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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包 scorecard

提⾼了评分卡模型的开发效率，提供了特征预处理、变量初筛、最优分

箱、模型评估、评分刻度转换与模型报告输出等多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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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包 scorecardpy

该包是 python 版本的 R 包 scorecard。提⾼了⽤ python 开发评分卡模型
的效率，提供了变量初筛、最优分箱、模型评估与评分刻度等多个功能。

主要从事线上贷款的产品设计

⻛险模型开发与⻛控策略制定

第三⽅⻛控数据规划等⼯作。

主要从事⻛控相关的数据建模与分

析⼯作。

使⽤机器学习模型实现了⼩⽶⾦服

的⽤户欺诈⻛险模型；

使⽤ faster-rcnn, ctpn 与 densenet
完成了身份证 OCR 模型 demo 系
统。

主要从事信⽤⻛险模型开发与整体

⻛控⽅案制定。

为多家银⾏与消费⾦融机构提供了

评分卡模型，

以及咨询与培训等相关服务.

主要从事财政经济等相关领域的数

据分析。

完成了多个省市财政与宏观经济的

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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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e@shichen.name

 shichen.name

 github.com/shichenxie

 北京朝阳

更多联系⽅式请邮件沟通

技能特点

熟练掌握评分卡模型，为多家⾦融

机构开发过评分卡与⻛控策略

熟悉各类机器学习模型，从事过图

像处理相关⼯作

熟练掌握R、python、sql、stata、
eviews、LaTeX等专业⼯具，开发
过多个开源⼯具包

简历在线版本 shichen.name/vi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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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包 pedquant

pedquant 能够获取国家统计局 NBS、美联储财经数据 FRED、全球股
票、国内期货等财经数据，并提供了可视化与量化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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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al dissert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Energy Use,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url]

Xie, Shichen.

2014

Energy Policy, 73, 401–415. (SCI, IF=2.696)

The driving forces of China’s energy use from 1992 to 2010: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put–output and structural decompo-
sition analysis. [url]

Xie, Sh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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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demand and carbon emissions under differen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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