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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作为国内领先的⾦融科技应⽤平台，飞算云创⾃成⽴以来，坚持科技驱动，不断

探索⼈⼯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融领域的场景应⽤，赋能⾦融机

构数字化创新和转型。飞算云创⾃主研发出了“AI.Modeler Pro”（飞算全自动

数据建模平台专业版），它搭载了最新的 AutoML 技术，能更好地解决⽬前 AI

落地应用中的难点和痛点，为银⾏和其他⾦融机构提供全⽅位的数据建模⽀持。 

AutoML 技术主要是将模型训练中的各种环节⾃动化，只需给它必要的数据就能

实现⽆⼈⼯参与建模。相比同类产品，飞算云创 AutoML 技术凝聚了许多营销、

风控专家的建模经验，沉淀了在实际业务中验证下来较优的建模流程和方法论。

例如变量编码、最优分箱,、可视化调整、逐步回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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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概览 

飞算全自动数据建模平台专业版 AI.Modeler Pro 是⾯向数据科学团队的⼀站式

数据分析平台，它是集数据准备、特征⼯程、算法实现、模型开发、模型发布、

模型⽣产化管理于⼀体的机器学习平台，能够帮助企业快速构建数据分析应⽤。 

AI.Modeler Pro ⽀持数据科学家、数据⼯程师、AI 开发者快速构建 AI 应⽤，

实现端到端的 AI 开发服务。平台包含智能数据融合管理、⾃动化机器学习、智

能特征和算法组件，为⽤户提供从数据接⼊到 AI 应⽤开发的全⽣命周期⼯具⽀

持，赋能企业级 AI 应⽤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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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特点 

基于 AutoML 的设计和开发理念，飞算 AI.Modeler Pro 自动化建模平台针对数

据模型开发到应用的全流程均提供了简洁易用的自动化、流程化的前端操作界面

以及必要的后端支持能力。 

3.1 简化数据准备 

⽀持多种数据连接器，轻松获取各类数据源的数据，包括本地数据、关系型数据

库的数据、 Hadoop⼤数据平台数据（HDFS、 Hive 等）。 

3.2 降低大数据处理复杂性 

平台⽀持分布式任务，可⾃动完成 Hadoop、 Spark 的环境调⽤和任务分发执

⾏，对使⽤者屏蔽了⼤数据技术组件的复杂性，使数据分析⼈员轻松获得⼤数据

处理能⼒。 

3.3 可扩展、可重用的模块库 

基于 Docker 容器的⾃定义模块封装发布，⼀次编程，多处使⽤，可积累的模块

库成为公司重要的智⼒资产，提升新模型的开发效率。 



产品试用地址：https://www.feisuanyc.com/try   

飞算全自动数据建模平台-专业版                      查看官网：https://www.feisuanyc.com 

3.4 易用的自动建模 

通过界⾯配置基础数据和业务⽬标，实现⼀键式建模，⾃动完成算法建模、模型

评估、模型选择，降低建模门槛。 

3.5 自动模型生产发布 

建模完成后平台支持⾃动选择最优模型，实现一键⾃动模型发布功能，⾯向⽣产

系统提供标准 REST API 调⽤服务。 

3.6 多方位安全保障 

平台支持快速企业私有环境部署，确保生产环境安全；⾯向⽤户、⻆⾊、⼯作空

间的多层级访问控制，保障数据安全；⽤户的访问、编辑、操作等任何⾏为都可

追溯，实现责任认定。 

3.7 多维度可靠性支撑 

平台服务采⽤负载均衡和⾼可⽤设计；完善的容灾备份机制，提供数据的备份与

恢复⽅案，以及针对异常情况的⾃动化处理。 

  



产品试用地址：https://www.feisuanyc.com/try   

飞算全自动数据建模平台-专业版                      查看官网：https://www.feisuanyc.com 

4 产品优势 

飞算 AI.Modeler Pro 自动化建模平台深挖数据建模全流程的痛点难点，特别是

数据处理、特征工程、算法调参以及信用风险评估领域特有的标准评分卡开发等

系列功能做出了优化和整合，使得产品整体差异化更加明显。 

4.1 数据管理能⼒ 

导入数据后，可快速预览和查看统计指标，自动完成数据分布检测、统计指标计

算、自动对异常或缺失值检测、删除低信息密度变量等来实现必要的探索性数据

分析，并支持对数据进行增删查改。 

平台支持交互式的数据字典上传以增强解释性，可以自定义字段级别的特殊值为

后续建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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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放建模⾼级配置 

