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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近年来，互联网电商平台通过开展爆款产品秒

杀、赠送优惠券、注册赠礼等多种形式的营销活动，实

现短期拉新维系或提升平台用户的活跃度。然而，大

量的营销活动已经变成了互联网黑产恶意薅羊毛的

阵地，羊毛党以极低的成本侵占营销活动资源，扰乱

活动秩序，使营销活动的体验大幅降低，拉新维系效

果也远低于预期。据猎网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互联网黑产已形成超过 15个工种、160余万从业人员，

其“产业规模”不低于 1 152亿元人民币。2017年，电

商安全生态联盟发布的《电子商务生态安全白皮书》

指出，在各类电商平台大促活动中，受红包、返利等方

式刺激，黑产恶意行为占比分别为，薅羊毛 30%，黄牛

23%，套现 23%。此外黑产恶意行为会随着业务开展

形态逐步升级调整，从而持续获益［1］。此外，根据同盾

科技的统计数据显示，仅 2017年前 3季度，就有超过 6
亿次“薅羊毛”的行为，极端情况下，平台一场营销活

动带来的营销客户流量几乎全都是由“羊毛党”的小

号带来的［2］。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随着近年来电信

业务营销线上化，运营商电商平台也频繁遭遇黑产恶

意行为事件，大量营销资金被恶意薅取。为此，运营

商电商平台亟需进一步提升防控意识，研究黑产行为

和欺诈风险防控技术，搭建业务风险防控体系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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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针对电商生态业务进行全流程的安全防护。

