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功

案

例

“我们看重的是 Informatica 产品的运行稳定性、数据处理可视化环境、

数据源共享、多机并行、高可用性等一系列的优势，使用了 Informatica

之后大大减少了运维人员的工作量。此外，Informatica 系列产品还提供

了专门针对于 SAP 的数据接口，现在，国寿财险数据分析平台除了涵盖

原有保险核心系统的业务数据、再保数据之外，迅速纳入了 SAP 财务数

据和人力资源数据，真正实现了企业级的数据平台。”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许占功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财险）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旗

下核心成员，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注册资本 80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财产损失

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其它金融企业一样，国寿财险在管理模式上采取了全国数据大集中处理，业务、财务、

再保一体化管理，实现无缝连接，数据共享。

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影响数据分析系统的效力

国寿财险从成立之初就认识到，培养以数据分析为基础进行决策的习惯是现代企业的基

本特征。通过对保险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中探究市场动向、客户行为方式，满足

精准管理及营销所需。虽然公司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对比同业公司，国寿财险的统计分

析板块应用建设比较丰富，内容也非常全面，一直稳定、高效、准确的支持了公司的业

务发展，在财险行业获得了较好的口碑。

解决方案：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收益：

统一了数据指标口径，使分布

在不同源系统中的业务和应用

数据得到了有效整合

高质量的数据加快了各分析集

市的建设，为管理决策、精准

营销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持

数据查询更准确，降低了数据

取用的复杂性和沟通成本

实现了各系统间的批量数据交

换，建成了批量数据交换中心，

提高了业务满意度

国寿财险借力 Informatica 方案

升级企业数据分析系统



目前，国寿财险数据分析系统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已建、在建的系统模块有 BAS（业务

分析系统）、FAS（财务分析系统）、KPI 绩效指标分析、人力分析，再保分析、客户分析、

内控审计管理平台等。但业务规模迅速增加、数据量激增也导致国寿财险的数据分析面临

着一系列的挑战，严重影响数据分析系统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各分析系统之间缺少统一的指标口径，业务部门的理解较难统一。现有分析类系统较多，

应用数量庞大，各系统归属不同的业务部门，没有统一的数据指标和定义。比如，已决

赔款这个指标在不同的系统中就存在不同的解释，有的包含费用，有的不包含费用。目

前这块内容的管理缺少专门的流程和制度。 

主数据较为混乱，跨系统的统计分析应用较难支持。现有公司数据缺少有效的治理和控制，

机构代码、险种代码等业务财务不一致，渠道和业务来源归属划分比较混乱，且缺少对

应的数据质量保证制度。

缺少数据增量规则，ETL 时间窗口面临较大压力，数据缺少统一规划。现有数据平台的表

数量、数据量增长迅速，数据抽取压力较大，ETL 时间窗口非常紧张。数据上缺少统一

的规划和管理，需建立企业级数据模型和相应数据管控流程进行统一管理。

数据查询不准确，歧义大，沟通成本较高。临时查询涉及到新的数据时，与源系统沟通

成本较高，经常出现返工，时间延长，导致业务满意度下降。

更新 ETL 工具势在必行

国寿财险原有的基于存储过程的数据处理越来越无法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管理复杂，多

个系统间存在网状结构，无法清晰的梳理数据处理的流程。此外，国寿财险最早只是应用

开源技术承担 ETL 功能，无易操作界面、无实时监控功能，且对于跨系统的数据处理乏力，

尤其是不同类型数据库之间的处理、收集整合，更换新的 ETL 工具迫在眉睫！

作为企业数据集成软件的领先供应商，Informatica 的解决方案已经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金融

保险企业获得了快速提高商业价值的业务成果，包括通过 ETL，建立全方位客户视图，加

快数据交换速度、提升数据质量、统一数据标准和定义、建立自动化数据管控流程，进而

帮助提高营销和管理精准率，降低成本等。而这些恰恰满足了国寿财险最新数据分析系统

的规划要求。经过对多种 ETL 工具的 POC 测试和评估，国寿财险最终选择了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做为实现项目目标的 ETL 工具，把不同来源、格式、特点性质的数据在逻辑

上或物理上有机地集中，为企业各业务系统、省分公司提供全面的数据交换和共享。

谈到为何最终确定采用 Informatica 产品时，国寿财险负责项目建设的许占功先生介绍说：

“我们看重的是产品的数据处理可视化环境，运维人员可以实时监控当前的 ETL 运行状

态，及时发现异常，随时调整数据抽取过程，使并发作业数可控制。同时，Informatica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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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数据源共享、多机并行等功能，完全满足了公司业务需求，并保证了高可用性。”而

