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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为了解决传统的银行信用卡电话核卡过程

中的反欺诈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人工智

能的反欺诈系统其包括：银行终端设备、用户终

端设备、通信模块、自动应答系统、对话系统和数

据库；其中，银行终端设备和用户终端设备通过

通信模块建立通话；银行终端设备和自动应答系

统通过通信模块连接；对话系统与用户终端设备

通过通信模块连接；自动应答系统与对话系统建

立连接；数据库中包含用户基本信息、用户标签、

用户声纹库、号码黑名单、声纹库黑名单、对话数

据库信息；自动应答系统中包括第一确认模块、

至第四确认模块，对话系统中包含语音识别模

块、对话系统模块和语音合成模块，对话系统中

的语音识别模块与自动应答系统中的第四确认

模块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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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其包括：银行终端设备、用户终端设备、通信模块、

自动应答系统、对话系统和数据库；

其中，银行终端设备和用户终端设备通过通信模块建立通话；

银行终端设备和自动应答系统通过通信模块连接；

对话系统与用户终端设备通过通信模块连接；

自动应答系统与对话系统建立连接；

数据库中包含用户基本信息、用户标签、用户声纹库、号码黑名单、声纹库黑名单、对话

数据库信息；

自动应答系统中包括第一确认模块，其可以将用户号码和号码黑名单进行比对，确认

用户号码是否属于号码黑名单，若用户号码属于号码黑名单，则第一确认模块给出诈骗风

险警示，若用户号码不属于号码黑名单，第一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自动应答系统中还包括第二确认模块，其可以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与数据库

中用户声纹库中的声纹进行比对，确认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是否与以前存储在用户声纹

库中的声音一致，若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与以前存储在用户声纹库中的声音一致，则判

定为本次通话确定为本人，第二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本次通话的用户的

声纹与以前存储在用户声纹库中的声音不一致，则判定为本次通话不是本人，同时第二确

认模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自动应答系统中还包括第三确认模块，其可以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与数据库

中声纹库黑名单中的声纹逐一比对，确认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是否属于现有的声纹库黑

名单，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属于声纹库黑名单，则第三确认模块给出诈骗风险警

示，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不属于声纹库黑名单，则第三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

风险警示；

自动应答系统中还包括第四确认模块，其可以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与数

据库中的用户基本信息、用户标签和对话数据库中的应答文本等信息进行比对，确认本次

通话过程中用户应答信息的真实性，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与数据库中的以上

信息不一致，则第四确认模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与数

据库中的以上信息完全一致，则第四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自动应答系统中的第一确认模块的优先级高于第二确认模块，第二确认模块的优先级

高于第三确认模块，第三确认模块的优先级高于第四确认模块，且第一确认模块、第二确认

模块、第三确认模块和第四确认模块，按照优先级高的在前启动，优先级低的在后启动的顺

序依次进行工作；

对话系统中包含语音识别模块、对话系统模块和语音合成模块，语音识别模块与对话

系统模块相连，对话系统模块与语音合成模块相连，所述的语音识别模块用于将语音转成

文本；所述的对话系统模块用于将文本进行语义处理和分析，并对其做出响应，从对话数据

库中抽取出与之相对应的应答文本；所述的语音合成模块用于将应答文本转换为语音；

对话系统中的语音识别模块与自动应答系统中的第四确认模块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终端设备包括

手机、固话或者网络电话中的至少一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通信模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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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CDMA、LTE、WIFI等通讯协议中的至少一种通信协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用户基本信息

包括用户姓名、用户身份证号码、用户手机号、用户性别、用户联系地址、用户工作单位、用

户收入情况、用户亲属情况。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其特征在于：用户声纹库或者声纹

库黑名单中的声纹库指用于存储所有用户声纹信息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包括但不限于保

存有用户录音文件、解析后的文本文件、声纹特征文件。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其特征在于：号码黑名单为银行历

年评估存在诈骗风险或有诈骗历史的用户号码。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的运行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S1，银行终端设备基于通信模块对用户终端设备发起电话呼叫，同时启动存储在服务

器中的自动应答系统，由银行终端设备通过自动应答系统和用户建立起通话；

S2，在自动应答系统与用户终端设备建立起通话后，自动应答系统的第一确认模块将

用户号码和号码黑名单进行比对，确认用户号码是否属于号码黑名单，若用户号码属于号

码黑名单，则第一确认模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用户号码不属于号码黑名单，第一确认模

