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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people mainly consider credit risks from view of powerful players.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the credit risk 
management is not fully. In this paper, we have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the credit risks, so that, suggest two 
concepts: binary credit risk and triad credit risk. The Internet of intelligences is introduced t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of credit risk. This paper shows the intensions of three binary credit risks,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overviews the main methods to analyze them.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bank’s customer credit risk is a simple 
credit risk. The indirect feeling strategy in internet of intelligences can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of credit risk that 
would be seriously affected by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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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人们主要是从强势者的角度看待信用风险，互联网在信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
挥。为此，本文全面地审视了信用风险，提出了二元信用风险和三元信用风险的概念，并提出了用智联网
改善信用风险识别的方略。本文分别阐述了三种二元信用风险的内涵，概述了主要分析方法。研究表明，
银行的客户信用风险只是一种简单的信用风险。对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变化密切相关的信用风险，
智联网的间接感受方略可改善信用风险识别。 

关键词：信用风险；客户；银行；政府；智联网 

1. 引言 

多数学者谈及信用风险，主要是从商业银行的

角度评判贷款者的信用度，进而论及银行承担的风

险。也有专家从政府的角度评判银行的不良贷款余

额，进而论及金融风险。其实，有一种与金融相关

的信用风险更为重要，即：政府信用风险。如果政

府的金融信用急剧贬值，民众财富必然大量缩水。

政府信用风险，等价于恶性通货膨胀风险。显然，

信用风险不仅仅是银行和政府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也是民众不得不关注的重要风险。银行、政府和民

众，三者之间的信用风险，无时不刻不在发挥作

用。 

现有的信用风险模型，主要用于商业银行依据

大量法人客户的信息数据，从统计意义上评估具体 

 

 

 

客户违约的可能性。商业银行对非上市公司进行信 

用风险度量则更多地是考查其历史违约数据和企业

财务指标。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承担的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做了严格的规定并建

议了一些具体的分析方法。本质上，巴塞尔协议制

定了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

纪律为三大支柱的监管框架，是为了管理银行的信

用风险，以期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国家、公司、项

目、零售、机构、股权等六类风险敞口。 

主权信用评级，是评级机构对国家的中央政府

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

一种判断。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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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

收支、政策实施等，均影响国家的偿还能力。一旦

该国发行的货币量大大超过其偿还能力，就发生严

重的政府信用危机。 

本文按下述逻辑结构展开研究：在较全面地审

视了信用风险的本质特征后，在第 2 节中对信用风

险进行了分类。在第 3、4、5 节中分别对 3 种二元

信用的内涵和主要分析方法进行了概述。本文在第

6 节中对三元信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在第 7

节中引入了智联网工具，并提出了用直接识别法和

间接感受法改善信用风险识别的方略。第 8 节总结

了存在 6 类信用风险及智联网能改善信用风险识别

的结论。 

2. 信用风险的种类 

本质上，信用风险是指契约的一方或多方不能

履约而给其他方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现实中，人

们主要是从强势者的角度看待信用风险。特别地，

借款者违约给银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成为了信

用风险的主要研究内容。 
事实上，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存在着大

大小小的银行，林林总总的政府部门，以个体或组

织出现的民众。令 B，G 和 P 分别为银行集合、政

府部门集合和民众集合，则表征信用风险的基本空

间是 { , , }B G PΩ = 。显然，Ω是一个离散点空间。 
,X Y∀ ∈Ω , 将 X 中的个体 x 承担由于 Y 中的个

体 y 之信用不良产生的信用风险记为 
( )xy xr yϕ=                              （1） 

不失一般性， X∀ ∈Ω ，记其容量（元素个数）

为 n（X），即：|X|= n（X）。易知， ,X Y∀ ∈Ω，

其卡氏积 X Y× 上存在一个信用风险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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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X YR × 不是对称矩阵，即：如果 ,
i j j ix y y xr r

