入的，超越其他渠道提供的信息。 

 

这种草率的移动应用程序，弱化了移动方案的最大的优势： 作为基础平台提供多种渠道，
使组织在每一个接触点提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相关性和个性化的客户体验。但是，如
果你采用了移动战略，把简单的连接，动态的个性化的互动整合到设备上，跨越渠道，地
域和时间。长此以往，业务必将蓬勃发展。忽略这一现实，企业将大大落后于竞争对手。 

 

数据来源 
1
  Phone Arena, “U.S. Smartphone Penetration Reaches 44%, Led by Android,” December 2011. 

2
  Mobile Enterprise, “Tablets and Smartphone Sales Dominate PCs in 2011,” February 7, 2012 

3
  IBM, “Benchmark Cyber Monday 2011 Full Report,” December 2011. 

4
  MobileBeat, “PayPal Sees 514 Percent Increase of Mobile Payments on Cyber Monday,” November 2011. 

5
  Distimo, “The 2011 Top 100 Global Brands and Their App Store Status,” Octo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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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创新 移动交互的机遇 
 

移动应用无处不在，为了加
强业务与客户粘合度，企业
开始开发更多的创新应用程
序。具体案例如下： 

 

 零售业 亚马逊的移动应用
程序让你可以随时随地购
物。 这个在线零售巨头可以
用手机“比价“功能，打击
本地的商店。顾客在扫描条
形码后，就能上网查看是否
商品在亚马逊上更便宜。 亚
马逊荣获了2011 Webby最
佳移动应用程序

6
。 

 

 银行 利用 Chase Quick 

Deposit程序,用户可以用
iPhone对支票拍照，利用照
片就可以把支票存入账号。
Chase 也荣获了2011 

Webby 最佳移动市场地位
和服务大奖

7
。 

 

 

 旅游 Cathay Pacific国泰提供
一个   iPad app程序的程序超
越了现有的标准如航班办理登
机牌和行程管理。它能提供全
球各地完善的城市导游。 

当企业期望扩大业务量和树立品牌时，移动应用程序带给企业大量的机会，包括： 

 扩大品牌的出席率 

 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推广及宣传 

 降低成本，增加自助服务 

 

创新的功能会被传播，会吸引大众的关注点，然而被关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精心
策划的，全面的移动战略尤为重要。 必须把移动应用--作为优化跨渠道的客户服务的
重点。 同样需要引起重视：冲入一个新市场，风险和短命并存。 当企业并没精心策划
好一个移动应用的战略时就匆忙让项目上马，结局往往弊大于利，可能让客户沮丧失
望。 

用户对移动的需求永无止境 
虽然在移动环境下的业务可能是一个新的领域， 特别是25至34岁的用户是最大的细分
市场。他们所把智能手机当做令人兴奋的，不可缺少的工具8。因而他们对移动设备的
期望很高。与个人电脑或其他技术不同，智能手机是一种情感的连接。毕竟，他们在
本质上是第一个可随手携带的电脑。顺理成章，企业用户和消费者希望每一次都能够
快速，方便，直观地使用移动应用程序。  

 

不幸的是，许多品牌，让用户对他们的移动应用程序大失所望。根据2011年的哈里斯
互动所做的移动交易的调查现实， 84％的美国人在试图完成移动交易时，碰上问题，
不能完成9。 

 

想想看：如果银行客户遇上突发的问题，不得不放弃之前已进行的步骤，转而寻求联
络中心的帮助。但客户联络中心不具备移动可视性，只能让客户回到最初的程序重来。
如果此时，有一个自助的移动银行应用程序多好啊。 

 

客户不仅想了解更多，他们要求更多。移动已经应用让消费者不用离开司机座位，就
能轻松下单。 那些想保证长期成功的公司， 已经认识到这个新的动态，并开始采取相
应的行动。 

 
 
 
 
 

数据来源 
6
  The Webby Awards, 13th Annual Webby Awards Nominees and Winners 7
  Ibid. 8
  Phone Arena, “U.S. Smart Phone Penetration Reaches 44%, Led by Android,” December 2011. 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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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劲的移动体验 
会赶走客户 
 
最近调查显示，客户会因
为槽糕的在线移动应用体
验，而放弃交易转投他家。 

 

