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客户服务解决方案
NYC311自然语言理解交互式语音应答解决方案

自然语言—  
NYC311服务 
比以往更好.
交互式语音应答解决方案帮助NYC311  
以更低成本提供卓越客户体验。

NYC311：美国最大最全的311服务 
作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大都会，纽约市拥有
超过830万居民。为了向这一庞大且多元化
的人口提供服务，纽约市运行着全国最大
最复杂的市政府，拥有超过35万名政府雇员
以及120多个政府机构、办事处以及组织，
为纽约市居民提供超过4000项服务。 

 

挑战
 – 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应对日益增长
的来电量
 – 持续改善客户体验

 
– 改善运营效率以降低费用支出 

 

– 减少错误转接以及客服代表
之间的转接

解决方案
 – 实施自然语言来电转接应
用，实现快速准确的来电
转接   

 
– 开发自助服务功能、311

客服代表来电弹出以及完
善报告

 
– 部署一个管理端口，让应

用切换变得简单快速

结果
 – 让NYC311以更低成本提供卓
越客户体验

 
– 将客服代表可用率提升25%

 
 
 

– 在高需求以及应急响应期
间将呼叫中心容量提升
超过20%



“我们通过与Nuance进行紧密合作提供了311热线中
无可比拟的服务体验。通过成功实施尖端的语音识别
和智能来电转接技术，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他们
希望纽约市能够提供的服务品质和便利性。”

Joseph Morrisroe 
NYC311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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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当选为市长之后，迈克尔·布隆伯格就将改善
政府服务水平作为了他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希望建立一
个集中式的全功能呼叫中心。这个呼叫中心将一周七天、
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运行，居民们可以致电呼叫中心
获取非紧急服务、政府联络信息以及信息咨询。

结果就成立了NYC311，这是全球最大最全的市政客户
服务平台，将纽约市超过40个单独的呼叫中心和热线整
合成了一个容易记住的单一号码。十多年来，NYC311
在保持最高客户服务水平的同时让公众能够简单快速地
获取纽约市全部的非紧急政府服务和信息。通过让政府
机构专注于他们的核心任务并对他们的工作量进行高效
管理，NYC311帮助政府机构改善了服务交付水平。现
如今，NYC311是纽约市提供的最受欢迎的客户渠道，
每年平均接听超过2000万通来电。

 

让NYC311服务再上新台阶
虽然NYC311在最初十年的时间里大幅提升了客户满意
度，但纽约市并不打算固步自封。“我们致力于利用
技术创新来增强311服务运营并更好地服务于公众，”
NYC311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Rich Lindemulder表示。“
我们希望确保NYC311能够继续提供最好的服务。” 

 
 

 

纽约市希望在减少费用支出并提升运营效率的前提下改
善NYC311的客户体验。其中一个有待改进的方面就是
NYC311的交互式语音应答（IVR）系统，这个系统让客
户能够通过传统按键系统使用电话键盘来选择菜单选项。
虽然传统按键系统有助于将来电转接至相应的呼叫中心
客服代表，但其按键选项还是带来了一些挑战和局限性，
可能导致错误转接以及客服代表之间的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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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户致电NYC311时，我们的目标就是立即识别客户
需求，然后为客户提供正确的信息或服务，”客户体验总
监Kirstie Johnson解释道。“由于我们的传统按键系统仅
提供了四个按键选项，我们不得不不断变更优先顺序，有
时是每天，有时甚至是每小时，从而对这些选项进行最佳
利用。比如，如果纽约市出现了寒流，我们可能会选择将
‘供暖投诉’作为这四个选项之一，从而让客户自动转接
至正确的客服代表，而无需从一个客服代表转接至另一个
客服代表。”

不过，由于纽约市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一个全球商业
中心，并拥有超过八百万居民，人们致电311的原因可谓千
奇百怪。“即便是我们专注于前200个来电类型，我们传统
按键系统提供的四个按键选项也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NYC311信息技术和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经理Andre Williams
表示。“我们致力于通过NYC311提供最好的服务。为此，
我们决定采用Nuance的自然语言理解（NLU）技术部署
一个最先进的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

利用自然语言提供卓越NYC311客户体验
2013年9月，纽约市推出了一个与Black Box、Avaya以及
Nuance 通讯共同设计开发的全新交互式语音应答平台。
这个交互式语音应答平台使用Nuance的自然语言理解技
术通过一个交互式语音应用来识别客户并与客户进行沟通。
由此一来，客户可以立即获得服务而无需使用按键菜单。

 

该应用能够捕捉到客户的语音输入并通过分析来决定来电
意图。根据客户的来电意图，系统将提供客户请求的信息
或者是将来电转接至相应的政府机构、部门或者是呼叫中
心客服代表——所有这些都是无缝对话型客户/系统交互
体验的一部分。

