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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金融数字化转型

▪ 云棱镜信用数字化探索之路

▪ Azure 上的云棱镜

▪ 新时代的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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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云计算新媒体生物识别 虚拟现实



招手拦车

信息处理平台

接受订单 提供服务

传统打车方式

实时更新的、准确计算的、

详尽的、匹配度更好的、更有效的
经验式的、模糊的、不经济的、

充满不确定因素

打车软件出现后的信息处理

我们身边的数字化转型

所在位置

公司地址
目的地

联系方式

家庭地址



出行

外卖

医疗 打车

旅行

住宿

购物

娱乐

医美

教育

健身

消费金融

FinTech 推动消费金融数字化转型



身份数据

姓名 身份证号 证件照 法院执行 法院失信 公安涉案

手机号 学历信息 职业信息 欺诈风险 恶意逾期 多头借贷

泛金融数据

储蓄卡信息 信用卡信息 公积金信息 车辆资产 房屋资产 股票资产

社保信息 人行征信 支付宝 游戏资产 虚拟货币

电商数据

京东消费 淘宝消费 当当消费 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 情绪识别

亚马逊消费 唯品会消费 小红书消费 声纹识别 动作识别

风险识别

资产信息

生物识别信息

数据深度共享的必要性

数据维度多 时刻变化



风控涉及要素多

风控模型差异大

租房分期

消费场景多

旅游分期

个性化数据处理的迫切诉求



数据

深度共享
个性化

数据处理

信用数据维度复杂、并且

易发生变动，需要持续性

增量维护；数据的获取和

维护成本高

消费金融场景繁多，场景

细节各不相同，风控模型

差异大

消费金融

数据化转型

1 2

消费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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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份证号 关联手机号

