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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个性化、互联，
为可扩展的客户体验而打造。
数十年来，屡获殊荣、主导市场的客户沟通管理（CCM）平
台已经帮助许多企业利用统一的集中枢纽，在数字与传
统渠道中创造并提供合规的个性化客户沟通。
Quadient相信CCM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不断发展的技
术、渠道和法规的影响下持续改善客户旅程 ，成功部署个
性化客户体验战略。
我们的解决方案使企业得以访问授
权数据，在客户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中提供个性化的
跨渠道、适用于各类设备的讯息与互动。

如今，企业希望增强沟通，将其作为综合客户体验战略的
关键元素。
Quadient将继续为市场提供有意义的创新，
帮助企业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我们很自豪地宣布Quadient 最新一代的客户沟通管
理解决方案Inspire Release 14（R14）的发布——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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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经验
悠久的世界级领
先地位

实证成果
顾客满意度达96%

专业服务
每年打造80亿次定
制体验

至今为止我们发布的最先进、最全面的版本。
Quadient
Inspire R14拥有超过1100项增强性和全新功能，旨在简
化用户体验、增强个性化沟通、实现数据整合以及提供高
扩展性的能力。

Quadient 已经开启云的旅程，Inspire R14 是
通过 Docker 容器和 OpenShi� 部署来实现配
置自动化和简化的关键一环。”
——来源：2019年12月，IDC发布的《Quadient Analyst
Day 2019: Quadient Pushes the Boundaries of CCM to
Explore CXM》，作者Marci Maddox 和 Alan Webber

随时随地，支持各种部署
Quadient可提供有效而灵活的云
端、混合或现场部署，企业无需因
技术设施的限制而丧失未来的沟通
竞争力。Quadient Inspire R14全面
支持Red Hat® OpenShi�®，可减少
在公共与私人云端环境下开发、测
试、部署、维护与升级Inspire所需
的时间和精力，使您的通讯讯息更
快进入市场，并保障了更大的灵活
性和更高的可扩展性。

Quadient Inspire Exchange提供了一个
社区，使连接器与加速器能更快开始运
作。Quadient University可以为样本集成
提供培训支持，客户与合作伙伴可以根据
自身的业务需求，下载并配置各个样例工
作流，包括包括Guidewire、Salesforce或
Docusign。”
——来源：2019年12月，IDC发布的《Quadient
Analyst Day 2019: Quadient Pushes the Boundaries of
CCM to Explore CXM》，作者Marci Maddox 和 Alan
Webber

R14能够通过容器化应用来实现自
动化、扩展式的部署，与此同时，
还可通过Red Hat® OpenShi�®保留
对部署、升级和应用管理的控制，
有效缩短价值转化的时间。

INSPIRE R14 @ 概览
超过

400,000
工时的专项开发时间

INSPIRE EXCHANGE社区市场中已有
超过250种样例工作流、设计与连接
器。

为企业用户赋能，提升敏捷度

1,100
带来

简化用户体验
超过

项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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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用户体验能优化客户沟通与互动管
理。R14带来了一系列易用性和用户体验优
化，使非技术企业用户能轻松便捷地完成
任务，为客户沟通战略提供支持。R14使
企业用户和客服代表有能力直接更改客户

超过

250

种即刻使用的样例工作流、设计与整合连
接器，通过Inspire Exchange获取。

通讯的内容，控制传达渠道，降低对IT的
依赖性，并满足客户的需求。企业用户可
通过Inspire Interac�ve获得权限，对预设内
容模块的讯息和目标规则进行管理。管理
员可规定可受访问的模板、访问人员和可

简化客
户体验

互联技
术堆栈
关键领域

行更改，在确保品牌一致性的同时保障合
规。Quadient Inspire的全渠道同步预览使

促进个性化

专为扩展设计

客户沟通团队能以各种方式（移动设备、
平板电脑、网页等）预览结果，实现更快
捷的审批。
拓展渠道

增强客户旅程可视化

为企业用户赋能

减少价值
转化时间

有意义的客户效益

精心组织的互动

构建开放的
生态系统

拓宽业务能力

加快迁移

促进个性化
根据客户偏好，扩展互动渠道，提升客户留任率。

Experience3

通过INSPIRE R14利用现有的HTML邮件模板
向INSPIRE环境中导入现有的HTML模板，缩短创建个
性化HTML回复邮件所需的时间。
INSPIRE可作为已过审内容的集中来源，
企业用户将可以重复使用过审
的（合规的）内容，在HTML模板
中编辑内容块，用个性化的邮
件为客户带来惊喜。

通过精简 的推送通知，增强互
动
利用手机和应用内推送通知功能，以包含图片、文
本、链接和按键的丰富内容提升响应率、追踪客户互
动。全渠道试样可使您查看手机与应用内通知在手
机、平板电脑和智能腕表上显示的方式。

SMS

轻松规划、发送并追踪短信互动
Inspire Messenger使您可以管理、规划并发送个性化
的品牌短信讯息，将其作为与客户实时沟通的重要
方式。作为Inspire R14的一环，我们拥有包括Twilio®
在内的众多高端短信发送合作伙伴。

互联技术堆栈
Inspire可帮助您构建开放的生态系统，有效
利用企业内部的系统和资产，为跨部门方
案提供信息、内容和工作流访问权限。
精简可靠地与核心系统整合
Quadient理解整合的技术架构的重要性。
SALESFORCE® 整合
Inspire R14可使您轻松连接并延伸关键的
记录和客户互动系统，例如Salesforce®和
Guidewire®。
连接器与加速器
全新的连接器与加速器可以在Inspire中整
合先进的功能，例如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和自动语言翻译。
REST API 可实现轻松整合
Inspire Scaler拥有基于标准、完整记录
的REST（表现层状态转移）API，可实现
Inspire系列与其他企业系统和/或第三方应

