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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finance, the new Internet financing represented by 

P2P network credit platform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even appeared a chaotic situation, the industry 

constantly produces bankruptcy because capital chain 

rupture, illegal fund raising, and thus bring a shadow 

over this emerging industry. Wit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P), in order to change those situation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earch of 

P2P network credit platform, and points ou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NP analysis 

method to construct platform,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vel index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NP analysis, and builds a set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suitable for P2P platform risk management.

Keywords: ANP; P2P; RiskAssessment; Internet 

Banking.

摘要

目前，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业的不断融合，以 P2P

网贷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甚至出

现了混乱无序的态势，行业内不断产生因资金链断裂、

非法集资而破产倒闭的案例，无疑给这一新兴行业蒙

上了阴影。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本文采用网络层次分

析法对 P2P 网贷平台进行综合评价研究，指出了 ANP

分析法对 P2P 网贷平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性，

同时基于 ANP 分析理论综合考虑各层次指标之间的

相互影响，构建出一套适用于 P2P 平台风险管理中的

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ANP；P2P 网贷；风险评价，互联网金融

1. 引言

P2P（Peer to Peer）网贷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一种新型

金融模式，并游离于正规金融机构与法律法规监管边

缘，它通过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进行金融创新，满足了

中小微企业以及普通人群的贷款需求，这是正规金融

机构目前难以做到的部分。全球第一家网贷平台

Zopa2005 年在英国成立，随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兴起，

我国第一家 P2P 平台“拍拍贷”2007 在上海上线运营。

网贷之家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 P2P 平台无论是在

数量规模还是在成交量上，发展都十分迅猛。经过几

年的飞速发展，尤其是 2013 年，行业规模达到了膨胀

式增长，但在飞速发展的同时，问题平台的数量也一

路飙升。尤其在 e 租宝、快鹿、中晋系等平台被曝光

并立案以来，我国运营平台数量呈下降趋势，如图 1

所示。

P2P 网络借贷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它的本质

是金融而不是互联网，同时它自身也确实存在企业本

身定位不清晰、缺乏外部监管以及是否会涉嫌非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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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等问题。在当前国内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

图1: 2015年十月到2016年三月我国问题平台数量变

化情况 

资 料 来 源 ： 网 贷 之 家 ： http://www.wangdaizhijia.com/ 

news/baogao/18048.html. 

P2P 网络借贷业务的迅速发展会给金融体系的

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目前，国内外学

者已对相关风险做了大量研究。

国外对网络借贷的研究侧重于风险控制。Agarwal

和Hausurald（2008）[1]认为，P2P网络借贷在信用方面

的要求更为宽松，因而相对于其它传统渠道，网络借

贷有更大的风险性。Siegel和Duarte(2010)[2]认为无论

是网络借贷还是传统借贷，信用问题都是关键问题。

Magee(2011)[3]认为，P2P网贷和传统金融机构的借贷

模式相比，P2P网络借贷的优势在于无需抵押即可获

得价格低于银行的资金，而出借人的收益则高于商业

银行存款利率，这体现的是一种“穷人银行”的观点。

Chongfu Huang(2013)[4]对信用风险的类型进行了总

结，并提出运用互联网智能技术提高风险识别的相关

策略。

我国对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主

要是对平台的发展做了一些理论研究，而对风险方面

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监管性描述阶段。陈初（2010）[5]认

为P2P平台上的资金很难监管其流动走向，不排除部

分投机者利用平台进行高风险投资。黄振（2012）[6]认

为我国P2P行业准入无门槛、无监管以及无行业标准

的三无状态。而宋鹏程、吴志国（2014）[7]等认为我

国P2P行业问题主要集中在监管、平台的准入门槛以

及运营规范三个方面。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多注重于风险理论研究，

对相关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较少，这使得如何对 P2P

网贷平台给予一个相对全面的综合评价，对于投资者

选择投资标的、创业者及时获得启动资金以及管理者

和相关法律制定者共同促进平台的健康发展十分必

要。

2. 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建立 P2P 网贷平台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2.1. 网络层次分析法(ANP) 