不同时为 0，则 ,
i j j ix y y xr r≠ i=1, 2, …, n(X);  j=1, 2, …, 

n(Y)。大部分信用风险的研究工作，都在于认识

( )x yϕ 的内涵，并尽可能建立数学模型，根据 y 的属

性资料，计算出 ( )x yϕ 的数值。 
事实上，在一个开放的政治、经济系统中，

( )x yϕ 常常会受来自基本空间Ω中另一元素中的个

体影响。例如，银行承担房贷者的信用风险，可能

由于政府就业政策的改变而改变。 

, ,X Y Z∀ ∈Ω , 将 X 中的个体 x 承担由于 Y 和 Z
中的个体 y, z 之信用不良产生的信用风险记为 

( , )xyx xr y zϕ=                          （3） 
称 ( ) ( ) ( )( )X Y Z xyz n X n Y n ZR r× × × ×= 为一个三维信用风险矩

阵。显然，认识 ( , )x y zϕ 的内涵，并能计算其值，则

更有利于进行信用风险管理。 
       由基本空间Ω的构成和式（1）可知，二元的信

用风险可分为 3 类： 
I．客户信用风险：当 ,X B Y P= = 时，我们称

( )x yϕ 为客户信用风险。 

II．银行信用风险：当 ,X G Y B= = 时，我们

称 ( )x yϕ 为银行信用风险。 

III．政府信用风险：当 ,X P Y G= = 时，我们

称 ( )x yϕ 为政府信用风险。 
由式（3）知，在Ω上还存在 3 类三元信用风

险，它们分别为： 
IV．民众承担的信用风险，即：X=P，Y=G，

Z=B 时的 ( , )x y zϕ 。 
V．银行承担的信用风险，即：X=B，Y=P，

Z=G时的 ( , )x y zϕ 。 

VI．政府承担的信用风险，即：X=G，Y=B，
Z=P 时的 ( , )x y zϕ 。 

在基本空间 { , , }B G PΩ = 中，民众集合 P 的容

量虽大，但个体的影响较小，由其产生的信用风险

最容易被管理。银行集合 B 的容量不大，但影响远

远超过 P 中的个体，由其产生的信用风险，不可小

觑。政府部门集合 G 的容量很小，但影响巨大，一

旦失控，信用体系很可能崩溃。 
三元信用风险常常有传递和反馈作用，评价和

管理并非易事。 

3. 客户信用风险的内涵和分析方法 

虽然随着信用方式的不断变化、信用工具的不

断创新，商业银行对法人客户信用风险本质的认识

也在不断加深，对客户信用风险的理解也在不断深

化，但内涵依然是稳定的。这里的客户，是指银行

的放贷对象，即：借款人。通过大量文献的总结，

我们给出下述定义： 
定义 1：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而给贷款人

造成损失的风险称为客户信用风险。 
具有贷款业务的非银行机构，是一种广义的银

行。因此，一个合法的贷款人，是基本空间

{ , , }B G PΩ = 中银行集合 B 中的一元。 
由于损失只有当违约实际发生时才会产生，因

此信用风险也称为违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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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客户信用风险的研究正处在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阶段。基于不同数据来源，很多学者采

用不同技术原理开展了大量的、多角度的实证模型

研究。其中，数理统计方法（包括多元判别技术、

Logit 模型、主成分分析等）、资产组合原理结构模

型、数据深度拟合技术和层次分析法等较为常见。 
统计方法常用于提炼出信用风险的主要标识及

风险要素、风险内核等，从而使人们能对标度风险

的量化要素进行分析研究 1。 
客户信用风险分析使用的数据信息主要来自于

所研究商业银行的内部信贷管理系统，即：海量的

法人客户信息数据、内部管理的风险信息数据、辅

助判断的参数指标信息、银行内部风险计量参数等

等。其中，客户的基本信息、财务报表、信用等

级、贷款数量、所属类别（行业、地区等）、银行

管理要件、历史数据等是最重要的信息。 
同样的数据，使用不同形式的模型，就会得出

不同的客户信用风险。例如，多元判别、Logit 模

型、主成分分析、结构模型、简约模型、混合模型

等，常常结果不同，为此，人们用有效性检验来判

别模型的适用性。“回判准确率”是最常用的检验

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客户信用风险分析是间

接分析法，并不能计算出客户信用风险值（期望损

失）。 
例如，由于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其财务比率和

正常公司的财务比率显著不同，从而人们认为企业

的财务比率能够反应企业信用风险状况，所以用财

务比率作为风险指标。例如，早在 1968 年 Altman
就提出了所谓的“Z” 财务比率模型 2： 
Z=0 .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4) 
式中的 5 个变量分别是 X1＝营运资金/资产总额，X2

