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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ug is a top priority i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health care.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our 
country’s drugs work,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achievements after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However,there are serious information 
asymmetry problems in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al market . To solve this problems, we need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that can deliver a general 
idea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market to the terminal 
market trading links. Further, the credit as a easily 
recognized signal can effectively convey information 
and reshape the competition order. Based on improve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al market 
credit index measurement system and analysis the 
four categories of credi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ket 
index 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way for reveal 
credit trends and potential risk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al market.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al market;
 credit characteristics index; market credit index1 
                          

摘要 

药品是关系民生和卫生医疗的头等大事，中药产业

作为我国药品工作的重要组成，经过二十多年的发

展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中药材专业市场存在着比

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此，需要建立一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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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将中药材市场的大致情况传递到终端市场交易

环节中去。而信用作为一种简单易识别的信号，可

以有效传递信息，重塑竞争秩序。本文基于改进的

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中药材专业市场的信用指数测

度体系，并针对市场的 4类信用特征指数进行分析，
旨在为揭示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变化趋势和潜在

风险提供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特征指数；市场

信用指数      

1.引言 

目前，我国中药材的主要品种达到 500多种，年产

5亿多千克，中药材生产基地 600多个，为中药材

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药材专业市场共包括

17 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和各地数量庞大的城乡集贸

市场，国家各部门虽然一直对这些市场进行专项整

治和重点监管，但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一些共性

的老大难问题率禁不止，如个体商贩监管难，超范

围经营中药饮片，药材质量差，以次充好。在市场

管理混乱、中药材经营商户诚信不足、制度缺少、

监管不力等诸多原因的导致下，目前中药材专业市

场诚信经营动力普遍不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药质量问题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国内外媒体不

断曝光中药的各种质量问题。然而造成中药质量问

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

Lemmons 效应。中成药比中药材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更深，辨别质量更加困难。 

    诚信是质量安全的基石，缺少诚信经营，质量

不得保障，市场缺乏规范，社会达不到和谐。通过

诚信评价，中药材专业市场相当于有了自己的“名

片”，有利于促进中药材诚信交易，提高中药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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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同

时，通过诚信机制的约束，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

规范管理水平，促进行业标准制定。基于此，本文

以成都市某中药材专业市场为案例，拟构建中药材

专业市场的信用指数测度体系，旨在为揭示中药材

专业市场的信用变化趋势和潜在风险提供有效的

途径。 

2. 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信用指数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结合

中国国情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和实证研

究，研究有了一定进展，代表性的研究有： 我国

第一个行业信用指数：中国汽车零部件信用体系建

设项目，2005年 1月正式发布，由商务部中国国际

电子商务中心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共同承建，在满

足国内配套和融入全球采购体系的同时，促进了我

国汽车业信用体制建设。 2006 年人民银行为 

1200 多万户企业和 5.7 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

案，这是第一次由国家部门建立的覆盖面全面的信

用档案建设，对我国信用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

第一个全面系统的地区性信用指数的建立是浙江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义乌市人民政府、北京大学中

国信用研究中心联合编制发布的义乌市场信用指

数，从 2007 年 9 月起每月发布一次，包括 8 个

信用分类指数，分别为信用管理指数、经营素质指

数、业绩成长指数、金融信贷指数、公平竞争指数、

商品质量指数、知识产权指数与消费维权指数，有

成体系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指数计算中常用的

“拉氏公式”，数据来源广泛，在次贷危机时明确

反映出了浙江省信用指数的下降，成为我国局部信

用体系建立的先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承认，对我

国整体信用指数的建立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

“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指数”往往难以作为单独

的研究对象出现。专家学者针对中药材甚至是药品

市场所做出的探讨更多的是集中在宏观的理论和

框架建设上，对于具体的信用指数编制还没有见到

较深入的研究文献和案例。 

3.指数编制的原则和内容 

在设计中药材专业市场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充

分考虑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的一般规律与行业特

点，力求能全面反映和充分体现其诚信状况的最本

质特征，指标选择在科学合理的前提下，还要尽可

能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在选

择诚信评价指标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科学

性原则，保证每一评价指标内涵的正确性，不以人

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并且指标的计算必须有依据；

二是可操作性原则，在满足评价目的需要的前提

下，评价指标表达方式简单易懂，数据来源易于采

集；三是系统性，评价指标体系需贯穿整个中药材

专业市场，中药材专业市场信息不对称是流通过程

中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本指数对应的指标体系

必须贯穿中药材专业市场。        

    基于此，该体系拥有四个分类特征指数。其中，

产品信用特征指数主要包括中药材质量和中药材

价格两个方面。中药材质量是否合格，中药材价格

是否合理，是判断产品信用特征的主要依据；交易

活跃特征指数主要是反映当期市场交易的人数、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总体变化情况；交易满意特