针对建模过程中重要的特征工程和算法调参部分，开放参数配置项，支持建模人

员自定义控制。包含以下功能点： 

• 自动化数据清洗 

• 自定义编码转换 

• 交叉特征衍生 

• 特征聚合统计 

• 自研特征选择算法/手动筛选特征宽表 

• 导入导出特征处理配置文件 

• 自研超参搜索框架 

• 自动算法选择 

• 过拟合约束 

• 支持超参数配置 

• 导入导出搜参配置文件 

每个关键步骤均支持“智能配置”和“手动配置”，可兼顾不同水平建模人员的

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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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解释性建模日志 

业务解释性日志贯穿建模全流程，使模型开发过程充分透明。具体日志内容包含数据清

洗、编码转化、归一化、缺失异常处理逻辑、特征工程、特征选择、模型迭代的细节，

全部以业务语言呈现。保证建模全流程可解释，支持对具体步骤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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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标准评分卡 

飞算云创 AI.Modeler Pro 集成专属标准评分卡开发模块，凝聚了飞算风控专

家的建模经验，是在实际业务中验证下来较优的建模方式。 

评分卡开发的全流程线性完成，复杂的指标计算和分箱编码全部可由平台自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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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并且支持在平台计算结果上的可视化调整，所见即所得，使建模人员专注于

数据业务理解。 

 

 

4.5 ⼯程化能⼒ 

4.5.1 模型⽣产全流程覆盖 

平台提供的功能模块包括数据准备、特征⼯程、模型训练、模型评估、模型对⽐、

模型发布，涵盖模型⽣产的标准流程，实现图形化、流程化⼯程建模。 

4.5.2 Auto ML 

通过数据集选择和简单配置学习⽬标就可以实现⾃动化建模，⽀持⾃动算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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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超参数优化、⾃动模型评估、⾃动模型选择。 

4.6 模型⽣命周期管理 

通过模型仓库模块实现对模型的版本管理，⽀持基于版本的模型⽣产上线、⽣产

下线以及模型删除等操作。 

4.7 团队协作 

⽀持项目成员管理，团队不同角色（专家级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师、编码⼈员、

业务⼈员）成员之间协同开发，提升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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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作案例 

5.1 合作客户 

某大型国有信托公司 

5.2 合作背景 

随着银保监会一系列监管政策的落地，持牌金融机构被要求必须有自己的风控能

力，监管强调“金融机构应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

理，并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贷

前、贷中、贷后管理的关键环节外包”。 

同时，在原有业务基础上，信托公司都在积极拓展消费金融和小微信贷业务。但

是针对互联网客群的反欺诈和风险运营经验以及相关样本的积累相对较少，既有

风控系统无法满足互联网业务的高实时性和快速迭代能力，导致金融机构在搭建

消费金融业务时面临很多挑战。在面对大量进件时，原有风控系统无法准确识别

和控制风险。 

具体而言，在发展新业务模块的过程中，例如对消费金融方面的尝试，往往会缺

乏相关的经验、人才以及数据积累，从零开始搭建非常困难。 

因此，客户虽有进行自主风控的意愿，但却往往因技术，资源，数据等积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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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外部资源的配合与支持。 

5.3 客户需求 

掌握自主风控能力是持牌金融机构发展的趋势，客户期望能够在这方面做更多地

尝试，提升自身的整体竞争地位，成为行业的发展标杆，因此整体合作态度也更

为积极开放。 

5.4 解决方案 

飞算团队以咨询方式进入后辅导客户将数据清理和规整完毕后，再进行科学的主

题分类以及适当的特征衍生，有针对性地搭建数据集市；之后再在集市的基础之

上利用 AI.Modeler Pro 建模平台搭建相应的决策模型，用以实施风险管理。 

合作过程中，飞算科技能够通过对反欺诈策略集的制定，在业务前期将高危客群

进行过滤，提高客户的资产质量，进一步完善整体风控体系。同时提出数据治理

相关建议，为完善数据体系提供有力支持。根据客户基本信息、交易行为、购买

历史、足迹信息、渠道偏好、风险偏好、产品偏好等构建完备的客户画像标签体

系，快速完成模型开发全流程。 

5.5 合作优势 

在 2017 年开始，飞算已经与银行、消金等大型客户进行金融科技整体方案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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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合作，具有成熟和丰富的行业工作经验。 

在合作过程中，飞算还能够根据客户现状将客群进行科学合理地分类，针对不同

客群做不同的规则，一方面为之后的业务进展打好基础，提升工作效率；另一方

面能够有效识别坏客，降低坏账率，为客户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5.6 合作成果 

飞算云创 AI.Modeler Pro 平台完成欺诈检测模型或信用风险评分卡的开发上线，

提⾼模型分类区分度，减少客户贷款违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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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系方式 

公司官网：https://www.feisuanyc.com 

电话联系方式：18948313772 

邮箱联系方式：contact@feisuany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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