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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数字化业务性能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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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背景

保险行业全面进入数字化业务时代

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新技术的变革，加速了保险行业业务模式的创新

发展，传统保险企业掀起了一场数字化浪潮，逐步向数字化业务转型，运营模式和消费场景都出现了

巨大变化。

与此同时带来的是竞争的加剧，在互联网浪潮的推动下，保险企业之间展开了一场模式与效率之

争，保险企业的数字化业务要想拥有真正的竞争力，IT 能力是关键，数字化业务体验是核心。今天

任何一家保险企业对内对外的 IT 系统都是错综复杂的，IT 运营能力直接影响企业数字化业务的质量

与效率，决定了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在数字化业务的驱动下，保险企业对 IT 运营的定位已经由“交付型”转变成为 IT 和业务相结合

的“运营型”。对于 IT 部门来说，理解客户和潜在客户的行为模式以及 IT 性能如何影响用户体验正

变得至关重要，只有保障业务系统良好的可用性和性能，才能支撑数字化业务健康高速发展，但目前

保险企业 IT 运营部门仍然面临很多挑战：

1、当企业推出秒杀促销等营销活动时，前端业务系统访问剧增，不能从 IT 层面了解网站及 App

的真实用户体验及用户流失原因，降低了 IT 的价值；

2、不了解竞争差距，同行业应用性能无对比数据支撑；

3、难以发现及定位电销、官微、商城等各个业务线系统瓶颈，不能帮助业务提升；

4、保险系统复杂，如出现系统反应较慢、崩溃等问题，无法准确定位问题；

5、数据孤岛仍然是个大麻烦，难以将众多的监测数据和业务数据融合，形成一体化的智能监控

平台。

解决方案

博睿数据为您提供一站式应用性能管理解决方案

今天 IT 部门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在舍本逐末！我们需要

运筹帷幄，统领全局，一站式的应用性能管理理念能够帮助企业构建更加灵活高效的 IT 运维能力，

从海量、无序的数据中发现价值，提升 IT 对数字化业务的贡献。

博睿数据以数字化业务为中心，为企业跨域采集 IT 数据，实现数据融合，结合国内领先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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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智能算法进行全栈关联分析，以业务视角，帮助企业建立可视化的 IT 智能管理平台，对业务、

运维及开发进行统一监控，提升 IT 对数字化业务的支撑效率和质量，构建领先的 IT 运营能力，提升

企业的用户体验和整体竞争力！

下面结合保险行业 IT 运维主要场景来进行阐述：

方案实施介绍

场景 1：实时掌握 App 用户体验， IT 运维各项指标可视化管理

场景简述：

保险行业已从传统的代理人上门服务逐渐转型为互联网服务模式，尤其是移动业务发展迅猛，保

险企业 App 成为业务的主要入口，大量终端用户的访问，对于保险公司 App 本身的性能提出了越来

越高的要求。体验差、投诉频发，使客户对于保险公司的企业形象及服务能力提出了质疑。

解决方案：

博睿数据通过在 App 中嵌入 SDK 的方式，全量获取每一次真实用户的操作体验，快速发现、定

位应用的本地代码和网络质量问题，从源头收集 App 性能问题并实现可视化管理。在网络层面，获

取网络层数据和通讯协议的性能数据，了解整个请求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耗时情况；在问题层面，获

取应用崩溃、卡顿、慢交互、无响应等数据指标。真正做到 App“全方位”监测，从而帮助保险公司

快速定位故障点，减少故障处理用时，优化应用性能和用户体验。

价值：

1.快速定位 App 问题，降低MTTR，减少业务损失；

2.从客观数据出发，有针对性的优化自身 App 性能，提升对业务的支撑能力；

3.提升 IT 价值，有效改善数字化业务的使用体验。



3

App 数字化体验可视化管理

场景 2：重点业务上线前后进行性能监控，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发现瓶颈

场景简述：

保险企业内部负责全业务链运营的人员分布在各个不同部门，当业务部门人员或者业务代理人使

用时出现问题，进行问题汇总上报，由运维和研发支撑部门进行统一问题排查，这样被动的局面导致

效率很低，直接带来业务和品牌损失。

解决方案：

对电销、官微、商城等业务在上线前以及运行中的系统，博睿数据通过在服务端部署探针，获取

系统、中间件和应用代码的三层性能数据。无需研发人员参与，自动透视代码运行效率，应用拓扑自

动可视化，透视业务和 IT 设备之间的关联关系，探测应用性能接口，定位访问频繁、性能差的接口，

在系统中探测和接口相关联的问题源头，进行代码级问题定位，清晰界定各部门权责，大幅缩短故障

解决时间，保障各个重点业务的健康高效运行。

价值：

1.代码级别定位，提升问题处理能力和效率；

2.界定各个部门之间的问题所在，缩短处理问题的时间；

3.把客户端、网络、系统和应用数据的全业务链打通，让数据不再是一个个孤岛，而是可以做到

全栈关联分析，快速定位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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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代码性能瓶颈

场景 3：保险系统出现问题时，准确定位投保应用环节

场景简述：

保险代理人或者投保人在系统进行投保的业务操作中，会涉及到保险系统的多个业务应用系统，

比如核心应用系统、核心影像系统，投保人在使用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验证码发送失败、页面访问不