2 电商黑产行为研究

电商业务中的互联网黑产（俗称羊毛党）通过参

与平台上的各种奖励性质的业务活动来违规获利，根

据其行为模式可以简单分为 2类：一类是活跃于各类

网赚平台或论坛的网络用户组织，另一类则是分工明

确，技术专业的成熟产业链。前者主要是通过人工关

注各大网站最新营销活动，发展下线人员一起参与活

动获取奖励再转卖，或低价购买产品，汇总后批量转

卖获利。后者是目前黑产的主流形态，黑产涉及手机

卡商、VPN提供商、软件提供商等众多角色，每类角色

有明确的分工，通过充分运用各类技术手段，有组织

地开展刷单、刷量、薅羊毛等作弊行为，总体来说呈现

出“专业化、团伙化、细分化”的趋势。现阶段互联网

黑产生态链如图 1所示。从黑产分布区域来说，电商

黑产欺诈事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

苏、山东、河北、江西等省份，欺诈事件发生频率高且

资损较大［1］。

目前黑产各环节的行为特征主要有：

a）上游卡商购买成千上万的黑卡，通过“猫池”软

件平台同时使用上百张手机卡进行养卡，通过短信验

证码接收平台（即接码平台）来接收注册账号的验证

码。

b）黑产组织使用接码平台购买的黑卡号，通过自

动注册机在各个平台注册大量账号。

c）黑产组织通过开发的自动化脚本或利用群控

设备，控制养卡手机号或账号自动操作参与活动，或

伪造活动请求，从而非法获取营销推广活动的奖励费

用。

3 电商业务风控方案现状

目前，大型互联网企业大都进行了反黑产欺诈方

案和风控系统的研发。现有的电商黑产风险防控研

究主要分为 2类:一类是由大型互联网企业和部分安

全领域企业对外提供的第三方黑产防控服务，此类服

务提供者主要有支付宝、腾讯、百度、网易云、同盾科

技、数美科技、威胁猎人等；另一类是企业自主研发的

内部业务风控系统，例如京东、网易严选、爱奇艺、美

团等，此类系统主要面向内部业务使用，在未来，这些

内部业务安全防护能力也可能会输出为风控产品。

下文针对现有方案从技术特征、服务模式和收费模式

进行详述。

3.1 第三方黑产防控服务产品

支付宝小程序营销反作弊服务主要面向电商平

台、O2O行业提供有效识别薅羊毛、刷单、恶意抢红包

等行为的接口。该服务于 2018年 12月对外开放，其

对接了蚂蚁金服金融级安全风控引擎，融合了设备指

纹、人机识别、IP画像等技术以及蚂蚁金服的大数据

能力。在实际营销活动中，服务使用者调取该接口，

可实时分析用户身份特征及行为信息，从而确定用户

作弊风险。目前该服务面向支付宝小程序主体免费

提供，申请开通后每日支持至少 1万次调用，使用该服

务的商家已达2 000家。

百度活动防刷服务基于其自身威胁情报和安全

技术，实现针对羊毛党、黄牛党等恶意行为的防护。

服务使用者通过接入该服务的 SDK可以获取设备指

纹信息，通过该服务的API接口识别恶意行为，输出恶

意行为风险结果，以及后续处理建议。目前该服务为

收费服务。

网易云易盾营销反作弊服务依托网易云大数据

计算能力，利用设备指纹、行为模型、黑名单库等技

术，结合大数据分析和规则模型筛选出非法用户和非

法操作，从而实时识别刷单、刷票、刷券等营销作弊行

为。其服务模式包括 SDK+服务端模式和纯服务端模

式 2种。其中，SDK实现用户点击行为数据和设备数

据等风险数据采集，check接口允许服务端传入风险数

据和 token进行风险检测。目前该服务为收费服务，对

外提供免费体验。

腾讯云天御活动防刷（AA——ActivityAntiRush）
服务基于腾讯海量大数据分析用户的行为和账号的

风险等级，通过建立反欺诈知识库，接入设备指纹，采

图1 互联网黑产生态链

目标商家

账号商人羊毛党手机卡商

自动化脚本群控平台

接码平台代理 IP池打码平台改机工具

听码人员手机卡商打码人员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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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风险信息，基于智能防刷引擎识别群控设备，同时

