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弱势群体：
2-1-1 San Diego 与  
Informatica 构建关怀桥梁

“我们正与  Informatica 和  Salesforce 一道产生

深远的影响。我们掌握了更多前沿信息，因此

能够更好地引导客户使用正确的资源。”

Peter Battistel
首席技术官
2-1-1 San Diego

目标 解决方案 成果

让客户更快地获取所需的社会服务 建立社区信息交流 (CIE) 系统，以提供全面的社区服务 改善了超过 100,000 人的服务成果，同时有望增加到 
100 万人以上

提高与客户的电话互动效率 整合来自 Salesforce 的数据，以提高效率 实现结果追踪，机构之间的协调运作得到完善

提供社区服务时，提升合作伙伴的知名度 利用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快速提供
服务

缩短服务每位来电者的平均通话时间和成本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 9-1-1 是用于获取紧急服务，但近 20 年来，一项不太为人所知的资源正蓄势待发。

在 2000 年，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将 2-1-1 保留为用于获取社区信息和推荐服务的通用拨号码。自那时

起，2-1-1 组织在 50 个州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帮助个人和家庭连接到社区中最合适、最接近的资源，从

而获得所需的援助。

与美国的许多社区一样，圣地亚哥也提供丰富的社会服务，但对很多人而言，要成功地应对这些服务是较

为困难、令人生畏和受人指责的。2-1-1 San Diego 每年接听超过 600,000 个私密来电，帮助一个拥有大

规模军事人口和 330 万永久居民的县开展 6,000 多个健康与便民服务计划。

在来电者诉说完需求后，推荐他们求助于近 1,200 个附属机构和合作伙伴（包括 Courage to Call，一个由

退伍军人经营的同行支持计划）中的一个或多个。如果存在语言障碍或来电者难以提供必要的信息，则提

供关于查找食物、收容所、公共事业服务援助、咨询或健康服务等方面的帮助。

直至最近，2-1-1 San Diego 都很少与合作伙伴共享信息。来电者不得不在每次来电时重复他们的信息和

详细情况，而这会浪费时间，并且对来电者的体验产生负面影响。显然，由于很多个体依赖的服务不同，

因此该组织必须了解哪个机构服务哪类个体并将这与合作伙伴的记录连接起来，以便提出正确的建议。另

外，该组织对成果和效果还缺乏了解，在完成推荐后，无法获知来电者是否已找到所需的帮助。

遗憾的是，该县内很多 2-1-1 服务机构都存在这种情况。2-1-1 San Diego 的首席技术官 Peter Battistel 解
释道：“社会服务本应是互联或高效的，但通常情况下并非如此。我们有很多重复的来电者，因此多个机

构常常服务同一个体。在圣地亚哥，我们了解到社区渴望找到一种方式将来电者和服务提供商的信息整合

到一处。”

创建可共享的记录
在收到退伍军人交通和社区生活计划 (Veterans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ty Living Initiative)、Molina 
Healthcare 和联盟医疗基金会 (Alliance Healthcare Foundation) 提供的资金后，2-1-1 San Diego 决定利用

该资金和其大量内部资金重建社区信息交流 (CIE) 系统。这将创建关于整个县内合作伙伴和机构的单一、

可信视图。该系统提供经过全面评估的可操作数据、风险评级工具和社区案例规划，能够帮助更好地连接

到应对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的服务。如果来电者选择加入 CIE，则他们的记录及 2-1-1 通话记录和生活

事件可以在合作伙伴组织之间安全地进行共享。

业务要求：
• 以各种格式接入来自 1,200 个不同合作伙
伴的数据

• 为每位来电者和合作伙伴创建单一的黄金
记录

关于 2-1-1 San Diego
2-1-1 San Diego 是一个资源和信息中

心，通过免费的、不留无名的全天候私密

电话服务和可搜索在线数据库将人们与社

区、健康和疾病服务连接起来。



由于在社区内拥有大量合作伙伴，因此 2-1-1 San Diego 必须接入来自不同数据源（包括电子数据表和

本地客户关系管理 (CRM) 系统）的广泛数据。要想让 CIE 成为合作伙伴希望采用的可行方案，该组织

需要借助针对可访问的可信数据的云数据集成和主数据管理 (MDM) 补充其 Salesforce CRM 平台。2-1-
1 San Diego 需要实时集成、符合 HIPAA 和其他保护敏感信息的法规要求，以及一套易于扩展和维护的