层次分析法的创始人 Saaty 于 1996 年较为系统地提出

了 ANP 理论和方法。在 Saaty. T. L 教授专著《网络层

次分析法》对 ANP 的概念和方法作了系统阐述，形成

了完善的 ANP 理论体系。与层次分析法（AHP）相比，

ANP 是一种更完善、更科学的决策理论和方法。最初

在我国多运用于一些工程设计领域。

ANP 结构分为控制层和网络层，其中控制层包括

目标层和准则层，准则层可以有多个准则也可以没有，

网络层又分为主因子层和次因子层，相应的构成外部

依赖关系（out dependence）和内部依赖关系（9inner 
dependence）。ANP 网络结构中的每个元素集均可能

相互影响支配，也即系统中的每个元素并非独立。首

先对各因素层次关系进行确定，其次在建立起的网络

关系模型中通过判断矩阵和元素间超矩阵的构造得出

超矩阵的长期综合权重，最后可通过 AHP 模型求解各

个因素隶属度向量，进而对各因素做出一个评价值，

乘以各自的权重并求和即为各 P2P 网贷平台的综合评

价。

2.2. 网络层次分析法(ANP)的优点

层次分析法(AHP)和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均为多层

次、多元素的系统分析决策方法，但它们也有不同。

首先，ANP 的网络层次结构比 AHP 的递阶层次结构

更为复杂，是在 AHP 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发展而来，两

者对多层次元素间关系的分析和判断矩阵得出方式均

不同，ANP 中包括递阶层次结构和内部循环的网络层

次结构，低层元素对高层元素同时也具有支配作用。

其次，ANP 中同一层次的元素之间是相互影响而非独

立的，而 AHP 中是相互独立的。现实问题中同层次的

元素也大多都是能够互相影响的，在这一点上，ANP
比 AHP 能够更好地满足，同时 ANP 又保证了不同层

次的元素之间的独立性。再次，ANP 采取间接优势度，

而 AHP 采取直接优势度。判断矩阵得出需要两两元素

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存在两种方式：直接优势度和间

接优势度。直接优势度是指在两种元素进行比较时，

先给定一个准则，再将两种元素对此准则的重要性进

行比较。间接优势度虽然同样给定一个准则，但却是

让两元素在此准则下对第三元素即次准则的重要性进

行比较。相较而言，ANP 更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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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对 P2P 网贷平台综合评价

适用性的分析

网络层次分析法的主要功能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使问题便于研究。通过查阅、总结相关文献，发现网

络层次分析法目前主要用于诸如桥梁工程等工程项目

方案的选择上，但也有些学者把它用在风险分析领域。

这些应用网络层次分析法领域的共同点在于：研究的

问题比较复杂，每个研究目标均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

且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应用己有的

决策选择方法不能很好解决，而网络层次分析法克服

了这一难点。正因如此，ANP 比 AHP 能够更系统全

面地分析实际决策问题。

本文认为，P2P 网贷平台的综合评价与已有的应

用网络层次分析法的领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P2P 网

贷平台的综合评价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而网络层次

分析法考虑到分析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更具合

理性。因此，在 P2P 网贷平台综合评价分析指标体系

研究上，网络层次分析法更具有适用性。

3. P2P 网贷平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P2P 平台风险管理评价指标

对 P2P 网贷平台进行综合评价，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

础上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表现 P2P 网贷平台所

包括的各个方面，包括 4 项一级指标以及 12 项二级指

标，进而对不同 P2P 网贷平台进行比较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P2P 网贷平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准则层）

