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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
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
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
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金
融机构以各种手段掩饰、隐瞒资金的来源
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目
前，常见的洗钱途径广泛涉及银行、保险、
证券、房地产等各种领域。

为了让反洗钱工作更加严格和细致，
2018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证监会联合发布《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
2019 年 2 月 21 日，银保监会发布 2019 年
的第 1 号令《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管理办法》；等等。

一直以来，银行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主要依赖于反洗钱专家经验规则。但随
着银行交易量逐年增长，可疑交易宗数年
增长30%至40%，仅通过人工规则优化来
减少可疑案件量，难以建立规则优化的长
效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科研人员已利用人工
智能机器学习平台研制出反洗钱可疑交
易智能分析平台，为反洗钱相关部门提供
由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驱动的反洗钱
决策支持。

洗钱犯罪新趋势带来挑战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国洗钱犯罪
活动出现了一些新趋势，这为反洗钱工作
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面对严峻的反洗钱形势，反洗钱监管力度
还需加大。

目前，从人民银行破获的洗钱案件情
况来看，我国洗钱犯罪活动的趋势之一是
向不发达区域蔓延。具体来讲，洗钱犯罪
的上游犯罪（毒品、黑社会、走私团伙等）
逐渐向内陆蔓延，这主要是由于内陆地区
相对宽松的环境为洗钱提供了便利。而

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监管不断加强，洗钱
犯罪分子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与此同时，涉众案件、职务犯罪案件
增多。据介绍，洗钱活动涉及的上游犯罪
由经济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领域向
涉众型犯罪案件及职务犯罪案件延展。
非法传销、非法集资以及各种“黑基金”案
件等涉众型犯罪案件层出不穷。而职务
犯罪案件多集中在银行信贷、证券期货、
交通运输等领域。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金融
和非金融交易业务不断更新，洗钱行为正
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当网络银行、电子
货币、电子交易出现以后，精通电子技术
的洗钱者踪迹变得更加飘忽不定。互联
网技术发展的同时，洗钱手段不断升级。
互联网借贷平台、互联网保险、虚拟货币
等，都成了洗钱犯罪分子的温床。目前，
利用电子支付、电子交易的网络洗钱成为
主流，大量洗钱行为发生在线上。数据黑
产与洗钱团伙联合，申请欺诈、交易欺诈、
洗钱交易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反洗钱工作的开展和实施，对中国
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不仅有利于及时追查并没收犯罪所得，遏
制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维护经济安全
和社会稳定，并且有利于消除洗钱行为给
金融机构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和法律风
险，维护金融安全；同时，能够切断资助
犯罪行为的资金来源和渠道，防范新的
犯罪行为，保护受害人的财产权，维护法
律尊严和社会正义。”中关村互联网金融
研究院院长刘勇表示，积极参与反洗钱工
作的国际合作，还能维护我国良好的国际
形象。

AI提高可疑案件监测能力

在预防、监控洗钱活动方面，银行等
金融机构是以客户识别、大额交易、可疑

交易报告以及记录保存等制度为核心内
容，通过资金监测实现反洗钱工作目标。
从方式上看，银行反洗钱工作的开展，主
要依赖于反洗钱专家的经验规则。

然而，单纯依靠经验规则的反洗钱工
作流程，在当前反洗钱监管环境下遇到的
问题越来越明显。一位银行从业人员表
示，最大的困难在于快速增加的交易量导
致案件成倍增加与有限人力资源之间的
矛盾，如何更准确、更高效地识别反洗钱
可 疑 交 易 ，成 为 各 大 银 行 亟 需 解 决 的
问题。

比如，每年的可疑交易量显著增加，
仅通过人工规则优化来减少可疑案件量，
难以建立规则优化的长效机制。而识别
的可疑交易仅以随机方式分配给调查员，
无法根据调查员的资历与最佳工作时间
合理分配案件调查任务。

又如，可疑案件描述信息依赖人工总
结，这影响了案件上报流程效率以及案件
审核流程信息的可管理性、可追溯性。对
此，大型金融机构需要提升反洗钱审查管
理效率。大型金融机构交易基数大，系统
报警的可疑交易数量庞大，而人工审核后
上报率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审核成本，
迫切需要以“风险为本”为原则，指导和优
化反洗钱资源配置。

“大型银行一般都配备了几百人的反
洗钱人工审核队伍。而采用 AI（人工智
能）反洗钱技术能够帮助金融机构在控制
风险的同时，节省 30%以上的审核工作
量，相当于每年节省数千万的人力成本。”
第四范式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柴亦飞表
示，AI反洗钱还能够提高可疑案件监测能
力，补充漏报案件，帮助客户规避不必要
的监管处罚，以及法律、声誉和经营风险。