开放的存储知识库、可以方便的开发第三方调度工具等技术，也为许占功赞赏，他认为这

是 Informatica 产品的一大看点，切合了公司的实际需求。

国寿财险最早只有针对业务分析的统计分析系统，为了能够进行一体化的整体分析，获得

更全面的视图，他们希望将企业的财务数据、人力资源数据也整合进去。Informatica 产品

采用了开放的接口，可以与 SAP 应用系统实现协作，通过 Informatica PowerCenter，国

寿财险的数据分析平台实现了与 SAP 系统的对接，平台除了原有的承保、销售、理赔、收

付、再保等保险核心系统的业务数据之外，迅速纳入了 SAP 财务数据、SAP 人力资源数据，

真正实现了企业级的数据平台。

我们看重的是产品的数据处理

可视化环境，运维人员可以实时

监控当前的 ETL 运行状态，及

时发现异常，随时调整数据抽

取过程，使并发作业数可控制。

同时，Informatica 产品的数据源

共享、多机并行等功能，完全

满足了公司业务需求，并保证

了高可用性。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  许占功

企业级数据平台

数据交换平台
承保

理赔 CIF 财务
再保

销售

我司数据
集市划分

承保分析 理赔分析
产品定价分析 再保分析

偿付能力 索赔欺诈
操作风险 审计内控

财务规划 全面预算合并
成本管理 投资管理

公司级 KPI管理 
各部门绩效管理

领导驾驶舱 平衡积分卡

客户细分 客户保有
客户挽留 客户生命周期管理

员工管理 人力成本管理
组织机构管理

交叉销售 向上销售
销售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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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nformatica

全球领先的独立企业数据集成软件提

供商 Informatica（纳斯达克代码：

INFA ）让世界各地的企业获得最大化

的数据投资回报，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全球众多知名企业依赖 Informatica 使

用及管理其在本地的、云中的和社交

网络上的信息资产。

中国客户支持热线 : 400 810 0900

中国网站 : www.informatica.com.cn

数据集中管理显著提升数据分析效力

Informatica 方案帮助国寿财险统一了数据指标口径，解决了业务数据分散存储的问题，

使分布在不同系统中的业务和应用数据得到有效整合，构建了完整的全公司数据环境，

提升了运营管理及决策分析的效率。数据的有效集成为数据准确查询提供了保障，降低

了数据取用的复杂性和沟通成本，允许各系统间的批量数据交换，提高了业务满意度。

借力 Informatica 方案，国寿财险实现了数据平台的数据集中，PowerCenter 能够很好

地兼容公司多年来陆续建立的 Oracle、SAP、SQL Server 等数据库中数据。国寿财险

还通过 PowerCenter 产品把数据平台作为公司的批量数据交换中心，为各交易系统之

间的数据批量交换提供数据支持，主要支持的有 ECIF（客户信息系统）、电话中心、

电销、移动展业等系统。

基于这些高质量、丰富的数据，国寿财险开发了业务分析、财务分析、人力分析、审计监控、

再保分析、风险预警、绩效考核、客户分析等众多的分析集市，同步还建设了面向公司

决策层的纯图形化展示最新经营情况的管理驾驶舱系统，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数据分析平台还更好地支持了业务发展。现在，销售员可以方便地通过 PAD

和手机，直接访问销售支持系统，通过终端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客户信息、销售信息，比

如，客户名下保单、收付费情况，以及客户积分、客户等级评定等项目，为其更有针对

性地销售提供切实帮助。

国寿财险从最初的年 8 亿保费的规模，到 2010 年保费收入突破 100 亿元，再到 2012

年的 230 亿保费规模，系统中保费总量达到了 600 亿，各源系统在逐步对接到统一的

数据平台当中，在统一的调度下每日、每月按时完成对应的报表生成、数据交换等工

作，每日零点开始进行数据抽取、转换和加载，早上 7 点之前数据加工完成。目前，

Informatica 方案帮助国寿财险处理的数据量达 4T，相对其它金融机构，量并不算多，

但逻辑程度同样复杂，如报表生成、系统对接等每天有近 1000 个作业，且业务量增幅

迅速，Informatica PowerCenter 的数据处理能力完全能够胜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