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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rstly, this paper divides the credit of college 
students into four dimensions: credit of honesty, credit of 
employment, credit of credit and credit of consumption.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redit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engdu,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redit. 
Secondly,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using the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credit evaluation 
model for college students,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credit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redit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redit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promote the 
perfection of Chengdu's credit system.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 credit, Credit dimension, 
Credit construction  

摘要—本文首先将大学生信用划分为诚信信用、就业信
用、信贷信用、消费信用四个维度，从成都市大学生信用建
设现状出发，揭示大学生信用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其次，通过问卷调查，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建立大学生信
用评价模型，分析对大学生信用建设的影响因素，提出对策
以提升大学生信用水平，促进大学生信用建设与社会信用体
系的接轨，推动成都市大学生信用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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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健全社会信
用体系”的重要性，指出各项经济工作的完成须以完善
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保障。大学生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青年
群体，其道德品质、信用状况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
大，在全面加强社会信用建设的背景下，大学生的信用
                                                           

通信作者：徐凯，副教授，邮箱：

363164311@qq.com，联系手机：18109049862 

基金项目：成都市科技局软科学项目(2016-RK00-

00010-ZF)；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景观与游憩研究中心科研项目(JGYQ2018004)；四

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xy2018016)；成都大学创新训练计划孵化培育项

目(CDU-CX-2019336)；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S201911079083)。 
  

建设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前国内有关大学生信
用建设的理论研究尚未成熟，在政府管理保障制度的欠
缺、信用教育体系不完善、个人信用征信体系不健全等
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大学生信用建设的路途任重而
道远。 

根据现代信用建设主体的不同，可将信用划分为政
府信用、银行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四种类型，大
学生信用属于个人信用的分支。在大学生信用维度的划
分上，刘姿含（2014）将大学生信用维度分为学习信
用、工作信用、择业信用、自然信用、能力信用、经济
信用、生活信用七个维度[1]。王达山（2016）指出，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仅要重视大学生诚
信信用和学习信用，学生互联网经济信用和网络社交信
用也不容忽视[2]。丁建福（2007）通过博弈论分析大
学生信用建设的影响机制，通过比较有无政府机制和第
三方市场化机制参与大学生信用建设的状况，得出政府
体制管理对学生信用建设具有显著影响，市场征信的参
与使得信用体系更加完善[3]。臧学彬等（2019）指出
大学生信用评价体系建立，需要在政府主导的征信体系
基础上，融入互联网征信体系，加强政府征信、高校大
学生信用体系和用人单位的信用网络系统的联系，促进
大学生信用体系信息的完善[4]。 

基于成都市大学生信用建设的实证分析，利于补充
大学生信用建设研究的理论，对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促进大学生信用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的接轨具有现实意
义。本文从成都市大学生信用建设中的不足出发，以成
都市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大学生
相关信用数据，根据划分信用维度构建大学生信用评价
模型，并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影响大学生信用水平的因
素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结论。 

II. 大学生信用评价模型指标的信度检验 

A. 大学生信用评价模型指标 

      借鉴刘姿含（2014）大学生信用划分维度，本文从

大学生学习信用、校园生活信用、消费信用、就业信用

四个层次构建大学生信用评价模型。学习信用类别包括

大学生考试违规、论文作业的抄袭状况、综合成绩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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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堂纪律四个指标，校园生活信用类别包括图书归还

状况、学费住宿费缴纳状况、校园处分状况，消费信用

指标采用芝麻信用分进行评价，就业信用类别采用履历

信息的真实状况进行评价。 

B. Cronbach 信度检验 

根据检验结果（参见表 1），,可见 Cronbach α 信度
系数值 0.688，说明数据信度良好，各指标的信度质量
可以接受。“学习成绩”指标对应的 CITC 值小于
0.2，说明它与其他项的关系较弱，需要对其进行剔除
进行信度检验。 

表 1 大学生信用评价指标的 Cronbach 信度检验 

名 称 

校正项总

计相关性
(CITC) 

项已删

除的α

系数 

Cronbac

hα 系

数 

考试违规情况 0.418 0.65 

0.688 

综合学习成绩 0.032 0.75 

作业论文抄袭

状况 
0.332 0.667 

上课缺勤、早

退情况 
0.368 0.662 

图书归还状况 0.481 0.637 

学费住宿费的

缴纳情况 
0.763 0.614 

受学校处分情

况 
0.633 0.632 

芝麻信用分值 0.252 0.685 

简历与实际状

况相符 
0.434 0.647 

 

表 2 剔除综合学习指标后的 Cronbach 信度检验 

 

名 称 
校正项总

计相关性
(CITC) 