迭代优化反洗钱规则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是一项可迭代的系统

工程，将充分结合有监督和无监督算法，
侦测新型洗钱特征，并迭代优化反洗钱可
疑案宗评价模型；此外，结合算法侦测的
新获特征，运用多分类模型，还可实现智
能识别反洗钱类型，并强化反洗钱可疑评
价模型，实现重点可疑案件识别。”柴亦飞
表示，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反哺反洗钱知识
库，实现知识积累，迭代优化反洗钱规则
体系，并实现反洗钱审核闭环优化体系。

那么，如何建设反洗钱可疑交易智能
分析平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具体可
分为4个阶段。

阶段一是精准识别，也就是通过审查
案宗建立 AI 识别模型，借助高维离散特
征更精确的刻画能力，大幅提升反洗钱识
别精准率，精确定位可疑案宗，优化审查
人员资源分配。

阶段二是辅助审核，即通过人工智能
技术识别模型中的模型特征，经过业务和
工程解析，转化成支撑案宗判定的佐证信
息。同时，建模数据通过数据处理，也可
成为重要的交易案宗统计分析信息。

阶段三是知识沉淀，即引入更多人工
智能技术，加强 AI 辅助业务的能力。例
如，引入知识图谱技术，通过对第三方机
构数据进行受益人识别，将数据中的信息
提炼整理，有目标地开展有效使用。而引
入NLP技术和文字识别技术，可提供反洗
钱监测工作的预警分析等需求。

阶段四是探索新知，这是 AI 模型迭
代探索阶段，在横向维度建立多分类模
型，对于反洗钱种类中的重点种类，通过
AI模型进行分类。在纵向维度，精细化反
洗钱可疑案件识别模型，通过足够的数据
积累，建立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划分模型。

值得一提的是，有业内专家表示，尽
管 AI 技术潜力巨大，但仍是反洗钱工作
的辅助手段之一，在实际应用中，金融服
务行业还需要更好地了解人工智能的风
险和局限性。

人工智能助力反洗钱升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前不久，全球反洗钱标

准的制定机构——反洗钱金

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公布了《中国反洗钱和反恐

怖融资互评估报告》，认可近

年来中国在反洗钱工作方面

取得的积极进展，认为中国

的反洗钱体系具备良好基

础。其中，人工智能的作用

日益凸显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电力需
求愈发高涨。对此，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开
展了特高压大容量电力线路大规模建
设。但电力线路将穿越各种复杂、高海拔
地形，在增大勘测和巡检工作量与难度的
同时，如何有效解决电力线路巡检的盲点
多、危险大、效率低、难度大等问题呢？

伴随着无线通信技术、航空遥感测绘
技术、GPS导航定位技术及自动控制技术
的发展，新近诞生的无人机遥测遥感测绘
技术有效破解了上述难题。其中，多旋翼
无人机作为较新颖的高科技设备，近几年
便在输电线路工作中一显身手。借助自
主导航飞行与自主悬停功能，多旋翼无人
机可以与输电线路保持安全距离，并在灾
害性天气的输电线路灾害分析、巡视检测
输电线路以及快速查找线路故障点等方
面发挥了显著优势。

多旋翼无人机的工作模式分为人工
控制和自主导航两种。人工控制模式，顾
名思义是指由操作人员直接操控无人机
的飞行线路开展巡查。通常使用地面控
制站来预先布置无人机的飞行位置，或采
用手动遥控器控制飞行，可直接目视无人
机飞行位置。自主导航模式则是指预先
设置好无人机的飞行路线，由无人机全自
主或半自主控制飞行来开展预先设定好
的飞行巡视任务。

目前，多旋翼无人机主要应用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在电力勘测工程上的应用。全
国每年有数千公里的输电线路工程规划
及改造，需要详细的信息采集和测绘工
作。而采用无人机测绘系统在高效获得
数据的同时，还能优化输电线路的路径，
并在多方面降低环境对信息采集与勘测
的影响，能对未来整体智能电网建设提供
基础数据。

二是应用于工程架线。最原始的工
程架线方式是人力展放牵引绳，不仅施工

效率低，对于施工中遇到的特殊地形跨越
也难以很好完成。动力伞是目前较常用
的展放牵引绳施工方式，但需要驾驶员操
控，存在施工风险，飞行稳定性也较差。
而利用多旋翼无人机架线，可轻松飞越树
木、湖泊等复杂地形，向地面准确空投导
引绳，顺利完成跨越任务；在减少劳动强
度和难度的同时，施工中的人身安全也得
到了保障。

三是智能巡检。多旋翼无人机具有
强大的机动性、悬停稳定性以及灵活性，
不受地形地貌影响，十分适合用来检查输

电线路的高空设备，比如绝缘子、导地线
等。同时，它能够轻松拍摄到图像和视
频，帮助技术人员了解设备的具体状况，
使检修方案的制定更为方便合理。无人
机巡检作业可以大大提高输电维护和检
修效率，使许多工作能在完全带电的环境
下迅速完成，作业范围半径可以达到100
公里以上，且不为地形所扰，无疑是一种
安全、快速、高效、前途广阔的巡检方式。

