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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要点

数据技术联动，完善预警系统

数据驱动，技管结合，不断提升及时预警电信
诈骗行为的能力。
明确建设方向，开展省级试点

对各省电信运营商而言，电信反欺诈发力的重
点不同，应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实施路线。
挖掘欺诈套路，建立长效机制

挖掘欺诈分子常用的欺诈套路，洞察先机，防
患于未然，将变化多端的欺诈套路扼杀在摇篮
之中。

公安部通报，2019 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0 万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6.3 万人，同比分别上升 52.7%、

123.3%。1 2020 年 上 半 年 全 国 共 破 获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案
件 10.1 万 起，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9.2 万 名，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73.7%、78.4%。2
诈骗电话的治理已成为电信运营商不可忽视的工作重点。虽然
三大运营商也都进行了诈骗活动识别的探索，但因其复杂性，
仍是电信行业的顽疾之一：

诈骗内容花样繁多，严重影响用户满意度。疫情期间“新热点 +
旧诈骗手法”的出现也告诉我们，与诈骗内容的对抗将是一场
持久而关键的战斗。如何在覆盖现有诈骗方式的基础上，利用
数据与 AI 技术的力量，与时俱进，及时有效地识别新的诈骗
内容 ?

现有的分析手段效果不佳。传统的黑名单模式的时效性和准确

率不足，且需要持续运维投入，难以及时有效地识别并干预
电话诈骗行为。如何加大对电话渠道的监控，实现联动分析，
及早识别并预警劝阻？

整体解决方案不清晰，不知从何入手。反欺诈领域的技术能力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通电话、一条短信，一个链接，一不小心，钱可能就没了；

欠费了、中奖了、退税了、口罩来了，电信诈骗的骗术层出不穷。
尤其是在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就业压力加大，有

的资金短缺的用户，被贷款诈骗；有的找不到工作的用户，
被兼职刷单诈骗；一些经常网购的用户，被冒充客服和虚假
购物诈骗；一些有投资意愿的用户，被引诱参与虚假投资理
财和网络赌博；冒充公检法实施的诈骗案件也时有发生。

已初步形成，如何综合成本、反欺诈准确率、法律风险、处理
能效等关键要素，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

2020 年 8 月 19 日工信部印发了《关于运用大数据推进防范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长效机制建设工作方案》。《方案》明确，

按照“整体推进、分步实施、数据驱动、技管结合、务求实效”
的总体思路，坚持数据融合、数据驱动和数据共享，加快推进
大数据反诈长效机制建设。3

电信运营商应充分利用手中的通信渠道和通信内容等数据资
源，结合 AI 分析手段，建立和完善电信反欺诈预警系统，不

断提升精准预警尽早干预的能力，以最大程度降低用户损失，
提升用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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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电话识别与干预

这三种主流的反欺诈方案，各有优劣，电信运营商可以根据

人工智能在反欺诈领域的技术能力已经初步形成并在生产应
用中不断迭代更新。在电话反欺诈建设领域，需要考虑以下
四点：

综合成本：包括软件成本（反欺诈平台）、硬件成本等

反欺诈准确率：要求在尽可能抓住坏人的同时尽量少的冤枉
好人

法律风险：在法律支持的数据、操作范围内进行处理，不触
犯红线

处理能效：满足一定量的并发能力支撑以及平台横向扩展要
求以及满足单次判断处理时间要求

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
离线反哺
方案
在线实时
方案

离线准实
时方案

然而，目前不存在满足综合成本、反欺诈准确率、法律风险、

处理能效四个关键要素的完美解决方案。业界方案普遍需要
在关键要素中取舍平衡。

目前主流方案分为三种：离线反哺方案、在线实时方案、离
线准实时方案（见图 1）。

优势

- 充分利用电信大数
据优势，在防止区
域性欺诈风险上起
到很好的作用

- 及时干预，
及时止损

- 与 在 线 实 时 相 比，

该 场 景 下， 人 工 智
能模型可根据完整
对话内容进行判断，
可提高识别准确率

劣势

- 对诈骗行为的反馈
较慢

- 与其他两种方案相
比，技术难度最大

- 需考虑系统的并发
- 录音文件的存储与

无法及时止损，事后欺诈分子转移较快；在线实时反欺诈可

形成电信服务产品，供个人进行开通选择，避免法律风险。
鉴于以上原因，电信运营商纷纷开始实时电话反欺诈建设。

三种主流反欺诈方案

在线实时方案

离线准实时方案

使用基于话单分析的反

使用旁路监听的方式

使用旁路录音的方式

码主叫、被叫、时长、

针对人的声纹和语言

当通话结束后，

欺诈技术，分析通话号

频率等构成的行为模式，

判断号码是否为欺诈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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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需要大量的硬
件资源

