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案例 — 金融服务/保险垂直业务领域

英特尔大数据支持 — 理赔

欺诈检测/律师参与/搜索

英特尔与 Cloudera 携手帮助降低保险 
诈骗并显著提高理赔数据访问速度

英特尔和 Cloudera 帮助降低了金融服务业的诈骗，大数据分析性能显著提升。

为何选择英特尔和 Cloudera

英特尔和 Cloudera 能够帮助用户轻松使用 

Hadoop。我们通过独有的协作方法，在开

放标准基础之上，提供出色性能、强大安全

性和优质分发版本。在与整个生态系统的诸

多厂商合作的过程中，只有基于 CDH 的解 

决方案才能够帮助您在避免受制于某个厂商

的同时，帮助您建立强大的大数据解决方案，

以满足当前和将来的业务需求。

• 独有的针对软硬件进行校准的路线图可加

速创新，并能够提供比其他 Hadoop 分发

版更多的行业领先特性。

• 几乎与数据中心领域的所有提供商均有着

密切的合作关系，可大大简化大数据解决

方案构建流程。

• 在推进行业标准发展方面有着优异表现，

能够帮助您避免陷入孤岛困境。

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在对60 多年的结构

化和非结构化理算员的理赔票据进行

维护。借助 Cloudera Enterprise，该

家企业能够以交互方式，实时研究理

算员的理赔票据，对其进行分析以检

测存在潜在诈骗的主要措辞和模式。

如果索赔人雇佣了律师，用户可以通

知法律理赔部，或在理赔时利用天气

或其他影响因素改进保险和损失模型。

成果

• 用户可以搜索全部交互数据的结果，

并可在不到 1 秒的时间内完成大部

分查询。文本挖掘的结果可在数分钟

之内呈现。

• 平均响应时间从 72 个小时减少为不

到 5 秒，减少了 50,000 多倍。

• 新模型预测诈骗的有效性提高 2 倍

以上，显著降低了误报率。

• 数据科学家可将分析作为常规的预定

生产任务应用到数据中。

• 该系统可识别雇佣了法律顾问的索

赔人，此类索赔可能会影响诉讼的

处理方式。

• 该系统可轻松处理非结构化、半结

构化和完全结构化的数据。

• 企业用户可进行自己的实时研究和

分析。

• IT 部门在定制编码和批量部署分析/ 

报告流程上每年可减少工时 1,000 

多个。

• 理赔理算员可访问现场的票据历史，

并可添加照片、音频、视频和其他 

文档。

业务推动力

仅在美国，财产和意外险（P&C）行

业每年的诈骗损失便达到 300 亿美

元，并且因为投机诈骗和职业诈骗仍

将继续增长，预计该数字将会继续增

长。减少欺诈将会立即提高该公司的

利润，并可减少须承担的风险。

大数据功能可帮助该公司的数据分析

人员从自由形式的文本中，查找并确

认易带来新诈骗机会的主要模式。模

型增强特性可在该公司发布保单或客

户索赔前主动发现诈骗可能。

该公司现可对其理赔票据进行 “文本

挖掘”，帮助快速、准确地发现个人或

参与者网络，从而即时展开调查并采

取适当的法律措施。对具备这些理赔

特点的理赔票据进行文本挖掘还可提

高检查流程和最终理赔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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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和改进所有可用数据中，该公

司的分析人员还可以应用更多强大工

具，由此能获得更多的技能，创建更

多准确、可靠的模型。

索赔人采用法律手段将会致使公司的

利润降低。尽早察觉索赔人是否雇佣

律师将对诉讼处理方式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是否支付索赔、拒绝索赔或支

付一定的议付金额达成和解。借助新

系统，公司可根据票据数据确认索赔

人雇佣了律师，并提醒法律理赔部。

解决方案详细信息

图 1 展示了客户的高级 Hadoop 配

置。英特尔架构可充分利用硬件和系

统效率，提供出色性能。例如，我

们最近发布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00 v3 产品家族嵌入了增强型 

英特尔® 高级加密标准新指令（英特尔 

 AES-NI），可显著降低加密/解密性

能延迟。在我们与 Cloudera 的内部

测试中，我们对整个 HDFS 数据库

进行了加密，相比未加密数据，总共

的加密/解密处理时间仅增加了不到 

0.2%。1  透明加密整个 Hadoop 数

据库造成的性能损失几乎为零。

欺诈网络可利用之前的所有仲裁书和

损失历史跨不同的索赔诉讼确认常见

的媒介（人、企业、付款接收人、代

理），并查找较大的异常值。系统将

存储全部的诈骗结果、参考和嫌疑

犯，以便进行模式分析，然后在回环

至保险系统（图 2）。

以前的搜索工具要求用户提交静态搜

索数据以便每月进行一次批量执行，

即使在一个数据子集上运行，搜索结

果也需要数日的处理时间。新系统根

据全部数据创建了更有效的模型，用

户可在数分钟之内获得结果。

1   “有关英特尔® 至强™ E5-2600 v3 产品家族的 Cloudera 
Hadoop* 单节点加密性能案例研究”。https://software.
intel.com/en-us/ articles/cloudera-hadoop-single-
node-encryption- performance-case-study-on-intel-
xeon-e5-2600-v3?utm_content=buffer01687&utm_
medium=social&ut m_source=twitter.com&utm_
campaign=buffer.

