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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分析的业务影响
随着各行业的变革和创新步伐加快，数据量也在随之激增。很多企业现在掌握了大量有关客户和流程的详

细信息，但深入挖掘这些宝贵资源可能具有很大挑战性。

但却值得为之努力。

使用高级分析技术，例如机器学习和预测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效率、推动创新、降低风险和改善客

户体验。

无论您从事何种行业，分析都能对您的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探索以下案例寻找灵感，了解高级分析如何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点击进入后可以更深入地研究这些真实案例。

效率和客户服务

加快关键业务流程，让您的客户服务增值，

让员工能够更快捷、更智能地工作。

Aerospike* 和 ZypMedia*

蒙特菲尔医疗中心 *

Sharp HealthCare*

创新

以全新方式利用您的数据，帮助引入新的

服务和工作模式，提升竞争优势。

True Corporation*

Johnson & Johnson*

CaixaBank*

安全和风险缓解

增强保护用户和客户抵御网络威胁的能力，

降低企业内部的风险。

Cybraics*

中国银联 *



效率和客户服务

对于注重服务的企业（从媒体公司到医院）来说，快速准确地响应

客户或患者需求至关重要。随着数据量增长，这已成为一项日益复

杂的挑战。阅读客户案例，了解企业如何使用基于英特尔 ® 技术的

高级分析解决方案来帮助提高流程效率，改善客户体验。

接下来探讨的效率和客户服务案例：

Aerospike* 和 ZypMedia*

蒙特菲尔医疗中心 *

Sharp HealthCare* 



利用基于分析的广告策略
帮助本地公司吸引新客户 
数字广告行业环境日益复杂且风险也越来越高。随着消费者使用更多设备（从手机到平板电

脑，再到互联电视）来访问内容，广告公司必须确保在适当的时间通过适当的设备将适当的

广告投放给适当的人群。

ZypMedia* 为本地公司提供全国性广告产品，他们希望确保每秒处理大约 500,000 个事务

请求，响应时间低至半毫秒，凭借速度和灵活性提供高质量服务。

该公司与 Aerospike* 开展合作，后者是一家数据库公司，致力于帮助客户解决互联网规模的

难题，同时保持本地解决方案的灵活性。ZypMedia 在 Aerospike 数据库和英特尔 ® 至强 ® 

可扩展处理器上运行他们的软件，实现了显著性能提升。

Aerospike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Brian Bulkowski 表示：“借助英特尔 ® 至强 ® 可扩展

处理器，我们的软件提供大约 4 倍的性能提升 ¹。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处理更多

数据，让广告更快速地运行。”现在该公司还降低了延迟，这对实时广告竞价非常重要。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观看视频，或者单击返回至目录页以探索更多案例寻找灵感，

了解高级分析如何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

英特尔 ® 技术：

英特尔 ® 至强 ® 可扩展处理器

“Aerospike 旨 在 为 公 司 提 供

更多有利数据，帮助他们对事

务数据执行更多分析……借助

英特尔 ® CPU 和功能，我们每秒

能够提供的从网络到存储的事务

数据可达数百万个……这确实有

助于解决客户的难题。”

Brian Bulkowski， 

Aerospike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Aerospike 和 ZypMedia 

¹ Aerospike Server Enterprise 3.12.1，Aerospike Benchmark Application，操作系统：CentOS 7.2，内核更新到 4.4.59。由英特尔于 2017 年 4 月测试。数据库填充
了 4 亿条记录（每条 100 字节），基准测试采用的是 Aerospike Java Benchmark 工具（https://github.com/aerospike/aerospike-client-java）。
工作负载模拟 95%/5% 的读取 / 更新比率。在一台服务器上启动两个 Aerospike 实例来组成集群。
基准：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2699 v4，2.2 GHz，22 个内核，开启睿频加速和超线程技术，BIOS SESC610.868.01.01.0016.033120161139，总内存 128 GB，
16 个 DIMM/8 GB/ 配置时钟速度：1866MHz/DDR4 DIMM，2 个英特尔 ® 82599ES 10 GB 以太网控制器 – 绑定 2 个网络控制器上的所有 4 个端口，达到 40,000 Mb/s 
聚合速度。无存储：内存工作负载。
新平台：英特尔 ® 至强 ® 铂金处理器 8180，2.5 GHz，28 个内核，开启睿频加速和超线程技术，BIOS SESC620.868.01.00.0412.020920172159，总内存 384 GB，
12 个 DIMM/32 GB/ 配置时钟速度：2666 MHz/DDR4 DIMM，2 个英特尔 ® 82599ES 10 GB 以太网控制器 – 绑定 2 个网络控制器上的所有 4 个端口，达到 40,000 Mb/s 
聚合速度。无存储：内存工作负载。
客户端：使用 8 个客户端系统同时向服务器提交查询并驱动工作负载。“基准”和“新”平台使用相同的客户端客户端配置如下：CentOS 7.2（内核 3.10.0-327），
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2697 v4，2.3 GHz，18 个内核，开启睿频加速和超线程技术，BIOD SESC610.868.01.01.0016.033120161139，总内存 128 GB，8 个 
DIMM/16 GB/ 配置时钟速度：2400 MHz，1 个英特尔 ® 82599ES 10 GB 以太网控制器。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youtu.be/JndYUfQiLhg
在此处查看完整法律免责声明

