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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另类数据的处理与使用为银行贷款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
本文在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的背景下，研究另类数据应用于银行贷款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并且根
据对于另类数据应用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将另类数据应用于贷款风险管理的针对性措施，
从而推动另类数据在银行业的应用，达到降低贷款风险、发展普惠金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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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the processing and use
of alternative data provides new analysis methods for bank loan risk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alternative data to bank loan risk management,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constraints of alternative data application, proposes targeted measures to apply alternative data
to loan risk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in banking industry, reduce loan
risks and develop inclusiv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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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技术正迅速迈入金融行业，其中另类数据(alternative data)——作为传统
金融数据的重要补充，被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另类数据是指由征信机构和数据服务机构等收集并进行加
工整理的、用于放贷机构授信决策的、在传统的借贷信息采集范围之外的其他信息，例如新闻舆情、社
交平台数据和电商数据等[1]。2017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建立金融大数据系统，建立金
融风险智能预警与防控系统。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
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而对中小企业另类数据的采集能够一定程度上把握其信贷风险，从而有效解决
这一难题。另类数据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因信用评级数据不足而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在提高银
行贷款效率的同时，也响应了国家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号召。
银行目前的贷款审查依然是以传统数据为主，传统金融数据主要包括企业的财务报表、银行信贷记
录等，这些数据具有规范化、可用性的特点。任健(2012)认为，银行对贷款对象进行可行性的研究，确定
贷款投向、投量，往往只注重依靠贷款“三查”，对日常的资料积累和信息收集不够重视，对市场状况、
影响因素及变化趋势预见不力，把握不准，最终导致贷款决策失误，产生贷款风险[2]。可以看出，传统
金融数据不够全面、不够真实的缺点阻碍了贷款风险管理，而另类数据 Volume (大量)、Variety (多样)、
Velocity (高速)、Value (价值)的 4V 优势则弥补了这一不足。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已经日趋成熟。对于大数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于大数据的定义是
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这
一定义主要强调了大数据的数量和规模特征，庞淑娟(2015)提出了基于建模大数据可以应用于个人贷款信
用风险预警、信用卡申请审批等[3]。董立武(2019)提出运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完善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的
业务管理信息平台，利用云信息管理平台不同的信贷业务的信息进行收集管理，从而实现信息的跟踪与
分析，从客户的信息中找到隐藏的潜在风险，并根据风险程度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4]。大数据在贷款风
险管理中的用处主要是从庞大的数据量中挖掘出可用的信息，另类数据虽然在数据量、处理方式以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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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模式都与大数据类似，但是另类数据主要来源于借款人日常的生产生活，因此更加真实、及时，在贷
款风险管理上的可靠度也更高。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分析现有情况，提出另类数据应用措施使商
业银行能够更精准地识别贷款风险。

2. 另类数据应用于银行贷款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2.1. 完善信用评级
另类数据作为传统金融数据的补充，有利于解决信用评级领域痛点。虽然我国的征信系统正不断完
善，但仍有大量消费者处于信用盲区，无法获得信用评级。另外，现有的信用评级指标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潜在的优质借贷者，使得放贷者无法精准地控制风险，放贷数量也受到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另类
数据的获取、分析和应用可以改进银行的传统承销机制，将其与分析技术结合可以评估之前未标记过的
客户和规模较小的客户，帮助更多人获得或提升信用评级，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2. 验证借款人信息的真实性
传统的金融数据很有可能存在伪造和统计错误的情况。而另类数据主要来源于个人日常活动、商业
过程和传感器，信息处理方获得的多为原始数据，降低了在计算、编制中出现错误的可能性，而且生产
生活中的数据伪造难度较大，可以体现借款者真实的活动轨迹。

2.3. 动态追踪借款人还款能力变化
在传统的贷款模式下，银行在发放贷款尤其是短期贷款之后，很难获得关于借款人的新动态，贷款
风险也随之增加。而另类数据体量大、传输速度快，这也有利于及时全面地追踪检查借款人的经营情况
和还款能力，促进精准贷后管理，强化信贷风险控制的同时也能够夯实资产质量。

