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formatica 方案担纲重任

助力中意人寿商业智能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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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ca 的解决方案根据业务需求，以其强大的跨平台数据抽取、处

理和分析能力，实现了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分析，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

和准确性；从数据平台的全国统一到分析团队的全国集中，大大降低了

公司的运营成本；该系统所具有的加密功能，大大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

目前除了业务系统处理日常交易以外，Informatica 已经成为业务跟踪、

发展、客户服务和风险管理不可缺少的系统平台和解决方案。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部总经理 田畀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意人寿”）成立于 2002 年 1 月，由意大利忠利

保险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合资组建，现设有 10 家省级分公司，70 余家

分支机构。经过多年稳健发展，中意人寿以注册资本金 33 亿元，总资产近 400 亿元，

成为最大的中国合资寿险公司。金融和能源行业领头羊的战略地位、世界五十强的资产

规模、无以伦比的盈利能力都只是中意人寿取得瞩目成绩的外部因素，而管理效率、创

新科技、服务水平等内含价值却是其卓越表现的有力保障。

“科技的中意”是中意人寿从成立起就倡导的一种企业文化，他们通过信息化建设推动

业务发展，提高中意人寿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公司内部运营来说，通过

创新科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提升决策力；对客户或销售人员而言，通过“科

技的中意”提供一流的客户服务。

建立商业智能平台势在必行

中意人寿信息科技部秉承公司科技创新的发展思路，追寻最先进的科技潮流，并且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目前，中意人寿已经成功搭建起个险核心业务系统、个险理赔系统、团

险系统、呼叫中心系统、财务与公文系统、HR 系统，以及业务处理平台、网上自助平

台等多种业务系统和平台。

在发展过程中，公司的分支机构逐年增多，业务系统越来越复杂，业务规模也越来越大，

业务数据和历史数据更是以成倍的速度膨胀，如何高效、准确的分析和利用这些分布在不

同系统中的宝贵数据，对公司决策进行帮助，进而产生业务价值是摆在中意人寿高层面前

解决方案：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收益：

实现数据整合，统一报表平台，

集中管理报表和业务数据分析

减少对人力数量和技能的依赖，

降低人力成本和业务风险，提高

工作效率

通过数据深度挖掘、分析，指导

业务发展、决策支持、精准营销，

进而提高产能和效益



挑战：

数据平台不统一，报表生成速

度慢，增大业务系统运行压力

报表展示平台不统一，重复开

发现象严重，且过度依赖制表

人专业技能，人力成本激增

数据指标定义不统一，分支机

构各自为政，数据报告口径纷

繁芜杂

无法为公司业务扩展提供快

速、及时的信息决策支持

的重要课题。中意人寿信息科技部总经理田畀先生认为，应该逐步完善对业务的全方位作业

系统的支持，立即着手建设一个统一的商业智能（BI）平台，提供帮助公司快速分析数据的

技术和方法，并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有用的信息和知识，从而驱动业务发展。

中意人寿实施商业智能项目的出发点是降低人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造成人力成本高的

原因是三个“不统一”：数据平台不统一、指标定义不统一、报表展示平台不统一。中意人

寿信息科技部商业智能中心主管聂惠静女士解释说：“由于公司没有统一的数据平台，各种

取数和报表都需要在业务系统数据库中直接抽取，随着数据量的增大，复杂报表生成速度慢，

需要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且抽数逻辑将直接影响业务系统的运行，系统压力非常大，这

是其一；其二，由于公司总部没有统一建设商业智能平台，各分支机构的报表由各地人员自

行处理，导致报表制作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并且报表重复开发和内容重叠情况严重；其三，

过度依赖报表制作人的专业技能，每一个信息系统一般专注某一项业务功能，各个业务系统

都有独立的数据结构，一个复杂的报表需要访问跨平台的数据库，对报表制作人的专业技能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四，因为数据没有统一的指标定义和理解，各分支机构做出的数据报

告口径纷繁芜杂，标准不统一，没有可对比性。

Informatica ETL 工具担纲重任

商业智能项目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中意人寿从 2008 年底项目立项开始，经过需求调研、

模型设计、ETL 实施、报表定制，再到测试和上线部署，整整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立项之初，

担纲调研、设计和实施工作的中意人寿信息科技部在细致分析公司实际需求基础上，认识

到实施 BI 的应用既需要掌握熟练的数据分析、挖掘技术，又需要了解公司自身保险业务模

型，田畀总经理果断决定抛弃外包而以自主开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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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逐步完善对业务的全方位

作业系统的支持，立即着手建

设一个统一的商业智能（BI）平

台，提供帮助公司快速分析数

据的技术和方法，并将这些数

据转化为有用的信息和知识，

从而驱动业务发展。

——中意人寿信息科技部

总经理  田畀

一个成功的商业智能项目第一步就是要进行数据整合，打造一个统一的数据平台。只有

如此做，才能将业务系统和报表的数据源独立分开，使报表制作不影响业务系统的性能，

且减少报表制作人员学习不同系统数据结构的难度。

在选择数据整合方案时，中意人寿综合比较、测试了多家知名厂商的 ETL 产品，他们从

ETL 对平台的支持、对数据源的支持、数据转换功能、管理和调度功能、集成和开放性

以及对元数据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评估。Informatica PowerCenter 产品允许用户快