通过共同合作，Nuance和NYC311在如何利用语音识别和自
助服务自动化实现服务效果最大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前期决
定。“在项目的探索阶段，Nuance通过与我们紧密合作了解
了我们的业务性质。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政府呼叫中
心和311非紧急服务不同于金融机构、航空公司或者是其他
商业业务，”Williams指出。“Nuance完全致力于设计一个
能够满足我们广大客户需求以及我们对服务质量的较高期望
的系统。他们并没有想着走捷径或者是让我们接受一个无法
满足我们客户需求的通用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NYC311的内部分析系统，项目团队很容易地识别
出了前200个来电类型。“通过专注于前200个来电类型，我
们感觉这能够涵盖我们大多数客户的来电意图，”Williams
解释道。“我们随后要决定应对这200个来电类型的最佳
方法——不论是通过自助服务、常见问题内容交付，还是通过
自动转接至NYC311客服代表或转接至其他政府机构。
这200个来电类型之外的请求将由综合客服代表进行处理分配。”

智能转接让客户更加接近最佳服务点 
NYC311的自然语言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通过一个单一接
入点提供了快速高效的来电转接。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会
向客户打招呼并邀请客户“用简单的话语表述所需的服
务”。客户随后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自由表述他们的请
求，他们可以说“我需要我出生证明的一份副本”或者是
“我希望在曼哈顿找一个公共游泳池”。应用随后会对语
音输入进行分析，理解客户的意图，然后将来电转接至相
应的部门、政府机构、自助服务应用或客服代表——通常
都只需简单的一步。 

-

聆听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是如何对简单的客户
请求进行处理

 

采用Nuance经过验证的语音识别技术打造的交互式语音
应答系统即便是面对在纽约市经常遇到的挑战也能够表现
良好，其中包括环境噪声、地区口音、以及地方方言。 

聆听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是如何准确识别有着
浓重口音的客户提出的请求

什么是自然语言理解？
自然语言理解让客户能够以对话的方式与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进行互动，而无需受限于一系列固定的自动化系统应答。
自然语言理解让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能够更加包容并能够理解一系列的对话输入，从而实现更高的自动化水平并提供一个
更加满意、轻松、个性化的客户体验。NYC311的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利用自然语言理解来：

 – 识别语音输入的意思，决定客户的来电意图并据此对来电进行转接。
 – 向客户提出后续问题以澄清模糊性意图。
通过将确认信息以动态的方式嵌入到下一条提示中来对修改和验证进行处理，从而实现流畅的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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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务无需客服代表帮助便能够回答客户请求
除了来电转接之外，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还提供了自助服
务，从而以最为高效的方式满足客户对纽约市信息和帮助
的需求。自助服务让客户通过与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对话
便能够方便快速地获取信息，并且不需要客服代表帮助。
当客户利用系统的自助服务选项时，这就减少了转接至呼
叫中心的来电数量，从而让客服代表专注于复杂的需求并
让呼叫中心能够更加高效地应对日益增长的来电量。 

在一些情况下，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的自助服务功能可
以简单地提供客户要求的信息。 

聆听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对客户有关批量提取的查
询

在其他情况下，自助服务会涉及与客户的更多互动，从
而根据客户的地址或位置提供定制化信息。

聆听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是如何为客户提供定制
化的垃圾收集信息

主动信息交付能够预先满足很多咨询
Nuance的解决方案让NYC311能够轻松添加和移除动
态信息，根据预期的来电意图向客户主动提供信息。由
于纽约市认为40%的来电都与换边停车有关，因此交互
式语音应答系统总是首先向客户提供这一信息。由此一
来，客户可以立即获取他们查询的停车信息，然后挂掉
电话。 

NYC311的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团队能够随时添加动态信
息，从而提供与重大事件、天气紧急情况以及其他临时
事件有关的信息，并且在不需要时将这些信息移除。比
如，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团队可以添加一条有关纽约市
马拉松街道封闭的信息，然后在比赛前几天让交互式语
音应答系统将这一信息提供给客户。

“在动态信息方面，它们有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
动的，”Johnson表示。“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能够
通过预先满足来电需求来保护我们的呼叫中心。我们会
使用分析技术来预测来电的情景式激增，比如由于出现
了暴风雪。这样的话，当我们预计客户会在几个小时的
时间里来电咨询与天气有关的学校停课情况时，我们就
会添加一条提示信息，‘您是不是希望了解学校停课方
面的信息？’ 

来电弹出简化客户与客服代表之间的互动
由于很多类型的服务依旧需要与NYC311的客服代表进行
互动，Nuance通过与NYC311合作来确保这些互动能够
尽可能的高效。当特定类型的来电转接至呼叫中心时，

一个包含了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收集到的数据的来电弹出微
件将出现在客服代表的桌面显示器上。比如，如果客户向交
互式语音应答系统表示，“我希望进行供暖投诉”，系统将
确认这一请求并开始地址收集流程。当系统对来电进行转接
时，它还会在客服代表的来电弹出微件中显示来电原因以及
客户地址。来电弹出让客服代表无需重复提供给交互式语音
应答系统的信息，从而简化客户与客服代表之间的互动。

