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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氪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
出异常交易监测解决方案 TAI（Trans-
action AI）。该方案在基于氪信独创的
同时，聚合了众多全球尖端AI（人工智能）
科技的复合型技术框架，专为复杂交易场
景量身打造,推动银行业不断升级。而这
正是当下 AI 对银行业深刻影响的一个
缩影。

多场景应用AI技术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TAI方案率先
采用领域知识图谱、基于无监督算法和多
级递进模型的异常检测以及复杂网络分
析和图的半监督传导模型等技术，构建交
易行为偏离预测、账户行为偏离预警、群
体风险识别等模型，有效解决了传统金融
领域反欺诈系统面临的全面性、准确性、
单一性、数据算力以及挖掘深度等困境。
与此同时，该解决方案还通过为风控专家
提供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模型预测结果，实
现了 AI 模型的白盒化，即不仅能输入样
本获得预测结果，还可以获得模型的参
数、梯度等信息。

也就是说，TAI 利用复合型 AI 内驱
力，助力商业银行完成从平面到多维欺诈
风险管理能力的全面升级。截至目前，
TAI全新的技术架构、风控思路及交互友
好的可视化风控管理模式，已在氪信与多
家银行的资金交易反欺诈项目合作中得
到实际运用。从实践成果来看，使用半监
督的欺诈账户识别模型体系和资金交易
知识图谱，可将识别群体欺诈的效能提升
40倍。

实际上，除了交易外，风险控制、
零售业务等都是AI助力金融的主要应用
场景。业内普遍认为，银行业作为高度
数据化的行业，加之业务规则和目标明
晰，是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据驱动技
术的最好应用场景。“这基于 4 个理由。
一是银行一直非常重视 IT 技术的利用，
信息化程度较高，技术环境与条件较

好。二是银行信息化程度较高，拥有丰
富的数据沉淀。三是传统金融行业更多
是以人力为主的服务行业，亟待通过人
工智能技术降低成本。四是银行具有一
定资金支持，留有试错的空间。”氪信
CEO朱明杰认为，金融业有能力、有动
力、有条件通过人工智能来提高效率，
并借此机会创新业务，从而实现个性化
的普惠金融。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银行业“拥抱”
科技企业开展合作，主要具有两大脉络：
一条脉络是“银行＋互联网公司”与“银
行＋技术服务公司”。其中，比较典范的
是互联网公司和以工农中建四大行为代
表的老牌银行强强联手。在另一脉络上
悄然进行着为银行带来稳健变革的，是各
类技术服务公司以项目方式嵌入银行的
智能化升级体系。

比如，华为等硬件服务机构提供云计
算平台，商汤、旷视、依图等人脸识别公司
为银行提供远程核身能力，科大讯飞等语
音公司为银行提供智能语音产品，氪信科
技等算法和建模公司为银行提供智能风
控、营销、客服等业务解决方案等。

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并非单纯的
技术概念，而是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
物。金融科技对当前银行业的渗透和再
造是全方位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2018 年年报中，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提及金
融科技的次数分别达15次、21次、7次、64
次、21次。招商银行还指出:“唯一可能从
根本上改变和颠覆银行商业模式的，是科
技。”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央行的征信
系统已采集了9.9亿自然人。然而截至目
前，过去从未申请过贷款或信用卡，与银
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无信贷关系历史，征信
记录基本空白的人群接近10亿人。当他

们想要办理信用卡等信贷业务时，银行需
要通过非金融属性数据进行分析判断。

“过去的BI（商业智能）时代，数据系统面
向人的规则建设和处理；而在AI时代，在
线业务渐成主流，数据量激增，超出了人
的经验范畴和处理能力边界。这些非结
构化的、非金融的数据，恰恰是机器擅长
处理的领域。”该业内人士称。

具体来看，依托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底层核心技
术，智能风控解决方案可提供预授信行内
白名单、贷前准入、贷后预警、收益评分、
信用卡激活促动、信用卡贷后调额、智能
催收等多个场景的解决方案。

