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知型協作
認知因素賦能協同合作邁向成功

The bridge to possible



就是現在，認知型協同合作已經到來

當前，我們正處於工作效率變革的當口。在極速發展的互聯技術（思考型雲端、

開放式 API 和自主研發的各類應用程式）的加持下，越來越多的工作流和敏捷

業務模型使互聯體驗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它正掃清障礙、消除摩擦、打破孤

島，最大限度地發揮現代企業中個人和集體的潛力。

這一變革將使人和技術能夠智慧、無縫地融合，減少瑣碎工作的困擾，打造持

續不間斷的創造力，實現清晰流暢的溝通，同時改善同事、合作夥伴和客戶之

間的關係。

各類工具、高速頻寬、大資料、高性能處理能力等軟硬體都已成熟，隨時準備

與人類的智慧融合，形成更強的生產。迄今為止，商業工具與其使用者仍以各

自孤立的形式共存。電子郵件應用程式、客戶關係管理應用程式或文字處理應

用程式，它們只能機械地執行設定好的程式，因此仍然是靜態的、獨立的，無

法參與到協同合作過程中來。不過現在，這些工具及其所執行的操作可以更緊

密地與工作優先順序和工作流相融合，以順暢工作流程、增進相互聯繫，從而

發展成為各領域生態系統的重要功能。好消息是，這一願景已為現實，它就是

本文要介紹的認知型協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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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能 因數 認知型協同合作介紹

為企業打造的多維式解決方案

智能化 情景化
認知型
協同合作

•   資料

感測器、程式、客

戶關係管理、物聯

網、人物資料、日

曆、排程、會議、

社交資料、公共資

料

•   分析

識別個人、團隊、

組織和客戶資料的

模式和關係群，以

實現個性化定制

•    在正確的時間、正確

的地點為正確的人提

供正確的資訊

•    整合到協同合作支持型

工作流中，實現互聯、

相關和人性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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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和情景化
貫穿協同合作全程

•   培養

人際關係

•   增進

客戶互動

•    建立

跨領域高效團隊，更明智、

更快速地制定決策



在認知型協同合作中，智慧化和情
景化貫穿全程，有利於培養人際關
係、增進客戶互動、建立跨領域高
效團隊，從而更明智、更快速地制
定決策，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比如，包括會議中的人物洞察（提供該人士

的詳細背景資訊）、智慧虛擬助理、面部識

別、自然語言處理和會話介面、雜訊檢測和

抑制、情景即時協助和姓名標籤、會話程式、

動態文檔共用和基於分析的途徑選擇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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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參與質效，發揮團隊力量

在任何工作關係中，團隊的地位都無可替代。團隊是創造力、協同

合作和解決方案的集合地，能發揮整體優勢，實現 1+1>2 的效果。

當前人們接收的資訊普遍超載，且期望不斷提高，因此應抓住任何

能打破孤島，並在團隊內部及與客戶之間建立更深層次的人際交往

的機會，只有這樣才能帶來持久的積極體驗。認知型協同合作以技

術為基礎，其優勢在於能夠優化體驗、提升參與質效和帶來業務

成果。

消除工作中的痛點

繁雜的日常工作阻礙了生產效率和參與質效的提升。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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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以及關聯的洞察
獲得相關洞察的與會者能克服很多難題。而缺少了這些，與會的
團隊則需花費精力從頭開始，而且往往會因此而分心，四處搜集
資訊，這會降低會議的聚焦度及效率。

•    會議
尋找會議登錄代碼或無法找到並共用正確的文檔版本，這些情形
都會讓人沮喪，其不僅浪費時間，還會削弱協同效應並扼殺積極性。

•    流程
電子郵件、即時資訊，以及無論何時何地都具備可及性的能力，都
是邁向更大成就的鋪路石。然後，如果不能妥善利用，它們就有可
能以資訊超載、檔氾濫的形式出現，成為前進路上的絆腳石。

