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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今天实际上 

可以说对于各种业务流程（可能是所有业务 

流程）来说都是福音，反洗钱 (AML) 流程

当然也不例外。

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反洗钱领域在努力

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运营的过程中，必须

解决一个根本问题 ：如何在人工流程与 

人工智能系统之间分配任务？本文将探讨

人工流程与人工智能流程的优缺点，并清楚 

地介绍一个有效、现代和融合人工智能技术 

的工作流程。

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一个简明易懂的价值 

主张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有助于打造更 

快捷、更全面和错率更低的业务流程。大批

量信息处理则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反洗钱

流程领域，至少有三个领域适于融合人工

智能技术 ：了解您的客户 / 客户尽职调查  

(KYC/CDD)、知识库  

更新与维护，以及交易监控。

由于与身份和机构相关的数据繁杂、

涉及多门语言并且来源各异，人类或者基于

规则的系统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因此， 

了解您的客户 / 客户尽职调查领域显然 

十分适合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卓有成效的

反洗钱机制离不开全面的数据管理方法，

帮助机构准确处理和解读与所有交易机构

有关的数据。这包括了解这些交易机构

的客户、交易对手方，以及商品和服务的

整条供应链。主要目标是全方位了解所有

交易机构及其与某个机构生态系统内各个 

机构的关系。

最新人工智能技术可在筛选无关联、无序

和多语种的深度数据后，生成与特定个人、

机构或场所有关的清晰身份报告。自然语言 

处理 (NLP) 技术便是能够实现这种功能的

一项技术。了解您的客户系统如果将自然 

有
关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热议已

达到白热化。对于看着漫画书和 

经典科幻小说长大的人来说，这是 

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时代，因为他们认为 

科幻的魔力卷土重来，将为世界创造无限 

可能。但对于公司高管来说，人工智能技术 

展现的则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愿景。任何一项

富有潜力的技术刚刚出现时都会让人们感

到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人工智能技术无疑 

是一个典型例子。什么是人工智能技术？ 

它有何用处？可带来哪些商业价值？如何 

投入实际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掀起变革浪潮， 

令人们欣喜若狂，但是人们往往无法理解

人工智能技术详情。这恰恰是许多希望将

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业务的企业所处的困境。

他们如同穿越迷宫一般，努力解读众多热词 

和技术用语，却鲜有能够借此明确人工智能 

技术对业务有何实质性意义。

人工智能革命 
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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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处理技术与机器学习 

(ML) 融合起来，便能快速识别 

个人、公司和机构，并在他们之间

建立映射关联。无论针对的是客户法律

文件还是专有知识库，运用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的应用程序均可搜寻数据来源（不论