征指数主要是指消费者对在市场中进行的交易的

满意程度；信誉风险特征指数反映当期交易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履约和诚信状况，以及各种往来活动中

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  

4. 成都市某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指数的构建 

4.1背景 

成都某中药材专业市场，是国家卫生部、国家医药

局、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定点批办

的中药材专业市场。 目前，该中药材专业市场拥

有三大中心：（1）中药材专业市场培育中心（2）

中药材价格形成中心（3）中药材标准制定中心。 

4.2信用层级分类特征指标 

本文在大量调研和征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中

药材专业市场目前的诚信环境和具体特点而建立

信用层级分类特征指标体系。其中，指标体系的定

量化需要有可验证的数据，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所

示。 

4.3权重计算 

将因素 A比因素 B重要程度的主观感觉判断等差距

地分为若干个等级，如“同样”重要、“稍微”重

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极端”重要

等。设使用指数标度系统时相邻两级客观重要性比

率为 a，使用 1~9标度系统时因素 i与因素 j的相

对重要性比值为 k，则指数标度
na （n=0~8)与 1~9

标度间的转换公式（1）。 

   )9,...,2,1(1  kkak             (1) 

式中 1 k ma ，其中 m为因素 i比因素 j“极端”重

要时，其重要程度之比。通常情况下取 9为重要性

之比的极限，因此取 m=9，k=9（即重要性程度分为

9级），得 3160.198 a 。当 a=1.3160时，根据式

（1）可得 1~9标度与指数标度
na 的转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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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层级分类特征指标体系 

其中，
1ka 中的 k由网络问卷调查法确定。为方

便计算，在使用网络问卷调查法对各因素间相对重要

性程度的比值 k进行判断时，仍使用与 1~9标度系统

一致的 9个等级来描述相对重要性比值。根据转换关

系，对表 1中同层次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得出相对

重要程度，由此构建出 1 个一级指标判断矩阵和 4

个二级指标判断矩阵。一级指标判断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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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可得出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建立之后，即可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

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并运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计算指

标权重。本文采用方根法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和特征向量，指标权重如下： 

 

表 2  成都某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测度一级特征指标权重 

 

表 3 成都某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测度二级指标层内权重 

ijB
 产品 jB1  交易活跃 jB2  交易满意 jB3  信用风险 jB4  

1iB  0.8384 0.4534 0.6553 0.1374 

2iB  0.1616 0.0873 0.2184 0.3131 

3iB   0.1883 0.1262 0.4121 

4iB   0.1355  0.1374 

5iB   0.1355   

max  2.0012 5.0036 3.0003 4.000 

CR 0 0.00125 0.0004 0 

    

将一级特征指标权重和二级指标层内权重汇

总之后可以计算出各二级指标合成权重。 

由权重综合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在全部 14 个

因素中对成都某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影响较大的

因素 (权重不小于 5%) 分别是中药材质量、存续年

限、资金保障力度、合同违约率、中药材价格、消

费者投诉率。其中中药材质量尤其收到重视，然而

对中药材质量的评价却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首先 

目标层 一级指标（特征指标）） 二级指标 

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指数 A 

产品信用指数 B1 
中药材质量 B11 

中药材价格 B12 

交易活跃指数 B2 

商品成交额 B21 

资金流入量 B22 

资金流出量 B23 

贷款余额 B24 

银行承兑汇票开出余额 B25 

交易满意指数 B3 

存续年限 B31 

消费者投诉率 B32 

商户满意度 B33 

信誉风险指数 B4 

赊销情况 B41 

合同违约率 B41 

资金保障力度 B43 

成本变化 B44 

一级指标 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产品信用 0.4260 信誉风险 0.2460 

交易活跃 0.0820 max  4 

交易满意 0.2460 C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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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指标权重及排序 

    

是，评价中药材质量的第三方机构，其公正性和自

身信誉必须有保证。其次是中药等级标准的制定困

难，在质效、量效关系不是十分清楚的前提下，如

何制定对行业有积极意义的级差标准值得深入探

讨。 

 

4.4计算层级分类特征指数和加权宏观信用指数得

分 

   （1）确立指标评分标准 

    假定每个指标有 5个级别评语， )5,4,3,2,1( jVj ，

具体见表 5。 

表 5  等级评分标准 

    

