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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再探索》又与大家见面了！

《寿再探索》创刊号推出之时，我们不免惴惴，担心因刊物的水平有限，辜负了广

大业界同仁们的期望与支持。所幸大家给予了最大的宽容与积极的肯定，让我们平添信

心继续努力做好刊物，争取将《寿再探索》办成国内人寿保险业界进行技术探索与交流

的园地。

第二期《寿再探索》以核保技术作为刊物的主题，刊载的五篇文章各具特色，从不

同角度阐释了核保技术的演变趋势与发展创新。开篇文章《核保手册的产生和发展趋

势》，从核保手册产生的背景和构建原理，核保手册从纸质到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应

用形成电子核保手册的演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角度全面综述了核保技术的发展之

路；《实证研究在核保评点中的应用探索》一文，介绍了借鉴循证医学主要思想的实证

研究，应用于核保评点的探索与实践；《心血管疾病多风险预测模型及其在电子核保

手册系统中的应用》，则通过多风险因素计算器的开发过程，系统介绍了来源于心血管

疾病最新研究成果的多风险因素相互作用乘积效应研究理论，及应用该理论所建立的多

个风险预测模型在电子核保手册系统的实践应用范例；《保险业职业分类的新探索》介

绍了在职业风险评估方面，以工作职责划分职业类别的新思路及其在电子核保系统中的

实际应用。《AUTOMATING THE UNDERWRITING PROCESS》是中再寿险核保专家

Susannah Jane Cour-Palais（英）关于核保自动化这一发展趋势的一篇专门论述。

希望通过这些文章，将我们对于世界范围内核保技术发展演变的最新理论研究，以

及借鉴不同行业的先进思想与研究方法，创新性应用于电子核保系统中的探索成果展现

给大家。抛砖引玉，期待能够引发核保专业人士的热烈讨论，相互借鉴，激发灵感，共

同促进保险业风险评估技术的创新与进步。

刊首语

01ReSearch寿再探索





CHINA RE

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IFE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08 ReSearch寿再探索

实证研究在核保评点中的应用探索

提要：实证研究（EBR）来源于循证医学，在保险核保评点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本文介绍了实证研究在核保评点中的应用方法，并以中再寿险核保手册评点制定作为实

例，对实证研究用于核保评点时的技术优势及尚需努力的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实证研究   循证医学   体重指数   核保 

随着保险核保定价水平的不断提高，实证研究(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
EBR)逐渐成为核保评点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实证研究是指保险公司核保及精算人员，

在对疾病的危害性进行合理的评估、制定最佳评点水平时，对于医学领域最新、关联程

度最高、大人群样本量、统计基础可靠的临床科学研究进展进行参考与分析，从而对保

险业务做出准确合理的承保决定的过程。近年来，实证研究在保险核保领域中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中再寿险在核保手册研发的过程中，也大量应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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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多风险预测模型及其在电子核保手册系统
中的应用

摘要：心血管病（CVD）是世界范围内致残和导致过早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深入

研究心血管病多个风险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于心血管病死亡率、发病率的影响，以及我

国心血管病发病的预测模型，将对于核保人员准确、合理评估客户的健康风险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中再寿险根据多项研究成果和相关数据库开发出多风险因素计算器，该计

算器涉及的风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BMI、血压、血脂（TC、HDL-C、TG）、血糖。

关键词： 心血管病  年龄  性别  BMI  血压   血脂（TC、HDL-C、TG）   血糖   

心血管病（CVD）是世界范围内致残和导致过早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心血管疾

病危险因素的不同数值、多个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等在一定程度上预示

着个体未来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以及罹患心血管病的严重程度。因此，深入研究心血

管病多个风险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于心血管病死亡率、发病率的影响，以及我国心血管

病发病的预测模型，将对于核保人员准确、合理评估客户的健康风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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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NG THE UNDERWRITING PROCESS
ABSTRACT: internationally, many life insurers have recognised the strategic 
benefits of automating part of their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using an underwriting 
rules engine. Benefits extend far beyond just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 engine 
enables the collection and reporting of data on a scale and to a level of detail never 
previously possible;  allowing feedback to pricing actuaries and marketers to help 
companies understand the quality of business and react fast to changing risk in a 
competitive marketplace.

This article summarises the key features and benefits of an underwriting engine, 
with some examples of how the technology is being used around the world.

摘要：国际上，许多寿险公司已经意识到应用核保规则引擎将一部分风险评估过程

自动化的战略收益。这种收益不仅仅限于运营效率的提高。引擎使大规模收集和报告数

据成为可能，并且细化到过去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能够反馈给定价精算师和市场人员，

从而帮助公司理解业务质量并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对变化的风险快速反应。

这篇文章归纳了核保引擎的特点和有利之处，并举例说明这项技术正如何在世界范

围内使用。



核保流程的自动化

过去十年，全球各地市场的寿险公司将大部分在技术上的投资用于实现新契约流

程自动化。

在所有成熟的寿险市场中，寿险公司最关注的就是如何缩短出单时间（从填写投

保单到签发保单之间的时间）和降低新契约的成本，决定这二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核

保风险评估流程。其他关注点包括：

.提升终端顾客的服务满意度以及出单审核的透明度（在很多情况，这意味着销售 
         点可以实现自助服务和现场出单）

.整合多种销售模式（包括银行保险、电话销售、职域销售、代理人销售、互联网 
         销售、团体销售）

.维持中介参与度（在很多市场中，代理人/销售人员是保险公司的主要客户）

在实现以上功能的同时需要保持有竞争力的保费（这就要求有完善强大的风险评

估流程，并且具备业务管理的经验，以保证业务质量），并且确保遵循总体监管要

求。

通过规则引擎技术实现新契约流程自动化，即意味着在达成销售业绩、兼顾风险

审核和合规等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实现日常核保业务处理自动化，大幅度降低业务处理成本。

.使用其他风险评估信息，来替代昂贵费时的医学报告和实验室报告数据。

.收集相关信息作为结构化数据，并结合其他业务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分析，来优化 Lö-(
¼LU�`�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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