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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保险业分析架构 

确保一致性，降低成本和数据准备的时间，让用户做出基于

事实的决策。 
 

 

 
概述 

不一致、不完备和不准确的数据散

布在多个业务系统中——例如保

单、索赔和计费等系统，常常会导

致保险公司的管理层在制定决策

时要靠“拍脑袋”，而非基于可信

的数据分析。如果您能够将整个企

业的数据整合起来，轻松地进行访

问这些数据，展开分析并生成报

表，结果会怎么样？那样您就可以

确保一致性，降低成本和数据准备

的时间，让用户做出基于事实的决

策。 

SAS 保险业分析架构提供了坚实

的业务分析框架，能够同时满足财

产保险和人寿保险公司的商业智

能和分析需求。该框架能够从多个

分散的业务源系统中获取数据，进

行格式化、清洗、转换，并存储到

中央数据仓库中。保险业数据模型

被用作事实的单一版本，其中保存

了与保险业务运营的相关信息，这

些信息是准确、完备和整合的明细

信息以及历史信息。 

 
 挑战 

 多种业务系统。在企业中，不

同的业务条线和职能部门常

常拥有各自独立的系统，这就

导致产生了分散的不一致的

数据。 

 不完备的数据。保险公司常常

缺乏历史数据或明细数据，也

很难访问来自第三方系统（例

如中介管理系统）的数据并将

其与自己的数据做整合。 

 数据不一致。由于缺乏标准化

的数据输入程序，无效数据

（例如，错误的地址或分类代

码）、重复记录（例如，客户

记录、VIN 号等）以及人工错

误都导致了严重的数据质量

问题，要修复这些数据则需花

费大量时间。 

 不可靠的报表。对于同一个数

据项或业务过程，不同的业务

部门可能会使用完全不同的

业务术语（例如，理赔和清

偿）。 
 

 

  



   

 

 

一个满足您商业智能和分析需求的

框架 

 

 
 主要优点 

SAS 保险业分析架构将为您提

供： 

 一致、准确、可核实的最新信息。 

 一旦您需要，您就可以访问所需

数据。 

 在正确的时间，向正确的人员交

付关键信息。 

 为每位所需用户提供干净的、结

构化的信息。 

 只需一个解决方案，无需功能重

复冗余的工具和系统。 

 企业数据的完备整合视图。 

SAS 是如何提供这些帮

助的？ 

SAS 保险业分析架构为保险公司

实施企业级数据仓库提供基础，向

业务人员提供准确洞察。将大量的

保险业务相关数据整合到统一的

数据仓库中，意味着不同的业务部

门能够看到完全一致的报表，让业

务经理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出基于

事实的决策。预测分析技术，例如

购物篮分析和决策树，可以应用到

这些数据之上，对报表信息予以增

强，提高您的前瞻能力。  

交付一致、准确、可核实的

最新信息 

无论您何时何地需要，SAS 保险

业分析框架都可以让您访问准确

一致的数据，提高您对数据准确性

和及时性的信心。保险业数据模型

让您可以修正、标准化和校验您的

数据，提供准确及时的商业智能，

满足合规所需的报告要求。此外，

您还可以从内外部数据源获取和

整合历史数据，用于后续的分析和

报表。 

获得一份企业数据的完备

整合视图 

备的数据字典包含了所有关键的

保险主题域，例如客户、保单、索

赔、财务会计和再保险。预置的逻

辑数据模型和物理数据模型可用

作事实的单一版本，它对超过

5000 个保险业数据项进行了标准

化，确保整个企业内使用一致的术

语和报表，支撑关键的业务决策。  

一旦您需要，您就可以访问

所需数据 

从历史遗留的旧保单管理系统，到

最新的索赔管理应用，SAS 保险

业分析框架都可以进行数据的访

问和处理，支持几乎所有硬件平台

和操作系统。这会为您节省宝贵的

时间，缩短学习曲线，为决策者提

供真正所需的信息。 

为每位所需用户提供干净

的、结构化的信息 

SAS 保险业分析架构中包含了一

个简单易用的 Web 报表环境，让

您可以在企业内与合适的人员轻

松沟通关键的业务信息。为您提供

全面的商业智能，满足各类用户的

需求： 

 希望查看仪表盘的管理层。 

 需要在 Web 上创建和查看报表

的用户组。 

 需要先进数据探索软件的业务

分析师。 

 需要对解决方案进行部署、管

理、监控和维护的 IT 人员。 

只需一个解决方案，无需功

能重复冗余的工具和系统 

SAS 保险业分析架构是一个灵活

可靠的完备方案，支持您所有的数

据整合和报表需求。您无需再绞尽

脑汁来整合管理来自多家厂家的

零碎技术，这样也为您降低了总体

拥有成本和风险，同时也可以快速

产生成果。 

 

 
 



   

 

 

功能 

保险业数据模型 

对于企业级数据仓库来说，一

个完备的数据模型就意味着事

实的单一版本，它包含了保险

业的所有关键主题域。历史信

息以明细层次来存储，可以支

持您的报表和分析需求。该框

架同时支持财产保险（包括个

人与团体业务）和人寿保险产

品，并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以便

随需扩展到以后出现的新业

务。模型中同时还包括： 

 一份完备的数据字典，用于描

述所有保险数据项。 

 一份完备的信息映射，将物理

数据结构映射为业务术语。  

 逻辑模型和物理模型——例

如，ERwin 数据模型和 SAS

元数据。  

 支持多种数据库部署，包括

SAS、Oracle、Teradata 和

DB2. 

