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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金融行业开展征信业务提供了海量数据与先进技术。基于传统

个人征信和现有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从个人特征、经济能力、消费偏好、社交网络、信用情况和风险信息六个维度

构建基于大数据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尽可能涵盖影响信用主体行为的主要因素，减少主观评价信息。与此同时，

基于大数据和信用评估体系特征，对信用评估进行数量化建模，运用层次模型、熵权法和汇总评估方法，对个人信

用评估体系各个维度以及最后得分进行评估，期望充分利用主观数据和客观数据的优势，确保信用评估的准确性

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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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国内金融市场

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互

联网大数据的征信业务出现并且获得了政府和市场

的广泛关注。2014年9月召开的全国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对于征信市场

和互联网大数据的结合持开放态度，随后阿里巴巴、

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利用自身的互联网大

数据建设个人征信体系以及信用评估方法，我国个

人征信业务逐渐融入亿万互联网使用群体的日常生

活当中。作为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每时每刻产

生的海量用户数据为个人征信业务提供了广泛的数

据来源。另外数据挖掘、云计算等新兴互联技术的

出现和成熟为将大数据应用于个人征信业务提供了

技术保障。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个人征信业务具有

巨大发展潜力，但由于目前信用评估体系的不完善

和评估方法的缺失，个人征信业务依然存在较多问

题，这也是本文所要尝试解决的难题。

一、征信市场现状

（一）市场需求旺盛

我国征信业务出现时间较晚，征信业务和征信

产品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2008年美国金融

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对金融市场征信业务更加重

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逐步放缓和市场经济改

革的深入，征信业务开始在中国获得政府和企业的

关注。比如个人信用卡业务，在 2010—2014年，年

均增长率高达 18.6%，2014年中国信用卡的持有量

为 0.34张/人，预计至 2020年，可以达到 0.9张/人。

除信用卡等银行提供的信用产品外，互联网金融比

如阿里巴巴所提供的花呗、借呗等小微金融服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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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蓬勃发展为信用市场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

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服务产品需求的高速增长

需要征信业务加以保障，因此，未来中国征信市场的

需求将同样旺盛［1］。

（二）多元化征信格局

无论企业征信还是个人征信，主要由中国人民

银行提供，企业征信业务的放开时间较早，出现了大

公国际、中诚信等企业信用评级公司。个人征信业

务由于诸多原因迟迟没有出现在市场活动当中。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

一步深入，2013年开始，互联网个人征信业务开始

启动，如今愈来愈多的征信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搜

集海量用户数据开展个人征信业务。中国人民银行

于2015年发布《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

通知》，表示逐步放开个人征信业务，腾讯、阿里巴巴

等8家企业成为个人征信业务的试点机构。2018年
2月，百行征信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获得个人征信业