解决方案。

“我们与  S a l e s f o rc e  一起经历了设计与规划阶段。显然，我们需要某种中介来完成我们的目

标，”Battistel 表示。“我们的 Salesforce 顾问撰写了一组非常清晰的针对云数据集成和主数据管理的要

求，Informatica 也对此进行了逐一检验。至于我们考虑的其他解决方案，我不能说也是如此。”

该组织与 Informatica 专业服务团队一起使用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将众多机构的数据引

入 Salesforce。该组织还使用 Informatica Cloud MDM - Customer 360 for Salesforce 消除重复、不准确

和不完整的记录，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来电者和合作伙伴视图。

“在我们努力完善社区信息交流系统时，Informatica 为我们提供了极大帮助，不仅提供对我们的非营利

性地位有利的优惠价格，还帮助培训我们的工程师，直至其能够完全自立，”Battistel 表示。

提供期望的关怀
仅在推出 CIE 系统七个月后，超过 100,000 个单独个体加入了 2-1-1 San Diego 的 CIE 数据库，其中将近

三分之一选择在 CIE 网络内进行信息共享。该组织正努力帮助来电者认识到，他们可以通过共享记录来避

免因不得不反复重述自己的故事而可能受到伤害或蒙受耻辱，而且提供商可以为他们提供期望的服务和关

怀建议，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例如，通过在通话期间与合作伙伴实时交流数据，2-1-1 San Diego 帮助

退伍军人和其他来电者按需请求交通服务，而这常常需要他们同时获取其他所需的服务。

“我们正与 Informatica 和 Salesforce 一道产生深远的影响，”Battistel 表示。“通话时间逐渐缩短，而

且不同个体针对同一事件的重复来电数量也越来越少。我们掌握了更多前沿信息，因此能够更好地引导客

户使用正确的资源。而且，我们的合作伙伴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向他们发送推荐时有何

期望。

“Informatica 和 Salesforce 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方法，将我们在圣地亚哥县内的
合作伙伴与可信数据连接起来，使我
们能够为超过 100 万公民带来更好的
成果。”

Peter Battistel
首席技术官
2-1-1 San Diego



深入探究成果
2-1-1 San Diego 借助 CIE 收集关于其服务的个体的全面数据，提供关于大范围社区趋势的更加丰富的洞

察，有助于帮助指导政策和倡议，从而确保资源应用于最需要的地方。社区规划师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来应

对当地挑战和倡导变革，而社会和医疗服务提供商可以撰写拨款申请来资助其他服务。了解相关背景和详

细案例史后，各个机构可以做出知情决策，并且可以更轻松地将客户与其他医疗和社会服务联系起来。

“通过使用 Informatica 集成数据质量，我们能够更好地通过数据发现更多的案例，并与合作伙伴一起创

建更加幸福、健康的社区，”Battistel 表示。

打破服务障碍
借助可信、安全的数据，2-1-1 San Diego 正破除服务孤岛、改进服务获取并降低服务每位来电者所需的

成本。在未来几年里，CIE 数据库的容纳人数预计将增长到 150 万，或约占该县人口总量的 45%。

“Informatica 和 Salesforce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将我们在圣地亚哥县内的合作伙伴与可信数据连接

起来，使我们能够为超过 100 万人带来更好的成果，”Battistel 表示。“通过集成和管理数据，我们能够

在第一时间引导来电者获取正确的资源，并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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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构成：

• Informatica Intelligent Cloud Services

• Informatica Cloud MDM - Customer 
360 for Sales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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