在与电信运营商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发现离线方案反应较慢，

图1

离线反哺方案

性和稳定性

对实时音频流做分析，
的意图对来电进行诈
骗判断。

对音频流进行记录，
对录音数据进行处理
和反欺诈识别。

欺诈话术套路分析与洞察

在电信反欺诈领域，与短信欺诈、网络欺诈相比，电话欺诈

某电信运营商识别发现最新欺诈
套路 4

术套路，是指欺诈分子在电话中首先说了什么方面的内容，

欺诈分子也蠢蠢欲动。某电信欺诈频发省份，据统计，在疫

的核心在于复杂的欺诈话术套路能迷惑人心。所谓的欺诈话
然后又说了什么方面的内容，接着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话术技
巧迷惑对方，直至最后成功拿到对方关键信息。正是套路的
复杂性，容易让人上当受骗。

实际上，电话反欺诈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一些电信运营

商在过去多年通过敏感关键词列表（如“我是公安局的”）
等方式也进行过尝试。

根据 IBM 多年反欺诈的经验，电信欺诈分子常以团伙的形式
出现，欺诈分子集中培训欺诈话术套路。故而，欺诈分子可

在同一个欺诈话术套路下通过变换关键词等绕开此反诈机制。
同时，因为语音转写质量的问题，往往个别错别字的出现，

也会造成此反诈机制失效。电信运营商通过人力维护更新反
诈关键词列表费事费力且反应滞后。

因此，对频繁出现的欺诈套路进行挖掘，不但能够揭露隐藏

的欺诈团伙，同时，将这些典型的欺诈套路加入反欺诈机制中，
也可以增加欺诈分子未来欺诈的难度。

除了已发现的复杂欺诈套路外，IBM 发现，欺诈分子也在原

有的话术套路上迭代更新使套路更复杂。通过对欺诈套路的
分析，还可以提前洞察未来欺诈套路的可能变化，提前预防。

2020 年的疫情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在经济下行的同时，
情最严重的 1-3 月，电话欺诈成功率高达 18%。

该省公安、电信运营商与 IBM 合作，利用 IBM 复杂欺诈套

路识别资产，从 20 万余通疑似欺诈的电话中，半自动化挖掘
出 10 种频繁出现的典型欺诈话术套路。典型欺诈套路示例如
图 2 所示。

我们发现，该欺诈套路在某市频繁出现，有理由怀疑手机号

139XXXX、130XXXX、132XXXX、134XXXX 是同一个欺
诈团伙，建议作进一步核实。

另外，我们发现欺诈分子往往冒充某国家机构（如通信管理

局），且污蔑对方通过手机号或微信号倒卖高价口罩。故而
可以预测，未来，欺诈分子可能会在更多的国家机构名以及
倒卖其他某种紧缺商品上做文章。

该欺诈套路的挖掘，一方面，用于提高反欺诈模型对未出现
的欺诈电话有更稳定的识别准确率；另一方面，补充到欺诈

套路库，当类似欺诈正在进行时，匹配到该欺诈套路，推送
至公安进行进一步审查核实。

基于过去多年在电信行业与金融行业的反欺诈经验，IBM 建

立起了一套独有的复杂欺诈套路识别资产。可从海量的欺诈
电话记录中快速给出频繁出现的复杂欺诈套路。

图2

典型欺诈套路示例

139XXXX
130XXXX
132XXXX
134XXXX

这里是

通信管理局

公安局刑侦大队

互联网举报中心

你微信号
你手机号

卖高价口罩

询问二维码

询问身份证

询问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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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信运营商搭建电话实时反诈
平台，识别诈骗电话，解决社会
难题 5
某省作为全国经济大省，饱受电信诈骗所扰。2019 年该省
的诈骗案件数量、被骗金额总量均为全国第一。由于诈骗问

题存在已久，该省电信运营商大数据中心已于 2016 年推出
天盾服务用于诈骗电话识别，但诈骗问题仍然严峻。

电话欺诈分子极其狡猾，骗取钱财后迅速转出，给公安等机

关追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该电信运营商与 IBM 合作，建立
在线实时智能反欺诈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时识别欺

诈分子；同时，为了避免法律风险，平台将电话内容遮掩，
只将欺诈摘要信息实时反馈给公安机关单位，助其提升诈骗
案件监管力度与执行效率。

该项目旨在降低诈骗成功率，重点进行实时诈骗行为拦截，

确保在诈骗分子成功实施诈骗之前，完成诈骗判断、通话拦截、
受骗劝阻的过程。利用 AI 技术解决社会难题，实现企业社会
责任感。

目前平台在试运行阶段，对欺诈电话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95%
以上，对欺诈通话与欺诈手机号判断准确性显著提升，并通