 43% 会放弃移动交易，改
用电脑 

 16% 会到你的竞争对手
那里下单 

 14%会用电邮或用电话
找客服投诉 

 12% 会放弃在移动应用
app程序或网上交易而专
用竞争对手的app程序
10。 

 

 

 

断开的客户服务体验 
 

当手机客户无法获取实时帮助时，世界上最好、最有用的应用程序在他们眼里都毫无意
义。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他们唯一的选择是致电客户服务，而且在等待中，
座席从头开始搜索，正确的信息或人。在离线世界，这可能是可以勉强容忍的。但移动
用户不可能等待，长时间不挂机， 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78%的手机用户依靠一个满意的移动应用程序做为客户服务11。 其中75％的移动应用程
序会在下载后的前三天被删除，这是公平的假设，并非每个人都满意他们的客户服务体
验12。尽管移动应用程序提供良好的自助服务和交互能力，他们往往不能与移动的整体
客户服务的策略或呼叫中心技术平台的对话与整合。 

 

这是电子商务的崛起过程中出现的“筒仓效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客
户服务扩展跨越了电话，电子邮件，网络聊天，每一个客户接触点趋向住不同的组织的
渠道，反而经常会联系不到座席。 

 

移动应用程序的使用，让这个情况恶性循环。 “盲目地”呼叫联络中心，缺乏客户背
景，通话时间长。客户不能充分地查看历史记录和从一个通道到下一个，依次管理自己
偏好的货品。座席能处理的客户数据有限，因此公司的交叉销售和追加销售的机会越来
越少。据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移动应用程序提供了所有的协助，通过传统的客户服
务渠道，72％的移动用户将完全依赖这样一个应用程序与选择的厂家进行交互13。 

 

如果企业对移动客户服务没有制定跨渠道策略，他们就不能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移动渠道
的作用 ， 也不能取悦客户。 

全新的会话方式-独特的移动对话 
 

移动意味着行动自由。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在不同的渠道、设备和地理位置间穿梭。 同样，
客户服务的员工可以打通联络中心的墙壁 ：家庭办公室或出差到客户现场，备货仓库货
架，执行后台功能，和更多地点。完善的客户服务策略，可以将它们紧密连接。 

 

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武装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接入联络中心， 企业可以提供客户所需
要的透明及时的响应。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开放出人员和流程的信息，直接面对消费者，
让客户的第一次接触就能解决问题。杜绝之前需要多个联系人（甚至更多时间），才能
解决的现象。因此，企业提高了运营效率，降低成本，优化服务客户。同样重要的是，
客户支持团队能够更经常更有效地与客户直接互动， 洞察客户的新需求，确保客户拥有
一个愉快的体验。 

 
 

数据来源 
10

  Ibid. 
11

  ReadWriteWeb, “Infographic: Mobile Apps and Customer Engagement,” November 2011. 
12

  Identity Mine, “Peering into the Magic 8 Ball: End of Year Trends Impacting Mobile Applications,” December 2010. 
13

  ClickFox, “Survey Findings: Mobile Apps for Customer Service,” Octo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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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真正利用当今的移动市场，组织不仅只是将一些功能添加到自己的移动应用程序。

他们需要改造出个性化和满意的客户体验到移动互动中。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开创一

个独特的移动会话。  

移动对话应该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拨入电话处理。它应该具备动态的对话能力： 

   从移动应用程序提供单点触摸升级服务 

   在不同的通道间，进行精确的文本交互 

   灵活利用专家和移动工作人员 

   了解客户喜好和现有的工作项目，实施个性化的体验 

 

金融机构需要移动银行解决方案，不仅可以准确地查明客户的背景，还可以跨渠道地提供

会话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该解决方案需要能够路由客户到同一个座席，保留客户的排队

等待，并安排回拨或约会时间。 

 

但如何才能使组织提供卓越的体验呢？初级步骤，先将移动整合到企业通信中。然后，他

们需要把交易的应用程序整合到会话应用中 - 将每个交易整合到正在进行的对话中。在电

话结束后或移动网页会话结束后，也能继续保持长期的客户关系。 这也能深化客户交互，

做强品牌的差异化，提供更好的整体业务表现。 

客户交互-难以忘怀的跨媒体体验 
移动战略与客户服务和IT架构紧密集成。 当一个电话接入联络中心，它成为会话的
一个延续，通过一系列围绕的选项：三个关键的客户服务使命： 