四是开展高山线路中的铁塔巡检。
按照传统巡检方式，由于铁塔建设在高山
上，悬崖陡峭，路途艰难，至少需要3至4
个小时才能完成巡检。使用无人机后，在
山脚下即可对山上的铁塔开展全面巡检，
耗时仅需20分钟左右，效率大为提高，既
节省了人力、物力，也提高了作业人员的
安全系数。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多旋翼无人机在
输电线路中的应用仍存在提升空间。例
如，无人机的飞行控制稳定性以及操作人
员的操作水平等仍有待提高。同时，无人
机在输电线路中的应用仍处于实践阶段，
需要做好安全控制和流程标准化工作。
相信随着科技飞速发展，多旋翼无人机将
显示出更加强劲的优势，全面助力国家电
网建设。

（作者系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高级工程师）

无人机在电网建设中显身手
胡 滨

“1秒”究竟能测量到多精准？时间频率的计量水
平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近日，“国家时间
频率计量中心上海实验室”落地。该实验室依托上海
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集时间频率计量技术研究、量
传溯源服务、人才培养于一体，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
高准确度时间频率实验室，可将1秒计量到纳秒级。

时间频率作为最准确的基本物理量，较早实现了
量子化定义，一直在国民经济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对于高准
确度时间频率服务的准确性、稳定性、可靠性和全天候
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家时间频率计量体系的
建设，不断加强时间频率科技创新，提升能力建设。国
家时间频率计量中心上海实验室的落地就是完善时间
频率体系的重要一步，将有效提升我国时间频率的科
技水平。

上海证券交易所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表示，
上海正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时间频率安全可控是保
障金融安全的重要一环。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时
间准确度的要求已经达到百纳秒量级。为加强市场监
管，维护股票交易的公平性，金融行业需要统一的实时
授时服务，进一步保障金融数据的安全。未来，上海实
验室建立的时间标准将直接传递给证交所，让上海金
融的交易系统实现独立自主可控，为国际金融中心保
驾护航。

5月 20日，被喻为“根本性飞跃”的新国际单位制
正式生效，实现了 7 个国际基本单位全部建立在基本
物理常数定义之上，意味着“国际单位制进入了量子化
时代”。在7个国际基本单位中，时间测量的准确度最
高，稳定性最强，应用面最广。高精准度时间的应用，
能够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智能、更高效，社会管理更便
捷、更可靠，同时能极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例如，在互联网、移动通信、卫星导航等领域，均离
不开对高准确度时间的应用。如果时间测量准确度不能
突破微秒量级的限制，就不可能有当今万亿元规模的全
球导航定位产业。卫星定位需通过测定电磁波信号传
播的时间，来测定卫星与地面物之间的距离。1微秒的
时间测量误差，导致的地面定位误差约为300米。所以
说，空间位置的准确度取决于时间度量的准确度。

国家时间频率计量中心

上 海 实 验 室 落 地
1秒可计量到纳秒级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日前，全球首个人工智能
实验床——“泰”在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亮相。该实
验床提供人工智能芯片和系统等基础环境，是面向人
工智能研究、开发与应用验证的大型试验装置。发布
会上，2019 年世界智能计算机大会的系列活动——

“国际人工智能系统大赛”宣布启动。
人工智能实验床“泰”由国际测试委员会联合中国

科学院、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中国计量科学院等国
内外单位共建，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和北京尖峰新
锐信息科技研究院负责运维管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研究员詹剑锋介绍，实验床是建设产业生态的加速器，
将为制定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标准提供依据，
推动一系列新标准体系的建立。“它是一个包含了芯
片、操作系统、资源管理系统、web网页等的实体。作
为分布式装置，它又是一个开放平台，人们可在世界各
地登录不同芯片或系统，测试、开发特定程序；装置提
供了几十条人工智能赛道，比如阿里巴巴的商业应用
场景、寒武纪的大规模神经网络加速等，人们可以在这
些赛道上验证、展示和比拼新技术。”詹剑锋说，“实验
床将客观评价新技术，发布技术性能榜——包括 IoT
(端)、Edge(边缘)、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机人工智能
评测基准和性能排行榜，这本身就是人工智能领域标
准体系的建设过程”。

詹剑锋还表示，实验床既能模拟未来智能设备的
验证环境，又能提供新技术实训教育平台和科教交流
工具，将发挥推广和培训新技术、新设备，培养人才的
作用。

发布会上同时宣布启动的“国际人工智能系统大
赛”将主要依托该实验床进行，设特等奖1名，奖金10
万元。赛程包括系统竞赛以及算法竞赛。

位于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的曙光“星云”超级计

算机系统，是人工智能实验床“泰”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首个人工智能实验床发布
“国际人工智能系统大赛”同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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