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数据管理与分析

金融服务

可穿戴技术助力重塑保险客户关系

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可支持保险公司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以更好地服务

客户，并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

消费者的需求各不相

同，因此保险公司适

应全新数字世界的过

程中，个性化将变得

越来越重要。

要点综述
在当今竞争异常激烈的保险市场，保险业务领导者正在寻求各种方法以确保企业赢得竞

争。由此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人们根据哪些因素选择保险公司 — 价格、保费，还是其

他因素？事实上，由于数字世界的崛起和大数据的强大功能，消费者的需求也发生了变

化，他们需要的是更具个性化的产品和更加出色的客户体验。

这些变化为保险公司彻底改变客户关系带来了巨大机遇。可穿戴健康监控手镯，以及对

从这些手镯中收集的数据所进行的高级分析，可帮助保险公司推出个性化服务以满足个

人需求。消费者可获得两个方面的优势：

• 适应生活方式的合适产品

• 能够通过汇总表实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指数

作为健康计划的一部分，可穿戴设备支持客户查看自己的个人指标，以便他们享受更高质

量的生活。保险公司还支持身体状况有所改善的客户针对保单中的剩余年限享受保费折

扣。公司甚至还能设置多条信息，按照客户个人的健康指数自动为他们提供健康指导。

所有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改变客户对保险公司的认知 — 使保险成为客户享受生活的积极因

素，而非仅仅只是一个必需品。他们认为，保险公司能够通过数据真正了解客户的需求，

并提供更加出色，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一致的健康计划显著改善了用户的活动与健康水

平，有助于他们提高生活质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有助于培养健康文化。

通过使用可穿戴技术提供的数据，保险公司还可实现以下关键业务目标：

• 提高客户忠诚度

• 增加收入

• 通过完善承保，降低理赔成本

• 提高人口的整体健康水平

保险公司不仅有机会改善与客户的关系，还能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帮助客户提高身体健康

水平。下文将具体介绍支持这些变化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可穿戴技术和高级分析，保险

公司可帮助客户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对投保人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产生重大意义，从而

深刻影响理赔的时间和规模，并最终改善客户的生活质量，并提高公司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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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技术提供的商机
通过高级分析将可穿戴技术产生的数据（尤其是物联网 [IoT] 生

成的数据）变成实用洞察，从而为保险公司及其客户提供多项潜

在优势。

客户优势。通过一致的健康计划（包括可穿戴设备、高级分析和

数据可视化）改善活动与健康水平，有助于客户更好地享受生

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有助于培养健康文化。

品牌优势。保险公司在市场推广和销售策略中使用可穿戴设备，

有助于：

• 吸引比较注重健康的客户

• 通过改善客户参与（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提高客户忠诚度

• 强化公司品牌优势，将其打造成以健康为中心的创新型保险

公司

改善现有客户的风险状况。随着客户不断提高活动和健康水平，

其整体健康管理和休假需求将会减少，从而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并

延长寿命，有助于保险公司降低理赔成本和风险。通过与现有客

户互动，帮助他们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保险公司可降低理赔成

本，并帮助客户延长寿命。

满足隐私和安全需求，并使客户欣然接受。在采用新技术（比如

大数据和 IoT）的过程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文因素是安全和

隐私。解决这一问题时将涉及多个因素，包括：

• 使用一流的数据安全功能（包括加密和匿名化技术，以及有效

的数据管控）。

• 客户舒适区和各种奖励；选择计划支持客户选择包含资金奖励

的特定计划，可收到巨大成效。PWC 医疗研究所 2014 年调

查结果显示，68% 的消费者会佩戴雇主提供的可穿戴设备，

将匿名数据传输至数据库，以交换保费折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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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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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保险公司需要具备以下三项功能，才能充分利用此次

机会。

1. 能够访问和保存海量信息，所采用的格式支持使用安全、可扩

展和高度可用的数据收集与处理平台（基于 Hadoop、NoSQL 

或同类技术）轻松访问和分析此类信息，另外还需组建数据工

程师团队准备数据以供分析

2. 高级分析平台，以分析海量实时生物数据流，并集成其他实时

数据和历史数据

3. 领域专家，充分了解保险行业，并能够与数据科学家合作创建

高级算法，以获取更加可行的洞察

当前，Big Cloud Analytics 的 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可为

保险公司提供这三项功能。

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
Big Cloud Analytics 公司的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可提供实

时行为指标，这些指标由该公司根据世界顶级专家的知名科学， 

并采用其专利 COVALENCE™ 建模方法制定得出。Big Cloud 

Analytics 致力于为金融服务、医疗行业和零售业提供出色的

服务。

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图 1）可提供：

• 数据收集功能，支持从部署在患者、投保人或员工身上的可穿

戴设备收集数十万个生物数据流，并符合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

法案（HIPAA）和 ISO 27001 标准

• 高级实时人口健康管理分析功能

• 群体分组（cohort grouping）功能，灵活适应保险公司的需求

（例如，根据静息心率、睡眠和活动水平）

• 动态覆盖自行报告的信息功能，比如年龄、婚姻状况、烟草

与酒精摄入量，以及其他数据（比如人口统计信息和态度信

息），以增强分析能力

• 在特定情况下（比如设备淘汰、静息心率上升或其他）为用户

和保险公司设置告警和触发器的功能

• 通过事件触发的个性化信息与患者、投保人或员工互动，指导

他们改善健康水平，同时为保险公司提供企业级仪表板和报告

功能

• 多租户、多角色、多设备平台功能：

 ‒ 支持 10 台经过认证的可穿戴设备（Basis Peak、Pivotal、

Fitbit 等）

 ‒ 支持增加支持物联网的医疗设备

 ‒ 基于角色（取决于登录）（例如，用户、管理人员、部门或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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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架构框架与数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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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分析流程如下所示（图 2）。

