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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借贷近些年在我国蓬勃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暴力催收、高

利率、高手续费等负面信息不断爆出，然而人们依旧投入其中进行借贷。本项目将以普通个体

投资者、借贷者在网络借贷投资中的非理性行为为例，研究网络投资环境对投资认知偏差的影

响机制。

1. 引言

互联网及其产业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很多新事物，互联网金融就是其中之一。中投公司的谢

平等认为，互联网金融改变了传统金融的资源配置方式，使交易双方无需经过金融中介即可直

接联系交易，所以市场效率更高，市场参与者更为大众化[1]。正因如此，互联网金融也有着风

险扩散速度快、交易对象模糊、交易过程更加不透明等多样化风险特征。根据网金中国 2016
年 12月发布的年报，互联网金融的表现形式包括 P2P网贷、众筹平台、大数据金融、第三方

支付、信息化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门户等[2]。网络借贷是我国目前最常见，也是问题最频发

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然而尽管问题频发，人们依旧对该模式青睐有加，往往以非理性的态度使

用。许多年轻人深陷其中，高昂的借贷手续费、借款利息让年轻人没有喘息的空间，许多人为

了还款更是以网贷养网贷，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并引发了学多社会问题。人们，尤其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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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对网贷的错误认知离不开互联网金融机构对于网络贷款的宣传，这些宣传避重就轻，诱导

人们掉入认知吝啬的陷阱。本文将从认知偏差的角度，分析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推广助推人们

使用网络借贷的机制，同时还将给出一些建议，帮助消费者避免做出不理性的决策。

2. 网贷机器推广形式

2.1. 网贷产品及其消费群体

日新月异的网络和新媒体等新新事物的发展，使网络借贷产品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步伐出现

在网络用户的视野中，逐渐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借贷的形式多种多样，有 P2P网络借

贷，互联网消费借贷等。网络借贷是一种随着互联网发展应运而生的新型金融产品，其受众面

也是十分广，主要的使用人群是初入社会没有太多资产与现金却日常支出高的年轻人。

网络借贷拥有额度较小、资金流动性强、选择众多、交易便捷（通过网络实现）、流程简

洁等优点，因此吸引了庞大的受众。常见的网络借贷产品类型可以根据消费目的、资金背景以

及是否需要征信来进行分类。规模较大、较为知名的网贷平台的有蚂蚁花呗、宜信 P2P等。

基于资金用途不同，可将网贷分为两类：（1）指定用途的专项贷款，也称网络消费信贷，

体现在电商平台和垂直分期购物平台场景里，用于购买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以消费为直接导向；

（2）不指定用途的一般消费贷款，或称现金贷，以直接获得实际资金为第一目的。

基于贷款资金来源方向的不同，可将网贷分为三类：（1）国资系：一般只要有国资股东

成分，平台都会宣传其为“国资系”。从股份占比来看，“国资系”平台一般可分为国有独资

平台、国有控股平台及国有参股平台几种。（2）银行系：由银行自建或是旗下外设、入股投

资的网贷平台；（3）民营系：民间企业或是私人出资创办的网贷平台。

基于平台对贷款人信用信息采集需求不同，可将网贷分为两类：（1）需要征信的网贷，

贷款人的借贷行为将会在征信系统中记录，逾期还款等失信行为将会被记录，影响贷款人的信

用评价；（2）不需要征信的网贷，顾名思义即贷款人不受征信系统的约束。

2.2. 网贷推广形式

为了推广网贷这一新型互联网金融产品，互联网金融机构使用了多种形式的推广方式，使

得网贷成为街知巷闻的事物。网贷的推广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类：传统广告投放、SEO搜索引

擎优化、资源合作、社交媒体营销和口碑营销。

传统广告投放是指将有关的网贷产品推广信息发布在信息媒介上，利用用户在这些媒介获

取信息的机会实现网贷产品推广的目的。适用于这些信息发布的媒介可分为线下及线上两类，

线下媒介包括实体广告牌、电视广告、商场标语等；线上媒介包括在线黄页、论坛、贴吧、博

客网站、供求信息平台、行业网站等。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搜索引擎优化，

是一种利用搜索引擎的规则提高网站在有关搜索引擎内的自然排名的方式。其目的是为网站提

供生态式的自我营销解决方案，让其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获得品牌收益。比如在百度里搜

索“网贷”，最先跳出来的会是 3条以上不同网贷平台的广告，而不是“网贷”本身的词语解

释，且广告条数会随着用户本人搜索量的增加而增加。传统广告投放形式和借助 SEO搜索引

擎优化属于直接推广形式。直接推广指的是由贷款平台在自家网页或应用上，甚至通过广告公

司，将有关的网贷产品推广信息发布在信息媒介上，内容直观、宣传目的性强。

资源合作指企业间利用企业的资源与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共同扩大收益的

目的。在资源合作形式中，交换链接是最简单的一种合作方式，交换链接或称互惠链接，即分

别在自己的网站上放置对方网站的 LOGO或网站名称并设置对方网站的超级链接，使得用户

可以从合作网站中发现自己的网站，达到互助推广的目。特别是由于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使