3. 另类数据应用于贷款风险管理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3.1. 有利条件
3.1.1. 另类数据来源丰富、体量巨大
另类数据主要来源于个人活动、商业活动和监测工具获取的数据，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新闻评
论和网络搜索等都记录了个人活动的数据，而交易数据、企业数据和政府收集的数据则产生于商业活动，
监测工具比如卫星图像和地理定位等也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商业银行可以与政府、数据处理商等达成合
作，从多个渠道获取需要的另类数据。
3.1.2. 另类数据处理技术发展迅速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另类数据的处理和应用有了日益坚固的技术支持。商业银行已经拥
有高性能的计算机，能够引进先进的数据处理办法，在软硬件条件上满足另类数据处理的需要。此外，
随着另类数据的兴起，专业的另类数据提供商不断增加，如金融数据服务商 Wind 在 2019 年已经开始收
录另类数据，也有更多的金融科技公司不断研发、改进另类数据处理技术，为商业银行应用另类数据提
供了可行性。
3.1.3. 有“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应用的基础
大数据技术已经日臻成熟，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也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降低了成本。大数据广泛
地应用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中，如拓展渠道、个性化服务、精准营销、小微企业信贷、信用管理和风
险管理等方面[5]。银行在应用另类数据的初期也可以从这些领域着手，结合已有的大数据应用经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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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展另类数据的应用范围和程度。

3.2. 制约因素
3.2.1. 另类数据的自身缺陷
1) 缺少优质可用的数据。大多数另类数据的数据长度往往很短，通常来说另类数据集的历史数据长
度是 5 年以内(2 到 3 年比较常见) [6]。短期数据难以追踪借款人的过去资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的
可靠度。2) 处理的难度较高。对于非结构化数据以及日益增长的文本数据和多媒体数据，对其进行分析
处理需要相应的技术，如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而且部分数据的产生具有主观性，这是在后期难以
修正的，另类数据中的个人数据如社交评论、网络搜索等主观性较高，而个人数据在另类数据中的占比
很大。3) 另类数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和监管问题。目前多数网站已经采取了反数据爬取的措施，增加了
数据获取的难度，同时数据的获取是否会侵犯用户隐私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数据取得的合理合法性以及
未来对于数据获取的约束存在极强的不确定性。对于冗杂的隐蔽数据，如果全面禁止商业收集和使用，
就会影响相关行业发展，也会使监控成本飙升，但是如果不监控其使用，难以保证数据不被滥用[7]。
3.2.2. 数据分散导致难以构成贷款客户全方位画像
另类数据也存在“数据孤岛”问题，分散于不同机构与部门的数据缺少共享平台和互通渠道[8]。商
业银行需要客户的信息，如网购记录、社交平台评论、芝麻信用积分等，对客户提供的传统数据进行辅
助验证，但这些数据因为来源不同由多个数据供应商掌握，商业银行需要从多个数据供应商处购买，贷
款成本大幅度增加，又提高了中小客户的贷款难度。贷款后对于客户信息的更新也要从多个平台进行整
理，信息反馈链复杂，降低了贷款风险管理的效率。
3.2.3. 银行贷款领域对另类数据重视程度不足
银行的贷款客户可以分为大客户和中小客户，大客户主要是一些大型企业，其资信状况良好，可以
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等传统金融数据，是银行贷款的主要流向对象。而中小客户，包括中小企业和个人，
很难提供正规的财务、信用数据，信用风险较高，商业银行因其盈利性的本质大多不愿意将贷款发放给
中小企业和没有征信记录的个人。即使另类数据可以作为补充，银行考虑到信息收集难度、贷款成本和
研发费用，也不愿意通过应用另类数据来拓展中小贷款客户以及完善贷款风险管理制度，银行的重视程
度不足也制约了另类数据在贷款领域的发展。
3.2.4. 银行缺乏相关技术和人才储备。
我国商业银行有贷款审查制度，银行按照固定的流程和标准审查借款人的相关情况。在另类数据大
规模应用前，银行没有成熟的技术和专业的人才将其落实，而开发技术、培养人才以及制定规范的制度
需要较高的成本。此外，中小银行对高端技术人才的吸引力较小，这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另类数据的发
展。

