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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金融服务

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 Cloudera* 企业数据中心帮助金融机构将不同来源的数据转换为
洞察并增加商机。

为金融服务提供客户全方位洞察

执行概要

如今的银行客户会使用多种渠道，如网站、移动应用、互动式语音应答（IVR）、自动

柜员机（ATM）以及各营业网点。考虑到产品数量、交易量以及位置，客户互动变得

越来越复杂。数据孤岛变得非常普遍，人们愈发需要经济且及时地整合、集成和分析信

息。而许多金融机构只能访问一小部分数据，这限制了他们的潜在洞察能力。

金融机构想要通过有吸引力的客户体验来保留客户和提高客户忠诚度，同时增加产品销

量。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 Cloudera* 高级分析解决方案能够帮助银行将数据无缝整合到

中央企业数据中心，获得全方位的视角。Cloudera 和英特尔成功地将多个数据来源整

合为客户洞察，帮助企业提供个性化客户体验并赋予企业强大的竞争优势。

解决方案简介
金融服务 
洞察驱动的合规性和服务

图 1. 借助采用英特尔® 技术的 Cloudera Enterprise* 数据存储库，可以在集中化、经济
高效的大数据解决方案中为金融机构整合、存储和分析结构化以及半结构化数据。

该解决方案简介描述了如何通过投资

创新技术来应对业务挑战。

如果您负责以下领域：

• 业务战略：

  您将更好地了解基于英特尔® 架构

的 Cloudera* 企业数据中心如何帮

助您成功实现业务目标。

• 技术决策：

  您将了解基于英特尔 ®  架构的 

Cloudera* 企业数据中心如何带来 

IT 和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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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量及其不同来源加重了 IT 资源的负担

为了寻求更吸引人的相关体验，客户会选择服务更个性化的企

业，无论是实体店铺、在线、手机还是移动应用（参见图 1）。

另一方面，企业想要降低客户服务和库存成本。金融机构面临

重重挑战，需要收集、整合和有效利用新的客户信息来源，设

计市场营销活动，提供额外产品和服务以及提高客户参与度。此

外，企业还需要更好地了解那些可能流向竞争对手的客户。相

比保留老客户，吸纳新客户的成本要高出 5 倍到 25 倍。1 IDC 

FutureScape* 预测，到 2020 年，相比分析能力薄弱的同行，

能够分析相关数据并提供可行性结果的企业将增加 4300 亿美元

的生产力效益。2

但实现客户全方位洞察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各种内部和外部数据来

源。这些来源包括传统结构化数据（如客户关系管理（CRM）、

交易信息和呼叫中心记录）以及新兴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

来源（例如点击流数据）。实现客户全方位洞察的一些常见障

碍包括：

• 数据孤岛。由于银行账户、贷款、借记卡和信用卡、ATM 机、

物联网（IoT）设备和呼叫中心日志等数据来源众多，结构化

和非结构化数据通常分布于多个孤岛中。

• 数据量。数据量正在呈指数级增长，一些 Cloudera* 客户的数

据年增长率甚至达到了 100%。

• 新来源。随着互联网应用和物联网的爆发，银行存款、转账和

账单支付等在线交易以及电子商务数据不断涌现。但要将这些

数据与现有数据存储整合以用于客户全方位分析，这个过程十

分耗时且昂贵。

• 高成本。将数据保存在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时，

每 TB 需要花费 30,000 至 100,000 美元。数据科学家 50% 

至 80% 的工作时间用于收集和准备零散数据，然后才能研究

出有用的洞察。3

Cloudera Enterprise* 可以帮助企业克服这些挑战，将他们的客

户数据转变成宝贵的洞察。

Cloudera Enterprise 久经考验的价值

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是一家拥有超过 3000 万客户和 700 

个零售分支机构的全球性银行，他们选择 Cloudera 来执行客

户全方位洞察计划。《美国银行家》刊登了一篇标题为“Can 

Big Data Recreate Personal Touch of Bygone Banking? RBS 

Thinks So”（大数据能否让个人接触到过去的银行数据？RBS 认

聚焦 Cloudera*

精准的信息是成功的基石。它可以提高客户参与度，

解决棘手的业务挑战。Cloudera* 成立于 2008 年，

致力于提供支持机器学习和高级分析的现代平台。采

用 Cloudera 的企业数据中心能够释放企业数据的隐藏

价值。借助 Cloudera，企业可以利用安保、监督和管

理功能打造企业级的数据基础。

Cloudera 拥有全球最快、最简单和最安全的5 Apache 

Hadoop* 平台之一，可帮助企业解决最严峻的数据挑

战。Cloudera 广受行业监督机构的好评，已多次获得

各种大奖和荣誉，如 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荣获《数

据库趋势和应用》读者评选的“最佳分析平台”大奖。

指数级增长
数据量正在呈指数级增长，一些 
Cloudera* 客户的数据年增长率
甚至达到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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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以）的文章。在文章中，Christian Nelissen 探讨了银行的