务的机构。可以看到，从中国人民银行独自开展征

信业务到个人征信牌照的发放，说明我国征信市场

已经由传统的一元格局发展为多元格局［2］。

（三）监管体系不完善

由于我国征信业务起步较晚，制度体系建设并

不完善，国家关于征信市场特别是个人征信业务的

立法仍旧停留在探索阶段。截至目前，我国较为完

善的征信法规有《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机构管理

办法》等寥寥几部，尚未形成关于个人征信业务的法

律条款。关于征信体系和评估方法构建、征信信息

采集和使用以及隐私保护等围绕个人征信的法律法

规同样没有出现，我国征信市场的制度建设仍处于

探索阶段。

（四）征信数据流通性不强

目前我国征信体系主要采取政府主导模式。个

人信用评估的数据库在2004年才构建完成，近年来

虽然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始进行个人信用评估的数据

收集和数据库建设，但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拥有最为

完善的个人信用数据，信用评估主要依赖中国人民

银行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仅限于贷款业务，并没

有流通到其他经济活动领域，形成征信数据孤岛［3］。

相比中国人民银行，互联网企业和各级政府部门所

掌握的信用信息，虽然数据量巨大，但是数据价值较

低，并且相互之间并不流通。

虽然征信监管体系不完善，数据流通性有待加

强，但是征信市场需求仍旧不断增长，多元化征信格

局逐渐形成。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对“互联网+大数

据”的个人征信模式进行研究，主要探索个人信用评

估体系和评估方法的构建。

二、基于大数据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构建

基于大数据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构建是本文研

究的重点和难点。传统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设计较为

简单，虽然操作方便，但是未利用动态信息，比如消

费数据，因此信用评估具有时滞性。互联网信用评

估则刚好相反，能够实时获取海量消费行为数据，但

是缺乏重要的收入信息，如银行账户资金往来、固定

资产以及历史信贷等数据。下文首先对传统个人信

用评估体系进行简述，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然后基

于互联网大数据特征，尝试构建基于大数据的个人

信用评估体系。

（一）传统信用评估体系

按照构建主体不同，可以将传统信用评估体系

分为银行信用评估体系和互联网征信体系。现通过

列举某银行和芝麻信用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1.银行信用评估体系

传统个人征信评估体系主要由银行构建，其中

所包含的信用信息包括个人特征、职业和收入情况

以及信用记录。信用评估指标通常可以划分为偿债

意愿和偿债能力两个方面。偿债意愿主要指的是个

人历史信用记录，比如历史贷款信息、历史偿债记录

等。偿债能力可以用收入信息（月收入、金融投资、

固定资产等）以及个体特征（职业、学历等）进行

评估。

2.互联网信用评估体系

芝麻信用作为国内较大的互联网征信机构，对

于个人信用评估体系的构建具有标志性和借鉴意

义。芝麻信用的个人征信评估体系借鉴了国外

FICO评估模式，评估方法是传统的“5C”模型。与银

行相比，芝麻信用独特的优势在于其信用数据的来

源更加丰富，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商业务、云计算业

务、互联网金融业务、娱乐业务等都是芝麻信用进行

信用评估的数据来源，因此其评估体系所涉及的指

标范围更广，具备多样性。具体来说，芝麻信用的评

估体系主要包括个人特征、支付历史、网购偏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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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信息以及黑名单等。

个人基本信息和银行评估体系基本一致，主要

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地区等。

人脉信息是其不同于银行评估体系的一大特

点，其中涉及好友信息，特别是好友的信用情况、用

户网络活跃程度和社交影响力。通过周围朋友同事

的信用信息评估个人信用是互联网征信体系中所独

有的，可以对用户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财富情况进行

间接判断。

由于没有个人银行存储和借贷记录，所以芝麻

信用关于个人支付信息主要来自网购支付记录，其

中包括支付金额、账户余额、信用卡额度、信用卡时

长等。这些信息能够反映个人在银行方面的信用情

况以及个人的还款能力和消费习惯。

由于阿里巴巴旗下有淘宝、天猫等多个电商平

台，拥有海量的个人网购记录，对于网购偏好的分析

也更加准确。通过对网购记录进行分析能够较为清

晰准确地判断个人的消费层次和品牌偏好。通过对

消费场景的分析，比如预定的酒店星级、出行工具选

择等，能够了解个人的经济状况［4］。

黑名单信息指的是个人的历史信用记录，包括

被公检法公布的不良记录、信用卡逾期情况、花呗和

借呗逾期情况以及网络借贷平台的欺诈信息。

3.对比分析

通过对银行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当前互联网信

用评估体系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传统银行的信用评

估体系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动态指标缺失。银行关

于个人信用数据的信息多为静态信息，个人特征、职

业信息、家庭信息等均不会在短期得到改变，并不能

反映个人的收入波动和信用波动情况。二是评估覆

盖面低。银行所能够获取的个人信息只是本行的客

户数据，这部分评估样本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偏误，导

致信用模型评估结果出现偏差，评估结果并不具备

代表性。三是数据真实性不能保证。银行大部分信

息均由客户自己填写，真实性无法得到保障［5］。

以芝麻信用为代表的互联网信用评估体系主要

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依赖间接评估。由于缺乏储蓄、

贷款等直接信息，只能通过消费数据如购买记录逆

向预测收入，间接评估信用情况，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不能保证。二是维度依赖。互联网信用评估主要依

赖后台所搜集的用户数据，如历史消费记录，信息源

单一导致评估过程中个别维度权重设定过高，无法

有效利用全部信息。

传统信用评估体系缺乏动态性，互联网信用评

估依赖间接评估，并且由于数据源单一导致维度依

赖。基于大数据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需要综合利用

上述两种信用评估体系的优势，弥补各自缺陷，方能

得到科学合理的评估结果。

（二）基于大数据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综合传统银行信用评估体

系和当前互联网信用评估体系，充分考虑数据丰富

的线上、线下获取途径，提出更具合理性和实践性的

信用评估体系，所提出的信用评估体系共有六个维

度，包括个人特征、经济能力、消费偏好、社交网络、

信用情况和风险信息，分别由不同的数据源获取，评

估系统更加完善和科学。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评估动态性。以芝麻信用为例，其评估体系中

