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说明

Aspect®

Social

Aspect Social 将社交媒体上的自说自话转变为低
成本、高效率的互动式对话。在新一代客户联络
中心开通社交服务渠道，然后将联络中心的实践
操作应用到社交互动中去。确保每一次社交互动
都能兑现对 客户的承诺，并且培养长期的客户忠
诚度，进而实现盈利增长。

相比以前，如今的消费者拥有更多的沟通方式，
信息联络更加紧密，也更容易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们可以使用社交媒体来表达观点，其所达到的
影响力和传播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所有微博
上发出的客户投诉中，有 70%未能得到所投诉品
牌的答复，有 88%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不会再从那
些忽视微博投诉的公司购买产品/服务。

使用 Aspect Social，企业可以根据客户联络的最
佳实践采取有条不紊且具有建设性的社交行动，
提高客户忠诚度和客户价值。通过将客户联络中
心的规程延伸至社交媒体，企业能够以其他团队
（如市场营销）不可能做到的方式来对客户与企
业之间的对话进行整合和协调，从而提高工作效
率。同时，通过减少对昂贵、维护困难且客户不
愿使用的传统投诉渠道的依赖，也可以提高工作
效率。Aspect Social 将社交媒体上的自说自话转
变为富有成效的互动式对话，从而增加客户价
值。

Aspect Social 就是为满足客户联络中心的特别需
求而设计的，它可以识别微博消息，并将其按照
优先顺序进行排列，然后将它们传送给相应的团
队，供社交媒体座席在消息发出的社交媒体中进
行回复。现在，客户越来越倾向于从其他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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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获取答案和建议。使用 Aspect® Social，社交
媒体座席可以在回复时轻松利用可用的知识库内
容，从而满足客户的需求。通过将客户引向低成
本的网上渠道，让他们轻松找到想要的答案，品
牌和公司将可从中受益。

专注于有意义的消息
客户正在涌向社交媒体，不断提及各种品牌和产
品，但是很多微博消息并不需要品牌和企业进行
回复。智能筛选功能可以识别各种暗示或者明示
的帮助请求。按照优先顺序对消息进行排列并将
其传送给相应的团队。

保持社交对话的语境
一条单独的社交消息（没有语境）会让你的回复
孤立脱节。保持社交会话的语境可以确保社交媒
体座席能够与社交媒体上的客户进行真正的对
话。Aspect Social 可动态生成对每个社交活动的
完整视图，并显示连贯的会话。它也支持公共知
识库等资源链接，帮助社交座席提供富有真实价
值并能提高品牌拥护度的服务。

例如：

•	  针对需要深层谈话或后续跟踪的客户需求提供
额外的联络方式

•	针对处于风险中的客户提供专门的回复指南

•	  链接至客户关系管理 (CRM) 系统（如 Salesforce.
com、Microsoft Dynamics CRM 等）中的客户记
录

社交工作流程的智能自动化
Aspect Social 提供根据客户联络中心的需要而优
化的强大的工作流功能。Aspect Social 确保客户
收到的回复包含足够的信息且具有一致性。社交
媒体座席队列实时更新，以消除可能发生的重
复性回复，并且完整保存与客户的对话。Aspect 
Social 确保客户对某个社交座席消息的回复被传送
给同一个座席，而且确保会话的优先顺序安排是
合理的。先进的工作流功能允许社交媒体座席对
会话进行分割、消除重复、合并、升级、重新分
配或发布。

对于主管来说，智能自动化的工作流程允许借助
多种筛选功能对多个社交媒体上的客户进行回
复。这可以确保所有问题在造成社交危机之前都
得到解决。主管也可以实时调整客户投诉的传送
和分配并平衡社交媒体座席的工作量，从而对系
统进行调节。这些实时的调整功能帮助主管维持
管控并快速分配人手，因为在社交媒体渠道中，
单单一条消息或一个事件都可能会快速升级，变
得不可收拾。

主动社交服务
Aspect Social 不仅支持客户发起的对话，还能将
信息推送至社交媒体，并对共享信息的效果进行
评估。您可以对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发送消息这项
工作进行计划和跟踪，使之成为您整体社交活动
战略的一部分。这将便于客户联络中心主动告知
客户有关品牌的任何变化和活动，让社交媒体本
身的特点帮助您把消息传播得更远。

主要优势

•	  专为联络中心构建的云计算系统

•	  关注并衡量社交服务的投入和产出

•	  捕捉客户与企业之间的社交互动，并将
其按优先顺序进行排列，然后分配给适
当的团队

•	保持社交对话的语境

•	  主动为社交媒体上的客户提供关怀

社交媒体的力量

“ 社交媒体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器，它的真
正力量在于能帮助企业提高客户参与
度，并赢取更高的客户支持率。我们必
须提供社交客户体验，吸引客户与我们
进行互动，分享他们的热情、见解和创
意。”

Rob Tarkoff
公司首席执行官
Lithium Technologies

‘ 为什么 Facebook 不能成为你的社交策略中心’, 
CIO Network, 2012 年 12 月

Aspect® Social 由 Lithium 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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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告知客户您的服务暂停计划、新的电话号码或
者新增可用的额外沟通渠道

•	  通知客户可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的特殊活动、
可能出现的服务暂停或者天气变化

•	提供常见问题或已知问题的解答

•	  预测客户需求，从而尽量减少客户联系社交媒
体座席的需要，降低您的成本

监控、评估和绩效管理
Aspect® Social 为主管提供在管理团队绩效时所需
的工具。企业可以为社交服务的成果建立 KPI（
关键绩效指标），如处理时间、客户满意度和累
积工作量。针对 KPI 遵循情况，每条微博消息的
处理情况都会被自动评分，评分结果会录入一个
仪表板，仪表板会根据社交媒体 KPI 指标显示绩
效。主管可以轻松地将结果展示给其团队，可以
设定一个特定主题或者特定时期，从而使团队对
绩效的趋势有更好地了解。

借助多种现成的数据视图，管理人员还可以深入
分析这些结果。这些数据可以使用 Excel 进行分
析，获得即时的洞察力；或者将其整合到“商务
智能”或“绩效管理”环境中去，以便对客户和
客户服务效果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由于能够使
用反映了成熟联络中心最佳实践的指标（处理时
间、首次呼叫问题解决率、客户满意度）来衡量
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客户的效果，企业可以把适用
于所有其他客户接触渠道并且经过衡量的规程应
用到社交媒体上。它也使企业和组织能够评估整
体客户服务工作（包括社交关怀）的效果，将社
交媒体成为一个综合渠道，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平
台。

提供优越客户体验，可用于搭建整体解决方案

客户使用众多渠道来与企业和组织进行沟通，而 
Aspect Social 就是为提供优越的客户体验而设计
的整体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Aspect 每天在全球
助力数以百万计的客户与企业间的互动活动，拥
有强大的技术基础，其中包括：

•	   通过 Aspect® Unified IP® 进行客户互动管理，该
产品应用了技术驱动的流程，可实现更加智能
的多渠道客户沟通活动；

•	  通过劳动力优化促进了人员和流程的持续改
进，使得绩效和质量不断提升。

在 Aspect 新一代客户联络中心开通社交
服务联络渠道，然后使用 Aspect Social 将
客户在社交媒体上的自说自话转变为低成
本、高效率的互动式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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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 简介
Aspect是全球唯一一家为企业联络中心提供全集成交互与劳动力优化平台的软件公司。联络中心就是全新的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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