图 1 高级 Hadoop 配置。数据科学家利用现有的应用和 Hadoop 提高其实时建模的准确性。命名节点将 Hadoop 文件系统中的所有数据保存为一个

索引；它们知道数据节点上所存储的数据的位置。数据科学家与 Hadoop 环境直接通信要求采用 Pig 脚本语言（如 Pig Latin）、Apache* Hive（一

种结构化查询语言）和 R。硬件配置：数据节点：采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70（2.6 GHz，8 核）的 HP DL380p，10 块 2 TB 机械硬盘，2 

块 480 GB 操作系统硬盘和 64 GB RAM。命名节点：除内存为 128 GB 之外，其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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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era Enterprise

通过采用 Cloudera，该公司能够将

现有的传统应用和数据源与多种强大

的新工具和方法进行集成。由此可执

行以前不现实或不可能实现的分析和

处理。通过采用开源模式，Cloudera 

可确保 Hadoop 的持续发展不会 “锁

定” 解决方案，或将其绑定在一个来

源上。

Hadoop 可利用商品硬件和开源软件

以较低的初始投资，提供可扩展的高

性能存储容量和处理能力。Hadoop 

支持数据科学家在没有高度规范化且

灵活的 ER 建模和 DBMS 部署的情况

下，处理大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

与其他许多需要处理敏感个人身份信

息（PII）的行业一样，保险行业必须

在处理 PII 时遵守安全和合规性要求。

Cloudera 的综合安全解决方案内部建

立了企业安全控制功能，可提供即购

即用的合规安全性。

英特尔与 Cloudera 保持着紧密合作

关系，并致力于采用开源模式开发 

Hadoop。这一举措可确保提供稳定、

一致的功能，并随着 Hadoop 的不断

发展和完善不断增长和扩展。

总结

该公司的数据科学家现在可实时访问 

60 年以上的理算员理赔票据数据，包

括自由文本注释、条件描述、对话、

音频、图像、视频和其他支持理赔的

文档。他们可以通过交互方式，实时

研究和分析公司的全部数据，并在很

短的时间内获得结果。

能够确定更多更有意义的数据元素可

增强公司其他部门使用的仓库环境。

当我们向该公司的高管展示这款解决

方案时，得到了他们热情地回应，他

们激动地说：“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

解决方案！”

英特尔希望为您的业务提供同样的 

帮助。

Cloudera 的亮点

通过一个建筑在 Apache 

Hadoop* 上的企业数据枢纽 

（业界第一个大数据统一平 

台），Cloudera 正在变革整个

企业数据管理。Cloudera 向企

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地方来存储、

访问、处理、保护和分析所有

的企业数据，帮助企业扩展其

现有的投资的价值，同时又提

出完全创新的方法来从企业数

据中提炼价值。

Cloudera 的开源大数据平

台是全球范围内采用最广泛

的平台，而且 Hadoop 是对

开源 Hadoop 生态系统贡献

最大的供应商。作为领先的 

Hadoop 专家的培训机构，

Cloudera 在全球累计培训了

超过 40,000 位学员。超过 

1,600 个 Cloudera 合作伙伴

和 Cloudera 资深专业服务团

队帮助客户更快地获取价值。

最后，唯有 Cloudera 能够提

供前瞻性的，预测性的支持，

以确保企业数据枢纽无忧地运

行。许多各个行业的领先企业

和顶尖公共组织都正在全球范

围内采用 Cloudera 作为实际

生产平台。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loudera.com

图 2 诈骗损失检测建模。根据历史损失模式分

析新的仲裁书；索赔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行

为也可帮助查找典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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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或通过电子邮

件联系我们。Intel.com/bigdata/

services

本文引用的结果基于英特尔及其客户执行的研究和测试，仅供参考使用。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需要兼容的硬件、软件或需要激活服务。实际性能会因您使用的具体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任何

计算机系统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问 www.intel.cn 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获得本文涉及的带编号的文档复印件或其它英特尔文献，可致电 1-800-548-4725，或访问英特尔网站：http://www.intel.com/design/literature.htm。

英特尔和Intel标识是英特尔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英特尔公司 © 2015 年版权所有。所有权保留。     C 请注意环保   332526-003

满足您的需求

我们希望与您接洽，确定您的要求，满足您的目标。

• 加快价值实现速度：实现实时成本节约，及时响应市场趋势的同时不断推

动创新。

• 保护大数据：部署可持续的大数据计划，确保您的企业或您不会遭遇风险。

• 维护控制：能够与为您的团队提供培训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成为自给自

足的企业。

• 提高业务潜力：创建一个能够帮助您适应当前和未来需求的计划并执行。

           Hadoop 规模调整指南

集群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CPU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v3

存储（TB） <72 TB 72 至 570 TB >570 TB

节点数量
主节点 2 至 3 个 4 至 7 个 ≥8 个

从属节点 < 12 个 12 至 95 个 ≥ 96 个

内存（GB）
主内存 64 GB 128 GB ≥256 GB

从属内存 48 GB 96 GB ≥128 GB

网络 1 Gbps 10 Gbps 10 Gbps

硬件配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作负载。高存储密度集群可能使用 4 TB JBOD 硬盘配置，计算

密集型集群可能使用更高的内存配置进行配置。

http://Intel.com/bigdata/services
http://Intel.com/bigdata/services
http://www.intel.cn
http://www.intel.com/design/literatur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