除个人特征等静态信息外，还具有支付记录、人脉信

息和网购偏好等动态信息，动态指标使得个人信用

评估具有动态时变性，个人收入情况和信用情况的

动态性能够得以体现，信用评估结果具有时效性，更

加准确和科学。二是指标全面性。除包含银行信用

评估所涉及的比如个人收入和资产信息外，人脉关

系是大数据信用评估引入的一个重要指标，能够从

侧面反映个人经济状况和信用记录。三是场景丰富

性。接入互联网平台的用户使用数据，譬如购买记

录、网贷信息等，涵盖多种使用场景，可以客观反映

并动态检测用户信用状况。

1.个人特征

个人特征具体包括年龄、性别、家庭、受教育程

度以及工作情况等，这部分信息需要用户自己填写，

进行定期核实。

2.经济能力

收入和资产可以准确判断个人的经济能力，因

此需要获取月收入、固定资产（房产和汽车）以及金

融投资（如股票和债券）信息。月收入信息可以通过

社保和公积金网站获取，房产和汽车信息可以通过

房管局和车管所获得。金融投资（如股票和债券）信

息可以通过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获取。

3.消费偏好

消费偏好主要包括消费层次和购物习惯。这部

分信息可以通过电商渠道获得，也可以通过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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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卡途径获得。消费层次主要指的是月消费额

度，购物习惯指的是线上和线下的购物偏好、购物价

格和购物时间等。

4.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能够反映人脉信息，可以利用其对个

人信用进行间接性评估。社交网络包括社交范围和

影响力。通过社交平台获取个人的微博、微信和QQ
相关数据。

5.信用情况和风险信息

信用情况指的是历史信用数据，包括信用卡的

数量、逾期信息以及互联网征信产品的使用情况

等。风险信息指的是违法违规记录，其中包括公检

法记录、行业记录以及社交记录等。

三、基于大数据的个人信用评估模型构建

建立信用评估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将各个评估维

度中的诸多指标按照权重进行加总，最后汇总为单

个评估结果，通常称为信用评估得分。按照信用评

估体系中所涉及指标的主客观性，分别选取合适的

评估方法。

（一）定性数据评估方法

定性数据具有主观性，因此需要采取层次分析

方法进行评价。

步骤 1：建立层次模型。通过将复杂的问题层

次化，形成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组成的递阶层

次结构，从而明确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和隶

属关系。其中目标层为一个元素，是问题的最终目

的；准则层是影响问题决策的几个大方面；指标层是

准则层的细化，其中的元素均隶属于准则层中的一

个或多个元素。

步骤 2：构造判断矩阵。判断矩阵的实质是一

个主观判断的过程，由决策者或者有关专家以上一

层次的某一因素为准则，将本层次与之相关的因素

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其相对重要程度。对于两个

指标的重要程度，可采用两两比较，相等的取 5/5，
相对较强的取 6/4，相对强的取 7/3，相对很强的取

8/2，绝对强的取9/1，介于两者之间的分别取5.5/4.5，
6.5/3.5，7.5/2.5，8.5/1.5等。

步骤 3：层次单排序权重及一致性检验。层次

单排序是根据判断矩阵，计算针对上一层次中某元

素、本层次与之相关的元素的重要性的权重。它由

本层次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作

归一化处理后的分量得出：

CW=λmW
其中：λm和W分别表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和对应的特征向量。

对特征向量W的各分量作归一化处理：

其中，wi就是该层次对应元素单排序的权重。

接下来计算满意一致性指标CR，用于检查判断矩阵

的一致性：

CR=CI/RI

其中，n为样本个数，CI= λm-n
n-1 ，表示一致性指

标，用来衡量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的程度，越小说明

判断矩阵一致性程度越好。但是并不是要求判断矩

阵具有完全一致性（CI=0），只要在合理范围内（CI略
大于0，保证满意一致性）同样可以接受。因此引入

满意一致性的判断指标：随机一致性比率 CR。若

CR﹤0.1，则可以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

步骤 4：层次总排序权重及一致性检验。以同

一层次所有层次单排序权重为基础，用上一层次元

素的组合权重加权，即可计算出针对上一层次、整个

层次而言本层次所有元素重要性的权重。层次总排

序需要从上到下逐层顺序进行，对于最高层，其层次

单排序即为总排序。同样，还需要对总排序进行一

致性检验。

（二）定量数据评估方法

信用评估体系中大部分指标属于定量数据，因

此可以采用客观的熵权法。熵权法根据各指标观测

值所提供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权重。熵权法的评价

步骤如下：

步骤1：设有m个待评价个体，n个评价指标，则

有原始数据矩阵X=（xij）m×n。

对 X矩阵作正向化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矩阵

Y。当第 j项指标 xj为正指标，即越大越好时，对它作

如下变换：

其中，i=1,2,...,m；j=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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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 j项指标 xj为逆指标，即越小越好时，对它

