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四年前，支付宝还要将公司80%左
右的技术人员投入“双11”技术保障。更早
的2010年，即“双11”启动第二年，支付宝当
时几百名技术人员全部坐在电脑前。所有
员工严阵以待，公司里到处是帐篷、睡袋，
桌上堆满“红牛”。

2010年双11堪称支付环节最惊险的一
年。“那时候双11还只被认为是普通的大促

活动，支付宝将系统扩容了一倍，心想这
应该足以应对了，结果0点一过，每分钟业
务量攀升至日常的3倍，全天下来，系统肯
定会崩溃。”支付宝技术团队负责人透露。

到23时59分30秒，眼看“双11”就要结
束，支付宝核心账务系统突然报警。一名
当时在场的技术人员很后怕的回忆：“嘀
嘀嘀的警报声让每个人发急，负责数据库
的同事冲过来喊‘资源马上耗尽！赶紧杀掉
非关键应用！’”

大家只能通过“砍业务”和人工协调系
统资源的方式来释放系统容量，将一些不
太重要和常用的业务先暂时关闭。在最后
一个“会计”应用被杀掉时，距离整个数据
库崩溃只差4秒。

支付宝的技术团队认识到，双11的交易
量指数级增长，如果按照老的技术来运行，
很难支撑支付洪峰，即使能支撑，成本也将
是天文数字。摆在支付宝面前有两条路，一
条是继续用外国的IOE技术，承担昂贵的成
本，另一条是上云、去IOE，走自主研发的道
路。“决定选择第二条路，来解决这个世界范
围内还从未遇到过的技术新课题。”其实在
那年双11之前，支付宝已经开始尝试上云。
经过3年的努力，在2013年，支付宝最后一台
小型机下线，IOE中的I和E都已经被中国自
主研发的技术取代，上云完成阶段性进展，
这就像造发动机，意味着双11的交易量不会
再受到技术制约。“但是在第一阶段，每年双
11能否顺利通过，还是有点碰运气。”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陈亦乐 叶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2018年11月8日
星期四

16

支付
十年

支付习惯的变迁背后，是支付
科技手段的不断提升。

短 信 和 密 码 ，曾 经 是 唯 一
的支付安全手段。但是随着手
机的普及，各种支付黑科技也
应运而生。

2008年第一笔水电煤网上缴
费在上海完成，各个机构就开始
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少跑腿，动动
手指就能办。尽管如此，支付黑科
技前进的步伐不止。相关人士大
胆预言，下个十年有望进入刷脸
办事时代。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
40个城市开通“刷脸政务”，查询
公积金、缴纳交通罚单、申报个
税、领取身份证网证、电子社保卡
等电子证件，人们都不再需要用
一堆材料证明我是我了。

支付宝副总裁邹亮表示，“刷
脸技术正在越来越多民生服务领
域的应用，我们相信，结合着图像

识别、AI、区块链等更多技术，下
一个10年，中国将会逐步进入刷脸
办事时代，便捷的数字政务将会成
为数字城市的标配。”

以公积金为例，以前需要跑
到窗口，路途耗时不说，还常常需
要排队等候。现在，只需要打开支
付宝，点击公积金查询服务，输入
公积金账号和密码，账户信息、账
单明细、贷款信息等一目了然。
支付宝提供的数据显示，成都和
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合肥、南
京、上海、武汉、西安一起，入选首
批“十大不跑腿城市”。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第三方
支付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随
着支付技术的更新迭代，脸部识别
技术、声波感应、这些人机交互的
支付方式，已慢慢地从理想转化为
现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从ATM转账到
进入刷脸支付时代

人生能有多少个十
年？如今的你，瘫在家里
柔软的沙发里，在手机上
轻挥手指，通过“花呗”、
“白条”任性扫货的时候，
可曾回亿起十年前的那
个夜晚——当坐在网吧
用电脑捕捉到心仪的宝
贝时，你心情激动地一头
扎进室外的夜幕，顾不得
天空飘着雨，健步穿过几
条大街，终于寻觅到
ATM机，向卖家转帐汇
款。

短短十年，从ATM、
U盾转账、刷信用卡，再
到手机用支付宝、微信发
红包，直到现在花呗、白
条给你壮胆体现一把任
性扫货的豪气，我们的支
付生活，在引人入胜的演
进中快步向前。

在十年前，到银行ATM机
前排队转账，还算是一件比较
潮流的事情。大部分人在没有
现金的情况下，更多的是到银
行窗口排队办理转汇款业务，
要么就是用银行卡、信用卡消
费，当钱包被鼓鼓囊囊的条种
卡撑满，曾经是高收入阶层的
符号。热衷到ATM转账的年轻
人也会遇到烦恼，逢年过节，尤
其是在电商搞活动的时候，银
行的ATM机前总是排起长队。
其实在十多前，移动支付已经
暗潮涌动。