其是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亦不论 

语种），创建汇总报告，生成清晰明了的 

关系示意图，并提供经过可信度评级的替代 

方案。

基于知识的增长和完善，对于有效实施了解 

您的客户 / 客户尽职调查流程至关重要， 

并且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十分关键。 

在理想的情况下，机构管理和利用的内外部 

数据均应尽可能地干净、丰富和结构化。 

这种机制名为“了解您的数据”(Know-Your-

Data)，其中包括在最深层次地上完全集成

和协调必要的企业级数据，从而为数据 

科学系统提供高价值洞察构建必要关联。

但在实践中，大多数机构的数据未达到 

数据利用所需的质量、丰富度和关联度水准。 

不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程序可以

弥补这些缺陷，并且管理海量的非结构化

或结构化新数据。

“黑箱”问题与交易监控系统

交易监控是反洗钱领域的制胜法宝。机器

学习精于识别与已知欺诈标志相符的行为，

发现新型可疑模式。不过，监管要求大力

冲击了交易监控领域的创新趋势，使得 

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个重要反洗钱流程只能

产生极小作用。1

这种困境主要由人工智能系统精密性所致。

随着机器开始趋近人类的复杂程度，它们也

变得与人类一样复杂难懂。追踪输入数据

和输出数据之间的关联度十分困难，使得

合规报告难以生成。所幸，许多人工智能

研究员正在积极解决“黑箱”问题，有望 

让人类能够真正理解人工智能技术。

基于知识的增长和完善，对于有效实施 
了解您的客户  /  客户尽职调查流程至关重要，

并且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十分关键

http://ACAMS.ORG
http://ACAMSTODAY.ORG


一般来说，如果有 
明确、可重复的先例，

反洗钱部门应将人工

智能技术运用于决策

制定流程

72 《今日 ACAMS》 | 2018 年 9 月 - 11 月号 | ACAMS.ORG | ACAMSTODAY.ORG72

合规

能够让调查员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调查 

逻辑，而且有助于轻松生成报告。

由于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帮助调查员大幅提高 

调查工作的速度、精准度和全面性，它们 

几乎成为了调查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简单决策实现自动化

一般来说，如果有明确、可重复的先例，

反洗钱部门应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决策

制定流程。这类决策制定流程有以下特点： 

最终决策具有两元性（是 / 否）或三元性 

（是 / 否 / 可能），存在基于顶尖人工专家

决策模式的优质数据。如果存在这种优质 

数据（亦称“训练集”），则可运用人工智能 

系统来辅助决策制定流程。

人工参与

合规专员负责决定是否将自动化技术（包括 

桌面应用程序）运用于整个业务流程。运用 

自动化技术将具有双重效果，一是提升新

增长信息的处理能力，二是作为反洗钱 

部门稳步将枯燥的重复性任务转交给 

人工智能自动化系统提供了一条安全途径。 

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整个合规流程，最终

可帮助金融机构在机器与人类资源分配 

方面实现平衡，从而让业务运营符合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

机器需要人类

虽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望显著提高反洗钱 

流程的效率、准确性和全面性，但是这类 

运用离不开人类的大力支持。基于机器学习 

的现代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有效性，取决

于培训时所接受的数据。因此，未来愈加

需要人类操作人员来获取、准备和输入与

这些流程相关的新数据。

除了培训人工智能系统，分析师对系统的 

使用和持续完善亦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优质 

的培训数据肯定会让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开个 

好头，但是如果机器系统想要充分发挥潜力， 

必定需要人类提供的决策支持。事实上， 

本文探讨的几乎每项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

成功部署，都需要人类对其进行持续优化。

要确保机器系统处于良好的技术水平，分析师 

本来就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他们参与机器 

系统的部署，有助于缓解人们对新型未知 

人工智能“私家侦探”

虽然调查潜在犯罪分子和犯罪活动的挑战

只能由人工专家来解决，但新一代的人工

智能应用程序应该逐渐成为其工具箱的 

一部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助理研究员”

有望率先显著提高跟进流程的效率。

在调查过程中，这些应用程序配合分析师

深入调查其在研究阶段已识别的关键人物、

关键方以及主要概念。经过设置，应用程序 

可对系统可访问的、任何内外部数据来源

之隐性关联度和洞察进行快速研究和确定。

此外，“助理研究员”保留了所有已发现 

关联度和研究成果的导航路径记录，这不仅 

基于机器学习的现代 
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 
有效性，取决于培训 
时所接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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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恐惧情绪，这种情绪常见于迅猛 

发展的新技术问世后。

神探福尔摩斯是人类！

实现信息工作全自动化的机器系统远未达

到足以取代人类调查员的地步。最新技术

在完成必要任务方面的准确度不及人类。

如前所述，有效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干净、

丰富和结构化的数据集，但调查员的工作

描述中几乎没有提及这些字眼。

往往，人们产生恐惧情绪的根本原因是 

误解。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人工智能技术 

将具有更高水平的智力，人类将鲜有用武

之地。但是，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尽管十分

先进强大，却未达到人类的一般智力水平。

人脑灵活精密，可应付多种跨领域难题和

任务。此外，人脑还精通数学、艺术和体育 

领域的知识，能够解决这些领域的难题。 

人工智能系统虽亦擅长这些领域，但仅可在

某些细分领域施展拳脚。亦即，人工智能 

系统拥有的是有限智力，而不是一般智力，

一旦遇到超出有限智力范围的任务，则束手

无策。

人类调查员和分析师所需掌握的技能则不受

这种智力范围约束。虽然人工智能系统可 

协助调查员开展调查工作，但它们充其量就是 

人类调查员的助手，如同神探福尔摩斯身边

有个自动化版华生。

结语

反洗钱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正在见证人工

智能革命。希望本文充分说明了机器和人类

未来如何协同工作。

当然，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反洗钱领域需要 

一个过程。由于机构惰性、监管制约因素以及 

保守偏见，这个变革过程中还需要克服重重 

阻碍。不过，变革终将实现，值得我们期待。 

把最新人工智能技术精准融入反洗钱流程，

将显著提高反洗钱流程的效率和准确性， 

解放人类的双手，让人类负责最适合自己的

1 Jonathan Symonds，“Intelligent Segmentation as the Attack Point for AML”（智能分割作为反洗钱切入点），Ayasdi，2017 年 7 月 12 日， 
https://www.ayasdi.com/blog/aml/intelligent-segmentation-as-the-attack-point-for-aml/

工作——需要创造力、灵活性和广泛智力

的工作。

换句话说，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是为了将枯燥

乏味的工作实现自动化，这样反洗钱专员 

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有意义的工作上。

这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无论是机构还是 

反洗钱专员都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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