过 24 小时监控干预，自动挂断与警示功能直达潜在受害人，
成功降低区域诈骗成功率 50%，提升了社会公信力。

电话反欺诈行动指南

结合 IBM 在反欺诈的经验，我们总结出四条关键的建设指南，
供电信运营商参考。

1. 明确反欺诈建设方向

在电话欺诈高发的省份，建议电信运营商与公安、通信管理

局充分做好反欺诈建设的沟通。根据公安和通信管理局的要
求进行建设。同时，对反欺诈模型的要求应遵循“尽量在不
冤枉好人的情况下抓住坏人“这一原则，减少对正常电话的
干扰。

若公安选择电话欺诈监测但事后核实查证再采取行动，对反
欺诈模型的要求应遵循“可以暂时冤枉一批好人，但应尽量

覆盖更多的坏人”的原则。此原则保证了在事后的检查证核
实中，“好人”会被排除掉，而“坏人”可以一网打尽。

另外，欺诈分子往往不会只尝试一次就停止欺诈行为。而且

电信欺诈往往以团伙的形式存在。离线的大数据结合人工智
能可以对实时反欺诈起到很好的反哺作用。通过电话主叫被
叫大数据记录，可以构建人际关联网络，挖掘出欺诈分子、
骚扰者等。

2. 保护个人隐私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反欺诈的建设，往往绕不开对个人隐私保护这一大前提。保

护个人隐私不但要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而且，从架构设计
的角度，也不允许设计任何数据库来留存数据。当通话内容

经过 AI 模型判断是否欺诈后就会自动丢失，不会保留下来，
从而实现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技术测试成熟后，反欺诈业务

可作为一项订购业务，由用户自己进行选择是否打开反欺诈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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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质量的语音转写是高效识别欺诈的必要条件之一

当前，主流的语音转写提供商多是在极其理想的环境（无噪声、
标准普通话等）下测试语音转写质量。但这样的假设往往不
现实。当在真实外部世界中，并且有较严重口音的情况下，

语音转写质量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出现转写出来的绝大多数
内容都是错别字，人类无法理解。

IBM 建议，在当地口音较严重的省份，语音转写提供商应根
据运营商的要求，在真实的环境中完成测试，优化语音转写

质量。甚至在有的省份，各地级市各区县也有不同的方言口音。

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 在电话反欺诈领域，贵企业遇到了哪些问
题或挑战？
― 您打算如何构建反欺诈平台？

― 您是否打算联手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加
速向前推进？

即使在同一个省，也因根据地区的不同，进行语音转写质量
的优化工作。

4. 丰富的反欺诈模型构建经验是项目成功的必要保证

在电话反欺诈领域，往往极少量欺诈样本隐藏在海量普通的
通话样本中，利用人工逐条听录音并不现实，这就对建模效
果造成了很大的挑战。对此，数据科学家应结合自然语言处

理手段与外部公开数据，将那些极少量的欺诈样本挖掘出来，
形成建模基础。

另外，数据科学家应对电信反欺诈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利

用 AI 技术更好地识别出欺诈分子的复杂欺诈套路。所谓“魔

高一尺，道高一丈”，欺诈与反欺诈永远是在相互博弈的过

程中进化。故而，反欺诈系统应形成定期迭代更新机制，能
够识别最新的欺诈套路。

75036175CNZH-01

5

备注和参考资料

1. 熊丰，“2019 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0 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16.3 万人”，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0-01/21/
c_1125491558.htm
2. 朱紫阳，“公安部：上半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 10.1 万起”，人民网，http://legal.people.com.cn/
n1/2020/0728/c42510-31800812.html
3. “关于运用大数据推进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长效机制建
设工作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http://www.miit.gov.
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24/
n3057728/c8056526/content.html
4. IBM 案例研究
5. IBM 案例研究

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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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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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站点上的“Copyright and trademark information”
部 分 中 包 含 了 IBM 商 标 的 最 新 列 表：ibm.com/legal/
copytrade.shtml。
本文档为自最初公布日期起的最新版本，IBM 可随时对其进

行修改。IBM 并不一定在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或地区提供所
有产品或服务。

本文档内的信息“按现状”提供，不附有任何种类（无论是
明示还是默示）的保证，包括不附有关于适销性、适用于某

种特定特定用途的任何保证以及非侵权的任何保证或条件。

IBM 产品根据其提供时所依 据协议条款和条件获得保证。

本报告的目的仅为提供通用指南。它并不旨在代替详尽的研
究或专业判断依据。由于使用本出版物对任何组织或个人所
造成的损失，IBM 概不负责。

本报告中使用的数据可能源自第三方，IBM 并不独立核实、
验证或审计此类数据。此类数据使用的结果均为“按现状”
提供，IBM 不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声明或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