   （2）根据指标评分标准，确定模糊评价矩阵 

    假如有 N个专家，其中有 n个专家对指标 ijB 的

评价为 kV 等级，那么对指标 ijB ，则有 NnRikjk /                                         

因此，模糊综合评价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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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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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文以 2009年为基期，首先对 2009年的产品

信用特征指标进行评价。根据 10 位专家的评价意

见获得如下的评价结果（见表 6）。 

表 6  产品信用特征指标专家评价结果 

    

 由此可得，产品信用特征指标的模糊评价矩阵： 

           










1.02.03.03.01.0
1.02.04.02.01.0

1R
      （3）                

    类似地，依次对 2009 年的交易活跃、交易满

意、信誉风险等其余 3个信用特征指标进行评价，

分别得到其模糊评价矩阵。                                           

    （3）层级分类特征指数得分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合成权重 排序 

产品质量 1B  0.4260 
质量安全 11B  0.8384 0.3572 1 

中药材价格 12B  0.1616 0.0688 5 

交易活跃 2B  0.0820 

中药材成交额 21B  0.4534 0.0372 7 

资金流入量 22B  0.0873 0.0072 14 

资金流出量 23B  0.1883 0.0154 11 

贷款余额 24B  0.1355 0.0111 12 

银行承兑汇票开出余额 25B  0.1355 0.0111 12 

交易满意 3B  0.2460 

存续年限 31B  0.6553 0.1612 2 

消费者投诉率 32B  0.2184 0.0537 6 

商户满意度 33B  0.1262 0.0310 10 

信誉风险 4B  0.2460 

赊销情况 41B  0.1374 0.0338 8 

合同违约率 42B  0.3131 0.0770 4 

资金保障力度 43B  0.4121 0.1014 3 

成本变化 44B  0.1374 0.0338 8 

评语集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等级分 100 80 60 40 20 

评价指标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产品质量 1 2 4 2 1 

产品价格 1 3 3 2 1 

2016RA1808.indd   749 29/09/16   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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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通过对评价因素的模糊评价矩阵与其对应的

权重进行合成运算，获得层级分类特征指数的得

分： 

    

 1.02.0384.0216.01.0
1.02.03.03.01.0
1.02.04.02.01.0

16.084.0111











 RWC    (4) 

    同理可得
2C ， 3C ， 4C 。 

    由此得到，基期的四个信用层级分类特征指数

的得分分别为 

60.321Z ， 3.472 Z , 693 Z , 65.24 Z 。 

  （4）计算市场的加权宏观信用指数得分由上述

计算可得基期的综合评价矩阵 R，即 

            





















4

3

2

1

C
C
C
C

R
                      (5)  

    而准则层权重为：                                

      25.025.008.043.0W         (6)                       

    目标层的综合评价结果为： 

    04.020.037.025.014.0 RWC      （7）              

    进一步，将目标层的综合评价结果和等级评价

标准进行合成运算，得到最后基期的加权宏观信用

指数得分，其分值越高，说明该市场在所有评价指

标上的综合表现越佳，其绩效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65

20
40
60
80

100

04.020.037.025.014.0 























Z
        （8）            

4.5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指数的生成 

由上述方法同理可得出 2010 年-2015 年的分类特

征指数得分与加权宏观信用指数得分，结果见表 7。 

表 7 2009-2015年中药材专业市场信用特征指数得分 

    

以后每年的信用特征指数得分均与对应基期的

信用特征指数得分相比再乘以 100 即可得出成都某

中药材专业市场的当期的加权宏观信用指数。  

                                       

 

 
图 1 2009-2015年产品质量分类指数曲线 

 

 
图 2 2009-2015年交易活跃分类指数曲线 

 

 产品质量 交易活跃 交易满意 信誉风险 加权宏观 

2009 60.32 73.4 69 65.2 65.0 

2010 61.38 71 68 63.5 65.3 

2011 60.4 74 70 65.5 65.8 

2012 62.23 73.6 68 64.4 65.7 

2013 64.3 75.0 69.5 67 67.8 

2014 64.0 73.6 70.2 68.1 68.0 

2015 65.0 72.0 71.0 67.8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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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9-2015年交易满意分类指数曲线 

 

 
图 4 2009-2015年信誉风险分类指数曲线 

 
图 5 2009-2015年中药材专业市场加权宏观信用指数曲线 

5.结束语 

    本文基于改进的层次分析法，构建出中药材专业

市场的信用指数测度体系，并针对市场的 5类信用特

征指数进行分析。本文提出的测度体系画了中药材专

业市场信用的动态变化情况，成为市场信用变化趋势

的风向标。不仅实现了对中药材专业市场中商户的信

用评估，约束商户行为，有益于促进商户在信用约束

机制下进行良性竞争，同时也可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

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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