“通常情况下，人们可不是因为心情好才致电我们，因此我
们要让他们觉得与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的互动并不是在浪费
时间，这一点至关重要，”Johnson表示。“通过捕捉并显
示关键信息，我们的来电弹出微件让客服代表能够了解来电
的更多信息，从而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务。由此带来的时间节
约将实现一个更好的客户体验。”

管理端口能够实现简单快速的应用切换  
考虑到NYC311的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需要做出调整以满足
纽约这座“不夜城”不断变化的动态优先事项，Nuance提供
了一个基于网页的管理端口，从而让经过授权的交互式语音应
答系统团队成员快速进行简单的改变，而无需任何的编码。比
如，虽然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现在可能无法识别“地震”这
个词语，在紧急情况下，系统团队可以使用管理端口轻松将这
个词语添加到自然语言理解语法中。由此一来，系统将能够识
别出与地震有关的客户咨询并对来电进行合理转接，从而提供
最优服务。

“管理端口让我们能够在不麻烦Nuance的情况下激活信息，
撤销信息，打开问题，关闭问题，添加语法或者是对来电转
接做出改变，”Williams评论道。“它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自
主权和控制权，让我们能够立即对情况做出回应，更好地为我
们的客户提供服务。

点击这里查看使用管理端口添加交互式语音应答
系统提示是多么容易

从项目一开始，Nuance就与NYC311合作，根据纽约市的服务
专注成功结果的和合作伙伴关系

水平目标设定了具体目标，监测了项目进展并交付了卓越结果。
Nuance组建了一支由项目经理、业务顾问以及技术专业人士组
成的顶级项目团队，他们拥有相关的客户服务经验、语音应用设
计专业知识以及经过验证的最佳实践。在项目的每个环节，
NYC311都能够接触到Nuance的解决方案专家团队，从而确保交
互式语音应答系统能够在一系列情形下应对潜在请求的复杂性和
多元性，从而提供一贯卓越的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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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印象深刻的是，Nuance团队在项目的每个阶段都
与纽约市进行了合作，不论是要求收集与发现，设计、开
发与测试，还是后期支持，从而确保我们能够实现工期、
成本以及质量方面的目标，”Lindemulder表示。 

由于NYC311是在服务交付方面部署自然语言理解交互式
语音应答技术的首个311热线，为了确保系统能够满足纽
约市在服务卓越方面的高标准，项目的测试和调试阶段尤
为重要。项目团队创造了一系列的测试情景来确保系统能
够捕捉到来电意图，能够进行准确转接，并让客户在交互
式语音应答系统中绕圈子的风险降到最低。

“我们得到了Nuance专家的帮助与支持，不论是现场支
持还是远程支持，这在测试阶段特别有用，”交互式语音
应答系统质量分析师Raul Robalino表示。“Nuance的语
音科学家和语言学家为我们提供了重大帮助，他们帮助我
们根据我们客户提出请求或提供信息的方式方法对交互式
语音应答系统进行了调整。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建议，
让我们对语法和权重词语进行微调，从而更好地确定客户
的来电意图。”

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合作伙伴关系并没有在系统上线后终
止。Nuance团队继续帮助NYC311进行了系统调试、优化
以及报告，从而确保系统的持续改善。“Nuance在后期支
持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是超棒的，”Williams补充道。“从
最初的实施到持续的支持与优化，这可谓是一个成功的协
作努力。” 

-

311热线中无可比拟的服务体验  
自2002年布隆伯格市长建立该服务以来，NYC311就致力于
保持符合或超出行业标准的服务水平，而纽约市也一贯地实
现了这一目标。由于新推出的自然语言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
大幅增强了自助服务选项，缩短了平均的等待时间并简化了
客户与客服代表之间的互动，NYC311现在将能够提供更高
的服务水平以及更好的整体客户体验。

“NYC311是纽约市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十分依赖它，”
Johnson表示。“自然语言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让我们能够
向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能够将客户直接自动转接至其
他政府部门或政府机构，不论是纽约大都会运输署、机动车
辆管理局还是儿童支持执行局。我们采用全新解决方案大幅
提升了服务水平并缩短了等待时间。”

 

此外，NYC311将继续作为非紧急政府服务交付运营的典范。
很多美国和国际大都市在设计它们自己的311运营时都希望复
制纽约市的成功。

“在利用技术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方面，纽约市一直处于领
跑地位，”Lindemulder表示。“随着我们全新自然语言交互
式语音应答系统的声名远扬，其他城市也开始与我们取得联系，
了解有关语音技术的更多信息以及语音技术为311运营及整体服
务体验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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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311的自然语言交互式语音应答解决方案在高需求和应急响应期间将呼叫中心的容量提升了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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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ance 通讯公司重塑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通过提供语音和语言产品，我们致力于使人们与身边的系统、设备、电子
产品、应用程序和服务之间的对话更为人性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个人和企业使用着Nuance提供的可以倾听、理解、
学习以及适应人们工作生活的智能系统。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 china.nuan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