作如下变换：

其中，i=1,2,...,m；j=1,2,...,n。
当第 j项指标 xj为区间指标时，即在区间［m1,m2］

为最佳且距离此区间越近越好时，对它作如下变换：

步骤 2：计算 pij，即第 j项指标下第 i项指标值的

比重：

步骤3：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hj：

设定 ，保证 hj位于 0和 1之间，另外设

定若pij=0，则pijlnpij=0。
步骤4：计算第 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

对于第 j项指标，hj越小，指标值的变异程度就

越大，该指标在评价中所起的作用也相应越大；反之

hj越大，指标值的变异程度就越小。定义变异系数：

gj=1-hj

可获得第 j项指标的权重Wj：

其中， 。

步骤5：计算个体 i信用状况的综合评价值 vi：

上述个人信用的综合评估公式，采用基于权重

的线性加总方法，此方法表明各指标之间具有权衡

特征，例如由于一个指标偏低导致信用得分较低，则

可以通过增加其他指标值进行弥补。

（三）汇总评估方法

对于各子维度的评价方法已经给出，最后需要

计算个人的综合信用得分，可以采用综合指数法对

个人信用进行综合性评价。综合指数方法是各个指

标的加权平均，优点在于概念明确、方法简单和具有

很强的可操作性。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选择评价目标。即确定评估目标。不

同的评价目标，涉及和运用的指标不同。个人信用

评估的综合评价包含六个维度，均将其化为正指标，

即指标越大竞争力越大，因此我们选用单指标的最

大值作为其目标值：

步骤 2：设计指标体系。基于前文关于个人信

用评估的六个维度：个人特征、经济能力、消费偏

好、社交网络、信用历史和风险信息，分别构建每一

维度的二层或三层子维度。如果维度并无太多经济

含义，只是简单的分类，则可不进行二层、三层构

建，只需要尽可能选择能够全面度量第一维度的指

标即可。

步骤 3：确定目标值。可运用行业平均水平或

者所选样本的最优值为目标值。

步骤 4：赋值指标权重。指标值的重要性权数

总计为 1分，可根据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分别赋予

权重。权重的确定可采用主观赋权法、或客观赋权

法、或者两者结合。

步骤5：计算综合评价值。

yi为个体 i的总评分，xj为单项指标实际值，zj为
单项指标的目标值（标准值或最大值），Wi为子系统

权重。

基于大数据的个人征信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汇

总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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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

本文综合传统信用评估和互联网信用评估的优

势，构建基于大数据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充分考虑

大数据的多维度特征，尽可能囊括所有相关评估维

度。个人特征、经济能力、社交网络、消费偏好、信用

情况和风险信息等能够保证信用评估结果具有全面

性和动态性，不仅仅通过直接信息（个人特征、经济

状况等直接指标）判断，而且能够实现间接评估（社

交网络等间接指标）。与此同时，根据数据更新频

率，能够动态性地进行风险识别，极大提高了信用评

估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一系列合理的信用评估模型

能够实现对不同类型指标的科学评估，主观和客观

评估相结合能够充分弥补单一方法的缺陷，发挥各

自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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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

评估维度

个人特征

经济能力

消费偏好

社交网络

信用历史

风险信息

指标维度

性别、年龄、家庭情况（子女、配偶）、父母特
征、受教育程度、工作（工作性质、岗位、职称
等）等

月收入、家庭经济情况：固定资产（房、车市场
价值）以及其他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等）

消费层次：月消费额度；购物习惯：产品种类、
价格

社交范围：QQ，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是好友或
粉丝数量，浏览内容等。社交影响力：转发数
量，评论数量等

信用卡数量、逾期信息和借贷平台信用等

公检法违法违规记录；社交平台不良记录以
及其他银行、金融平台违约记录等

数据来源

个人填写，定期核实

社保公积金网站，房管所，车管所，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等

电商平台，线下银行卡、信用卡、支付宝、微
信等

各大社交平台

银行、金融平台

公检法、社交平台、银行、其他金融平台和机
构等

评估方法

层次分析方法

熵权法

层次分析方法

层次分析方法

熵权法

熵权法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Credit Evalu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Mode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Zhang Chen1 , Wan Xiangy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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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computer technologies, the
emergence of massive data provides data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o carry out credit
reporting business. Based on traditional personal credit and the current Internet financial credit system, from the
six dimension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capacity, consumer preferences, social networks, credit
status and risk situation, the paper presents a big data-based individual credit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covers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credit subject behavior so as to reduce subjective evaluation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big data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redit evaluation system, numerical
modeling of credit evaluation, by making full use of hierarchical model,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summary
evaluation method, the paper makes evaluation on the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credit evaluation and the final
scoring, expecting to realize the accurate and scientific credit evaluation by taking the full advantag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ata.
Key words: big data; personal credit evaluation; evaluation system; 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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