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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颠覆大潮
物联网时代已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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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变革扑面而来
物联网 (IoT) 正在改变保险业的格局。IoT 涵盖数以
百万计具有嵌入式电子装置的物体，无需人工互动
即可通过网络传输数据。其规模不断增大，据预
测，到 2050 年，将有 1000 亿个互联设备投入使
用。1 IoT 可能成为保险业的颠覆性力量，先行一步
的企业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就能建立牢不可破
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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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风险
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所述：“一
分的预防胜于十分的治疗”，预防问题
所花费的成本远比纠正问题的要低。
多年来，医疗保险行业为不抽烟者、
戒烟者以及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
提供折扣优惠。但时至今日，其他保
险领域在采用此类计划方面仍然行动缓
慢。
幸好有了 IoT ，保险公司现在拥 有更
新、更好的客户数据，可用于衡量客
户行为，并根据风险因素提供折扣优
惠或要求增加保费。
例如，汽车保险公司传统上会根据若
干可公开获得或者易于获得的可变因
素，例如信用评分、所在地点、汽车
类型、每年驾驶里程数、年龄以及性
别，来判断驾驶员的行车风险。这些
可变因素提供了足够的洞察，使保险
商可以根据历史趋势对个人进行适当
地评估。通过整合其他可变因素，保
险公司就能够为每个客户量身定制更
理想的定价。

由 IoT 遥测技术获取的数据，保险公
司能够为很少超速并且始终系安全带
的司机提供特殊折扣优惠。
在业主保险领域，IoT 数据可用于向
居住者发出预警，帮助及早消除自来
水或燃气泄漏隐患，从而避免灾难的
发生，同时降低保险公司和参保者的
风险。IoT 还可用于帮助检测欺诈性
索赔。保险公司可将位置信息和物联
网微观气象报告结合，确定财产是否
处于遭到冰雹袭击的区域之外。
除具有前瞻思维的传统保险公司使用
物联网数据外，还有一批新的竞争对
手，也就是所谓的保险科技公司
(insurtech)，也在 捕获 和使 用物 联网
数据。保险科技公司使用先进技术颠
覆保险行业的商业模式，手法与金融
科技公司颠覆金融服务行业的完全一样。

商业模式的变化将包括联系发起方。
目前，通常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客户
会联系保险公司以发起索赔。想象一
下，如果遥测技术会在事故发生后向
保险公司发出警报，情况会如何变
化。安全气囊在弹出后，会立即请求
紧急服务，并且对保险核算方、修理
店和车辆租赁公司发生警报。
当 然 ， 使 用 IoT 数 据 会 增 加 隐 私 问
题。如果保险公司发生数据违规情
况，会导致客户隐私泄露。最近一项
调研的结果表明，60% 的受访千禧一
代表示他们会购买连接到物联网的设
备，例如冰箱。但当问到是否愿意和
保险公司分享数据时，只有 20% 的受
访者表示愿意。3
目前，保险公司需要证明客户能够从
分享个人数据中受益。激励措施可能
包括价格折扣、关联产品、相关服务
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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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客户

连锁反应
随着从实时 IoT 数据获取实时洞察变
得日益普遍，IoT 有望降低财产和意
外保险行业的风险。思考一下汽车保
险业务的形势。94% 的交通事故被认
为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无人驾驶
汽车的研发有助于降低这种保险业务
2
的风险。 同时，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 由谁支付保险费用。该由汽车所有者
承担责任吗？或者，在大多数情况
下，该责任转移至生产商？

由于客户对价格比较敏感，一些保险公
司希望将物联网设备作为吸引和留住客
户的新价值来源。至少已有一家汽车保
险公司部署了一种新型连接互联网的传
感器，该传感器 插入汽车的附 件插座
中，能够感受撞击。
通过与电话结合使用，可询问司机是否
需要帮助。如果司机无应答，则传感器
会拨打急救电话，提供汽车所在位置。
此项服务收费低廉，而且此设备免费提
供给订购者。欧盟（EU）正采取措施，
要求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之前欧盟所
有的汽车内均需使用 eCall 技术。4

客户和保险公司之间的许多互动都是
负面体验的结果，例如汽车事故、洪
灾、火灾、失窃或者保险费增加。IoT
正在改变着与客户互动的负面体验，
减少对于索赔的重视，更加注重于提
供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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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
某些企业正运用物联网，探索新的业务
模式以增加收入。Metromile 是一家位
于旧金山的保险公司，计划向行驶里程
数较低的驾驶员收取较高的保费。该公
司使用车载数据，创建新型保险客户体
验，包括跟踪行驶距离、诊断机械故障
并发送备用停车警示信息。 5 许多保险
科技公司开发了多种非常有前景的 IoT
技术，能够为传统的保险公司提供强有
力的合作机遇。

还可使用 IoT 量化风险，生成新的收入
机遇，而这之前是不可能的。例如，通
过安装传感器监控环境状况，例如周围
的声音、光线和氧气水平，可能为提高
保险商的生产力带来新的可能性。

许多保险科技公司开发了多
种非常有前景的 IoT 技术，
能够为传统的保险公司提供
强有力的合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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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行业影响

IoT 技术具有颠覆性，为
保险商提供了引领创新潮
流的机遇。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IoT 的意义不仅仅
是增加更多的数据点来衡量风险、留住
客户或者增加收入。IoT 技术具有颠覆
性，为保险商提供了引领创新潮流的机
遇。由 IoT 推动的变革，在应对即将到
来的行业转型方面给管理团队带来了更
多的压力。

2. 培养 IoT 技能应当成为主要关注点。
尽管有 46% 的受访保险公司高管表示准
备在未来 10 年内投资数字互联技术，但
只有 34% 表示员工队伍目前具备处理此
技术的技能。6 另外只有 49% 的受访者
预计从现在起的 10 年后可能会具备此类
技能。7

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家居、智慧汽车以
及新的业务模式不是即将到来，它们已
经到来。保险公司目前可采取若干 步
骤，为 IoT 的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3. 与保险科技公司以及保险生态系统中

1. 从小起步；快速学习，迅速发展。 在
小范围、可定义的业务领域或地理区域
创建概念验证。在开始阶段，与客户就
设计进行互动，在整个过程中获取 反
馈，同时为客户的参与提供奖励。准备
好扩展切实可行的想法，摒弃没有前途
的想法。

的其他成员创建联盟，加速创新，帮助
定义行业标准。 在考虑自己开发还是购
买创新技术时，可寻求与保险科技公司
合作，填补相关技术空白。联盟有助于
加速创新，分担风险，而且花销低于收
购成本。联盟可以包括其他保险公司、
金融公司，甚至保险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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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专家
4. 考虑客户重视的方面。 在以物联网
为导向的低风险未来，保险公司最大
的 资 产 可 能 就 是与 投 保 人 之 间的 关
系。保险公司必须想方设法，在客户
在 意 的 方 面 提 供支 持 。 路 线 、兴 趣
点、交通和天气信息可能是汽车保险
客户需要的内容。社交媒体无疑是数
据金矿，有助于发现并建立客户和潜
在客户的共同兴趣群体。研究有助于
降低风险的新服务。家庭和汽车安全
系统以及网络安全仅仅是两个例子。
向能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客户提供忠
诚度计划和个性化的白金客户服务。

物联网对保险行业的影响正在显现。业
务模式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选择很
简单：要么做好准备，迎接改变；要么
成为旁观者，最后在市场中消失得无影
无踪。

Praveen Velichety
副合伙人
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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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ichety@uk.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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