收集、管理和分析数量庞大的新数据是英特尔和 Big Cloud 

Analytics 的解决方案所提供的一部分功能。在设备淘汰、静息

心率上升或出现其他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可实施告警和触发器。该

解决方案支持人口健康管理人员通过事件触发的个性化信息与患

者、投保人或员工进行互动，指导他们改善健康水平。保守估

计，每位员工工作效率平均每天提升 15 分钟或者每年减少 2 天

病假，类似这种改善都可带来显著的成效。

数据生成：智能手表
Basis Peak 手表是一款支持生物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可提供 

24x7 全天候实时心率监测，而且不要求用户佩戴心率监测带。

这款手表可提供有关睡眠模式、所行步数、皮肤温度、出汗等方

面的指标。该手表可收集 72 个生物数据点的读数，并通过终端

网关安全同步此类数据。

数据传输与收集：网关
终端网关支持多台跟踪设备向中心机构传回相关信息，无论是在

数据中心内，还是在私有云或公有云中。该网关还可提供其他功

能，比如健身追踪器数据加密、更新控制、安全设备配对、3G 

管理、白名单、安全通信、执行应用签名、加密条目和云连接。

处理与分析：大数据（物联网生成的数据以及其他大数

据源）
非结构化数据传输至 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 — 以私有云或

公有云服务形式运行的高级数据处理与分析平台。这有助于保险

公司获取数据洞察，并与客户进行有意义的互动，提高客户的健

康水平。可预测分析可对成效进行预估，从而支持保险公司或客

户提前采取行动。

图 3. 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是一种开放式架构，支持多租户、多种可佩戴设备，以及其他设备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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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仪表板
• 日常排行板
• 高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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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知识库门户
• 调查和第三方数据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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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与干预：可视化工具
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每小时可分析数百万个数据点、轻松

识别各种模式，并通过转化成可视化工具的服务提供可行洞察。

仪表板、门户和移动应用与报告功能构建在解决方案堆栈的顶

部，可确保数据的可行性。这些工具使用可预测分析，支持查看

保险公司的客户群，并主动识别处于风险之中的患者，从而支持

采取早期干预手段。

为满足安全性、可扩展性和可用性等方面的要求，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支持集成各种大数据技术，比如 Hadoop、NoSQL 

数据库、云存储，以及支持多租户、多数据流平台的数据库解决

方案（图 3）。

关于 Big Cloud Analytics
Big Cloud Analytics 公司是物联网实时可预测分析技术领域的

市场领导者，致力于提供面向生物身份和人口健康分析的交钥匙

型解决方案，包括设备、设备实现、软件、高级分析和最终用户

支持。该公司主要提供以技术为支持的实时行为预测，曾被 CIO 

Review 评选为 2014 年度大数据领域 100 家最具潜力的公司

之一。

英特尔（纳斯达克：INTC）是计算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厂商。

英特尔设计和构建关键技术，为全球的计算设备奠定基础。如欲

了解有关英特尔的更多信息，请访问：intel.cn

更多信息
更多有关 COVALENCE 健康分析平台和英特尔云与物联网平台

的信息，敬请访问：www.bigcloudanalytics.com 和 www.

intel.cn/iot

1 资料来源：PwC，生活的速度：消费者智慧系列，《消费者隐私》白皮书：www.pwc.com/us/en/press-releases/2014/wearable-technology-fu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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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性能检测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及其性能只有在英特尔微处理器的架构下方能得到优化。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上述任何要

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更多信息敬请登陆：www.intel.com/performance

英特尔不控制或审核本文件中所引述的网页或第三方所提供的基准数据的设计或实施情况。英特尔鼓励客户登陆本文件引述的网页或其他网页以核实相关基准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其是否反映了所购

买的系统的性能。

本文及所提供之信息旨在方便英特尔客户，并以 “概不保证” 方式提供，英特尔不做任何明确或隐含的担保，包括对适销性、不侵权性，以及适用于特定用途的担保。收到或拥

有本文件，不代表英特尔对本文所述、显示或包含的内容授予任何知识产权。英特尔® 产品并非设计用于医疗、救生、维生、临界控制、安全防护系统或核设施应用领域。

英特尔公司 © 2015 年版权所有。所有权保留。英特尔和 Intel 标识是英特尔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

*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1115/LJ/TDA/XX/PDF                                                       C 请注意环保                                                        333340-001CN

http://intel.cn
http://www.bigcloudanalytics.com
http://www.intel.cn/iot
http://www.intel.cn/iot
http://www.pwc.com/us/en/press-releases/2014/wearable-technology-future.html
http://www.intel.cn
http://www.intel.com/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