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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波市金融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去非、张文元、袁冬勤、黄宪、关义生、张热弯、王巧燕、熊强、周泉、程

东、崔霄翔、方诗伟、董逸飘、张芝悦、吕亚男、毛伏韬、陈建群、陈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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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文字识别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系统设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金融行业中采用智能文字识别技术进行业务单据识别的系统应具有的功能、性能和安

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金融领域智能文字识别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对智能文字识别系统的测试、管理也可参照

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自然语言处理  3.1 

是人工智能和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处理及运用人类自然语言，包括对语言的认知、

理解、生成等，并按人所定义和预期的目标进行正确返回。 

结构化  3.2 

指在 OCR 的文字识别结果之上，结合自然语言处理、先验规则等信息来提取用户所需要的字段信息的

方法。 

训练  3.3 

指在机器学习类方法中，通过设定目标适应函数和基于此目标的一套反馈系统来从样本数据中学习得

到达成目标的最佳模型的过程。 

准确率与召回率  3.4 

是广泛用于信息检索和统计学分类领域的两个度量值，用来评价结果的质量。具体定义如下： 

准确率 = 提取出的正确信息条数/提取出的信息条数 

召回率 = 提取出的正确信息条数/样本中存在的信息条数 

在 OCR 领域，字符召回率和字符准确率是指以单字符为统计单位的召回率和准确率；单词召回率和准

确率是指以英文单词为统计单位的召回率和准确率；字段召回率和准确率是指以结构化后的字段为统计单

位的召回率和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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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OCR：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ICR：智能字符识别（Intelligent Character Recognition） 

DPI：每英寸点数（Dots Per Inch） 

5 功能要求 

概述 5.1 

智能文字识别系统应包含两部分：移动端模块和后台系统。其中移动端是指手机等可携带设备上的应

用程序，后台系统是指服务器端的应用系统。智能文字识别系统功能模块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图1 智能文字识别系统功能模块流程图 

其中移动端模块应具有如下功能： 

—— 实时检测已知模版位置功能，以快速提示用户拍摄是否正确； 

—— 识别已知模版并结构化输出； 

—— 未知模版传送到后台系统识别； 

服务器端应具备图像预处理、图像分类、图像识别、Badcase 收集等功能。 

图像预处理 5.2 

5.2.1 输入图像要求 

输入图像应保证在关键字段位置处文字成像无模糊、无光斑、无明显畸变、无明显噪声干扰。输入图

像文件大小应在 3MB 以下。图像分辨率宜在 200DPI 以上。 

5.2.2 输出图像要求 

业务系统
多种

场景图片
图片预处理 图像分类 图像识别 复核系统 复核通过

模型优化

模型更新 复核不通过

反馈机制

模型更新 模型更新

移动端模块

未知模板

终端用户拍照 已知模板

录入DB总控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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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输出图像中，应不包含质量较差的图像。那些因模糊、块效应、噪声、畸变等因素导致的文字失

真的  

b) 图像应该被过滤，用于保证输出图像的质量及后续识别的准确率。 

c) 图像中非单据区域的部分应该被自动裁剪，只保留单据在图像中所在的主体区域。 

d) 对于出现旋转的文本应被自动纠偏，输出的图像的文本应保持在水平位置。 

e) 若对印章无识别要求，输入图像中的红色印章痕迹应被去除，以减少对单据正文识别处理的干扰。 

图像识别分类 5.3 

5.3.1 固定版式识别：输入的单张或者多张图片应为已知版式，在输入为非已知版式情况下应在输出结果

中明确告知该输入为非支持版式，在输入为已知版式情况下应输出约定结构化格式。 

5.3.2 非固定版式识别：输入的单张或者多张图片可以为未知版式，通过文字识别结合自然语言处理等技

术将输入图片内容对应到已录入的业务类型并输出约定结构化格式，在对应业务类型未录入的情况下应在

输出结果中明确告知输入为非支持的业务类型。 

反馈机制 5.4 

ICR 系统应具备反馈机制，反馈机制应包含接入复核系统进行联动，制定可持续的、自动化的错误样

本收集流程，并对原有模型进行修正替代，使模型训练、识别、反馈三大环节形成闭环，达到“越用越准”

的效果。反馈机制应通过识别失败的 Badcase 对模型做优化，并根据业务发展情况提供定期或不定期的线上

图像模型更新(相关示例见附录 A)。 

总控端标准 5.5 

ICR 系统应具备场景分发功能，不同的场景分发至不同的图像预处理模型、分类模型和识别模型，由

总控端实现，主要规范接口标准，制定识别模式，实现场景分发，同时确保负载均衡和流量控制。 

5.5.1 接口规范 

a) 对外应提供标准的、统一的识别 API 接口，各应用系统可以快速方便地接入，使用对应的文字识

别服务。 

b) 接口报文宜采用 JSON 格式，UTF-8编码。宜明确接口认证规则、调用频率上限及异常机制。 

5.5.2 识别模式 

a) 对于单次图片识别速度≤3s，宜采用同步识别模式；单次图片识别速度>3s，宜采用异步识别模式。 

b) 在系统总控端应做好负载均衡和流量控制，对于日均 1万笔识别交易，每秒并发数宜大于 10。 

识别技术指标 5.6 

表1 识别技术指标 

流程 指标要求 

图像分类 准确率应>95% 

图像识别 召回率应>95%，准确率应>99% 

6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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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要求 6.1 

ICR 系统在可靠性方面应包含校验机制及解耦机制。校验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人工复核、与业务系统做

关键参数匹配。解耦机制指在 ICR 系统出现故障时可以通过一键切换方式切换到人工验证模式。 

样本安全 6.2 

ICR 系统应对样本文件后缀（如 exe，bat，sh，js 等可执行文件）进行过滤，防止恶意病毒文件的攻击；

对非图片类文件应在总控端进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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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流程银行 ICR 识别 

 

以流程银行碎片识别为例，用 ICR去替换双录中的一录，当 ICR录入与人工录入一致时，自动流转

业务。当 ICR录入与人工录入不一致时，自动记录识别失败样本，转第三位录入岗，待后续样本录入成

功后，对该样本标记正确的结果，反馈给 ICR平台。ICR 平台定期对错误样本集进行再训练，以提升模

型识别准确率。 

流程银行设置切换开关，以达到和 ICR平台解耦的目的。当 ICR平台出现故障时，通过开关切换，

停止 ICR自动录入服务，将转由传统的人工录入、复核流程。 

 

错误数据集

机器学习

识别服务

票据碎片

ICR录入 人工录入

数据比对

再反馈训练提升

使用

ICR平台 NLP  
图A.1 流程银行 ICR 碎片录入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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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图像噪声还原示意图 

 

 

图A.3 图像模糊还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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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4 图像印章去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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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5 图像旋转矫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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