项已删

除的 α 

系数 

Cronba
ch  α

系数 

考试违规情况 0.434 0.727  
 
 
 

     
0.75 

作业、论文时抄

袭状况 

0.357 0.74 

上课缺勤、早退

情况 

0.431 0.731 

图书归还状况 0.473 0.719 

学费住宿费的缴

纳情况 

0.752 0.691 

受学校处分情况 0.626 0.707 

芝麻信用分值 0.269 0.76 

简历与实际状况

相符 

0.476 0.718 

 

剔除相关指标（参见表 2），α 信度系数值为
0.75>0.6，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良好。剔除“学习成
绩”指标后，评价模型的信度系数并未明显的上升，同
时引起“芝麻信用分值”指标对应的 CITC 值低于

0.4，带来新的问题，说明该指标不应被剔除处理。综
上所述，Cronbach α 信度检验结果说明数据信度质量
高，考察大学生信用水平应综合学习信用、就业信用、
消费信用和校园生活信用各个维度进行评价，全面真实
的反映学生信用状况。 

III. 大学生信用评价问卷的一致性检验 

依据划分的四个大学生信用维度，学习信用、校园
生活信用、互联网消费信用、就业信用，采用 1-5 分的
标度法进行打分，构建判断矩阵。通常情况下 CR 值越
小，则说明判断矩阵一致性越好，一般情况下 CR 值小
于 0.1，说明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根据 4 阶判断
矩阵计算得到 CI 值为 0.000，RI 值查表为 0.890，计算
得到 CR 值为 0.000<0.1，（参见表 3 表 4）说明判断矩
阵满足一致性检验，计算所得权重具有一致性。综上所
述，根据 HAP 层次分析法的结果，表明学生信用评价
中学习信用指标、互联网消费信用指标、在校生活信用
指标在学生信用评价时较就业信用指标而言更影响更
大，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因此，大学生信用评价体系应

表 3 AHP 层次分析表 

阶层 RI 值 

3 0.58 

4 0.9 

5 1.12 

6 1.24 

7 1.32 

8 1.41 

9 1.45 

10 1.49 

11 1.52 

12 1.54 

13 1.56 

14 1.58 

15 1.59 

 

表 4 随机一致性 RI 检验 

所属维度 特征向

量 

权重值 最大特

征值 

CI 

值 

就业信用 0.4 10.00% 4 0 

校园生活

信用 

1.2 30.00% 

互联网消

费信用 

1.2 30.00% 

学习信用 1.2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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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侧重学生在校生活信用、学习信用、互联网消费信用
的考察，使学生信用水平得以真实反映。 

IV. 大学生信用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A. 变量设定和模型建立 

本文依据四维大学生信用维度，着重分析社会教育
因素、大学生个人因素对其信用水平的影响，其中社会
教育因素进一步划分为年级、专业、学习成绩三因素，
个人因素为体现主体差异性，选取了性别、户口、月生
活费作为变量。通过赋分法将定性指标进行量化，以加
权得大学生个人信用水平值为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根据影响机制分析，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Y=α0+α1D1i+α2D2i+α3D3i+α4D4i+α5D5i+α6D6i+βXi+u 

其中，Y 是因变量，Xi 是解释变量，D1i 表示性别的
虚拟变量，D2i 表示年级的虚拟变量，D3i 表示专业的虚

拟变量，D4i 表示户籍，D5i 表示在校干部工作经历的虚
拟变量，D6i 学习成绩的虚拟变量，Xi 表示大学生月生
活费。 

B. 大学生信用建设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统计结果，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拟合优度
检验，R²=0.191，模型（1）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
低，方程解释能力较弱。F 统计量的 P 值为 0.027907，
小于 10%的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联合
显著，即“性别”、“专业”、“年级”，“性别”、
户籍、“学习成绩”、“在校干部工作经历”联合起来
对大学生信用水平有显著影响。在α =10%的水平下进
行 t 检验，“性别”、“年级”、“专业”、“户
口”、“月生活费”、“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各变量
的统计量对应 P 值均大于 0.1，说明各变量对大学生信
用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由于部分大学生信用建设因素
对大学生信用水平影响不显著，采用剔除变量法，剔除
“性别”、“年级”、“户籍”、“在校干部工作经
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模型（2）中，“学习成
绩”和“月生活费”对大学生信用水平有显著影响，
“专业”对大学生信用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因而进一步

剔除变量“专业”，然后再次进行回归。得到模型
（3）的回归结果，各变量均显著。 

根据回归结果，Y（大学生信用水平）与 Xi（月生
活费）、D6i（学习成绩）的估计结果为： 

表 5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一览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因变量 大学生信用