＝留存收益/资产总额，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

X4＝股东的收益资产/负债总额，X5＝销售额/资产总

额。通过用破产企业和非破产企业各 33 家共 66 个

样本回归统计出式（4），再进行回判比较，可以判

定，当 Z＜1.81 时，企业具有很高的破产几率；当 
1.81≤Z＜2.675 时, 企业处于财务状况不确定之列，

即处于“灰色地带”；当 Z≥2.675 时，企业属于正

常企业之列。 

4. 银行信用风险的内涵和分析方法 

随着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对系统性风险的日趋重

视,银行信用风险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点之一。 
对于风险控制管理来说, 除了要考虑正常情况下

金融机构的可能损失, 更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在极端市

场情况下, 金融机构所持有的金融资产部分不会让该

机构出现破产的风险。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前，风险价值(VaR)法广泛用于测量银行的风险。之

后，人们认为远远不够，还须考虑市场风险和操作

风险等。巴赛尔委员会提出了压力测试，找出金融

机构在极端市场情况下的承受能力，对风险作出判

断。 
显然，相对于客户信用风险而言，人们对银行

信用风险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银行的破

产将导致许多社会问题，并且要由政府来承担，尽

管最后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收拾烂摊子。因此，政府

将承担由于银行之信用不良产生的信用风险。据

此，本文给出下述定义： 
定义 2：银行因管理不善而失去信用给政府造

成损失的风险称为银行信用风险。 
投资银行为了追求高额回报，致使金融衍生产

品不断泛滥，银行信用风险严重时将导致金融危

机。例如，美国的两大房贷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

美，向还贷能力不高的低收入者发放大量按揭贷

款，再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将这些高风险资产包

装上市，用此金融衍生产品转移风险牟取暴利，最

终于 2008 年陷入危局，并至使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形成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所向披靡，流动性泛滥，

很难监管的大量影子银行呼风唤雨，其信用风险，

远远超过正规银行。 
除了一些正规不正规的金融机构涉足银行业务

成为影子银行外，银行的表外业务风生水起，也是

影子银行。 
由中国的地方政府发起设立，通过划拨土地、

股权、规费、国债等资产，迅速包装出一个资产和

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虽然被称为“地方

融资平台”，其实是一种新型的影子银行。官方的

报导是，截至 2012 年 9 月末，平台贷款的余额为

9.25 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目前的风险整体可控 3。

民间研究资料则表明 4，早在 2010 年，地方政府投

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相比 2009 年的 6 万亿增长了

42%（达 8.52 万亿）。2010 年末地方政府投融资平

台的银行贷款余额是 GDP 的 20%，相当于全国财政

收入的 102%，地方财政收入的 209%。显然，这种

庞然大物似的影子银行，其信用风险，几乎让人不

敢谈及。 
        由风险价值、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为主产生的

银行信用风险，很难全面系统地进行分析。仅以操

作风险为例，涉及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

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5。虽然新巴

塞尔资本协议给出了从简单到复杂的三种方法，即

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但目前仍缺乏

成熟的数量模型来度量操作风险。新巴塞尔协议6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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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使用的高级计量法就有多种模型，式(5)是其中的

一个模型。 

∑ ×××=
ji

jiLGEjiPEjiEIjiOR
,

),(),(),(),(γ        (5) 

式中，i为第i种操作;  j为第j类风险事件; γ为预期损

失转化成资本配置要求的转换因子； EI为风险暴露

的规模和金额； PE为损失事件的发生概率; LGE为
事件的损失程度。 

5. 政府信用风险的内涵和分析方法 

2012 年 5 月，高额财政赤字的希腊全面暴发政

府债务危机，人纷纷到银行去提领存款，银行出现

严重的挤兑。随后，一轮又一轮的罢工活动，使经

济发展雪上加霜。值得宽慰的是，作为欧元区国家

的希腊，没有了自主发钞权，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

措施，EU 和 IMF 的救援，基本稳住了势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从 2002 年开始对