大数据战略，以及如何重建个性化举措来提高客户参与度。4

Cloudera Enterprise 可以帮助领先的银行获取真正的客户全方

位洞察。基于 Apache Hadoop 的 Cloudera Enterprise 提供了

统一的平台，用于在以安全为核心的环境中整合、融合和分析任

意数量或类型的非结构化和结构化数据。无论什么类型和规模的

金融机构，都可以通过市场营销计划来管理他们的客户体验，包

括向上销售和交叉销售、下一次优惠活动、减少客户流失、维系

忠诚度和主动客户关怀计划。银行可以将 CRM、分行、移动、

地理定位和交易数据关联到社交媒体和第三方解决方案等外部来

源，更精确地了解消费模式、行为和偏好。通过充分利用现有数

据，企业可以提供情境式和个性化体验，更好地满足个体需求和

期望。

解决方案价值：经济高效的数据整合、存储和分析

企业可通过实现一致、安全的客户洞察，引导高度有针对性的市

场营销活动、更高的客户忠诚度和更多的销售机会，满足客户对

个性化体验的期望，同时确保数据一致性。Cloudera 的大数据

解决方案基于英特尔® 技术构建，通过以安全性为核心的性能和

可扩展性提供无缝数据整合。Cloudera Enterprise 以 Apache 

Hadoop 为基础，让企业可以将零散的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来

源合并到一个分析中心（参见图 2）。

可带来的优势包括：

• 持续、可靠的数据。通过整合、清理和验证来自多个结构化、

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来源的客户数据，可以提供更准确的

分析。通过整合数据，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客户，管理成本，

提供更有意义的产品和服务。

• 轻松整合新数据。新数据来源不断涌现，一款解决方案就能让

企业轻松将新兴数据来源（包括点击流和物联网数据）整合到

现有数据存储。

• 低成本的可扩展存储。借助采用 Cloudera Enterprise 的 

EDH，可在远低于数据仓库等传统数据管理机制的成本下实现

可扩展的数据存储。

• 多种分析选项。采用 Cloudera Enterprise 的 EDH 可帮助企业

通过集成市场领先的商业智能解决方案、SQL 分析、文本搜索

和机器学习，以多种方式使用所有数据来获取洞察。

• 以安全为核心的管理。Cloudera 基于以安全为核心的英特

尔® 技术，可帮助企业管理客户隐私和安全性。从 PCI 合规性

到 HIPAA，再到 PII 和其他合规性监管，Cloudera 的解决方案

不仅能帮助企业安全地遵守金融行业特有的安全规范，而且还

能根据政府部门的要求迅速轻松地生成合规性报告。

数据管理

企业
数据库

运营

集成

批量 实时

统一服务

资源管理 安全性

存储

文件系统 关系 NoSQL 其他

处理、分析、服务

批量 数据流 SQL 搜索 其他

Cloudera Enterprise* 数据中心

商业智能和报告工具

结构化

支付 存款 取款

半结构化/非结构化

社交媒体

互动式语音
应答（IVR）

客户服务

Web 应用

数据来源

数据获取 - 
数据流或

批量

图 2. Cloudera Enterprise* 数据中心将现有数据孤岛与新的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来源合并，帮助银行实现全方位客户
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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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了解客户及其需求需要对数据的整合和管理进行投资，而采