二级指标

（子准则层）
指标内容说明

客户源的变动情况 考察投资者的关注度

利率风险管理方案有效性 考察利率的合理状况市场风险

资金变化情况 P2P 平台资金流动性情况

借款人的信用状况 对借款人的信用评估及防范措施

平台违约 特指实控人的信用状况信用风险

设立投资人资格准则 防止非法集资洗钱

黑客攻击 检测风控机制的灵敏程度

操作失误 主要是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可能性技术风险

突发事件技术故障 自然灾害引起的系统失误

违反法律的可能性 平台控制着违反现行法律的情况

法律政策变动 新旧法规的变化

P2P 网贷

平台风险

评价指标

体系

法律风险

法律缺失情况 法律缺失导致平台经营不确定性

3.2. P2P 网贷平台风险评价指标的选择依据

（一）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主要是由于利率、汇率以

及经济周期变动而引起的风险。P2P网贷属于金融市

场的一部分，面临着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我国大

多数P2P网贷平台的风险逻辑是：人为抬高无风险利

率导致贷款利率居高不下，以致P2P网贷平台的成本

和坏账增加，而杠杆无限增大又进一步导致平台流动

性风险较大。一方面如果投资者一旦挤兑，好平台和

坏平台都必然面临倒闭风险，平台容易被投资者影响，

另一方面，平台可能会由于担心投资者撤资而不敢擅

自降息，随着经济下行，自身坏账增加，公司资金耗

尽，平台则会面临离倒闭的风险。风控性极强的银行

都会面临流动性风险的考验，更何况是发展不到十年

的P2P行业。客户源的变动情况用来表现投资者的关

注度，而利率风险管理方案有效性着重反映平台利率

的合理性。

（二）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主要包括借款人的信

用风险和平台的信用风险，这二者分别反映的是借款

人的信用状况和实控人的信用状况。P2P 网贷的本质

2016RA0706.indd   533 29/09/16   11:37 AM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n Big Data Era (RAC-16)

534

 

 

是一种没有抵押物和担保方的线上信用贷款，这意味

着很难通过传统的手段来收集借款人的信息。由于我

国的个人信用体系还不完善，P2P 平台很难对借款人

以及贷款人的真实情况进行资格审查。再者，我国 P2P

行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它的发展还远远不成熟，尤

其在当前 GDP 增速放缓、传统经济疲软的宏观环境

下，如果一旦出现借款人违约行为，就会引发道德风

险，因此造成坏账风险。P2P 平台没有催款的强制性

措施保障，而贷款人也可能因为某种不便或成本过高

等无法做出有效追偿行为。

（三）技术风险。P2P 网络借贷是以互联网为基

础的一种新的金融发展模式，它通过强大的互联网技

术进行线上交易。而当前互联网环境易受到黑客的频

繁攻击，对资金安全、个人信息以及平台运行方面有

着很大的威胁。特别是一些 P2P 频频出现失败案例，

多数平台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大数据，过高估计自己的

数据处理能力，这就需要既懂技术又懂金融的复合型

人才参与。如果平台人才欠缺、技术不过关，不仅会

影响投资者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对平台的发展影响深

远，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黑客攻击和突发事件技术

故障着重反映的是平台应对风控能力的最基本指标，

而操作失误体现的是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四）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法律实施过程中，

由于企业外部的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包括企业

自身在内的各种主体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行使

权力和义务，对企业造成负面法律后果的可能性。而

我国互联网金融特别是 P2P 网贷行业成立至今，一

直处于监管边缘，以致于行业风险频发、跑路倒闭泛

滥，除了行业本身的不规范以及高收益引起投资者的

不理性因素外，监管的缺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究其根源，则是监管主体缺位、监管边界模糊，由谁

监管以及怎样监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互联

网金融跨界发展，以及客观存在的模糊的监管边界，

要对某一业态的监管主体进行严格的界定也较为困

难。

3.3. P2P 平台风险管理中指标应用注意事项几点

作为 P2P 平台风控中的评价指标，在应用时会遇到一

些困难，应当考虑两点。第一，评价指标的赋值。在

上述指标体系中，既有定性指标也有定量指标，对于

定量指标的赋值比较容易，如资金变化情况可以由公

司财务报告中查找，而对于一些定性指标的赋值就比

较困难，一般采用专家打分或德尔菲法对上述指标之

间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第二，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选取指标时应坚持以全面性、科学性、目的性、可操

作性、可比性为原则，全面考虑各指标出现的频率和

可获得性，参考借鉴国内外研究对 P2P 网贷平台风险

因素评价的经验。第三，评价指标的适用性。本文所

选取的指标不是针对某一平台选取的，而是综合考虑

了 P2P 网贷行业中的风险来决定的。

4. 结论

本文以我国 P2P 网贷平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为

研究对象，尝试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 P2P 网贷平台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使我国 P2P 网贷行业风险等

级透明化，同时净化 P2P 行业生存环境。从长远来看，

这有利于对 P2P 平台的健康发展。但是，该评价指标

体系还存在不足之处，该指标评价体系在实际运行中

还有待研究、探讨及改进。

随着 P2P 行业的发展，政府监管的出台及监管

的力度逐渐加强，P2P 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管理也将

更为规范、合理。总之，互联网金融作为我国传统金

融业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应当

在认清其所具有的种种风险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

进行风险规避。随着监管措施的落地以及大数据技术

等信息科技的日趋成熟，互联网金融将迎来更好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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