2003年，针对电商平台上
商家良莠不齐而引发的信用隐
患，阿里巴巴成立了支付宝业
务部，并于次年12月正式推出
第三方支付应用支付宝，买家
付款后款项先打到支付宝平台
上，等交易完成并确保顾客满

意后，款项才转到卖家手里。
2005年被称作是第三方支付的
元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
和应用，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
第三方支付平台就像雨后春笋
一般出现。腾讯旗下第三方支
付平台财付通成立，全球支付
霸主PayPal高调入华。另外50家
第三方支付公司也在同年宣告
成立。

那时候，网络支付，手机支
付，短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方
式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智能手
机等电子设备仍未广泛普及，
市场需求处于疲软状态，而官
方也未对第三方支付公司进行
资质上的认定和国家信用支
持。

疯草般生长的乱象，终于
在2011年划上句号。2011年5月
26日，央行正式发放首批第三

方支付牌照，首批27家第三方
支付企业饮到了“头啖汤”。在
2011年到2015年间，是央行发
放第三方支付牌照的高峰期。

2015年春节，微信春晚“摇
一摇”，向全国人民发放5亿现金
红包……余额宝，微信红包，收
款码等支付方式一次次地刷新
着人们的眼球。网银支付、移动
支付、数字电视支付、固话支付、
ATM支付、NFC近场支付、扫码
支付、点卡支付、预付卡支付以
及城市支付服务。各种支付产品
满足了日常生活所需。其中手机
支付更是逐渐成为主流。

如今，人们出街上班，只要
一台手机，一个微信或支付宝
APP，从刷公交、到路边买菜再
到打的坐车，各种缴费轻松完
成，手机取代钱包，已成为现
实。

日前，支付宝花呗发布《2017年轻人消费
生活报告》，该报告显示，每4个90后当中，就有
1个人在使用花呗进行信用消费。与此同时，京
东的白条业务也成为用户信用消费的主要工
具之一。曾经信用卡是众多年轻人购物梦想的
寄托，如今借助各大电商平台提供的“白条”，
消费者可以任性挥洒扫货的豪迈。

90后的消费观有别于中国人传统的“储蓄
消费”习惯。校园裸贷的出现一度让90后被贴
上了“花钱不理性”的标签，然而通过上述支付
宝公布的报告数据来看，绝大部分90后虽然热
衷于花呗等新兴消费方式，但近七成（69.41%）
的花呗年轻用户都能做到“月月有余”，每月花
销控制在授信额度的2/3以内。

但有业人士提醒说，白条、花呗（账单）分
期等还款方式仍然对部分消费人群存在着一
定风险。白条、花呗等分期贷款产品的分期利
率看似不高，实际上换算成年化利率，一点都
不低。但是随着未来个人征信体系的愈发完
善，对于信用分期消费的鼓励，有助于越来越
多的用户养成健康的分期消费和履约习惯。

移动支付
进入白条时代

从排队等ATM
到手机取代钱包

未来十年
刷脸支付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名男士用电子钱包刷二维码买咖啡

据支付宝负责人介绍，从2014年开始，
支付宝开始研发和施行全链路压测技术，

“这就有点像造飞机时候的风洞，造一个实
验室，完全模拟当天所有的真实环境，对系
统进行压力测试。到了双11当天，平稳度过
的概率就极高了。”

而到了2017年，支付宝不仅希望平稳
度过，还希望进一步降低人力，进入到了自

动驾驶技阶段。“虽然今天双11的支付量越
来越大，但是人工干预越来越少了，整个系
统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该负责人表
示，比如，过去双11之前，该配置多少云计
算资源，如何达到最优化的配置，都需要非
常有经验的工程师进行严密的计算，并进
行反复的压力测试，不断调优。但现在，机
器可以自动地进行计算和调优。

蚂蚁金服CTO程立打了个比方，今年
双11的支付保障有点像“自动驾驶”，该往哪
开，在哪停，如何躲避风险，保障安全，都是
智能的。“我们的小目标是，到2019年，我们
将不再花一分钱投入到双11当天的技术保
障上。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双11这一天，和11
月10日、11月9日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