•    客戶體驗
獲取客戶情景資訊的能力不足，與客戶的關係就會呈現互動脫節、
期望達成度低、回應慢等特點，客戶忠誠度也將迅速丟失。

速度、清晰度和可及性就如同創新的貨幣。要實現這一點，專業
人士需要新型智慧工具的輔助。我們的創新工具就在您的身邊。



智慧化人際關係和人物洞察的作用

協同合作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協同合作者的密切協同。智慧化人際關係將構成

成功協同合作的基礎，改善團隊關係，並在彼此信任和深入交流的基礎上協同

一致。

為了收集豐富的關係資訊，我們需要擁有即時獲取資訊的工具……並且觸手可

及。如果時間允許，可以通過穀歌搜索，詳細查詢。另外，查詢領英(LinkedIn)

上的個人資料也是一種選擇，當然前提是這些資料更新及時。圓桌會議上的現

場介紹已經延續了幾十年，但較為耗時，而且得到的資訊往往不夠充分。

理想的解決方案是設計一個會議應用程式，該程式能夠自行搜索並提供與會者

的資訊。即使某位與會者與上百人重名，該程式也能正確識別。所提供的資訊

應是智慧即時更新的，並且包括職位名稱、地址和工作經歷、出版作品或博客

文章等細節，即任何公開揭露的資訊。

這些人物洞察需要及時、中肯，並有助於為增進人際關係。此類人物洞察呈現

在螢幕或設備上，將推動會議進程、提升參會體驗，以及深化重要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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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認知型協同合作
認知型協同合作通過利用企業和生態系統中的資料源，無縫且直觀地

將所需資訊呈現於一處，使任務更容易在各類情景下完成。其將情景

化和智慧化融為一體，助力企業實現：

認知型協作 6

通過開發所需功能，賦能協同合作者著手提高成效。從人物洞察的創建，

到與同事和客戶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再到流暢、輕鬆的會議，焦點和

注意力將全程凝聚不散，專注於溝通和協同合作，而不必為工具使用和

設備操作分心費力。

認知型協同合作將一切都整合在同一個共用的基因之下——人物洞察、

專業知識、自動化用分析全部基於雲技術（但又不僅僅局限於雲的技

術），從而使公司能夠根據現有的雲和資料管理策略不斷向前發展。

•   人與技術之間的活動更加順暢、人性化，並且有深度。

•   工作流體驗使協同合作任務變得簡單直觀。

•   客戶體驗實現個性化、主動式，並且回應迅速。



BOTS

認知型協同合作的本質
當情景化和智能化貫穿於協同合作體驗和客戶互動全程時，

便可稱之為認知型協同合作。

認知型協同合作的含義是什麼？

認知型協同合作包括人工智慧（AI）和機器學習（MI）技

術的集合，二者一起發揮作用以確保人與生產力之間沒有

阻礙。它包括會議中的人物洞察（提供該人士的詳細背景

資訊）、智慧虛擬助理、面部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和會話

介面、雜訊檢測和抑制、情景即時協助和姓名標籤、會話

程式、動態文檔共用和基於分析的途徑選擇等功能。

上述功能的重要性體現在哪裡？

能將真實的認知融入用戶體驗，即可以將智慧、洞察和情

景注入協同合作過程，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工作流和交互

潛力。能為員工和團隊提供有益的人物洞察，從而在會議

中加速建立關係並加深參與度。此外，智慧虛擬助理還可

以分擔日常工作，並運用情境智力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認知型協同合作能夠消除或處理阻礙發展勢頭的障礙，例如：

