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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and financial technology accelerate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credit products in financial
structure such as commercial banks. The various risks followed ar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especially credit risk and fraud risk.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evaluate customer credit risk in initial stage of credit products. In the case of product immaturity and lack of data, it discusses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application scoring models for credit
products in the initial stage as well 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modeling iteration optimization from the life cycle of credi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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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加速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创新能力，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首
要问题，尤其是信用风险和欺诈风险。本文主要探讨信贷产品投产初期度量客户信用风险的定量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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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产品不够成熟和数据缺乏情况下，提出信贷产品投产初期申请评分模型构建思路及其优缺点，最
后从信贷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提出建模迭代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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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经济高速稳步发展，应市场需要金融信贷产品不断创新，尤其是互联网带来的金融科技的变革，
各种信贷新渠道新产品层出不穷。从生命周期角度来看，这种新产品和新渠道投产初期即为信贷产品的
初创期，也有称为信贷产品冷启动阶段。根据巴塞尔协议三的相关标准，建立评分模型需要大量的历史
数据。一般来说，样本容量越大，尤其是“坏客户”比重越大，所建立模型的精度或预测能力就越高，
模型也越稳健。信贷产品初创期数据积累少，无法构建量化监督模型，这是信贷产品风险控制的一大难
题。许多金融工作者认为信贷产品的经营是风险经营，在产品投产初期如何控制风险是亟待解决的首要
问题。对于各大股份银行尤其是农商行、城商行等，以及互联网、消费金融、小贷等新兴助贷公司而言，
大数据风控能力已经成为其开展信贷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不同金融机构都有各自的风险容忍度指标，并且由于地域、客户、政策、产品特性等差异影响，新
产品不可能照搬套用其它机构或本机构其它产品的模型，因此难以建立统一标准的贷前申请评分模型。
从宏观层面来看，随着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征信体系建设也越来越迫切，包括人行征信中心在内的各大
征信机构都在积极探索社会征信体系建设，这对于金融机构控制风险是利好消息。这些信用评分目前已
经在市场上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有些机构直接使用征信评分作为准入授信的依据。当然这些评分在数
据、模型以及场景上都有其局限性，因此各机构仍然积极建设专属量化评分模型。