 业务数据的定义符合全球的

保 险 业 数 据 标 准 ， 例 如

ACORD。 

 为多种业务问题的分析提供

支持，包括 Solvency II。 

 

数据管理 

一个企业级的数据管理环境，

用于满足您所有的数据管理需

求。您可以访问几乎所有系统

所有格式的数据，实时地对这

些数据进行清洗和转换，实现

数据迁移和相关系统的数据同

步——所有这些功能都是通过

一个易于部署的通用环境来完

成。数据管理环境中同时包括： 

 访问数据源系统的一系列向

导，创建目标数据结构，导入

和导出元数据，创建和执行 
 

ETL（数据的抽取转换和加载）

处理流程。 

 一个专用的图形用户界面，方便

您刻画数据特征，发现和修正源

系统的问题，保存业务规则并用

于后续的 ETL 处理。 

 实时处理服务，用于支持实时的

数据清洗和增强，以及其它的实

时处理需求。 

 企业级的数据源连通性——支

持 AS/400 、 ODBC 、 IBM 

DB2/UDB、Informix、Microsoft 

Access、Excel、SQL Server、

Netezza、Oracle、Sybase、

SAS、Teradata 以及更多数据源

的连通。 

 支持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

数据。 

 数据质量管理，可嵌入批处理、

近实时和实时处理过程。 

 数据清洗功能支持全球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并根据不同

语言进行特定处理和本地化。 

 SAS 的独特之处 

保险业数据模型 

 借助于 SAS 提供的保险业逻辑

数据模型和物理数据模型，您可

以快速启动您的报表能力。  

 有效节约成本，缩短实施时间

（借助于预置的 ETL 功能）。  

 为企业级数据仓库提供单一的

信息来源。 

强大的数据管理能力 

 将多个源系统中的数据整合到

事实的单一版本。 

 提升数据质量，消除或减少数据

的不一致。 

 将自动化数据验证作为数据整

合流程的一部分，让您对整个企

业的数据完整性更有信心。 

 借助于内置的数据管理功能，将

数据从数据模型加载到报表和

分析解决方案。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通过一个统一的环境，全面支持

数据的整合、共享、中央管理和

利用。  

 采用屡获大奖的商业智能技术。 

 通过信息门户框架，提供评分

卡、仪表盘和其它报表功能，方

便整个企业内部的信息分发。  

 很方便地访问在线报表，查看绩

效数据，并与历史数据进行比

较，针对最新的关键指标进行钻

取。 

 开箱即用的标准化规则，确保数

据可以符合企业标准，您也可以

创建自定义规则，用于处理特殊

问题。  

 交互式的图形化界面，让数据处

理人员可以刻画业务数据特征，

持续监控数据的发展动态。 

 可定制可重用的数据质量业务

规则，您可以直接在处理工作流



   

程中直接调用这些规则。  
 

 

 
 您可以在多种数据库、企业应用

系统、主机平台上的遗留旧文

件、文本、XML、消息队列以及

其它源系统之间，进行数据的迁

移和同步。 

 跨数据源的数据连接（Join）能

力，支持实时的数据访问和分

析。 

报表和商业智能 

该解决方案包含了完备而易于使

用的商业智能软件，为用户提供深

入到各个层次的洞察力，更快更好

地做出业务决策。功能包括信息门

户和仪表盘、报表查看、报表创建、

高级的数据探索、Microsoft Office

整合、向导式分析、元数据管理、

向导式的 SAS OLAP 数据立方体

创建和应用开发。此外，该框架还

包括： 

 基于 Web 的交互式报表开发界

面，适合业务人员使用。 

 支持各种水平的用户使用不同

的 BI 界面来进行数据查询。 

 在层次中的任意水平，从给定的

分析维度以及过滤条件，对多维

数据进行切片和切块。 

 

图 1：SAS 保险业数据模型部分示例。 

 

 

 

 支持紧急警报和行动呼吁的仪表盘，反映绩效结果。 

 动态的业务可视化工具，提供交互式的数据探索、可视化查询等功能。  

 在 Microsoft Office 软件（包括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中，调

用 SAS 的数据访问、报表和分析功能。 

在 Microsoft Office 软件中，提供了向导式的报表创建功能。 

 

 

关于 SAS 

SAS 是全球领先的商业分析软件与服务供应商，也是商业智能市场最大

的独立厂商。通过企业智能平台支持的创新商业应用，SAS 帮助全球超

过 55000 家客户更好、更快的进行决策，从而提升绩效，传递价值。1976

年以来，SAS 一直向全球客户提供 THE POWER TO KNOW。如需了解更

多有关 SAS 商业分析软件与服务的信息，请访问：www.s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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