 

      与我联系。让移动用户可以直接连接到服务的应用程序，跨渠道无缝和安全
地把历史和背景引入，让每一个移动互动体现个性化。 允许客户选择是否要
通话，或延迟或重新安排的对话（无需等待时间 ）。 

 

      帮助我。超越联络中心到后台部门，分支机构，移动工作人员，提供移动客
户提供更多帮助。让员工持续提供优秀的积极的，跨渠道，跨部门和设备的
实时和延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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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住我。 通过集成的移动战略，横跨企业的，可以提供移动客户个性化的
经验，根据自己的喜好（包括通道，计划或位置）和现有的服务工作项目（包
括服务请求，不完整的步骤或任务提示，自动请求和通知）。因此，移动用
户获得的相互作用的控制，接收到的最新信息的应用程序，并提供基于位置
的服务最相关的信息（和最有利可图）。盲目支持来电成为过去。 

 

毫无疑问，融合的移动应用会吸引更多的优质客户接触，实现更高的长期收入和利润。为

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支持全面的，持续的对话，满足移动用户的需求。 

Genesys 移动交互方案，为移动服务和移动商务架
设桥梁 

Genesys的移动交互。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一个全面的，跨渠道的方法来支持移动用户。 

Genesys的移动交互联通了交易和会话，在客户服务和移动商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

的移动演进包括：提供个性化的跨渠道客户体验，让您的企业和您的客户的每一个移动的

会话转换为值得保持的对话。 

 

其他供应商的解决方案关注企业，或员工，或二者之一 - 例如， 把应用结合在联络中心座
席的协同中。 而位于引擎的心脏的Genesys的移动交互方案关注“客户”。最初的接触“跟
随”用户从每一个通道，每一步流程，注入创新的客户服务元素： 

 通过电话，短信，聊天等从移动应用程序升级， 

 连接客户提供适当的资源 

 利用用户客户服务，通知和回拨的来相互作用和协调计划 

 结合语境 - 包括交易历史，位置和客户喜好 

 无缝集成到移动识别，验证和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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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Genesys为移动客户服务互动带来业务规则、背景、会话历史记录和报告。 

   Live Connect：通过移动应用的“智能按钮（smart button）”，客户可以通过语音、聊
天、短信甚至视频直接与现场座席请求援助。在移动设备和企业客户服务之间共享
语境、历史和客户信息，连接理想的客户服务资源，并赋予他们客户与当前互动的
360度视图。 

   Locate Me:定位和GPS功能提供客户位置，以便即时做出客户服务决策。您目前位
于机场内的位置，最近的转机门在哪里？最近的银行分行到ATM提款机在哪里？哪
里发生车祸立即派遣索赔调节员？ 

   Snooze Me：当客户想与公司进行互动，客户可以在他们方便的时间控制和安排。
这作为其移动客户服务和应用体验的一部分。 

   Alert Me: 通过短信或自动语音呼叫主动通知客户移动应用的相关服务更新。因此，
实时的意识激励你积极应对客户。 

Genesys的移动交互可以很容易地把移动会话跨越企业到外部世界， 这样就可以引导企
业的成功 - 获得新一代的竞争优势。 
 
 
 
 
 
 
14  Tea Leaf, “Mobile Customer Experience: The 2011 Results Are In,” March 2011. 

 

 

 

 

 

 

 

 

 

 

 

 

 

 

 

 

 

 

 

 

 

 

 

 

 

 

Corporate Headquarters 

Genesys 

2001 Junipero Serra Blvd. 

Daly City, CA 94014 

USA 

Worldwide Inqui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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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ys is the world’s leading provider of customer service and contact software — with more than 4,000 customers in 80 

countries. Drawing on its more than 20 years of customer service innovation and experience, Genesys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help 

companies bring their people, insights and customer channels together to effectively drive today’s customer conversation. Genesys 

software directs more than 100 million interactions every day, maximizing the value of customer engagement and differentiating the 

experience by driving personalization and multi-channel customer service — and extending customer service across the enterprise to 

optimize process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customer-facing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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