观看视频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scalable/software-solutions/aerospike-enterprise-database.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scalable/software-solutions/aerospike-enterprise-database.html


利用 SEMANTIC DATA LAKE  
更快地提供医疗服务
蒙特菲尔医疗中心 * 在纽约布朗克斯区运营着多家医疗机构。与其他很多医疗行业的企业和

机构一样，蒙特菲尔也在向精准医疗和个性化医疗转型，他们保存的患者数据也在快速增长。

同时，该机构还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不但要降低成本，还要遵守严格的行业法规，确保所

有数据的安全。

该机构创建了 Semantic Data Lake 解决方案，可从多个来源汇集多种不同格式的数据，

以便进行全面分析。数据种类繁多，涵盖从临床数据、人口统计、环境、行为和健康研究

结果以及人口分布数据，到医疗影像文件和医生处方笺等各类数据。蒙特菲尔与英特尔、

Cloudera* 和 Hadoop* 开展合作，将预测性和指导性分析算法应用于数据，并利用机器学

习随着时间推移优化其洞察力。

在第一个项目中，蒙特菲尔使用该解决方案确定死亡风险最高的患者或在 48 小时内需要插

管的患者，为成功进行医疗干预创造了机会。该解决方案实现了准确率达到 70% 以上 ² 的

准确预测，帮助医生及早对患者进行治疗，防止致命事件或呼吸衰竭。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观看视频，或者单击返回至目录页以探索更多案例寻找灵感，

了解高级分析如何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

英特尔 ® 技术： 

英特尔 ® 至强 ® 可扩展处理器

“要想为患者提供正确的服务，

就必须掌握他们的相应信息。如

果这还不能挽救生命，我真不知

道什么能挽救生命了。” 

Andrew Racine， 

蒙特菲尔医疗中心系统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医疗官

蒙特菲尔医疗中心

²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ealthcare-it/solutions/documents/montefiore-advance-patient-care-solution-brief.html
在此处查看完整法律免责声明

观看视频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ealthcare-it/solutions/videos/montefiore-personalized-medicine-video.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ealthcare-it/solutions/videos/montefiore-personalized-medicine-video.html


利用预测性分析 
促进实时临床干预
Sharp HealthCare* 的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他们组建了专业的快速响应团

队，应对医院的医疗紧急情况。但是，紧急情况很难预测，因此该团队可能要花大量时间手

动查看图表，鉴别潜在事件。

为了加快这一分析过程，Sharp 开发了一种预测模型，用于检测患者健康恶化，更快地识别

高风险患者。该机构与英特尔、Cloudera* 和 ProKarma* 展开合作，共同构建解决方案，

用于分析来自电子病历（EMR）系统的广泛数据（包括血压、体温和脉搏），并使用机器学

习对该模型进行训练。

在概念验证（PoC）中，Sharp 对照历史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在预测未来

一小时内发生快速紧急响应事件的可能性方面，该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 80%³，这证明该模

式具有推动实时临床干预、改善医疗效果、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潜力。这不仅帮助医疗机构在

患者治疗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还能从以前的 EMR 技术投资中获取更多价值。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阅读案例研究，或者单击返回至目录页以探索更多案例寻找

灵感，了解高级分析如何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

英特尔 ® 技术： 

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 家族

“有了令人惊讶的准确率，您只

要实时分析 EMR 数据即可预测

患者病情何时会恶化……这种技

术在临床和经济投资回报方面极

具潜力。”

Brett MacLaren，

Sharp HealthCare 企业分析副总裁

Sharp HealthCare

³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ealthcare-it/solutions/documents/using-machine-learning-and-emr-data-to-predict-
patient-decline-case-study.html 
在此处查看完整法律免责声明

了解更多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ealthcare-it/solutions/documents/using-machine-learning-and-emr-data-to-predict-patient-decline-case-stud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ealthcare-it/solutions/documents/using-machine-learning-and-emr-data-to-predict-patient-decline-case-study.html