“BI时代，由专家定义规则，通过机器
计算，采用的数据都是低维特征的。”朱明
杰表示，而在AI时代，则可以结合机器学
习、高维 AI 引擎和专家一起挖掘金融场
景数据，形成智能金融解决方案。他指
出，2018年11月，氪信就推出了新一代金
融科技领域的智能引擎“非或然”，实现了
从知识挖掘到知识内嵌，建模过程软件
化，以及数据闭环，进一步提升了效率和
安全性。

不仅如此，伴随银行越来越“互联网
化”，手机App已不仅是物理网点的补充，
也是一种电子销售渠道，它已经成为银行
触客的门户。根据银行财报，截至 2018
年底，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App下载用
户数均已突破3亿，招商银行和掌上生活
两大App的累计用户数达到1.48亿，“月
活”代替“开卡数”成为银行衡量业绩的重
要指标。

中国银行也在近期正式发布了手机
银行6.0全新版。发布时，中国银行副行
长郑国雨表示，中行手机银行6.0将人工
智能和专家智慧紧密结合，提供覆盖全币
种、全市场的“AI+金融”智能投资理财服
务，用户可随时随地享受中银慧投、专属
投资顾问等服务。

事实上，将银行App打造成一个超级
平台，并通过App来重新定义银行服务边

界的探索，正是让 AI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回到了熟悉的互联网场景。

建立统一的算法中台

现阶段，AI本质上是机器通过大量的
数据训练做出智能决策的能力。这为区
别于FICO（美国个人消费信用评估公司）
的新一代技术公司提供了发展契机。业
内人士表示，这些技术公司的创始者们，
通常是习惯以信息化方式解决问题的AI
专家。在互联网企业里，他们搭建的搜索
引擎日数据处理量在ZB（1ZB是10万亿
亿字节）级别，而金融领域只到 PB 级别

（1PB 是 1000 万亿字节）。也就是说，这
些技术公司对于数据挖掘、用户分析等早
已驾轻就熟。

那么，在AI时代，银行等金融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关键是什么？在专家看来，关
键是实现“AI as a service”——AI即服
务。这意味着，致力于向数字化转型的金
融企业，可以将 AI 视为一种服务能力。
而要获得这种能力，不仅要建立统一的数
据平台，还要建立统一的算法中台（用来
构建大规模智能服务的基础设施），从而
将其应用于不同的垂直业务场景。

需要看到的是，当下部分向数字化转
型的企业，已经具有打通数据构建统一平
台的意识，但对建立统一的 AI 算法中台
重视不足，出现了一个企业不同部门同时
造轮子（算法）的情况。这样导致的结果
必然是难以建立统一的 AI 平台，抑制了
技术进步能够带来的深远影响力，并造成
资源浪费。

“‘AI即服务’战略在具体落地时，需
要协作型组织关系和复合型人才，建立全
生命周期数据管理和新型开放式数据生
态，从而提供有效的 AI 平台支撑。”朱明
杰表示，这意味着 AI 时代企业数字化转
型中，人人都是AI产品经理，需要了解产
品，了解AI的边界，同时还要具有相关场
景领域的知识。

顺应产业革新热潮——

人工智能技术将重塑银行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近年来，伴随着高质量

的大数据积累，得益于强大

的计算能力，特别是深度学

习算法上的突破，人工智能

技术全面崛起，催生了金融

行业一系列产品和业务模式

的创新——银行业顺应人工

智能革新潮流的步伐“当仁

不让”

牛奶营养价值高，除了含有优质的蛋
白质外，还有丰富的钙。因此，牛奶成为
广受欢迎的饮品。然而，很多人认为超市
常见的常温奶，一放就是半年，不如鲜奶
营养价值高，所以还是鲜奶更好。真是这
样吗？