•  瑣碎的個人事務
尋找網路會議登錄代碼或費力地修改文檔版本。

•    大項事務
比如，對參與者的角色、背景或才能無任何洞察和瞭解，甚至不知道與
會者是誰。

•  更大的事項
基於之前的互動，人工客服未能深入和透徹的瞭解每位元客戶的需求。

基於整合式協同合作平臺

新一代客戶
體驗

新一代員工和
團隊協同合作方式

智慧互動和
人工參與

智慧工作流

智慧工作
空間

人臉辨識
檢測人數

智能
配對

智能取景和
語音跟蹤

雜訊檢測
和抑制

室內
分析

錄音和
判斷

智能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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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好的團隊協同合作創造
認知支持型協同合作體驗

認知型協同合作就像一種煉金術，能將智慧工作流和工作空間鍛造在

一起，形成一個更大的(也是極有必要的)平臺來提升互動性和參與度。

認知支持型協同合作體驗確保團隊成員能夠輕鬆地互聯、互見、互聽

和互知。認知型協同合作將技術延伸為一座座橋樑，改變了其原來的

孤島狀態。從此，無論工作在何處，員工和團隊均將有機會更好地進

行協同合作。

•   它能提供包含詳細商業資訊的人物洞察，介紹團隊成員或與會者。

這可以幫助每一位與會者或參與討論者瞭解人物相貌、知曉姓名

及其它相關資訊，同時不會因噪音和干擾分心。

•   它通過在合適的時間向合適的團隊提供適當的情景資訊來提升工作

體驗。

•   它支援智慧會議空間，簡化了與對話介面和選項的技術交互，以便

輕鬆查看、共用和共同創建內容，同時將團隊與自動化智慧視圖面

對面連接起來，使所有人都能輕鬆看見和聽到。

•   它確保溝通和協同合作過程中沒有差距或延遲。實際上，會議是在協

調安排下進行的，相應的會議任務被有效地分配給適合的團隊，從而

使團隊更富有效率。

•   它確保人們能夠充分利用網路和計算力，發揮其智慧和速度優勢，隨

時支援和幫助人類發揮創造力。認知型協同合作工具不再是孤島，而

是成為工作中最緊密的部分。

•   它使工作體驗更加愉快，並且省時省力。線上會議上，即時回答客戶

提問將不再困難，因為所需的答案觸手可及，以往的沮喪經歷將一去

不返，面對記滿會議日程的日曆從此將信心十足。認知型協同合作通

過優化流程，將專業知識帶來前端，並以及時有效地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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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認知型協同合作工具
認知型協同合作確保新一代工作場所的每一次溝通、協同合作和會面

都將無縫對接和輕鬆無憂。其工具包括：

•    人物洞察

包含人物角色、背景和相關組織資訊，

能夠促進團隊和與會人員更深層次

參與和交流。

•     虛擬助理

應用對話式人工智慧説明人們開始、

加入和管理會議。

•    智能取景

應用於視訊網路會議，能夠識別講話者，

並將其圖像移至畫面前端，讓每個人

都看見。

•    面部識別

人臉辨識可以準確地識別臉部圖像，

並匹配人物姓名及相關專業背景。

•    確認與會人員

以及確認與會人員是否參與對話。

•   情景敏感式雜訊抑制

包括鍵盤打字、犬吠、警笛和紙張

翻動等雜訊。

•   智能配對分享

智能配對分享，能簡化會議室內人員

之間的資訊交互，包括便捷的資訊共用，

以及可以選 擇在個人電子設備上查看

共用內容。

•    即時會議分析

例如，統計與會者人數，並為更有效的

使用和規劃資源提供分析。

•    端到端加密和資料隱私。

•    智慧客服和機器人程式

能夠以個性化和情境化的方式增強

支援和互動。

以上均為自動化智慧工具，通過提供直觀、

互聯的體驗推動產生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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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認知型客戶體驗