用 Cloudera Enterprise 的 EDH 旨在帮助企业轻松、经济地完

成这种过渡。

关键基础设施技术

如图 3 所示，可以在 Cloudera 中更安全地存储、托管和分析各

种来源的数据。每一款新型处理器都经过优化，可更快地执行英

特尔® 高级加密标准新指令（英特尔® AES NI），并在硬件中实

施密集的 AES 算法分步。

英特尔® 架构可以提供以下优势：

• 高性能计算。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提供比上一代产品多 

50% 的内核和缓存性能，帮助减少延迟并提高吞吐量。此外，

英特尔® AVX-512 和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也可以大幅减

少压缩/解压缩工作负载的 CPU 利用率，为 Hadoop 等其他应

用腾出更多 CPU 资源。

• 高性能存储。英特尔® 傲腾™ 技术和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硬

盘技术可帮助实现卓越的综合性能，提供高吞吐量、低延迟、

高服务质量、高内存耐用性和持久数据存储。

• 安全性。英特尔® 数据保护技术（英特尔® DPT）采用英特尔 

AES NI 指令，可加快数据加密和解密，最大程度减少对整体业

务流程的影响。

客户全方位洞察的优势超越了行业界限

利用英特尔® 技术支持的大数据分析功能，企业能够获

得可行的客户洞察。用数据实现客户全方位洞察的几

种方式包括：

• 金融。银行可以整合借记卡或信用卡数据、购物历史

记录以及地理定位信息，识别潜在欺诈性购买，在造

成损失前警告客户。另外，银行还可以根据特定客户

信息提供再融资方案、抵押、汽车贷款和其他捆绑服

务，帮助提高客户忠诚度。

• 保险。保险公司可以使用个人资料和历史数据提供捆

绑套餐，帮助客户节省家庭、汽车和人寿保险政策方

面的开销，或者提供多成员家庭折扣。这样可以更好

地对个人客户进行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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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从不同数据来源收集、存储和处理内容，用于高级数据分析和审核，同时在整个流程中保持监管合规性。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xeon.html?_ga=2.94389342.336628281.1509419831-1728452255.1481596757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memor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ecurity/hardware/hardware-security-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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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提供个性化体验的企业。企业希望能够通过

客户全方位洞察来满足这一期望，却面临种种挑战，如多个数据

孤岛、大数据量、多元化差异、高成本数据存储，以及物联网、

社交媒体、移动应用和其他解决方案不断增加的数据流。但实现

真正的客户全方位洞察将大有所为，它可以提供集中且相关的

客户互动，从而提高收入。无论身处哪个市场，采用何种销售渠

道，客户都越来越青睐更个性化的体验。

采用 Cloudera Enterprise 的 EDH 基于英特尔® 技术构建，可

提供以安全为核心的性能和可扩展性，经济地实现客户全方位洞

察。Cloudera Enterprise 平台经认证符合 PCI 数据安全标准。

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实现客户全方位洞察和提供相关性客户参与

体验都是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寻找适合贵公司的解决方案。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或访
问 intel.cn/fsi

了解更多

以下是可能会对您了解更多信息有所帮助的资源：

• Cloudera 分析

• 企业数据中心的商业价值

• 使用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加快 Hadoop* 应用

• 大数据：保障英特尔 IT 的 Apache Hadoop* 平台

经同行认可的解决方案
英特尔解决方案架构师是技术专家，与世界上最大和最成

功的公司合作，设计能够解决紧迫业务挑战的业务解决方

案。这些解决方案的基础是从客户那里收集的现实世界的

经验，这些客户在特定业务用例中成功测试、试用和/或

部署了这些解决方案。参与该解决方案简介编写的解决方

案架构师和技术专家将在封面上列出。

  解决方案提供商：

  
1    Amy Gallo，The Value of Keeping the Right Customers（保留恰当客户的价值），2014 年 10 月，hbr.org/2014/10/the-value-of-keeping-the-right-customers。
2    IDC FutureScape：Worldwid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2016 Predictions（全球大数据和分析：2016 年预测），2015 年 11 月，cloudera.com/content/dam/www/marketing/resources/analyst-reports/idc-
futurescape.pdf.landing。

3    The Digital Universe: Driving Data Growth in Healthcare, EMC and IDC（推动医疗服务、EMC 和 IDC 的数据增长），2014 年，emc.com/analyst-report/digital-universe-healthcare-vertical-report-ar.pdf。
4    www.americanbanker.com/news/can-big-data-recreate-personal-touch-of-bygone-banking-rbs-thinks-so。 
5    Hadoop Distributions：Cloudera vs. Hortonworks vs. MapR（Cloudera、Hortonworks、MapR 对比），altoros.com/hadoop_benchmark。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仅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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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product-performance.html。

    本文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可在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发生变更。关于英特尔最新的产品规格和路线图，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
    描述的成本降低情景均旨在特定情况和配置中举例说明特定英特尔产品如何影响未来成本并提供成本节约。情况均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英特尔处理器编号不是性能指标。处理器编号用于在每个处理器家族中区分不同功能，不能跨越不同的处理器家族进行比较：了解英特尔® 处理器编号。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实际性能会因您使用的具体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intel.cn，
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更多信息。

    本文旨在帮助企业了解 Cloudera 软件和服务如何用于帮助其满足监管数据保护的特定要求。任何这些功能的适用性取决于各企业自身的具体业务要求。各企业都应该确定自己在数据保护方面的需求，然后评估解决方
案是否适用于这些需求。本文中包含的信息无意也不应该构成法律建议。客户和潜在客户不得依赖本文信息，而应征求各自法律顾问或其他专业法律服务提供商的法律建议。

    本文并未（明示或默示、或通过禁止反言或以其他方式）授予任何知识产权许可。
   © 2017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至强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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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JWIL/KC/PDF  请回收利用 

www.intel.cn/fsi
http://www.cloudera.com/solutions/analytic-datab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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