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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dit evaluation is becoming the basis of loans of vario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nternet credit investigation is a great revolution and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credit investigation. With
the enorm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the collection
of user behavior data of the Internet has the great advantages of extensive data volume, numerous
sources and real-time update, which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personal credit
investigation more comprehensively, timely and accurate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ternet user
behavior,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model framework of intelligent credit evaluation system by
using AHP-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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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用评分日益成为各金融机构贷款的依据，互联网征信则是对传统征信的巨大变革与挑战。由于物联网、
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的进步，采集互联网的用户行为数据，其数据量广泛，来源众多以及实时更新的优势
可以更加全面、及时、准确的反映个人征信的特征及其变化。本文基于分析互联网的用户行为，利用AHP模糊综合评价，建立了智能化信用评价体系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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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个人征信模型发展现状
国内首个征信机构为上世纪 30 年代的中华征信所，其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征信从 1998 年萌芽启动至
今只有不到 20 年的时间。2015 年 1 月 5 日，央行发布《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一文
中同意八家社会机构为个人征信业务试点机构[1]。2016 年 7 月 17 日朗迪金融科技峰会在上海举行，会
上指出，世界前五大互联网金融机构中蚂蚁金服以市值 600 亿美元排名第一。2018 年 2 月 22 日，央行
公布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已获央行许可[2]。随着央行颁发首张个人征信牌照，个人征
信业务也被各金融机构逐渐重视并迅猛发展。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个人征信产业发展还较为混乱，更
缺少针对于大学生的征信业务，以至于大学生难以在各金融机构中贷款，只能选择校园贷等不正规不合
法的贷款软件或机构，从而造成许多贷款纠纷与问题。

2. 互联网信息下征信数据的特点
2.1. 八家征信机构的数据来源(见表 1)
Table 1. Data sources of eight credit reporting agencies
表 1. 八家征信机构的数据来源
征信机构

数据来源

芝麻信用

阿里巴巴的电商交易数据和蚂蚁金服的互联网金融数据，并与公安网等公共机构以及合作伙伴建立数据合作[3]。

腾讯征信

以社交信息资料为主、消费、信用卡建立的信用数据库

前海征信

基于亿级数据体量、丰厚金融风控经验的多维立体纳米评分模型

鹏元征信

多家银行、金融数据，人均收入等综资料

中诚信征信

独立的民间征信数据库和先进的电子商务平台

中智诚征信

P2P 网贷和互联网金融机构专门研发的反欺诈云平台

拉卡拉信用

基于拉卡拉的互联网金融数据，并与公安网等公共机构以及合作伙伴建立数据合作

华道征信

行业风险数据、三大电信商数据、公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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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征信数据的特点
从以上八个机构的数据来源中可以看出，人们的网络行为多样，也因此提供了海量的相关信息，这些信
息不仅能反映出用户的特质还能对用户的行为作出预测，因此分析用户的互联网行为能够帮助评估个人信用
更加的公正。八个机构的分析数据普遍信息量大且参数众多，而且用户行为数据呈碎片化且实时动态变化。
网络行为信息是结构化的，但诸如音乐、图片等多媒体信息，尚未实现结构化，因为互联网行为产
生的信息大多都是文本信息。虽然八大机构可以根据海量互联网数据进行行为分析，但是由于目前各征
信机构尚未取得央行征信系统的准入接口，不能获取各级部门产生的如税务、工商等基本数据，同时，
各征信机构之间互不相通，分割了市场的信息链[4]。

2.3. 大数据 + 人工智能 + 征信
大数据征信相关产品的设计，多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进行扩展。在横向扩展中，用户覆盖面
广，其数据维度能够有效转化为结构化，同时对数据进行标签化、提升稳定性与时效性的设计，从而从多角
度衡量用户行为，进行用户征信分析[5]。而在纵向扩展中，选取大数据模型导入历史交易记录，分析用户
的历史交易行为特征。“大数据 + 征信”通过引入更多维度的数据，从而打破了各平台与征信机构数据互
相隔离的现象，化解“数据孤岛”难题，为充分发挥大数据平台弹性计算的优势，实现数据共享的构想[6]。
“人工智能 + 征信”则扩展了金融创新与转型升级的应用空间。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通过金融前端
为客户输送更精准实时便捷的服务，另一方面，在后端的信息安全、资产管理、资产评估以及反欺诈方
面也持续发挥着重大作用。
因此，持续推进智能化的信用评价体系，进一步探索大数据处理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征信方面的应用，
将会使得征信数据成为各平台机构的核心竞争力[7]。

3. 基于互联网行为的大学生信用评价模型
3.1. 基于 5C 模型的网络行为识别
无论是社会行为还是网络行为，其都是在动机下产生的，只有当人们产生某种需求时，才会产生相
应的动机。因此基于 5C 模型，我们将大学生的互联网行为进行归类(如表 2)。
Table 2. Network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5C model
表 2. 基于 5C 模型的网络识别
维度