到、系统慢等复杂情况。

解决方案：

在投保的各个核心应用、核心影像、保单录入系统及保单查询系统等核心系统都部署后端应用探

针，随时查看内存使用率、cpu 使用率和连接数，辅助判断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无故重启等问题；

通过错误快照判断验证码出错的问题所在，修改脚本；系统出现访问慢，节点打不开的情况，查看当

时运行的业务，定位导致慢的根源，具体到哪个类下的哪个方法。

价值：

1.清晰拓扑结构，了解业务和设备之间的关联关系；

2.提升错误业务的问题定位能力；

3.辅助判断系统健康情况；

4.为业务代码和脚本修改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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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成应用拓扑

场景 4：和原有的运维数据结合使用，加快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进度

场景简述：

保险系统因其复杂性，除自身会产生庞大的运维数据外，还存在大量第三方服务数据。不同来源、

不同类型的海量数据形成多个数据孤岛，当系统性能和用户体验不佳时，往往难以形成数据关联分析，

进而定位根因，增加用户流失和业务损失。

解决方案：

通过博睿数据的数据融合平台，将所有业务请求进行应用前端和服务后端的数据贯穿，同时兼容

客户自有数据和第三方服务数据，进行数据统一分析。

例如和日志数据结合：当日志数据出现问题的时候，对接错误类型数据进行针对性判断，建议将

网络标准错误码和博睿数据 600 以上的错误码分开统计分析；当日志数据出现波动的时候，对接网络

底层数据和解析层面数据来判断是否网络链路问题；如果网络链路层不存在问题，对接慢请求数据，

结合日志的主机内存、cpu 情况进行判断；在详细的应用层数据分析问题的时候，对接散点数据，拿

到当时用户访问的情形，进行进一步判断。

价值：

1.为数据融合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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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重数据的互相验证，提供更可靠的预警机制；

3.为实现 AIOps 沉淀数据资产。

性能数据和日志数据融合

场景 5：了解自身 App 及同行 App 性能，明确行业竞争地位

场景简述：

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商业决策更是需要明确的数据支撑，App 作为数字化业务的主要阵

地，只有了解行业App 性能对比才能找到竞争差距，有针对性的优化和提升，发挥 IT 运营的价值，

提升用户体验和品牌美誉度。

解决方案：

博睿数据主动式监测服务，可以对行业内相应的 App 进行同模式流程比对。无需企业对 App 进

行代码修改或者嵌码等配合，利用遍布全国的真实手机监测节点，模拟真实用户环境，获取 App 运

行的各项性能指标，帮助企业将自己所关注的同行及自身 App 应用性能进行客观量化对比，全面掌

握网络性能质量、事务通过率等。

价值：

1.及时了解自身 App 性能，准确定位问题所在；

2.对比自身及竞品 App 性能的优劣势，有的放矢地进行优化；

3.提前发现问题，防止用户流失，提升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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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睿数据深度服务保险行业知名企业

博睿数据 10 余年专注 APM领域，深度服务金融、互联网、制造、运营商等重要行业头部客户，是国

内 APM技术领军企业，支持最复杂的 IT 逻辑及业务层级，拥有行业最多的专利技术和多款独家产品。

端到端的产品组合为保险企业提供一站式业务性能管理解决方案，快速定位问题并做到知己知彼，优

化 IT 能力，提升对数字化业务的支持效率与质量，提升用户体验。

让每一家企业都能享受 IT 运营的数据价值

1. 规避 IT 运营风险：为企业建立全业务链 IT 管理体系，实时掌握所有关键性能指标，快速发现并定位问题根源，

提升排障效率，规避风险。

2. 降低运营成本：全栈性能分析可视化，业务拓扑自动发现，减少人员投入，优化 IT 资产投入及管理，降低企

业成本。

3. 提高业务增长及竞争力：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业务数据与性能数据的关联分析，直观了解支撑所有业务

的 IT 性能，主动掌握用户体验及竞品数据，提升用户满意度和整体竞争力，助力业务发展。

解决 IT 运营关注的重点问题

1、竞品分析

2、端到端业务监控

3、真实用户体验监控

4、第三方服务质量监控

5、劫持分析

6、不同团队责任界定

7、异常监测

8、根因分析

9、动态基线预测

10、故障预警

http://www.bonree.com/scene/scene-third.html
http://www.bonree.com/scene/scene-third.html
http://www.bonree.com/scene/scene-thi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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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APM（应用性能管理）技术

的领导厂商，成立于 2008年。公司专注于利用数据赋能 IT 运维，助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2020年 8月 17日，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股票简称：博睿数据，股票代码：688229）。

迄今为止，公司已经拥有 6项已授权发明专利、59 项软件著作权、26

项核心技术，在应用性能管理领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具备较强的技

术先进性。在Gartner《中国 AIOps 市场指南报告》中，公司是唯一一

家同时具备强大 APM背景和强大数据分析/AI（人工智能）能力的厂商。

成立 10 余年以来，公司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等

地设立了营销中心，在北京、武汉、厦门等地设立有研发中心，现有员

工中，技术人员占比达到 80%以上。公司的解决方案已被广泛应用于互

联网、金融、制造业、电信相关服务、电商等多个领域。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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