性别 年龄 配偶信息

单位名称 工作开始时间 薪资范围

薪资变更次数 工作变更次数

月缴存额 账户总额 账户状态

断缴次数 业务变更次数

身份信息

职业信息

公积金信息

常住城市

单位性质

连续缴纳次数

公积金贷款额 商业贷款额 贷款余额

逾期还款次数 贷款总额

贷款信息

还款人个数

公积金账户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开户日期

所属单位 末次缴存年月 账户余额

补充公积金账户金额

姓名 开户日期 所属单位

末次缴存年月 账户余额 当前缴存额

公积金贷款信息

贷款账户 贷款开户日 贷款期限

贷款总额 贷款余额 还款人信息

公积金账号

当前月缴存额

账户状态 绑定手机号 业务日期

金额 业务描述

单位名称

账户状态

业务日期

单位名称 金额 业务描述 业务原因

还款方式

还款人关系

还款日期 还款本金 还款利息 业务种类

信用数字化

公积金信用数据



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

性别 年龄 地址

归属地 是否关机 是否开通

是否注销 入网时长

每月消费 通话时间分布 通话时长分布

主要联系人 联系时长

身份信息

手机状态

通话习惯

常住城市

静默时长

联系次数

出行日期 出发地 目的地

出行信息

用户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归属地

用户星级 套餐名称 地址信息

账单记录信息

账单时间段 查询记录 实际消费

实际应缴 充值金额 基本月租

通话记录信息

通话时间段 查询日期 通话总次数

通话总费用 通话号码 通话城市

入网时间

手机状态

用户性别

抵扣金额

通话费用

短信费用 流量费用 增值费用

通话总时长

通话号码城市

通话时间 通话类型 通话时长 通话费用

主叫时长 主叫次数 被叫时长

被叫次数 银行类服务 法院类服务

地区名称 联系人地区 地区联系次数

地区联系时长 经常通话地区 经常呼叫地区

流量记录信息

流量时间段 查询日期 流量总计

记录条数 起始日期 其实时间

费用总计

使用地点

网络类型 单次流量 单次费用 使用时长

运营商信用数据



信用数字化流程



星享卡
行为数据

2016/11/15 01:04 pm ￥31

2016/11/08 11:51 am ￥31

2016/11/08 11:51 am ￥0

2016/11/06 08:31 pm ￥31

2016/11/06 08:31 pm ￥27

2016/11/04 11:30 am ￥31

2016/11/02 12:09 pm ￥31

陆家嘴软件园店 大杯拿铁

陆家嘴软件园店 大杯经典巧克力饮品

陆家嘴软件园店 大杯拿铁

耀华路店 大杯咖啡星冰乐

耀华路店 大杯冰摇柠檬茶去冰

陆家嘴软件园店 超大杯经典巧克力饮品

陆家嘴软件园店 大杯拿铁

信用数据采集和实时处理

陆家嘴软件园店

耀华路店

大杯拿铁

大杯经典巧克力饮品

大杯咖啡星冰乐

大杯冰摇柠檬茶去冰

超大杯经典巧克力饮品

姓名

手机号

通讯地址

邮箱

星享卡



信用数字化流程



Hash

星享卡 行为数据

2016/11/15 01:04pm 陆家嘴软件园店 大杯拿铁 1   ￥31

2016/11/06 08:31pm 耀华路店 大杯咖啡星冰乐 1   ￥31

2016/11/05 08:20am 耀华路店 大杯咖啡星冰乐 1   ￥31

Entry

Version

Data Input

Data Output

Hash

Timestamp

信用数据的存储



信用数字化流程



区块链是所有数据的指针



信用数据的共享与个性化处理



信用数字化

01

身份证明、资产、通讯、出行、交易行为、信用

使用记录、履约违约等关于个人信用数据将进入

区块链征信系统。

02

03

个人信用相关数据进入安全可信的计算环境进行

预处理和加密。

经过处理和加密后，信用相关数据以元信息、行

为数据、符号数据、身份数据形式存在云棱镜区

块链征信数据平台。



信用数据资产存储、共享、分析、处理
01

经过加密处理的信用相关数据按照时间顺序生成

永久、不可逆、不可更改的记录。这些记录将被

存储在一个区块中，这个区块与前一个区块，以

及再前一个区块相连，从而创造出一个区块的

链。每当新的区块产生将被广播至所有的成员节

点上，形成有效的个人信用数据资产。

02

03

金融机构或者其他的数据消费者通过在分布式的

计算环境中个性化分析用户数据，从而在保证用

户数据安全的同时又能够获得个性化数据处理的

能力。

区块链征信将服务于大众经济生活，特别是以信

用凭证形式应用于消费金融风控，如购物分期、

租房分期、旅游分期、在线租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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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chain是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技术

FinTech正在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而区块链已成为FinTech的底层技术

资产数字化 支付电子存证 虚拟货币金融资产交易 供应链溯源 知识产权保护 众筹征信数据共享 资产数字化金融资产交易征信数据共享

现存金融机构如果能够获得引导，那么他们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来转化自己，这

种技术拥有彻底改变该行业的巨大潜力。

—— 《区块链革命：比特币底层技术如何改变货币、商业和世界》
[加]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加]亚历克斯·塔普斯科特（Alex Tapscott）

我们相信，区块链技术正以不可阻挡的力量，为根深蒂固、受监管的及僵化的现

代金融基础设施带来冲击。它们的碰撞将会改变未来几十年金融领域的发展。

—— Barry Silbert & Benjam Lawsky—— 巴曙松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基于金融工具的变革，尤其是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的发展，金融创新正在推动整个产

业的变革。



基于区块链的应用架构



区块链层



Azure上的区块链层
区块链层是整个系统的信用基石

是所有数据变动的分布式账本。

1.可定义和开放的网络环境

2.相对统一的基础设置

3.快速部署，易于管理

Virtual Network Load Balancer VPN Gateway

App Gateway

Container Service

VM Image Gallery& VM Depot

Azure Resource Manager

Virtual Machines

目的：去中心化和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



数据存储层是所有价值的仓库和深

度数据共享的基础。

目的：高性能、高可用、高度可伸缩。

1.可支持几乎无限制的数据存储

2.高性能、低读写延迟

3.丰富的数据管理套件

BLOB Storage

Redis Cache Storage Tables

Data Factory

Data Lake

Import/Export Backup

Azure上的数据存储层



数据存储层



应用层



应用层是所有商业逻辑承载层和具体业务
细节的适配层。

1.对微服务架构的高亲和度

2.移动优先；API优先

3.即开即用的PaaS服务

Azure上的应用层

Web Apps MobileApps APIManagement

API Apps

Service Bus AppInsights

Data Lake

Key Vault

Stream Analytics

Azure FunctionsServiceFabric

目的：高灵活性，能够快速与前端业务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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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消费金融风险控制

02

03

Data as a Service

数字化精准营销

金融资产定价



云棱镜微信公众号 云棱镜官网

关注云棱镜



Thanks！



Azure 中国官网 https://www.azure.cn/ 提供最新产品与解决方案信息， 技术文档，以及SDKs下载

Azure 镜像市场： https://market.azure.cn/

申请一元试用，即刻体验 Azure 服务：https://www.azure.cn/pricing/1rmb-trial-full/

Microsoft 云科技公众号 Azure 云助手手机 App

Azure 应用程序开发说明 https://www.azure.cn/dev-notes/ 概述了海外与中国区服务开发人员需要注意
的区别

https://www.azure.cn/
https://market.azure.cn/
https://www.azure.cn/pricing/1rmb-trial-full/
https://www.azure.cn/dev-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