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并启动第二确认模块；

S3，第二确认模块从数据库中调出对应的用户声纹库，并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

纹与用户声纹库中的声纹进行比对，确认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是否与以前存储在用户声

纹库中的声音一致，若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与以前存储在用户声纹库中的声音一致，则

判定为本次通话确定为本人，第二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本次通话的用户

的声纹与以前存储在用户声纹库中的声音不一致，则判定为本次通话不是本人，同时第二

确认模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S4，第二确认模块判定结束后，启动第三确认模块，第三确认模块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

户的声纹与数据库中声纹库黑名单中的声纹逐一比对，确认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是否属

于现有的声纹库黑名单，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属于声纹库黑名单，则第三确认模

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不属于声纹库黑名单，则第三确认模

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S5，当第三确认模块触发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后，对话系统的语音识别模块来将用户

通话语音转换成文本，并将文本数据同时传输给自动应答系统的第四确认模块和对话系统

的对话系统模块；

S6，自动应答系统中的第四确认模块开始工作，其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

形成用户标签，并从文本中抽出，存储在数据库中，并与数据库中的用户基本信息、用户标

签和对话数据库中的应答文本等信息进行比对，确认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应答信息的真实

性，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与数据库中的以上信息不一致，则第四确认模块给

出诈骗风险警示，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与数据库中的以上信息完全一致，则

第四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S7，对话系统的对话系统模块基于步骤S5中语音识别模块转换的文本进行语义处理和

分析，并对其做出响应，从对话数据库中抽取出与之相对应的应答文本，并将该应答文本传

输给语音合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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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应答文本经过对话系统的语音合成模块转换成语音后，通过通信模块发送给用户

终端设备进行解析和播报；

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不断重复步骤S4～步骤S8，直至本次通话结束。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的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

中，第二确认模块从数据库中调出对应的用户声纹库可以基于手机号码、用户名字、身份证

号码等信息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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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较为具体的，涉及到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

系统及其方法，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为基于语音识别、声纹识别、语义理解、

语音合成等技术的自动电话信息核验的反欺诈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银行信用卡业务欺诈频发，尤其是诈骗分子通过虚假身份证办理信用卡实施

诈骗，使得银行很难防范。一般银行传统的信用卡核卡流程为由人工坐席通过电话向用户

去电，根据用户预留信息核查用户信息真伪。由于之前技术有限，无法对来电内容进行分析

处理，仅能对用户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简单信息进行核验，通过人工无法识别出

其中的诈骗分子。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为了解决传统的银行信用卡电话核卡过程中的反欺诈的问题，本发明

提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能够做到对用户

电话对话内容进行分析，不但可以自动有效的核实用户身份，同时又能够识别欺诈分子；同

时，本发明还公开了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的运行方法。

[0004] 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其包括：银行终端设备、用户终端设

备、通信模块、自动应答系统、对话系统和数据库；

[0005] 其中，银行终端设备和用户终端设备通过通信模块建立通话；

[0006] 银行终端设备和自动应答系统通过通信模块连接；

[0007] 对话系统与用户终端设备通过通信模块连接；

[0008] 自动应答系统与对话系统建立连接；

[0009] 数据库中包含用户基本信息、用户标签、用户声纹库、号码黑名单、声纹库黑名单、

对话数据库信息；

[0010] 自动应答系统中包括第一确认模块，其可以将用户号码和号码黑名单进行比对，

确认用户号码是否属于号码黑名单，若用户号码属于号码黑名单，则第一确认模块给出诈

骗风险警示，若用户号码不属于号码黑名单，第一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0011] 自动应答系统中还包括第二确认模块，其可以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与数

据库中用户声纹库中的声纹进行比对，确认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是否与以前存储在用户

声纹库中的声音一致，若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与以前存储在用户声纹库中的声音一致，

则判定为本次通话确定为本人，第二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本次通话的用

户的声纹与以前存储在用户声纹库中的声音不一致，则判定为本次通话不是本人，同时第

二确认模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0012] 自动应答系统中还包括第三确认模块，其可以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与数

据库中声纹库黑名单中的声纹逐一比对，确认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是否属于现有的声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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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黑名单，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属于声纹库黑名单，则第三确认模块给出诈骗风

险警示，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不属于声纹库黑名单，则第三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

诈骗风险警示；

[0013] 自动应答系统中还包括第四确认模块，其可以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

与数据库中的用户基本信息、用户标签和对话数据库中的应答文本等信息进行比对，确认

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应答信息的真实性，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与数据库中的