速、方便地访问、集成和传输数据，并且在易用性、数据处理效率、扩展性等方面有突

出表现， 信息科技部最终选定了 Informatica 解决方案承担其商业智能平台的 ETL 功能，

进行数据抽取、数据检查和出错处理、数据转换和加载。

中意人寿商业智能平台采用先进的数据仓库技术，通过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整合公

司不同数据来源的业务数据、精算数据、财务数据、客服数据，根据寿险行业的特点和

需求组织分析主题，对数据进行有效的清洗、筛选和重组，使数据以合理的关系和统一

定义进行存储和组织，构成寿险业务数据仓库 ODS。在 Oracle 数据仓库的基础上，平

台通过友好的 BI 前端展示工具 MSTR，为中层管理人员和相关业务人员、分析人员提供

方便、快速的在线分析处理（OLAP）系统和智能化的多维报表生成发布系统，为高层管

理人员提供掌控宏观信息的决策支持系统。

数据整合方案深化项目目标

中意人寿引进商业智能最初的目标是要实现数据整合，集中管理报表和业务数据分析，

减少对人力数量和技能的依赖，围绕重点是人力成本的节约。

作为一个核心数据整合引擎，Informatica PowerCenter 提供了广泛的跨平台覆盖能

力。中意人寿的核心系统环境包含了各种主要数据库类型，以及各种版本，从 DB2、

SQLServer 到 Oracle、文本文件，从 10 几年前的老旧版本到最新的数据库产品均有，

Informatica 产品能够对各系统之间的数据进行梳理、集成与整合，实现了跨系统的数据

采集，降低了数据抽取的复杂性。产品还支持多种格式的数据源，适用于金融的结构化

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和管理，如客户信息、客户订单等结构化数据，以及单据凭证、

合同文档、视频图像等非结构数据，并把这些不同来源、格式、特点性质的数据有机整

合起来，完美解决了中意人寿最大的环境多样性难题。

通过提供数据整合服务，Informatica PowerCenter 大幅减轻了各业务系统的供数压力，

实现了完整的全公司数据统一集中管理环境。现在，各种取数和报表不需要在业务系统

数据库中直接抽取，从企业数据仓库 ODS 生成复杂报表的时间大大缩减。同时，统一的

数据平台对于报表制作人员，不再需要了解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结构，降低了对人力的

专业技能要求，从而达到节省人力成本的效果。Informatica 解决方案实现了数据的统一

管理和分析，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原来用 JAVA 处理复杂的程序逻辑可能

需要 1 小时，而现在，只需几秒钟即可完成！

在实施商业智能前，中意人寿各分支机构仅业务行政部报表制作人力即达 20 多人，若

加上总部精算、运作、代理人营销部、信息科技部等各个部门以及分公司其他部门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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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方面投入的人力，就已经超过 30 人。而现在，各分公司已不需设有专门的报表制作

人员，仅在广州和北京两地保留 10 多人进行此项工作，分析员能投放更多时间于研究

数据而非整合数据上，人力资源得以解放。从数据平台的全国统一到报表制作、分析

团队的全国集中，大大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智能的数据并行处理能力是聂惠静最为赞赏的功能之一，这

一技术使用户具有自定义分区功能，能够加快字段校验、转换、排序与按维度汇总的

速度，高性能的数据吞吐能力，允许中意人寿在很短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数据处理

效率大幅提升，完全满足了中意人寿业务发展的需求。此外，Informatica PowerCenter

是全图形化的开发模式，不需要进行编码，产品界面友好、直观，方便用户的调试使用。

创造期望之外的价值

信息化建设对企业来说，是一个不断突破已有观念的过程，田畀总经理认为，商业智

能项目的成功不只是“建”，而是为了“用”，在“用”的过程中，能够了解到不断

变化的用户需求，进而对整个项目进行及时调整、完善。如今，经过 3 年多的应用，

中意人寿的商业智能平台已经完全实现了即定目标，降低了企业人力成本和业务风险，

提升了工作效率，并被同业称为“真正用于实际生产的平台”。 田畀总经理还希望平

台能够在经营决策、指导业务、人力分析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价值，通过数据深度挖掘、

网销数据采集、关联分析实现精准营销，提高产能。值得惊喜的是，这些期望之外的

目标正在逐步实现，比如，针对渠道的承保晚报、早报的管理、业绩报表、人力报表、

承保追踪、KPI 管理等内容分析，这些分析为公司提供了销售透视，发现风险，及时调

整决策，并为今后各个渠道的深入挖掘打下了基础。

商业智能平台已经成为中意人寿全行系统间、总分行间进行批量数据交换、整合的统

一平台，随着业务发展、数据量的增多，平台还需要具备对未来需求的适应性和扩展性，

只有这样，平台才能适应企业不同阶段的战略需求。Informatica PowerCenter 可扩展

至支持大数据的容量，并根据数据源的调整，修改数据集成策略和处理任务，以满足

未来中意人寿不断增长的数据需求，节省成本，并降低与数据停机有关的成本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