將推動工作協同合作的創新，應用於鞏固來之不易的客戶關係是非

常重要的。客戶服務中心正從被動服務向情境化、建議式和預測性

的客服方式轉變——一條碎片化至集約化服務之路。

研究表明，到2020年，客戶體驗將超越價格和產品因素，成為影

響購買決策的主要因素(2)，屆時30%的數位商務專案(3)將因糟糕的

客戶體驗而失敗。

消費者將擁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的權力和洞察力，並將據此來制定

其購買決策。因此，客服中心亟需利用人工智慧和基於雲的分析能力來

為客戶提供更多認知型、個性化和主動式客服體驗。

客服中心使用7個或更多的系統與
客戶互動。
資料來源：亞伯丁（Aberdeen）

使用試算表軟體人工收集資料。
資料來源：亞伯丁（Aberdeen）

服務中心必須利用能增強與客戶互動性的資料源。對客戶採購流程的完

整審視，有助於更好地交叉分析客戶和客服之間的模式和相關性。此舉

能提高生命週期價值，增加產品銷售額，提供更好的服務，並能提高客

戶忠誠度。

低效、被動和無針對性的互動必須被積極主動的溝通所取代，因為客戶

會選擇那些瞭解自己的公司。

2.瓦爾克（Walker），《2020年的B2C客戶體驗》（Customer 2020 Future of B2 
Customer Experiences）
3.高德納公司（Gartner）: 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is-your-
organization-customer-cen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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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組織必須能夠：

•   使用基於雲的分析技術從所有業務源和工作流

中獲取重要洞察，構建完整的客戶旅程圖。

•   匹配客戶來電至最有能力解決客戶所需的人工客服。

•   為客服提供必要的知識和環境，以提供卓越的

客戶服務。

•   將與客戶的互動歷史融入積極有效的客服-客戶

互動之中。

•   利用人工智慧為客戶提供增強型自助服務體驗。

•   應用資料驅動型智慧技術，于整個客戶旅程中

提升自動化決策水準。

•   理清每一個客戶接觸點，憑藉卓越的客戶體驗

提升客戶的忠誠度和品牌的長期價值。

部署人工智慧，經濟高效且智慧地

使用客服中心資源，提供出色的客戶體驗。

即要明確以下幾點：

•   何時使用機器人詢問或回答常規問題，

何時需要上報至人工處理。

•   如何從對話中篩選關鍵字以確保主題方

向正確，從而更好、更快地為客戶服務。

•   何時需要從文字聊天模式切換至語音或

視訊對話模式。

•    如何借助強大的雲技術和人工智慧工具

將客戶呼叫接入適當的人工客服。

服務顧客，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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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型協同合作

當開始整合化認知型協同合作之旅時，以下是應重點關注並交付的成果：

•    人物洞察和業務概況，能促進深層次關係的搭建，並提供所需資訊，提升會議
體驗和團隊效率。

•    簡單直觀的使用者介面，能簡化交互過程，無需重新學習或適應複雜的操作流程。

•    直觀便攜的體驗，使員工和團隊不論何時何地都能展開協同合作，僅需一部移動
或桌面設備，或是一間設備齊全的會議室。

•    開放靈活的平臺，允許企業採用和整合多源雲服務和資料。

•    人工智慧和分析，可從任何管道或模式（甚至在非營業時間）跟蹤和分析
您客戶的參與情況，為您制定適當決策提供依據。

•    包含開放式應用程式設計介面和互通性的解決方案，能夠最大化投資利用率，
並使工作流程得到優化。

•     企業級安全性，旨在維護適當的安全性原則，解決監管和合規性問題，同時提供
個人隱私選項。

•    即時通信領域的專業知識，使人們能夠從可擴展的成熟技術中獲益，隨著業務的
增長，該技術可以輕鬆擴展認知型協同合作體驗，提供集成化協同合作模式

（語音、視訊、聊天、電子郵件)。

認知型協作 12



歡迎垂詢詳情
有關認知型協同合作技術及其優勢的更多詳情，請訪問

www.cisco.com/go/cognitivecollab

© 2019思科和/或其附屬公司。版本所有。思科和思科標誌是思科和/或其附屬公司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商標或注冊商標。查詢思科商標列表，請參見思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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