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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险险业业的的数数据据革革命命：：机机遇遇与与挑挑战战 

新的数字技术、人工智能（AI）算法以及数据可得性和计算能力的飞跃发展正在改变可以收集

到的数据以及如何从中提炼信息。数据细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改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进而又

可以增加保险的可用性和可获性，特别是对那些风险状况难以评估的服务不足的客户群体。

“数据革命”也可以促进保险的可负担性，这得益于设备和可佩戴式装置大大加强了损失预

防，进而有利于客户的财务状况。基于这些进展，保险公司可以提供更充分和量身定做的保险

产品，避免保障不足和过度保险，并为那些具有风险意识的客户提供保费折扣。 

然而，与此同时，具有较高风险的客户（即损失预期较高）面临着更大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可

负担得起的保险之外。数据的无处不在也会导致基于看似与保险无关的因素（如信用评分）进

行区分的可能性增大，这往往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考虑到用于确定保费的风险共担体规模的急

剧下降，对客户而言，个性化最终可能会转化为更大的价格不稳定性，可能会降低保险的吸引

力。此外，将一个风险群体减少到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则对保险的核心原则提出了挑战，

因为它依赖于风险和保费的汇聚。 

 

图图 1：：围围绕绕保保险险个个性性化化的的机机遇遇与与挑挑战战 

 

资料来源：日内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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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平平性性、、歧歧视视和和客客户户信信任任 

歧视可以被定义为基于与特定社会群体的联系和代表该群体的特征，如性别、年龄、残疾、种

族，而对某个人的不公平对待。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法规，禁止基于某些受到保护的个人特征的

歧视。然而，基于个人（可改变的）行为的差异化对待则被广泛接受。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对高

风险的司机收取更高的保费。1 

公平性要宽泛得多，也更难定义。一般来说，它是主观的，基于个人、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对

于保险公司来说，为了品牌、声誉和建立客户信任，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的服务被认为是公平

的。因此，在对公平性的不同看法和增加数据使用的客观效益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关键。保险的

个性化程度需要仔细考虑，不仅要为个人和社区提供最实惠、最合适的保险保障，而且从消费

者的角度来看，要被认为是公平的。 

基于对专家和高管深入访谈的结果，我们确定了保险公司培养客户信任的几个基本要素，包括

透明的沟通、数据的安全存储和对第三方的保护（图 2）。 

 

图图 2：：负负责责任任的的数数据据使使用用的的四四个个信信任任要要素素 

 

资料来源：日内瓦协会 

 

 

 
1 Meyers and Van Hoyweghe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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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议议 

一般来说，对保险产品以及影响保费和保障范围的因素有更深入了解的客户，对共享数据的担

忧较少。这凸显了清晰的前期客户沟通的重要性。同时，保险公司应该在日常运营中嵌入强大

的数据收集和使用的治理流程，以确保负责任的数据使用。这种稳健的流程是数字化时代客户

信任的先决条件，也是客户愿意与保险公司分享数据的重要决定因素。 

日内瓦协会制定了五项建议，供保险业在使用数据和模型时参考： 

 
1. 区区分分数数据据收收集集和和数数据据使使用用 

需要收集敏感的变量来测试偏见或歧视的风险，否则就很难识别和减少应被抑制的偏见。

被确定为不合适的变量应被排除在进一步使用之外。 
 
 

2. 首首先先定定义义负负责责任任的的数数据据使使用用 
在新的数据应用和模型上线之前，保险公司必须定义并实施负责任的数据使用和相关

的护栏。它们应确保数据的隐私性，并特别强调非歧视和公平性。 
 
 

3. 实实行行基基于于原原则则的的治治理理，，确确保保公公平平的的结结果果 
一个灵活且基于原则的治理过程应该在项目规划阶段为每个单一的应用定义最合适的

公平目标。价值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以及风险、合规、IT和人力资源部门都应该成为
该流程的一部分。 
 
 

4. 实实施施信信任任框框架架 
保险公司应基于数据安全、数据的稳健使用、合理的模式结果、清晰的决策过程和模

型，以及就围绕数据采取的行动与客户进行透明和主动的沟通，实施与客户的信任框

架。 
 
 

5. 参参与与有有关关公公平平性性和和接接受受行行为为改改变变的的辩辩论论 
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对公平性的看法，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应该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开

展对话。一个建议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消费者工作小组来了解客户的看法。一个更先进

的方法则是建立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委员会，在更好地理解公平感知的基础上评

估客户对话的结果。 

在复杂的数字化时代，围绕数据的收集和使用的信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保险公司应

在遵守监管合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负责任地使用客户数据，从而建立利益相关

方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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