R14中的功能可使开发商与整合
者：
• 利用OpenAPI(Swagger) REST API
定义，将Inspire的API服务快
速导入REST客户端中（例如
Postman©），以进行整合开发
和测试。
• 使用企业监控工具，检查并报告
Inspire解决方案的状况。
• 在活动的处理集群中调整节点数
量，就能动态地扩展处理能力。

用的轻松整合。

减少错误，降
低人力成本

优化流程，
改善结果

自动

自有式

有序
监控、统计
面板与报告

任何通讯类型、任
何渠道、任何环境

私有云端

整合

基于标准的API可使企业将产品化连接器
进行整合，使第三方整合成为可能

混合式

客户旅程地图中整合了模
板设计、内容授权和全渠
道投放系统，这超越了市
场中常见的整合服务。”
——来源：2019年12月 ，IDC发
布的《Quadient Analyst Day 2019:
Quadient Pushes the Boundaries
of CCM to Explore CXM》，作者
Marci Maddox和 Alan Webber

丰富客户旅程地图
Quadient客户旅程映射能使您将所有面向客户的沟通连接到综
合客户旅程地图上，确保所有沟通项目符合企业客户体验战
略的最高标准。内部相关方可以轻松开展协作，在界面内持
续分享反馈，以便实时做出改进。
R14使您可将Microso� Power BI面板和图表直接嵌入客户旅程
地图中，连接更多数据来源和见解集。深度挖掘数据便可在
所有客户接触点中探索客户的行为模式，并可利用全新的角
色工具创建详细的客户角色档案，以此推行客户体验方案。

灵活扩展
QUADIENT使您有机会发挥INSPIRE的优势，在企业增长的过
程中有效而高效地扩展通讯能力。QUADIENT INSPIRE R14全
面支持RED HAT® OPENSHIFT®，可在公共或私人云端环境下
实现的部署，维持了高扩展性，使您的通讯信息更快进入市
场，并保障了更佳的灵活性与卓越的性能。
此外，INSPIRE可助您将业务能力延伸到互补领域中，包括从过
时的组成系统中迁移，以及存档并读取通讯信息。
高效存档与读取
大部分企业都设有多个离线的旧式存档库，其中存放着至关
重要的文件记录和历史数据。GDPR、HIPPA和CCPA等新出台
的法规要求企业能轻松快捷地访问客户数据和历史记录。旧
式的独立设施显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正在迁移或升级至
Inspire R14的企业可以
将Inspire Scaler用作快
速部署工具。Quadient
对R14进行了调整简化
了用户体验，增强了个
性化、偏好管理以及互
联堆栈——而且它还能
够灵活扩展。”
——来源：2019年12月发
布的《Quadient – Taking the
Industry Father, Faster》，作
者 Kemal Carr.

QUADIENT ARCHIVE & RETRIEVAL （QAR）是一项性能出众、
扩展性高的技术，能帮助您满足如今的合规标准，并可在全部
渠道中快速访问历史文件和数据，有效改善客户体验。
与其他解决方案不同的是，QUADIENT ARCHIVE & RETRIEVAL
专为处理客户沟通系统中常见的大输出量与格式而设计，包括
PDF、XML和AFP。这些技术可与QUADIENT INSPIRE共同使用，
帮助您通过有意义的个性化批处理和全渠道按需通讯来打造
动人的体验。我们的解决方案降低了对存储的要求，有助于企
业实现成本节约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目标。

传统的ECM系统支持独立
存储有图片嵌入的文件

资源 x 1

QAR(Quadient Archive & Retrieval)会拆分、压缩并保存
PDF、XML和AFP文件，显著
减少了存储空间的要求。

可扩展性

性能

100个1.3MB的PDF
文件所需的存储空
间为130MB
实际结果

100个1.3MB的PDF
文件所需的存储空
间为1.6MB
实际结果（81:1）

成本节约

简化迁移
年复一年、完成一个个项目、追寻一个个趋势，您的企业在
此过程中组装了众多沟通系统。它们曾经是一系列解决独立
问题的解决方案，如今已成为了一团技术的乱麻，很可能成
为客户体验的痛点。
此外，在过去二十年中，法规监管环境也多次更替。每一项
旧式的客户沟通技术都涉及复杂而过时的法规，致使系统的
根基失去稳定性。

运用Inspire Xpress，您可：
• 减少迁移旧式内容所需
的时间和精力
• 减少统一CCM技术的长
期成本，去除旧式CCM
解决方案
• 合并旧式内容、减少模
板数量，降低持续维护
成本

Quadient可帮助企业加快迁移过程，构建敏捷、有效而统一
的客户沟通架构，用以提升客户提议案。高效的迁移技术
InspireXpress可运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来
解决旧式CCM系统退役的繁冗问题，可节省数千个工时。

关于Quadient®
Quadient驱动着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客户体验。我们利用四个关键解决方案——客
户体验管理、业务流程自动化、邮件相关解决方案和包裹寄存柜解决方案，帮助
您简化人与业务之间的联系。Quadient为全球数十万客户提供支持，帮助建立相
互关联、量身定制的联系方案，实现卓越的客户体验。目前Quadient 已经在巴黎
泛欧交易所 (Euronext Paris) 的B板块上市，并加入著名的 SBF 120 指数。
欲了解更多关于Quadient的信息，请访问quadient.com
Quadient®与Quadient商标为Quadient group AG的注册商标。所有其他企业与产品名称皆为其所有者
的商标与财产。本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包括特色、功能、性能和规格的描述，皆随时可能更改，
不另作书面通知。www.quadi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