津巴布韦实施经济制裁，并不断加强。这导致津巴

布韦的经济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失控，100 万亿元

面值的大钞于 2008 年问世，通胀率超过百分之两

亿。  
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基础上的政府信

用，通常都较为坚实。但是，内因和外因都有可能

削弱或破坏这种信用，其严重问题给人民造成的风

险，常常难以承担。据此，本文给出下述定义： 
定义 3：政府因重大失误导致经济或财政问题

而失去信用给民众造成损失的风险称为政府信用风

险。 
显然，因被动卷入战争或极端自然灾害而使人

民承受苦难，不属于政府信用风险问题。而以全球

经济危机为借口维持重大失误致使人民承受苦难，

则属于政府信用风险问题。 
衡量政府信用风险的两大指标分别是主权信用

评级和通货膨胀率。 
主权信用评级，是信用评级机构对一国政府作

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进行

的评判。惠誉评级、标准普尔和穆迪是国际三大评

级机构。除了要对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

势、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

量及结构、财政收支、政策实施等影响国家偿还能

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外，主权信用评级还要对种种改

革所造成的财政负担进行分析。主权信用评级一般

从高到低，分为 AAA，AA，A，BBB，BB，B，

CCC，CC，C。 
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定量模型可以对政府信用风

险进行分析，这是因为根据定量因素所确定的纯模

型化的方法不能够掌握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因

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

很难预测。穆迪采取了分步骤评级的方法，共分为

三大步骤、四大因素。 

虽然主权信用评级是对国家的信用进行严格评

级，但聚焦于“来自某个特定国家的债务人能否得

到他们需要的外汇以便偿付它们未来的外币债务”
7。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能使国家获得很高的主权

信用评级。但是，能对国外履行还款义务并不意味

着本国民众要承担的政府信用风险就小。例如，本

币对外明显升值而对内严重贬值，意味着政府的信

用风险正在增加。通货膨胀率，正好能补充主权信

用评级的不足。 

传统的通货膨胀，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

币供给过大，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

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今天，由于电子货币的

出现和授信方式的多样化，通货膨胀率常常反映在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CPI由市场上的货物价格增

长百分比来定义。在正常经济体中，人们的平均工

资增长速度很难超越3-4%，因此大多数国家都将CPI

超过3%视为严重的信号。 

CPI是一个滞后性的数据，用其分析政府信用风

险，并不理想。加之某些国家为了社会的稳定，刻

意将价格上涨严重的商品排除在CPI成分之外或根据

需要调整各部分比重。用这种人为CPI分析出的结

果，更是没有意义。在美国，构成CPI的主要商品共

分八大类，其中包括：食品、酒和饮品、住宅、衣

着、教育和通讯、交通、医药健康、娱乐、其他商

品及服务，市场敏感度非常高。 

一些学者也探讨用各种货币供应量来分析政府

信用风险。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以M0、M1、M2为框

架体系。与消费变动密切相关且最活跃的货币供应

量是现金，称为M0。M0与非金融性公司的活期存款

之和为M1，它反映了社会的直接购买能力。M2=M1+

非金融性公司的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M2

反映了现实的购买力，也反映了潜在的购买力。 

其实，政府并不发放货币，政府是为央行发行

的货币提供信用担保。货币供应量过大，必然引起

通货膨胀率，政府信用降低。为了给过多的货币寻

找出路，虚拟经济常常受到政府的鼓励，认为资本

市场的发展、金融创新的加速，使货币流通速度不

断变化，从而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短期和中期的

关系减弱。 

用通胀对政府信用风险进行量化分析的主要困

难是通胀指数常常被操纵。CPI可能反映不了真实的

通胀是最好的例证。有研究认为，MO、Ml和M2口径

的货币供应量对我国的通货膨胀均没有影响8；但也

有研究认为，M2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9。从货币交易方程推导出来用于测度通货膨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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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Star模型10，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仍停留