2. 文献综述
信用评分技术随着消费信贷产业的规模扩大在迅速发展，传统的信用评分主要依托专家法、描述统
计、推断统计等技术，随着机器学习、AI、云计算等新科技的崛起，这些新技术在信用评分领域取得较
好的应用效果。对于信贷产品信用风险建模的文献研究较多，本文依据信贷产品投产初期数据积累少的
特点针对性进行文献梳理。
陈建[1]，李延东[2]介绍信用评分模型的发展历程，他们认为信用评分模型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即以
客户分类为核心的信用分析，以预测模型为核心的信用评分模型，以决策模型为核心的信用评分模型，
并介绍信用评分模型种类。朱晓明等[3]等对信用评分领域大量的模型和方法以及相关文献做了细致的分
类和综合比较, 包括多元判别分析模型、数学规划法、Logistic 回归分析和神经网络模型等。邓亦洲等[4]
梳理了信用风险的度量技术，包括应用背景、优缺点等，指出专家评分技术需要相当数量的信用分析人
员，带有很大主观性、指标重要性排序不明确等缺点。现在风险度量模型主要运用新的量化分析方法、
度量模型和管理策略。优点是精细化的计算信用风险的变化和损失值。缺点是难免存在误差。隐含假定
为转移概率在商业周期不同阶段之间是稳定的。姜明辉等[5]对个人信用评分模型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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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个人信用评分模型由统计学方法到非参数方法、运筹学方法再到人工智能方法的演变，由单一模型
到组合模型的演进过程，并指出各模型实际应用中的优势及局限性。石勇[6]介绍信用评分卡发展的 3 个
阶段，对于第一阶段专家型数据评分卡，以客户细分和客户行为刻画为主要目的的构建分析方法。其次
介绍了人行信用评分、1 号店在线等第三方评分及应用场景。他认为各评分结构利用的数据仍然只是大
数据中的一小部分，许多数据源特别是分散在网络空间的社会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应用。
对于无历史数据积累，尤其是没有好坏客户样本时，学者们通过构建无监督模型量化客户的信用风
险。丁明智[7]、王亮[8]、冯振涛等[9]基于 AHP 构建商业银行个人信用综合评价模型，所不同的是构建
的指标体系有所差异。覃可彪[10]认为构建 AHP 的信用评估模型克服单个方面指标的不足，可以充分反
映个人的综合情况，但是在利用该模型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由于某一项或几项指标特别突出而抬高综合
评价指数，得出信用状态良好的错误结论。所以，综合评价指数不能作为个人信用的唯一判断依据，实
际应用中还需借助其他的技术手段和相关的重要信息进行最后的确认。李建平等[11]提出一种基于主成分
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的信用评分方法。并应用该方法与银行现有评分进行比较，实证检验显示有较好的
应用前景，与现有银行评分标准对比的研究表明，方法具有明显优势，具有较低的误判率。牛学成[12]
为克服风险量化评价指标权重、数据质量等问题，提出基于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的模型，因子分析检验初
始指标有效性、确定权重计算违约概率，聚类分析以信用评分为基础，对客户进行信用等级判别，实证
分析模型准确率与建模样本近似，模型准确度量借款人信用风险。在信用风险管理初始阶段，可以采用
本评估模型作为信用风险评估的基本模型。
郭瑛琰[13]指出商业银行开发个人信用评分时，存在数据不平衡、拒绝偏差、指标体系缺陷等问题，
因此通用评分作为商业银行客户个人信誉评分的重要补充，增强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决策的科学性。
通用化评分根据数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信用局信用评分、行业信用评分。多杰[14]介绍第三方征信芝麻
信用的构建思想，指出第三方征信在法律、客户授权、商业模式、评分模型等存在偏向性。在此基础上
提出信息共享、严控准入等措施规范第三方征信问题。刘新海等[15]介绍美国大数据替代评分的进展，指
出商业银行可以选择与信用风险强相关的大数据征信，搜集了包括社保、公积金、民事裁决与执行、公
共事业和通讯缴费记录等作为补充。利用大数据或者是替代数据对大量的传统征信缺失的消费者进行信
用评估，都更加迫切和符合实际。赵德慧[16]指出第一批 8 家征信机构各自推出了独具特色的个人信用评
分，但各家征信机构主要根据自身数据得出一个信用分，通用性太差。随后说明人行征信的权威性和应
用价值，包括在风险管理和精准营销的应用。
在市场实践中，国内外金融机构均在积极探索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新途径，很多金融机构已经运用
统计方法或者其他策略来控制风险，但是并没有公布使用效果和具体操作流程。本文在文献综述基础上
归纳出信贷产品初创期申请评分建模的几种方案，讨论其适用场景及优缺点，抛砖引玉，为信贷部门新
产品投产初期信用风险度量提供解决思路。

3. 建模方法研究
来自多家银行的数据表明，信贷产品上线早期不采取量化模型，而仅仅依托经办人员和系统规则很
难综合评估客户的信用风险，从而识别出高风险客户，因此随着时间窗口的扩大较早以前没有经过量化
评分决策而准入的客群不良率普遍较高。针对产品初创期基本无数据积累的特点，可以考虑以下几种建
模方案。

3.1. 类产品模型
在一个新的信用产品推广的初期，可以找到与之相类似的产品，用类似产品的样本建模在初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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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这需要金融部门有类似的产品和相应数据积累，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只需要按照原
有思路调整建模，缺点是难以保证相同产品客户结构的一致性，毕竟相同产品相同渠道产品几率较低，
企业不会开发重复同类产品，当客群结构不一致时，模型也会失真，因此这种方法需要慎用。少数银行
使用这种方法作为参考，但是并不作为主模型决策使用。

3.2. 伪风险模型
开放准入条件，允许一部分客户进来，客户数量要达到建立分类模型需要的最低样本量，但是“坏
客户”还没有那么多，这时候可以考虑人工标注好坏样本，选择一些有丰富经验的信审人员挑选出坏客
户，利用标记样本建立临时的监督模型。这种方法建立的模型准确率会存在偏向性，只可以作为初期模
型，后期需要继续完善。这种模型的缺点是代价较高，要求企业能承担一定的风险；此外需要人工标记
样本，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操作风险，因此很少有金融机构采用此方法建模。

3.3. 综合评价模型
综合评价方法是将多个指标通过数学变换转化成一个综合指标，重点在于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和权重
的确定。金融机构可以组织专家，也可以借鉴成熟评分卡的相关变量确定信用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选择综合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灰色综合评价方法、TOPSIS 评价法、DEA、模糊数学方
法等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加权计算出每个申请人的风险评分。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单，权重确定主
要是从数据角度出发，并非主观确定。缺点是指标体系建设需要专家级的信审人员，现实中专家级人员
往往不够多。