进行多渠道交叉验证，实现风险评估。该服务以接口

形式提供，使用者需输入覆盖用户腾讯侧 ID、手机号

码、http请求信息、手机设备信息等维度的数据，通过

天御的内部实时策略引擎进行风险评估，输出结果为

用户风险类型和风险等级。目前该服务为收费服务，

对外提供免费体验。

同盾科技的营销活动保护服务以设备指纹技术

和定制化风控模型为基础，利用跨平台数据优势，帮

助平台监测、识别各种营销类欺诈行为，从而过滤可

疑流量，提升营销效果，保护平台用户利益。该服务

提供作弊设备识别、代理 IP分析和欺诈用户行为识

别。目前该服务为收费服务。

3.2 企业自研业务风控系统

网易严选风控系统采用“护城河-城墙”两级防护

模型，护城河为外层防护，即基于用户核心指标评估

用户基础信誉，城墙为内层防护，即针对每个业务场

景对用户进行再次风险评估。该系统基于APP端收

集核心指标，服务端进行实时计算的思路解决了多个

风控关键问题。首先，系统基于ARM架构的CPU与普

通虚拟机依赖的CPU，对一些关键内存区域以及一些

机器指令的执行权限控制上存在明显差异，基于CPU
架构差异准确识别虚拟机，实现人机识别。其次，自

主研发可信服务 ID技术，即为 APP端生成唯一设备

ID，从而实现用户设备精准识别。此外，针对浏览器

中用户 ID唯一性难以判别的问题，以浏览器为基础设

计了浏览器唯一 ID标识，并解决了浏览器中存储唯一

ID的技术难题。

京东金融天盾风控系统是基于 Spark的图计算平

台，分析维度主要包括用户画像、用户社交关系网络、

交易风险行为特性模型，该系统已覆盖京东数十个业

务节点。其内部核心是存储用户风险信用信息及规

则识别引擎的风险信用中心（RCS）系统，该系统基于

用户风险画像进行用户风险评分。RCS支持动态规则

引擎的高效在线识别，是风控数据对外提供服务的唯

一出口。RCS内部实现了一套自主研发的规则动态配

置和解析的引擎，用户可以实时提交或者修改在线识

别模型。系统会将实时请求的数据依据模型里的核

心特性按时间分片在高性能中间件中进行统计，一旦

模型中特性统计超过阈值时，前端风控系统将立刻进

行拦截。

除上述方案以外，参考文献［3-5］详述了证券公

司［3］、互联网金融公司［4］、餐饮外卖O2O公司［5］等企业

的内部反欺诈作弊检测方案的实现过程。此外，电信

运营商在用户异常行为识别［6-8］、黑卡行为识别［9-11］、
用户画像［12-13］、个人信用风险评估［14］等风险防控技术

方面也进行了研究验证。

可以看出现有的业务黑产风控方案和系统具有

如下特点。

a）以企业自研为主，第三方产品较少，且大多为

收费服务；企业自研风控系统在功能、架构、风控规则

等方面均不具有普适性。

b）第三方服务仅适合作为活动前的基础性的欺

诈检测，无法检测业务限制违规，无法判断请求来源

合法性等，达不到全流程动态风险防控的目标。

c）一般电商风控系统进行人机识别主要依靠设

备指纹，操作模式等数据，缺乏手机号码信息、黑卡信

息等关键信息。

电信运营商信息系统经过多年的优化，不仅具备

实时采集手机号码使用行为、用户自然人信息、基站

位置信息等用户基础大数据的能力［15］，也在常年的线

上风险攻防中沉淀了用户异常行为识别、黑卡行为识

别、双低/三低用户分析等多种用户风险大数据，因此，

电信运营商应充分发挥特有的数据资源优势，聚合风

险防控能力，设计运营商特色的覆盖全业务流程的电

商业务风控方案。

4 电信运营商电商业务风控方案

4.1 系统架构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营销活动运营费用损

失，电商业务风控平台需要确保活动奖励在黑产激活

使用前被有效拦截，因此，电信运营商电商业务风控

方案依托运营商独有的手机号码使用行为数据，以及

运营商电商平台长期沉淀下来的黑名单库数据等，基

于实时计算和规则引擎技术，进行“活动前—活动中

—活动后”的全链路风险防控，基于该设计思路的风

控系统架构如图2所示。

电信运营商电商业务风控系统由业务系统、风控

引擎、风险指标加工层和数据源层构成。其中，业务

系统层根据具体活动方案编写风控规则脚本或配置

风控规则，同时在活动流程全链路采集各类用户风险

数据，并实时输入到风控引擎中；风控引擎层根据预

设专家规则和业务特定规则，以及运营商特有的黑卡

识别引擎，基于实时流计算技术和规则引擎进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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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并实时输出评级结果；风险指标加工层负责将