水平（y） 
    

 

 

 

 

 

 

 

 

 

 

自 

变 

量 

 

性别（D11） 

 
男=1 女=0 

-0.0030 

(-0.0216) 

  

年级（D21） 大一=1 其他=0 
0.1430 

(0.428159) 

  

年级（D22） 大二=1 其他=0 
-0.0516 

(-0.1452) 

  

专业（D31） 理学、工学=1 其他=0 
-0.4042 

(-2.0794) 

  

专业（D32） 
文学、哲学、历史学

=1 其他=0 

-0.3425 

(-1.5368) 

  

专业（D33） 
经济学、管理学=1 其

他=0 

-0.2942 

(-1.6288) 

-0.1728 

(0.1303) 

 

专业（D34） 
教育学、法学=1 其他

=0 

-0.3270 

(-1.3329) 

  

户口（D41） 城镇=1 农村=0 
0.0848 

(0.6828) 

  

月生活费

（Xi） 
 

-0.0003 

(-1.9529) 

-0.0003 

(0.0001) 

-0.0003 

    (0.0001) 

在校干部工

作经历

（D5） 

是=1 否=0 -0.0524 

(-0.4417) 

  

学习成绩

（D61） 

班级前 30%=1 其他=0 0.6362 

(3.2533) 

0.6045 

(0.1837) 

0.6031 

(0.1843) 

学习成绩

（D62） 

班级前 30%-70%=1 其

他=0 
0.3857 

(3.1605) 

0.3754 

(0.1157) 

0.3710 

(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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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7.0455-0.0003*Xi  学习成绩在班级前 30% 

Y=6.8133-0.0003*Xi  学习成绩在班级前 30%-70% 

Y =4.4423-0.0003*Xi  学习成绩在年级后 30% 

综上，计量回归分析中部分大学生信用水平影响因

素得到验证，其中学习成绩影响较为显著，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的下，学习成绩从后 30%学生成绩提高一个

段次，信用水平的数值提高 0.3709。月生活费每增加一

元，学生的信用水平下降 0.0003。（参见表 5） 

C. 大学生诚信信用回归分析 

以 Y1（大学生诚信信用）被解释变量，对 Xi（月
生活费）、D6i（学习成绩）进行简单回归分析，得回
归方程： 

Y=20.3200-0.0011*X1  学习成绩在班级前 30% 

Y=19.54056-0.0011*X1  学习成绩在班级前 30%-70% 

Y=18.2278-0.0011*X1  学习成绩在年级后 30% 

结果表明，学习成绩对学生诚信信用影响较为显
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学习成绩从后 30%学生
成绩提高一个段次，信用水平的数值提高 1.2778。（参
见表 6） 

D. 回归分析结果总结 

从理论角度，大学生信用建设因素是影响大学生信
用水平的重要影响因子，根据回归结果，大学生的学习
成绩对其信用水平有正向影响关系，这表明学校教育对
学生的信用发展和综合素质发挥重要作用，高校需注重
学生的信用教育，制定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管理制度，提
升学生整体信用水平。月生活费因素对学生信用的显著
影响表明大学生信用高低受其经济能力的影响，分析学
生信用水平应该注重考虑学生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状况。
从大学生专业因素看，剔除相关解释变量后，理工科专
业对大学生信用水平的显著性，表明不同专业对大学生
信用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学校在进行诚信教育时，可结
合学生不同的专业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举措。 

V.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大学生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从
学习信用、校园生活信用、消费信用、就业信用四个维
度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对大学生信用维度的划分具
有较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面对大学生信用建设这
一棘手问题，应该综合考虑各主体因素的影响，针对现
存问题对症下药。面对大学生信用建设缺乏法律法规和
保障制度的约束，政府应加强立法工作，推进信用管理
制度和信用体系的完善，加强市场监管，完善互联网金
融市场秩序，重视市场征信的作用。学生个人更应注重
个人信用的保护和建设，在互联网消费和社交中规范自
身行为，培养个人信用意识。教育作为培养信用意识的
主要途径，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的信用教育，创新教育
模式，将诚信教育内容规范化、模式化和实用化，同时
家庭也应注重学生诚信道德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辅相
成，共同促进学生信用意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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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剔除部分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4) 

变量   

诚信信用

（y1） 
  

自变量   

月生活费

（Xi） 
 

-0.0010 

(0.0004) 

学习成绩

（D61） 

班级前 30%=1 

其他=0 

2.0022 

(0.5306) 

学习成绩

（D62） 

班级前 30%-

70%=1 其他=0 

1.2778 

(0.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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