其实，鲜奶和常温奶最大的不同就是
杀菌方式不一样。

刚挤出来的牛奶有可能携带细菌，不
能直接饮用，都需要杀菌。目前，牛奶的

杀菌方式通常有3种：一是低温巴氏杀菌
法，即牛奶被加热到63℃至65℃并维持
30分钟；二是高温短时巴氏杀菌法，杀菌
条件为72℃至76℃维持15秒（或80℃至
85℃维持10至15秒）；三是超高温瞬时
杀菌法，在132℃杀菌2至4秒。

前两种方法都称作“巴氏杀菌”，生产
出的牛奶就是巴氏奶，俗称“鲜奶”。第三
种方法则简称为“超高温杀菌”（UHT），它
能彻底消灭牛奶中的有害细菌，因而根本

不需要加防腐剂，就能在密封包装后常温
储存半年以上，因此被称为“常温奶”。而
生产鲜奶的杀菌温度低，可以杀死牛奶中
绝大多数致病菌，保证残余微生物的数量
低于处理前的十万分之一。但仍存有一
些微生物，当温度升高时，它们就会疯狂
繁殖。因此，鲜奶在整个运输和储存过程
中，必须保持低温冷链，且保质期短。

诚然，“巴氏杀菌”温度低，鲜奶中的
一些营养会破坏得更少，但是，牛奶的营
养优势在于提供优质蛋白质和钙，这两种
成分几乎不受高温影响。加热仅导致牛
奶中的维生素流失，但损失程度很小。有
研究分析了原奶、鲜奶、常温奶及再制奶
（复原奶）的营养成分后发现，这几种奶中
最主要的两种营养素——蛋白质和钙含
量并没有明显差异；其他营养素有差别，
但差异也不大。

还有人说，“高温会导致牛奶中的蛋
白质变性”，这就属于以讹传讹了。我们
食用的任何一种熟食，其蛋白质都经过了
充分的加热变性，比如鸡蛋、肉和豆制
品。而且，即使不加热，这些蛋白质食物
从进入口腔开始，就要被人体自身的消化

液给变性，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人体吸
收。因此，根本不用害怕蛋白质变性。

总而言之，鲜奶、常温奶在营养方面
的差异不大。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到底
选常温奶还是鲜奶呢？

其实，在日常选购食品时，不能仅仅
考虑“营养”，还需要综合考虑价格、安全
性和便利性等问题。

比如，鲜奶从奶场到餐桌的整个流程
中需要全程冷链，这在不产奶地区，尤其
是人口居住比较分散的农村地区，实现起
来难度很大，成本也高得多。而且，一旦
有些环节不能保障冷链，安全性就无法保
障。而在这方面，常温奶就具有优势：它
们不需要严格冷链也能较长时间保存。

因此，日常选择牛奶时，为消费者送
上两条建议：一是如果在可以保障全程冷
链配送的地区，推荐购买鲜奶。比如有些
小区每天有专人配送鲜奶到家，并可以在
保质期内放冰箱保存。二是无法保障冷
链条件或外出时，建议选择常温奶，携带
方便，还不用冷藏，确保饮用安全。

（作者系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
学技术部主任）

鲜奶常温奶，哪种比较好
阮光锋

“心衰是一种长期进展性的严重心血管慢性疾
病。只有减少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慢病的发生，才
能延缓患者最终走向心衰。”北京安贞医院教授刘宇扬
日前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在
心衰治疗中取得了巨大突破，但受患者经济能力、创新
药医保覆盖以及有效长期管理模式等多重因素影响，
心衰仍是尚未攻克的顽疾之一，长期管理任重道远。”

心脏是一个血泵，全天24小时不停歇地跳动、泵
血。一旦功能受损，它就带不动太多的血在身体里流
动，这就称为心力衰竭，简称“心衰”。

心衰疾病需要重点呵护与高度重视。“我国已经成
为全球心衰患者最多的国家，心衰防控关乎民生。在
过去数十年间，即使在现有标准药物治疗下，我国心衰
患者住院频率高、经济负担重以及死亡率居高不下等
诸多治疗问题尚未解决，防治形势严峻。因此，提升慢
性心衰的诊疗水平，重视并加强对其长期管理势在必
行。”刘宇扬说。