4. 国内外另类数据应用经验
美国的 FICO 公司是使用预测分析技术和数据科学来提高运营决策效率方面的行业开创者，它通过
对自身相关资源的整合，向新兴市场提供信用评分，释放了 30 亿信用缺失的消费者的经济活力，帮助放
贷者为全球无法享受银行服务或者有限银行服务客户提供合适的信贷服务。FICO 普惠金融的全球评分计
划，对于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征信体系，有着很好的启示意义，可以充分利用另类数据来扩大普惠金融
人群的覆盖面[9]。国内商业银行可以借鉴 FICO 建立统一的、利用大数据和另类数据的信用评级系统，
为无信用记录的人提供信用评级并挖掘出潜在优质客户。银行对于利用另类数据进行信用评分具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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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其担心拒绝没有信用评级的消费人群，这就意味着拒绝可能存在的盈利空间。一些信用合格者，
如新移民者，没有借贷记录，但是可能具有还款意愿和能力。通过另类数据对这些群体进行评级，银行
可以找到信用水平较高的潜在客户，在可接受风险范围内，增加新客户、提高盈利能力。
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标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派信贷员实地蹲点采集企业一手信息，比如商店的
客流量、交易金额、货架的品种丰富度和服务员的态度，依据这些信息决定是否贷款及贷款额度。这一
方式既提高了贷款的安全性，也为更多的潜在客户提供了贷款可能。商业银行可以学习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开发和应用另类数据处理技术，培养专业化人才，通过实地调研获得可靠的另类数据，用于降低贷
款风险。同时，将非结构化数据纳入信用体系，与数据供应商、处理商合作，进行资源整合，提高数据
间的关联度，通过多个模型算法交叉验证数据的真实性。

5. “互联网+”背景下另类数据在银行贷款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措施
5.1. 建立贷款领域应用的标准及规范
考虑到另类数据的复杂性，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科学制定另类数据在贷款领域的应用标准及
规范。国内金融行业应统一制定另类数据的获得、保密、使用、出售规范，明确使用范围和权限，对其
进行严格的管理。其次，应该引导另类数据更好服务于贷款风险管理，对另类数据的应用进行整体规划，
设定另类数据在贷款评级的标准，为贷款发放指标提供明确的依据。商业银行应强化内部管理，明确数
据安全保障的责任与义务，做好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对数据设置不同的风险等级，从而加强安全防范。

5.2. 加强另类数据与传统数据的融合
另类数据作为传统数据的补充，其在贷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是验证传统数据的真实性、补足传
统数据缺失。传统数据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处理模式，企业财务报表、贷款记录、个人征信等都是处理
后的可用性强的数据，另类数据也可以借鉴此模式，构建数据相互验证的模型，将非结构化数据在一定
标准下进行结构化处理。此外，可以有目的性地搜寻需要补充的另类数据，降低不相关信息的干扰，提
高评估的准确性。

5.3. 构建另类数据库，多维度完善信息
一方面，商业银行加强与数据供应商的合作，深入挖掘，尽可能全面地补充所需要的另类数据，如
借款人网络消费记录、日常行为路径、社交平台发言等。另一方面，利用已有的公开数据补充数据库，
如行政管理单位的工商、发票、税务、社保等真实经营数据以及司法、环保、征信机构的企业诉讼、失
信、污染等数据，构建多维度的贷款信息数据库，将其应用于贷款风险管理。

5.4. 加大对另类数据的重视程度，促进金融普惠
另类数据应用受限的很大原因是商业银行对其的重视不足，商业银行应将促进金融普惠落实到日常
贷款业务中。人民银行等机构应发挥领导作用，对于率先应用另类数据进行贷款风险管理的银行给予一
定支持。前期的另类数据应用研发成本可以通过降低不良贷款率、扩大贷款范围得到补偿，另类数据的
应用对于银行长远经营有着积极影响。

5.5. 拓展另类数据在贷款风险管理应用的深度
另类数据可以应用于贷款“三查”制度，帮助改进和完善银行贷款风险管理模式。在贷前调查时，
另类数据可以辅助调查企业法人代表、企业资金、经营情况、贷款用途等，还可以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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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进行验证，防止企业进行财务报表伪造，其次银行应该注重扩充另类数据的种类，
提高另类数据的可靠性，全面、客观评价贷款对象，并考虑对实际还款能力良好的借款人放款。在贷中
审查时，将另类数据作为贷款对象提供资料的补充，了解贷款项目的可行程度，确定贷款量和贷款利率。
在贷后检查时，银行可以使用实时的另类数据监测借款人的资信情况，并及时对贷款进行调整，可以提
高贷款的安全性，优化银行资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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