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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标准化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深圳市标准化协会联合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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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快递智能化客服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快递智能化客服的“领跑者”标准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快递智能化客服企业标准水平评价。第三方评估机构编制“领跑者”评估方案时可参

照使用，企业制定企业标准时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智能化客服 intelligent customer service

以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人机交互等多种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使用即时通讯、网页、短信等表现形

式，以拟人化方式与用户进行实时交互的客户服务。

交互成功率 interactive success rate

需求解决率 demand resolution rate

用户在既定交互流程内获得目标结果的成功率。

4 基本要求

快递企业应依法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快递企业应在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环保或安全事故，没有违规、违法和失信行为。

快递企业应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制定并实施智能化客服管理制度。

快递企业应用智能语音客服和智能在线客服一年以上。

5 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分类

智能化客服“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层级结构，包括3个一级指标和8个二级指标，具体见

表1。

表 1 评级指标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础指标 可用性

安全性

时间性

礼貌性

核心指标 可靠性
完备性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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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便利性

创新性指标 友好性
主动性

灵活性

指标水平

智能化客服“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水平见表2。

表 2 评价指标水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可用性

安全性 / /

1、用户通过智能语音/在线客服

办理除业务咨询、快件查询外的

寄递业务操作时，智能语音/在线

客服应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2、在用户与智能语音/在线客服

交互过程中，智能语音/在线客服

应主动告知必要的合规信息、注

意事项和须知事项。

时间性 / /

1、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智能语

音/在线客服与8:00-22:00转人

工服务。

2、智能语音客服平均响应客户需

求的时间应在2秒内，智能在线客

服平均响应客户需求时间应在1

秒内。

礼貌性 / /

1、客户拨通客服热线或接入在线

客服端口后，智能语音/在线客服

应问候客户和表明组织名称，主

动询问客户需求。智能语音客服

还应提示客户语言表达方式，询

问按键服务需求。

2、智能语音/在线客服应用语礼

貌规范、语言简单易懂、表述准

确无歧义。

3、智能语音客服应使用标准普通

话，语速应保持200字-300字/每

分钟，发音自然流畅、清晰柔和。

4、智能语音/在线客服未解决或

未识别客户需求时，应致歉并引

导客户关注官网或询问是否转人

工客服。

表 2（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可靠性 完备性

通过智能语音/在线客服，用户

可以办理大部分业务，包括但

不限于：a）查询；b）下单；c）

改（退）单；d）查单；e）催

单；f）投诉；e）关务；f）签

收；g）咨询。

通过智能语音/在线客服，用户

可以办理主要业务，包括但不

限于：a）查询；b）下单；c）

查单；d）催单；e）投诉；f）

咨询。

通过智能语音/在线客服，用户可

以办理基本业务，包括但不限于：

a）查询；b）下单；c）查单； d）

投诉; e）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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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1、在低噪环境下，用户以一般

水平的普通话与智能语音客服

进行对话，语音交互成功率应

达到90%以上；用户以比较标准

及标准的普通话与智能语音客

服进行对话，语音交互成功率

应达到95%以上。

2、智能语音/在线客服应根据

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及智能搜

索结果，按照客户需求表达输

出准确的反馈信息，准确率应

达到95%以上。

1、在低噪环境下，用户以一般

水平的普通话与智能语音客服

进行对话，语音交互成功率应

达到85%以上；用户以比较标准

的普通话与智能语音客服进行

对话，语音交互成功率应达到

90%以上；用户以标准的普通话

与智能语音客服进行对话，语

音交互成功率应达到95%以上。

2、智能语音/在线客服应根据

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及智能搜

索结果，按照客户需求表达输

出准确的反馈信息，准确率应

达到90%以上。

1、在低噪环境下，用户以一般水

平的普通话与智能语音客服进行

对话，语音交互成功率应达到80%

以上；用户以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与智能语音客服进行对话，语音

交互成功率应达到85%以上；用户

以标准的普通话与智能语音客服

进行对话，语音交互成功率应达

到90%以上。

2、智能语音/在线客服应根据语

音识别、语义理解及智能搜索结

果，按照客户需求表达输出准确

的反馈信息，准确率应达到95%

以上。

便利性

1、智能在线/语音客服应至少

接入3种访问渠道，包括但不限

于：a）官方网站；b）手机APP；

c）微信公众号。

2、智能在线客服页面应简单清

晰，提供链接或快捷菜单展示

常见问题信息，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a）热点问题；b）查件

问题；c）售后问题；d）寄件

问题；e）咨询问题。

3、同时支持以手机号和订单号

查询快件寄递信息。

4、智能语音/在线客服在交互

过程中按照客户需求表达输出

反馈信息的同时，应同步输出

引导提示用语或关联菜单选

项。

5、智能语音/在线客服可以为

用户提供近30日内的订单信

息。

1、智能在线/语音客服应至少

接入2种访问渠道，包括但不限

于：a）官方网站；b）手机APP；

c）微信公众号。

2、智能在线客服页面应简单清

晰，提供链接或快捷菜单展示

常见问题信息，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a）热点问题；b）查件

问题；c）售后问题；d）寄件

问题；e）咨询问题。

3、支持以手机号和订单号查询

快件寄递信息。

4、智能语音/在线客服可以为

用户提供近20日内的订单信

息。

1、智能在线/语音客服应至少接

入2种访问渠道，包括但不限于：

a）官方网站；b）手机APP；c）

微信公众号。

2、智能在线客服页面应简单清

晰，提供链接或快捷菜单展示常

见问题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查件问题；b）售后问题；d）

寄件问题；e）咨询问题。

3、仅支持订单号查询快件寄递信

息。

4、智能语音/在线客服仅为用户

提供近10日内的订单信息。

表 2（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友好性

主动性 /

1、智能语音/在线客服在设定

的每一轮次交互过程结束后，

应询问问题是否解决，如用户

回复已解决，表示感谢，如回

复未解决，则致歉并询问是否

转人工客服或提供转人工客服

链接。

2、智能语音/在线客服在设定

的每一轮次交互过程结束后，

应询问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如

用户回复无问题，应请用户对

本次服务进行满意程度的评

价。

/

灵活性 /

1、智能语音客服在客户无回应

时，应间隔至多8秒连续询问客

户3次，如客户依旧不回应，应

致谢并引导客户关注企业官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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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渠道。

2、用户可以在智能语音客服回

复时任意打断。

3、智能在线客服在客户无回应

时，应间隔至多5秒连续询问客

户2次，如客户依旧不回应，应

致谢并表示此次对话已结束。

6 评价结果

智能化客服“领跑者”标准将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4。

表 3 指标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要求

二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平均水平要求 /

三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基准水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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