3.4. 相似度模型
相似度模型主要采用聚类算法，选择好特征，将好坏客户分成不同的群体，当然我们要基于一定假
设，即我们选择的模型能区分好坏客户。这种方法比较粗糙，直接将坏客户作为异常样本识别出来。聚
类分析按照业务规则进行判别，拟合正常行为的分布，寻找离正常数据分布较远的异常值数据。通过聚
类分析可以助于我们分析用户的特点，查找各群体内的异常客户。
聚类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样本的多个属性指标，寻找一个统计量度量样品之间的相似程度，以该
统计量为分群的标准，将相似程度较大的样品聚为一类，把另一些相似程度较大的样品聚为另一类。关
系密切的聚合到一个小的分类单位。关系疏远的聚合到一个大的分类单位，直到划分为合理的群体为止。
具体步骤是将样品分类，然后在每个聚类中寻找在某种意义上与该聚类中的大多数样品不同的样品。
首先，通过快速聚类将样品进行初步归类，选择规模较大、群体相似度较高的群对应的种子(也就是选择
聚类种子时剔出异常点)；然后，以这些种子作为初始化的聚类种子对样品再次进行聚类，这样就将距离
较远的群体或个体聚到每个大类下，再选出离质心距离较远的个体作为离群点。这一步往往只能依靠研
究人员的经验和关键指标在不同类别上的显著性检验来确定。

3.5. 第三方通用评分
当前中国信贷市场高速发展，信用服务面临利好，市场化信用服务机构正通过各种方式解决数据问
题，在推动数据共享的进程中，政府及各行业领头企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数据来源和特点看，
第三方评分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政府权威机构的信用服务，许多文献中定义为信用局评分，在我国主
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供的征信报告，基本融合国内所有银行的信贷数据及政府数据，包括信用
卡贷记卡信用记录和综合征信 1000 分，包括公积金、水电煤燃等公共信息；二是政府授权的征信服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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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如首批获得个人征信牌照的八家征信金融机构，芝麻信用，前海征信、鹏元征信等，基本融合客户
基本属性、行业特征等数据，形成的信用评分服务。此外还有行业巨头的征信服务，如电信旗下甜橙征
信开发的甜橙分，中国联通的沃信用分，京东信用分等；三是市场上数据服务公司的信用服务，此类公
司融合多渠道数据源形成的信用评分，比较知名的有同盾科技、百融金服等。
从目前使用覆盖率上看，人行征信分和芝麻信用分覆盖人群多，覆盖面广，是最受金融机构欢迎的
第三方信用产品。直接用“通用化评分”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操作简单，但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由于数
据孤岛的存在，不同评分都依托特定场景，行业或场景针对强。

4. 评分模型的迭代更新
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存在征信体系不够发达、消费信贷产品单一、消费信用分析专家还不多等
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以上方案的有效性。因此金融机构可以根据选择使用多种方法综合控制信用风
险，例如可以运用第通用评分和专家评分等构建融合模型或矩阵模型共同决策，通过相似度模型作为辅
助模型识别出异常客户。其次，要基于跨行业联防联控理念，以客户提供信息为基础，利用海量数据和
智能模型的关联分析，对申请人的风险倾向做出更多的信息评估，运用于授信和客户定价，为银行提供
更精准的信贷决策方案。
信用评分模型的迭代更新伴随着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产品使用的模型随着各阶段数据情况不断迭
代出新的模型。产品成长期，有少量的标签样本，可以利用判别模型和生成模型之间形成对抗学习，实
现两个神经网络模型的交互信息均衡，来部分解决建模样本不完备和不均衡的问题，提高对申请模型的
识别能力。产品成熟期，“好、坏客户”量级达到最基本的建模要求(坏客户的数据至少需要 800 个)，可
以建立监督模型。具体做法是通过分析内部信息并引入外部信息等，衍生大量反映客户行为特征和资信
能力的变量，并运用先进的数理统计技术整合各种变量信息，建立机器学习分类模型对客户的信用表现
做出预测，作为决策的依据。信用评分模型迭代情况取决于产品各阶段数据积累程度，从最初的专家模
型和无监督模型，到自学习、自适应学习、半监督学习和对抗学习模型，再到分类监督模型。在产品不
同时期依据其数据质量和数量，数据广度和深度选择合适的模型，才能科学的规避金融机构的模型风险，
降低客户的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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