20192019年不花一分钱在双年不花一分钱在双1111
当天技术保障上当天技术保障上

小目标

2018年双11刷脸和指纹支付已开始
大规模应用，成为主流支付方式

天猫双11支付宝技术十年变迁史
从数据库差4秒崩溃到两大暖科技首次参战双11

去年阿里巴巴的双11全球狂欢节的支付峰值达
到了25.6万笔/秒，比2016年增长超1.1倍，数据库
处理峰值达4200万次每秒，双双打破了世界纪录。
第7分23秒，支付宝的支付笔数突破1亿笔，这相当
于5年前（2012年）双11全天的支付总笔数。

天猫双11的十年历史，也是支付宝技术的十年
变迁史。从近几年网友反馈来看，双11支付都非常顺
畅，没有出现卡壳现象。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支付宝
保障幕后团队，如今双11不仅仅催生了一个全国性
的消费时点，蚂蚁金服也“逼”出了许多新技术，今年
区块链技术和刷脸支付等生物识别技术首次亮相双
11，将促进许多产业升级的基础设施。

支付保障技术日趋成熟，今年区块链
技术将首次参战双11，正式在双11成规模
应用。双11前夕，天猫和比利时安特卫普钻
石交易所正式达成合作，双11时“比利时钻
石馆”里的每一颗钻石都会附上唯一区块
链“身份证”，用支付宝、天猫、淘宝扫一扫，
就能看到它从海外采购到国内配送等重要
环节的全链路信息。

给商品配置“身份证”也并不只是钻石
的专属福利，今年双11有了蚂蚁区块链技

术加持，百余个国家和地区、1.5亿跨境商
品的原产地溯源不再是难题。钻石之外，蚂
蚁区块链商品溯源已经广泛应用于进口的
奶粉、美妆及保健品，国内五常大米，茅台
等高端酒和平武蜂蜜。

区块链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
数据的透明、不可篡改、充分共享等功能，
并通过区块链信息建立多方信赖。因此运
用在溯源领域，再合适不过，这有别于商家
自主录入商品信息，可实现永久溯源、防止
信息虚假，有利于保障消费者权益。

此外，以生物识别技术为基础的指纹
和刷脸支付今年将成为双11主流。指纹、人
脸、声纹等生物识别技术具备安全性高、耗
时短、成功率高、不怕忘等优势，在双11抢
购时，使用指纹和刷脸支付，在速度上具备
一定优势，也因此，许多剁手党都将指纹和

刷脸作为自己首选的支付方式。来自支付
宝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开通指纹或刷脸
支付的用户已经超过3亿，用户对这类支付
方式的满意度超过95%，超过密码支付。成
都目前红旗连锁和舞东风超市都上线了支
付宝人脸识别支付设备，未来一年支付宝
刷脸支付在成都的零售、餐饮、医疗等领域
将会上线3000台左右。

据了解，相比于2017年，使用指纹或者
刷脸支付的老年人数量增长了20%，对于
银发族来说，容易输错容易忘的密码，显然
不如按一按手指、刷一刷脸来得方便。

而在安全性方面，指纹和刷脸支付也
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准。在双11期间，通过风
险感知模块检测黑产攻击，风控引擎自动
更新风险模型，大幅提升风险拦截效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两项暖科技两项暖科技““区块链区块链””和和
““生物识别生物识别””走向中心舞台走向中心舞台

新担当

10月底，蚂蚁金服
客户服务及权益保障部
服务二部高级运营专家
弥非，迎来了她在阿里
巴 巴 的 第 十 个 天 猫 双
11。相比10年前，这位成
都美女坦言：“现在的双
11对我们来说更像是一
个节日，感觉变得越来
越轻松了。”

2009年弥非刚刚加
入支付宝两年，就迎来了
自己的第一次双11，支付
宝近400人的客服团队遇
到了第一次的峰值挑战。

“那时候都是全员到
岗，要连续熬通宵奋战。
从10号开始，到12号，好
几天一直在接听客服电
话。”弥非说10年前的双
11当时一天接听了近200
多个电话。

而到2015年的双11
记忆最深刻。那一年，她
和 同 事 们 遭 遇 了 一 场

“虚惊”。当时，守在双11
客服电话前的他们，发
现长时段的没有电话打
进来。这种反常现象让
他们一度怀疑是不是系
统故障。但是数据显示
系统一切正常，“现在已
经有97%的电话量是机
器自助解决了，就不用
到人工客服这里来了。但
是我们的工作依然是围
绕用户来进行的。”

成 都 客 服 从成 都 客 服 从
每天每天200200多个电话多个电话
到 如 今到 如 今 9797％ 的 电％ 的 电
话量机器解决话量机器解决

亲历者
20102010年支付环节还差年支付环节还差44秒秒

数据库崩溃数据库崩溃

最惊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