对应行为

品质

网上支付、网上黑名单、信用卡违约记录、网络信用违约记录、互联网理财、社交黑名单、消费退货

能力

绩点、实习、比赛、学历、网上支付、网上购物、网上外卖、生活缴费按时、酒店预定入住、

资产

流动性资产、不动产、非理财保险

社交

社交范围、社交影响力

条件

学业成绩稳定性、网络负债额度变化、花呗支付额度变化

征信系统的组成部分：
1) 收集信息。包括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静态信息如个人认证，学历认证等基本资料，而动态信息
如网络购物、资产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即时更新的，随着行为的发生不断变化。
2) 处理信息。将收集来的信息转化为评估指标，在评估细则中获得其相应的分数，得到个人信用水平。
3) 使用信息。将所有收集处理的信息汇总，得到最终的个人信用分，将这些分数作为评估大学生信
用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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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应用 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估
3.2.1.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决策层与决策对象分为最高层、中间层和最低层。在确定各层次各因素之间的权重时，两两相互比
较，对此时采用相对尺度，以尽可能减少性质不同的诸因素相互比较的困难，从而提高准确度。如对某
1
一准则，对其下的各方案进行两两对比，并按其重要性程度评定等级。即 aij =
。
a ji
对应于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 λmax 的特征向量，经归一化后记为 W (即层次单排序)，而确认 W 时，则
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其中，n 阶一致阵的唯一非零特征根为 n；n 阶正互反阵 A 的最大特征根 λ ≥ n ，
当且仅当 λ = n 时，A 为一致矩阵。由于𝜆𝜆连续的依赖于 aji，则 λ 比 n 大的越多，A 的不一致性越严重，
一致性指标用 CI 计算，CI 越小，说明一致性越大。用 λ − n 数值的大小来衡量 A 的不一致程度。定义一
λ −n
致性指标为： CI =
，CI = 0，则说明有完全的一致性；CI 接近于 0，有满意的一致性；CI 越大，不
n −1
CI + CI 2 +  + CI n
一致越严重。为衡量 CI 的大小，引入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 1
。一般情况下，矩阵阶数
n
越大，则出现一致性随机偏离的可能性也越大[8]。
以其中 B1-C 权重处理为例，采用几何中心平均值来处理多位专家的数据，平均后的部分数据不符合
判断矩阵的数据规则，则处理为最为接近的符合要求的数值，具体结果如下所示：(见表 3)
Table 3. B1-C judgment matrix
表 3. B1-C 判断矩阵
B1

C1

C2

C3

C4

C1

1

1/2

2

3

C2

2

1

4

3

C3

1/2

1/4

1

1

C4

1/3

1/3

1

1

综上其具体确定的评估模型指标体系如下所示：(见表 4)
Table 4. Evaluation model
表 4. 评估模型
人脉关系 β1
个人征信模型评分 T1

偿还历史 β2

T2 =µT1

消费偏好 β3
基本信息 β4

µ=

行业数据 α1
个人征信模型评分 T2

α1 
α 2   α3 
+ 1 −
 + 1 − 
β1  β 2 + β 3   β 4 

消费能力 α2
个人认证 α3

总得分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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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对其进行定性定量指标的评定
确定定性指标时，将每种评定分为 A~E 五类，A 类表示该项因素有助于用户履行信用责任，能够显
著证明用户具有良好信用，B 类为该项因素有助于用户履行信用责任，能够证明用户具有良好信用，C
类是该项因素对于用户履行信用责任没有明显作用，D 项表明该项因素不利于用户履行信用责任，证明
用户存在信用风险，E 项则为该项因素明显不利于用户履行信用责任，显著证明用户存在信用风险。
在定量指标中，由前面所写基于 5c 模型的分类下的各个评定信息，根据划分相应的区间给出相应分
数，如一大学生绩点为 3.7，属于 80~90 分区间，则将给予 26~39 区间中的分数，依此类推，最终得到最
后个人评定总分。
3.2.3. 小结
使用 AHP 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基于互联网用户行为的大学生信用评价是可行的，利用 AHP 两
两比较出其因素的重要性，得到各层次因素的权重；利用模糊综合评价分析大量模糊性用户互联网行为，
最大限度降低了主观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普通的评价体系更为科学。

4. 总结
网络用户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一样，都能够反映出用户的个人信息需求，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及其应
用形成了一个丰富的大数据环境，而这些数据足以支持个人征信体系数据的需求。采用 AHP 模糊综合评
价法可以使构建的模型进行计算并得出评估结果，以相应指标为基础，借助 1~9 比例标度法以及专家分
析获得判断矩阵，求得权重，再根据模糊综合评价做出多层级模糊综合评价。
运用数据可视化技术，透过大数据的视角，将用户由孤立的个体整合为由交易、投机关系组成的神
经元信息网络图谱，于每一个网络节点中可以继续向下透视分解，从而实现智能化信用评价体系的构建。
互联网征信当下还处于起步阶段，只能借助以往的理论以及模型技术来发展自身，然而网络行为与
社会行为仍然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将会影响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必须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持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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