在研究阶段。 

6. 三元信用风险的研究方法 

本文提出的三元信用风险 ( , )x y zϕ ，远比任何的

二元风险 ( )x yϕ 复杂。原则上来讲，用演绎推理或统

计学习总是可以构建出二元风险的分析模型，但难

以构建三元分析模型。原因是演绎推理中很难处理

两个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而统计学习的样本基

本无从获取。 
从理论上讲，研究三元信用风险，只能从社会

经济动力学入手，由构造微分方程起步，用各种约

束简化问题。从实用的角度讲，将自变量区分为主

自变量和从自变量，则多态灾害链模型 11 可发展为

三元信用风险分析模型。我们以“民众承担的信用

风险”为例来加以说明。 
从概率风险的角度看，一个风险现象的形式化

描述就是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 P 和后果 V。特别

地，当我们假定它们与某个参数 y 有关时，风险分

析的主要工作就是识别概率分布 p(y)和脆弱曲线

v(y)。当风险的内涵是破坏的期望值时，风险值为 

0

( ) ( )R p y v y dy
∞

= ∫                            （6） 

例如，假定政府的信用完全由通胀率 y 决定，

又假定民众因 y 成的财富蒸发是 v(y)。当 y 在研究时

期内的概率分布是 p(y)时，风险值由式（6）算出。 
分析三元信用风险的困难在于，民众财富的蒸

发不仅受政府信用的影响，而且可能受银行破产的

影响。高通胀不仅使财富蒸发，还会使企业破产造

成大量失业。在将自变量区分为主自变量和从自变

量后，三元信用风险分析的问题就被大大简化。 
在某些国家，高通胀刺激房货，银行潜在风险

增加，上市银行的股民除承受政府信用风险外又承

受银行股价下跌的风险。外观上看，如果能分别计

算出财富蒸发的期望值和股价下跌造成损失的期望

值，两者相加则是民众承受的风险。问题是，通胀

率和银行信用并不独立，简单的相加可能严重失

真。 
将多态灾害链模型发展为多态风险分析模型，

关键是找出一个链结构，通过用各风险环的研究，

分析出民众承担的信用风险。 
在多态灾害链中，我们用 M,O,D,L 分别表示致

灾因子、承灾体、破坏、损失参数（或矢量），用

P(L)表示损失 L 的概率值。一个灾害环的形式化描

述是：  

⎩
⎨
⎧

=
=

),(
),()(

OMFD
MDSLP

                        （7） 

式中，函数 F 的形式和参数由承灾体所处环境和承

灾体类型决定；函数 S 的形式和参数由承灾体社会

属性和致灾因子 M 的不确定性属性决定。 

如果有灾害链存在，则破坏 D 将诱导出新的致

灾因子，记为 )(1 DM Φ= 。例如，地震引起山崩，

山崩形成拦河大坝，大坝溃决造成洪水灾难。山崩

是破坏 D，洪水是由地震诱导出的致灾因子 1M 。诱

导关系Φ ，可能非常复杂，也可能十分简单。 

显然，不失一般性，在三元信用风险 ( , )x y zϕ
中，我们可以假定 y 是主自变量，z 是从自变量，并

假定 z 由 y 诱导，且 y 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足够的时

间允许人类对其加以影响。与放任不管的形态相

比，可能会有另外的形态出现。这样，系统风险就

会出现多态性，本文称其为多态风险链。 
设 x 承担由于主自变量 y 之信用不良产生的信

用风险为 ( )x yϕ ，从自变量 z 由 y 诱导的关系式为

0=Φ(y,z) ，则一个风险环的形式化描述是： 

⎩
⎨
⎧

=Φ
=

0),(
)(

zy
yR xϕ                            （8） 

由于 x 承担从自变量 z 之信用不良产生的信用

风险可记为 ( )x zϕ ,于是，由 y 诱导的风险环是 

⎩
⎨
⎧

=Φ
=

0),(
)(1

zy
zR xϕ                                 （9） 

当有 n 个手段可对 y 的发展过程加以影响时，y
的诱导形式和结果都会有所不同，这些诱导式可分

别记为 nΦΦ ,,1 L 。于是，一个多态风险分析模型

可表为： 

          
⎩
⎨
⎧

=Φ
=

0),(
)(

zy
yR xϕ ，

⎪
⎪
⎪

⎩

⎪⎪
⎪

⎨

⎧

⎩
⎨
⎧

=Φ
=

⎩
⎨
⎧

=Φ
=

0),(
)(

0),(
)(

1

1

1

zy
zR

zy
zR

n

x

x

ϕ

ϕ

M              （10） 

  在 y 失信前，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影响手段

将会被采用。于是，分析三元信用风险，必须考虑

概率分布 )(,),(),( 21 nΦPPΦP LΦ 。这显然不是一件

容易的工作。  

7. 用智联网改善信用风险识别 

信用风险的分析工作是一项智能工作。如何发

挥互联网的作用，集众人之所长，生超级之智能，

解风险之万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面对一个具体的信用风险问题，目前普遍依赖

利益相关者自己的经验和各种途径得来的专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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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应对。但是，世界越来越复杂，大数据时代已经