创新

要在数据经济时代站稳脚跟，您必须愿意且能够适应新环境。也就

是说您需要充分利用企业掌握的宝贵数据资产。了解一些创新企业

如何利用高级分析和数据管理为用户和业务提供强大支持，推动未

来转型。

接下来探讨的创新案例：

True Corporation*

Johnson & Johnson*

CaixaBank*



利用大数据和高级分析，
全面了解百万客户 
作为泰国的领先通信服务提供商之一，True Corporation* 为一百多万客户提供服务。该公

司希望对 TrueMove H* 移动服务的客户使用模式进行研究，但要完成这项工作，必须提高其

存储、查询、理解企业大数据资源的能力。该公司还计划利用这种扩展的可见性，提供各种

优惠和活动，吸引更多客户，提高客户参与活动的投资回报（ROI）。

该公司构建了基于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 家族的大数据平台，运行包括 Apache Hadoop*

（CDH*）在内的 Cloudera Distribution 开源分发平台。因此，他们能够针对各种数据应

用分析技术，全面了解百万客户，提供行为洞察，帮助公司为每位客户提供更多相关服务。

有了更好的洞察，该公司能够在公司内部推动更多创新，提升决策效率。通过在企业级大数

据环境方面进行投资，而不是扩展现有的数据仓库，公司还节省了数据管理成本。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阅读案例研究，或者单击返回至目录页以探索更多案例寻找

灵感，了解高级分析如何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

英特尔 ® 技术： 

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 家族

借助基于英特尔 ® 技术和 CDH 的

大数据分析，True Corporation 

将查询次数增加了 40%，从而能

够更迅速、更明智地做出决策 ⁴。

True Corporation

⁴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case-studies/true-corp-casestudy.pdf 
在此处查看完整法律免责声明

了解更多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case-studies/true-corp-casestudy.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case-studies/true-corp-casestudy.pdf


利用混合云和高级分析
加速获取洞察
Johnson & Johnson*（J&J）是全球最大的医疗机构，每天惠及 10 亿人。该公司的愿景是

通过疾病的预防、阻断和治疗，创造一个没有疾病的世界。

数据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对于 J&J，数据可能包括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以及语音、

视频和图像数据，在 65 个国家或地区的 200 多家运营公司之间传播。所有这些公司都要考

虑到自身的独立流程和不同的营销条件。这使他们很难将所有数据整合起来，实现企业范围

的洞察和决策。

该公司使用混合云架构，结合机器学习等高级分析功能，以几乎实时的速度大规模研究和

理解数据。⁵ 该公司还能够识别模式和关系，帮助他们更好地维护医疗设备库存或预测创收

机会。他们还缩短了调配时间，从三个月缩短到一小时以内，从而能够更迅速、更准确地

做出决策。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观看视频，或者单击返回至目录页以探索更多案例寻找灵感，

了解高级分析如何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

英特尔 ® 技术： 

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Johnson & Johnson 使用混合

云和机器学习，将调配时间从三

个月缩短到一小时以内。

Johnson & Johnson

⁵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johnson-and-johnson-gains-improved-outcomes-video.html 
在此处查看完整法律免责声明

观看视频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johnson-and-johnson-gains-improved-outcomes-video.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johnson-and-johnson-gains-improved-outcomes-video.html


依靠云和大数据 
成为信息公司
过去几年，在线和手机银行业务的增长推动 CaixaBank 数据量大幅增长。银行必须能够正确

收集、管理和分析这些数据，提供客户感兴趣的个性化服务，识别和打击欺诈攻击，满足合

规性要求。

为了有效地应对这一数据驱动的挑战，CaixaBank 认为，必须像其他很多银行一样重新思考

自己的定位。该银行的大数据工具主管 Xavier Gonzalez Farran 解释说：“我们正在采取必要

的措施，努力成为一家信息公司。我们认为这是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

该银行已经实施基于 Oracle Appliance*、Exalytics* 和 Exadata* 的大数据解决方案，采

用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7 家族。该解决方案将所有数据集成到一个互连的平台中，使银

行能够将数据加载到与数据类型或与业务数据使用方式最契合的环境中。然后，银行就可以

构建能够轻松访问所需数据（无论数据存储在何处）的应用。

得益于更统一的数据视图，CaixaBank 可以应用高级分析技术来生成推动创新和简化运营的

洞察。例如，银行现在可以针对个人而非某个客户群体提供个性化的优惠。该银行还使用预

测模型来改进风险管理 ⁶。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观看视频，或者单击返回至目录页以探索更多案例寻找灵感，