据统计，我国成年人心衰患病率达0.9%，预计患
者人数超过 1000 万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心衰是
所有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高血压和冠心病是其最
主要的两个诱因。而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拥有巨大
的“潜在”的心衰高危人群。

刘宇扬介绍，我国成人心衰患者基数大，而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心衰知识普及率不高，民众
普遍缺乏相关基本认知，导致很多患者错失了最佳诊
疗时机。据统计，约20%的心衰患者在确诊后1年内
死亡，约50%的心衰患者在诊断5年后死亡，生存率低
于多种癌症。不仅如此，由于心衰导致反复住院，给患
者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经济负担。数据显示，我国心衰患
者平均每年住院2.4次，年均住院天数达22天；患者年均
医疗费用近2.9万元，高于我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心衰是目前心血管疾病领域尚未被征服的“最后
战场”，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可以预防和治疗。近年来，
在医学界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心衰治疗领域在规范推
进以及治疗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

2018年10月，《2018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
南》发布，为中国心衰诊疗标准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
基础，翻开了我国心衰整体防控的新篇章。该版《指
南》在 2014 版的基础上，全面更新了心衰的诊断、治
疗、预后等管理全过程；并在心衰的药物治疗方面与国
际接轨，被纳入欧美指南的创新药——血管紧张素受
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也被列为一类推荐。

“心衰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症状群，需要由心脏专科
医生、全科医生、护士、药师、康复治疗师、营养师等多
学科组成的团队给予患者适合的诊治和长期管理；还
需遵循心衰指南及相关疾病指南，按照一定的流程及
规范相互协作来完成。这对降低心衰患者死亡率、减
少住院次数和改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而要满足
更多心衰患者的治疗需求，仍迫切需要从国家医保准
入层面给予慢性心衰治疗更多关注与支持。2019年
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启动在即，期待将慢性心衰创新药
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以造福更多患者。”刘宇扬说。

心衰：

应重视并加强长期管理
本报记者 陈 颐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通讯员罗能超报道：汽车以
及大动力装置都离不开柴油这一宝贵能源，氢气则是
面向未来的清洁能源——两者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能
源基础。近日，大连化物所王峰研究员团队提出并在
实验中实现了一种利用光能（太阳能或人造光源）并以
生物质下游产品为原料，制备柴油和氢气的设想。相
关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能源》杂志上。

生物质，包括秸秆、林木废弃物等，是自然界中产
量最大的可持续碳资源，可以替代石化资源并给我们
提供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作为利用光能分解水来生
产氢气的替换方法，光催化分解生物质原料通常可以
获得更高的光能利用率和产生氢气速率。然而，生产
氢气后的生物质废弃物附加值降低，不仅浪费了大自
然赋予的可持续生物质资源，还污染环境。因此，发展
一种既生产氢气，又能够将生物质转化为有用的化学
品或者燃料的技术十分重要。

该研究团队经过长期探索，开发了一种利用光能
来驱动生物质下游产品，并可同时生产氢气和原柴油
两种能源品的过程。该反应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可获
得组分非常丰富的原柴油。脱除该原柴油中的氧，还
可以得到更接近目前石油柴油的可再生高品质油品，
并副产氢气。该过程在利用光能和生物质制氢后，产
生的生物质产物还可以进一步加工生成高品质柴油。
一个过程同时生成两种重要产物，可谓是“一箭双雕”。

柴油和氢气制备有新思路

在日本环境
与能源展上，各
种环境友好型的
最新技术和产品
汇聚一堂。图为
参观者在“全国
牛奶容器环境协
会”展台学习用
常温奶的废弃奶
盒纸浆制作明信
片。

（新华社发）

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上，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左）在介绍AI人工智能消费者行为识别。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联合国报告称：

数十亿人缺乏安全饮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