到来，各种风险瞬息万变。无论多复杂的信用风险

分析工具，无论多大的数据库，都会越来越难以满

足需要。借助互联网强大的功能，集百家之智，历

万家之险，解动态之迷，才有可能大大提高人们应

对信用风险的能力，使复杂变简单，不变应万变。 
基于人类智慧远远高于机器智能而互联网能集

成高级智慧的认识，文 12 首次提出“智联网”的概

念，它由智能体、互联网和一个数学模型构成，以

汇集和处理相关信息，有望提高人们对各种风险的

分析能力。为此，本文提出用智联网改善风险识别

的方略。 

7.1. 智联网概念 

“智联网”(Internet of Intelligences)，是由各种智

能体，通过互联网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其目的是

集小智慧为大智慧，群策群力，帮助人们更好地认

识世界，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设 A={a1,a2,…,an}是含有 n 个智能体 a1,a2, …, an

的一个集合。设 N={S, c1,c2,…,cn}是含有服务器 S 和

n 台计算机网络终端 c1, c2,…,cn的，一个可以独立工

作的子系统。设 M 是处理 n 个智能体所提供的信息

的模型。三元体（A, N, M）称为一个智联网。 
设（A, N, M）是一个智联网，智力水平为 Q。

再设 A 中个体的最大智力水平为 q。当 Q 大于 q
时，称（A, N, M）为一个正向智联网。智联网是一

个智力提升系统，只有正向智联网才有意义。简单

的网络调查系统不是智联网。 
最早的计算机网络于 1969 年正式启用，由美国

军事部门 ARPA 研制，称为 ARPAnet，仅连接了 4
台计算机。1974 年，人们开发了 TCP/IP 协议，继而

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和第一个网页服务

器，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随后搭建的网络高速公

路，实现了组织机构间的联网，电子商务应运而

生。这个时期的网页模式可称为 Web 1.0。 
在二十世纪 90 年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网得以实

现，产生了个体对他人跨界响应的“社会技术”，

名目繁多的网络社区层出不穷。这个时期网络界面

的模式可称为 Web 2.0。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们从网络虚拟空间

走向网络实体空间创造了条件，并刺激人们用算法

从网页中提取信息。于是物联网应运而生，语义网

呼之欲出。帮助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

何方式进行信息的获取与处理的普适计算，成为今

天的研究热点，云计算等正在普及。这种建设中的

网络被称为 Web 3.0。 
然而，无论是千奇百怪的单体计算机还是纵横

全球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虽然能较好地处理事务性

和计算性的工作，但不能处理未知情况，难以适应

快速变化的环境，无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所以，

现在能够完成复杂任务的网络，只不过速度更快、

数据更多，花样更新，但其智力还不如 3 岁的小

孩。 
未来的网络系统，是智与智之间联网，这就是

智联网。为构建正向智联网而开展的增强思维之理

论和方法的研究，内涵丰富，挑战无限。这种未来

的网络，基本模式可称为 Web 4.0。图 1 总结了从

Web 1.0 到 Web 4.0 的发展历程。 
 

 
 
 
 
 
 
 
 
 
 
 
 

图 1.  Web 1.0 到 Web 4.0 的发展历程 

 

由图 1 可知，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智联

网。今天我们处于从 Web 2.0 向 Web 3.0 发展的过

程中。 

7.2. 用智联网改善风险识别的方略 

征信系统大量投入商业应用说明，银行对普通

客户信用风险的识别，技术上已无障碍，只剩精度

和成本问题。然而，对涉及新兴产业市场的客户，

征信系统可能失效。更一般地，一旦政治、经济和

社会环境等的变化较大，基于客户历史信用记录的

传统风险识别技术就会失效。商业银行风险和政府

信用风险，相当隐蔽且变化多端，不仅个体民众很

难对其加以识别，评估机构也常常误判。三元信用

风险，更为复杂，目前尚无有效识别技术。 
对此，智联网有两个应对方略：直接识别和间

接感受。 
    I．直接识别法 
设 O 的信用风险是待识别对象。传统的识别方

法是将 O 的属性数据放入某种模型，经分析而辩识

出风险的大小。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数据、抗压能

力等也可在属性数据之列。用什么样的属性数据，

由所谓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确定。 
用智联网对 O 的信用风险进行识别，依据的是