了解高级分析如何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

英特尔 ® 技术： 

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7 家族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它并非

一种部门解决方案。大数据是 

CaixaBank 的新动力，我们必须

改变整个企业的文化，加快从事

务世界到信息世界的过渡。”

Luis Esteban Grifoll， 

CaixaBank 首席数据官

CaixaBank

⁶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caixabank-analytics-in-banking-video.html 
在此处查看完整法律免责声明

观看视频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caixabank-analytics-in-banking-video.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caixabank-analytics-in-banking-video.html


安全和风险缓解

数据源和数据量的增加为我们带来了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

战和威胁。企业必须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主动防御网络威胁，确

保数据受到保护和合规性。了解严格管制行业中的一些企业如何使

用高级分析技术来改进安全状况。

接下来探讨的安全和风险缓解案例：

Cybraics*

中国银联 *



利用人工智能帮助保护互联设备，
防御网络攻击
网络攻击在不断演进和增加，掌握了大量敏感数据的医疗服务机构经常成为网络犯罪的首要

目标，特别是在互联医疗设备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一家美国连锁医疗机构已采取多项措

施来防御这些复杂的威胁，保护自身和患者的数据。但是，他们希望更有效地检测未知的恶

意软件和零日漏洞攻击。

该企业采用基于英特尔 ® 技术的 Cybraics nLighten* 平台，将人工智能（AI）与高级分析组

合在一起。该平台用于分析网络、用户、设备以及环境内其他要素的行为。它可以识别任何

未知、高级或内部威胁，以及漏洞、感染和目标攻击。

该平台成功地识别了以前未发现的一系列问题⁷。例如，它发现有些医疗设备感染了未知勒索

软件。通过这种方式，该医疗机构避免了可能造成损失的潜在漏洞，保护了患者安全和隐私。

同时，IT 团队还使用 Cybraics 提供的“分析即服务”模式，避免了警报过载，降低了网络安全

防御的总体拥有成本。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阅读案例研究，或者单击返回至目录页以探索更多案例寻找

灵感，了解高级分析如何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

英特尔 ® 技术： 

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E5 家族 /
英特尔 ® 固态盘

“医疗设备对医院运营和患者治

疗至关重要……nLighten* 能够

检测这种 [ 高级 ] 威胁。”

安全主管，

大型美国医疗机构

Cybraics

⁷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case-studies/strengthening-security-with-cybraics-ai-based-
analytics-case-study.pdf 
在此处查看完整法律免责声明

了解更多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case-studies/strengthening-security-with-cybraics-ai-based-analytics-case-study.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case-studies/strengthening-security-with-cybraics-ai-based-analytics-case-study.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case-studies/strengthening-security-with-cybraics-ai-based-analytics-case-study.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case-studies/strengthening-security-with-cybraics-ai-based-analytics-case-study.pdf


使用机器学习
主动降低风险 
中国银联 * 是总部设于中国的一家国际金融机构，从事银行服务和支付系统，每年在移动、

在线和社交媒体等新兴渠道处理高达 200 亿次支付。由于传统的安全风险模型存在犯罪分子

可以利用的漏洞，因此需要一个更敏捷、更主动、更智能的威胁应对系统。 

中国银联借助英特尔 ® 技术，从基于规则的风险控制模型迁移到基于 Apache Spark* 的神

经网络模型。此举为中国银联带来了几项核心优势：

• 中国银联现在可以在大型数据集中识别非线性模式，通过自动更新，确保新信息可以提

高风险预测的准确性。

• 基于规则的系统采用的是能否满足一系列标准的二元论，而基于神经网络的模型应用机

器学习，可随着新出现、不断变化的风险自行更新系统。

• 中国银联已经弃用了预配置的警报，而是使用历史数据，通过机器学习和评估模型实时

快速地分析、汇总和关联数据，由此评估风险。

结果是，与基于规则的风险控制系统相比，中国银联将准确性提升高达 60% ⁸。该系统还使

内部团队能够为基于原始数据的分析工具和数据科学实践应用形成宝贵的洞察。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阅读案例研究，或者单击返回至目录页以探索更多案例寻找

灵感，了解高级分析如何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

英特尔 ® 技术： 

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

与基于规则的风险控制系统相

比，中国银联利用机器学习将准

确性提升高达 60%。

中国银联

⁸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financial-services-it/union-pay-case-study.html 
在此处查看完整法律免责声明

了解更多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financial-services-it/union-pay-case-study.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financial-services-it/union-pay-case-study.html


英特尔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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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性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 intel.cn，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
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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