业务系统采集到的风险基础数据按规则组合成各类

指标，并将指标进行缓存，供风控引擎调用；数据源层

负责运营商大数据的汇聚、加工和关联，数据源层聚

合了电信运营商特有的手机号使用行为大数据，具体

包括集中基站养卡用户数据、语音流量使用情况、

GPRS数据、低用量号码数据、用户上网日志、用户号

码标签、套餐黑名单、区域黑名单、IP黑名单、设备黑

名单、第三方 ID黑名单等。

4.2 全链路实时风险评级模式

用户在活动全链路的风险是动态变化的，因此需

要在活动全流程动态计算风险情况，如图 3所示。在

活动前，即在用户进入页面尚未登录或参加活动之前

的阶段，基于浏览环境数据、操作行为等数据进行基

础风险评级，当用户登录后，针对登录环境、身份信

息、号码信息等进行登录身份风险评级；在活动中，即

用户参加活动过程中，基于业务规则和深度规则进行

动态评级，并实时按规则将超过风险预警值的各类数

据更新到黑名单库；在活动后，再次评估风险情况，拦

截已发放奖励或优惠券。活动方可以在多个环节调

用风控服务，基于风险类型和风险详情做出相应处理

行为。不同营销活动可以根据营销奖励金额和营销

活动目的来设定针对不同评级用户的应对策略，正常

用户可以参加活动并发放奖励，非正常用户或拒绝参

加活动，或者给予较少优惠或奖励，或设定参加活动

门槛等。此外，为了避免部分隐藏规则泄露，可将拦

截风险后的提示文案模糊化或改为提示网络问题等。

4.3 黑产风险指标

根据图 1中黑产上下游各角色的行为模式，运营

商电商业务风控系统可综合账号风险评估、IP行为检

测、人机识别（虚拟机识别）、伪造请求识别、验证码发

送和输入行为识别、黑卡识别等多种手段进行风险防

护。此外，活动过程中，业务系统也会采集到更多用

户参与活动的具体行为，通过业务规则模式匹配也可

检测出异常情况。因此，本文基于对活动全链路关键

环节风险的分析，同时基于运营商大数据资源特征，

可将黑产风险识别引擎所涉及的指标进行分类（见表

1）。

由于电商业务活动形式多样，其业务规则也呈现

多样性特征，下面仅列出部分常用业务规则限制项。

a）参与次数限制：同一终端 IMEI号与手机号对

应次数、同一账号 ID参与次数、同一号码相同 IP参与

次数、唯一性限制（同一手机号码、联系号码、地址、第

三方 ID、身份证件号、银行卡号、收货地址、终端 ID等

图3 全链路业务风险评级

图2 电信运营商电商业务风控系统架构

表1 全链路业务风控引擎数据映射

风险评级类别

基础风险评级

登录身份风险
评级

深度规则风险
评级

业务规则策略

风险后评价

风险指标

网络环境真实性

IP行为异常性

地理位置异常性

账号使用异常性

用卡行为异常性
（黑卡识别）

请求真实性

人机识别
（虚拟机识别）

参与次数异常性

号码资格异常性

参与活动间隔异
常性

综合异常性

所需风险数据类别

网络请求信息、设备信息

网络请求信息（IP相关）

地理位置信息、集中基站信息

账号信息、地理位置信息、个人身份
信息、手机号使用信息（社交行为）

设备信息、手机号使用信息、个人身
份信息、集中基站信息

网络请求信息、加密算法

网络请求信息、设备信息、用户操作
行为数据、手机号使用信息（社交行
为）

手机号使用信息、设备信息、个人身
份信息、网络请求信息、地理位置信
息

活动参与数据

参加活动中登录后登录前

风险后评价
登录身份
风险评级

基础风险
评级

深度规则安全评级

参加活动后

深度规则＆
业务规则风

险评级

手机号码使用数据 …集中基站养卡数据 黑白名单库

数据源层

登录身份风险指标

登录风险指标

业务规则指标

深度规则指标

风险指标信息 风险评估结果

风险指标缓存

风险指标加工层

实时流计算

规则引擎

专家规则

黑卡识别引擎

风控引擎

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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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仅限 1次）、同一奖品同一用户允许获得次数、

区域参与活动次数限制、同一套餐与同一活动奖励对

应次数等。

b）号码资格限制：入网时间、套餐类型、是否黑名

单套餐、新老用户规则区分。

c）参与活动间隔限制：同一 IP、同一号码特定时

间内发起或参与活动次数。

各类风险指标涉及的关键数据属性如表2所示。

4.4 应用效果

目前该方案在中国联通电商系统的部分互联网

产品合作拉新和用户维系活动中进行了试点验证，数

据显示其黑产拦截效果显著。在与某互联网APP合
作的新用户赠 20元礼券活动中，识别作弊用户 24 955
人，涉及运营费用近 50万元。在另一项中国联通老用

户登录支付宝小程序即送充值优惠券的短期活动中，

参与用户近 14万人，拦截黑产用户 3 935人，避免直接

经济损失近10万元。

5 结束语

企业电商业务基于风控系统或风控服务在很大

程度上控制了薅羊毛行为，然而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企业之间黑产数据互不共享，运营商的黑卡识别服务

也尚未对外开放，企业在做黑产风险防控的过程中缺

乏全局数据支撑，因此羊毛党仍然有可乘之机。如果

运营商能够合作对外提供黑卡风险识别服务，同时将

黑卡集中出现的物联网卡产品限定在特定号段，这将

使基于黑卡识别的业务风控服务广泛应用成为可能，

从而助力企业提升风控能力。此外，在风险防控过程

中由于计算偏差会有真实用户被误伤，复杂的业务规

则也会导致用户体验的下降。因此，进一步深度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提高黑产识别准确度，降低误伤普通用

户的比例，也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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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关键风控数据属性

风险数据类别

个人身份信息

手机号使用信
息

手机号使用信
息

设备信息

网络请求信息

地理位置信息

用户操作行为
数据

账号信息

请求加密算法

其他数据

关键属性

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地址、邮箱、联系电话等

号码、号码开通状态、套餐类型、入网时长、消费金额
情况、语音流量消费情况等

手机号码、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归属地、套餐信息、
入网时长、常用基站、通话行为数据、短信行为数据、
社交信息等

Android或 IOS的 UDID、移动终端设备码 IMEI、浏览
器指纹 ID等

IP地址（Web RTC 获取局域网 IP）、http user agent 、
Mac地址（新版安卓和 IOS禁止获取）、http Referrer流
量来源等

经纬度、地址、GPRS数据等

验证码请求频率、验证码输入时长、登录耗时、鼠标点
击次数、键盘点击次数、请求间隔时长等

账号类型（APP/PC网页/移动网页/微信网页等）、账号
UID（如微信 openid，支付宝 unionid等）、登录方式（账
密、短信、二维码、生物识别）、昵称、区域等

动态加密key、accesstoken等
集中基站信息、上网日志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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