网上智能体对问题的认识，而非对属性数据的群体

分析。 

人与人之间联网 社会技术 Web 2.0

物与物之间联网 普适计算 Web 3.0

智与智之间联网 增强思维 Web 4.0

组织机构间联网 电子商务 Web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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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O 的信用风险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且有大量

公开资料时，可用智联网对其加以直接识别。例

如，某大企业 O 拟生产一种全新的日用品，其巨额

贷款的信用风险，不仅与征信系统中以往 O 的属性

数据有关，还与消费者现今对 O 的认可程度和该新

产品的市场有关。用智联网直接对 O 的认可程度和

新产品进行评价，并辅之以对以往信用的分析，就

可以识别出对此项贷款的信用风险。 
此时，商业银行由智联网发布的问题形式是：

对 O 的认可程度如何？消费此产品的愿望如何？并

要求给出理由。智联网（A, N, M）中的模型 M，首

选拼图模式。 
任何智联网都是一个交易平台。银行使用智联

网对大客户进行信用风险识别，须有相应的投入，

大部分支付给有效应答的智能体集合 A。由于智联

网具有过滤虚假信息和处理不完备信息的能力，其

投入产出将会远远高于传统的征信系统。 
II．间接感受法 
许多信用风险不可计算，只可感受。例如，

2012 年欧洲债务危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政府信

用和银行信用，但其风险难以计算，只可感受。对

于大型项目的投资者而言，识别出这类信用风险，

有利于科学决策。如果政府信用风险过大，社会可

能不稳，自有资金不宜投入；如果银行信用风险过

大，计划中的贷款会有变故。 
显然，任何投资者都无力针对政府或银行建立

征信系统，只有从媒体信息才能感受相关风险。由

于不同环境下的语义差别很大，现有网页提取的信

息不能用于风险识别。 
当人们无休止地争论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建设语

义网，便于机器识别和理解时，智联网跳过了这障

碍，用工具箱模式解决了这问题。当人们大力开发

生物算法以图实现计算智能时，智联网直接使用人

的智能而简化过程。当人们热情不减地进行词语计

算的研究，以图用网页上的词语进行推理时，智能

体天生的词语处理能力正被智联网的各种模式所使

用。 
于是，用智联网间接感受，并辅之以必要的统

计分析，就可以识别出难以计算但涉及公共利益的

信用风险。 
以项目投资者对政府信用的间接感受而言，其

由智联网发布的问题形式，可类似于：非你个人原

因的生活压力近期是否会有缓解？给出判断的理

由。如果压力进一步增大，三年后的极端情况会是

什么？并要求给出理由。智联网（A, N, M）中的模

型 M，首选路况模式。 

8. 结论 

金融风险防范的基础工作之一是信用风险识

别。以往人们过多关注微观层次的信用风险，大量

征信系统投入应用。宏观性较强的银行和政府信用

风险，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由银行、政府和民众组成的系统中，存在 6 类

信用风险：客户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政府信

用风险、民众承担的信用风险、银行承担的信用风

险和政府承担的信用风险。前 3 类是二元的信用风

险，后 3 类是三元的信用风险。 
传统上，客户信用风险主要是根据属性数据进

行识别。巴塞尔资本协议推荐使用的方法有助于对

银行信用风险进行识别。主权信用评级可作为政府

信用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三元信用风险的识别因

两个自变量的关联而相当复杂。多态风险分析模型

可略为简化问题。 
由智能体集合、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处理模型组

成的智联网，由于具有动态跟踪和提升智能的能

力，十分有助于改善信用风险的识别。直接识别方

略和间接感受方略都可以将传统的静态模式推进到

动态，提供风险识别的准确度。 

由于受与“北京崇安智联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的保密协议约束，智联网中的相关技术，

无法在本文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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