以上信息不一致，则第四确认模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

与数据库中的以上信息完全一致，则第四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0014] 自动应答系统中的第一确认模块的优先级高于第二确认模块，第二确认模块的优

先级高于第三确认模块，第三确认模块的优先级高于第四确认模块，且第一确认模块、第二

确认模块、第三确认模块和第四确认模块，按照优先级高的在前启动，优先级低的在后启动

的顺序依次进行工作；

[0015] 对话系统中包含语音识别模块、对话系统模块和语音合成模块，语音识别模块与

对话系统模块相连，对话系统模块与语音合成模块相连，所述的语音识别模块用于将语音

转成文本；所述的对话系统模块用于将文本进行语义处理和分析，并对其做出响应，从对话

数据库中抽取出与之相对应的应答文本；所述的语音合成模块用于将应答文本转换为语

音；

[0016] 对话系统中的语音识别模块与自动应答系统中的第四确认模块连接。

[0017] 同时，本发明还提出上述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的运行方法，其包括如下步

骤：

[0018] S1，银行终端设备基于通信模块对用户终端设备发起电话呼叫，同时启动存储在

服务器中的自动应答系统，由银行终端设备通过自动应答系统和用户建立起通话；

[0019] S2，在自动应答系统与用户终端设备建立起通话后，自动应答系统的第一确认模

块将用户号码和号码黑名单进行比对，确认用户号码是否属于号码黑名单，若用户号码属

于号码黑名单，则第一确认模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用户号码不属于号码黑名单，第一确

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并启动第二确认模块；

[0020] S3，第二确认模块从数据库中调出对应的用户声纹库，并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

的声纹与用户声纹库中的声纹进行比对，确认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是否与以前存储在用

户声纹库中的声音一致，若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与以前存储在用户声纹库中的声音一

致，则判定为本次通话确定为本人，第二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本次通话的

用户的声纹与以前存储在用户声纹库中的声音不一致，则判定为本次通话不是本人，同时

第二确认模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0021] S4，第二确认模块判定结束后，启动第三确认模块，第三确认模块将本次通话过程

中用户的声纹与数据库中声纹库黑名单中的声纹逐一比对，确认本次通话的用户的声纹是

否属于现有的声纹库黑名单，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属于声纹库黑名单，则第三确

认模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声纹不属于声纹库黑名单，则第三确

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0022] S5，当第三确认模块触发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后，对话系统的语音识别模块来将

用户通话语音转换成文本，并将文本数据同时传输给自动应答系统的第四确认模块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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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对话系统模块；

[0023] S6，自动应答系统中的第四确认模块开始工作，其将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

数据形成用户标签，并从文本中抽出，存储在数据库中，并与数据库中的用户基本信息、用

户标签和对话数据库中的应答文本等信息进行比对，确认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应答信息的

真实性，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与数据库中的以上信息不一致，则第四确认模

块给出诈骗风险警示，若本次通话过程中用户的文本数据与数据库中的以上信息完全一

致，则第四确认模块暂且不给出诈骗风险警示；

[0024] S7，对话系统的对话系统模块基于步骤S5中语音识别模块转换的文本进行语义处

理和分析，并对其做出响应，从对话数据库中抽取出与之相对应的应答文本，并将该应答文

本传输给语音合成模块；

[0025] S8，应答文本经过对话系统的语音合成模块转换成语音后，通过通信模块发送给

用户终端设备进行解析和播报；

[0026] 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不断重复步骤S4～步骤S8，直至本次通话结

束。

[0027] 进一步的，所述的终端设备包括手机、固话或者网络电话中的至少一种。

[0028] 进一步的，所述的通信模块采用GSM、CDMA、LTE、WIFI等通讯协议中的至少一种通

信协议。

[0029] 进一步的，所述的用户基本信息包括用户姓名、用户身份证号码、用户手机号、用

户性别、用户联系地址、用户工作单位、用户收入情况、用户亲属情况。

[0030] 进一步的，步骤S3中，第二确认模块从数据库中调出对应的用户声纹库可以基于

手机号码、用户名字、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来确定。

[0031] 进一步的，用户声纹库或者声纹库黑名单中的声纹库指用于存储所有用户声纹信

息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包括但不限于保存有用户录音文件、解析后的文本文件、声纹特征

文件。

[0032] 进一步的，号码黑名单为银行历年评估存在诈骗风险或有诈骗历史的用户号码，

银行将该号码放入到号码黑名单中，用以防范诈骗风险。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欺诈系统的示意图。

[0034]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具体实施案例1：

[0036]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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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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