得各企业之间的沟通、交互及合作更为频繁。口碑营销指的是企业为了树立企业口碑，同时也

为了增加自身及其产品的曝光率和推广度，会以其企业名称或产品冠名、进行一些与产品本身

间接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多以带有奖励性质的公益活动为主。资源合作和口碑营销形式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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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推广。间接推广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贷款平台先与其他不同类型的平台合作，如品牌商

家、电商、慈善活动机构等，在推广合作商品、服务或活动的基础上，捆绑推广自家网贷产品。

二是贷款平台所发布的广告内容并不直接反应网贷产品的信息，而是过其他方法先调动消费者

情绪或是某些情感，间接刺激投资和消费。

社交媒体营销包括微博营销和微信营销，是指通过微博平台为商家、个人等创造价值而执

行的一种营销方式。该营销方式注重价值的传递、内容的互动、系统的布局、准确的定位，微

博和微信公众号的火热发展也使得其营销效果尤为显著。由于互联网科技、信息的发达，社交

媒体营销花样频出，直间接推广手段相互结合相互影响。

3. 认知吝啬现象与线索效用理论

认知吝啬的概念最早是由 Fiske和 Taylor提出的。他们发现，由于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时间、

知识、注意力和认知资源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快速的、不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的认知过程就

占了上风，而这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吝啬”[3]。此后，一大批学者对这一认知现象做了进一步

的分析与阐释。他们指出，认知吝啬是指大脑在人们决策时倾向于采取“最省力原则”的现象。

由于人们总是试图将信息搜寻工作最小化，因此他们通常只搜集那些容易得到的，或者是他们

认为已足够且可以减轻认知负担的信息，从而让自己尽可能地少做一些与信息处理有关的事情。

这种认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忽略决策所需的支撑信息，因此也必然导致人们在决策时忽视结

果的正确性，并由此产生各种认知偏误[4]。

线索效用理论（cue utilization theory），研究人们如何使用有效线索决策的问题，首先由

Cox提出,然后 Olson和 Ja-coby扩展了 Cox的研究。根据线索效用理论, 产品提供一系列的线

索，消费者根据这些线索来判断产品的质量。Steenkamp 认为, 线索是消费者能够观察到的, 质
量属性是消费者希望得到的,如果质量线索能够得到准确地与质量属性相关,那么,这个质量线

索就非常有效。线索对消费者的价值有两种, 一是预示价值(pre-dictive value),是消费者认为一

个线索预示产品质量的程度,表示了这个线索的可靠性及消费者把它用来判断产品质量的准确

程度; 二是信心价值(Confidence value), 是指消费者对自己能够正确地判断和使用线索能力的

信心程度。

线索效用理论研究了人们如何使用有效线索决策的问题，其研究的内容与“人们在做决策

时更加倾向于使用容易获得、可以节省大量时间成本和认知成本的线索”有关，与认知吝啬理

论所关注的问题相关，因此我们可以使用线索效用理论来解释消费者在网贷决策过程中的认知

吝啬的表现行为。线索的预示价值和信心价值给了消费者决策的依据，消费者根据最为直观的

线索作出决策，然而这些最为直观的线索会造成消费者的认知吝啬。

4. 基于线索效用理论的网贷助推环境分析

互联网的普及和网贷的巨大宣传力度正在引导消费者使用网贷产品。由于线索效用理论中

人们的认知吝啬导致的认知偏差，人们在评估信息时，往往是出于必要性和简单有效性有选择

的对信息进行加工和评估，而不是理性、客观的评估[5]。在铺天盖地的网贷宣传中，人们往往

在接受信息时为了省时省力而过滤掉关于网贷的负面消息，只选择简单的接受一些金融公司精

心包装、流于表面的广告宣传。显然，为了增加产品销售、实现自身经济利益，商家倾向于使

用诱导性信息（包括信息操纵理论中的数量、质量、相关性和方式）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与判断，

最终诱导消费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消费者进行网贷或其他借贷方式[6]。现如今网贷行业大行其道，

该行业又属于新兴行业，国家的对此的规章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网贷公司鱼龙混杂，负面消

息被有意隐藏，人们更加容易受到铺天盖地的广告的引导，盲目的选择网贷产品。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消费需求不断扩大，传统的“赚多少花多少”的消费

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一部分人即新生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了，加之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消费

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高，使得借贷行业拥有了巨大的潜在消费群体。消费信贷使消费者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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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收入的约束，从而自由分配当前和未来的收入。这样的消费分配方式不仅使人民的需求得

以满足，也使个人效用得到了最大化（在最好的时机可以通过借贷进行消费）。经济的发展对

人们进行网贷有着巨大的助推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大好也使许多人对自身的未来收入预期

出现了认知偏差。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表和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显示，虽然国民生产

总值近年来不断攀升，但是增幅不断缩小，且物价水平上涨幅度也较大。综合来讲，除去通货

膨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国民的购买力增幅并不大。许多人对于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过度乐观，

并且希望提前消费，这种非理性的消费就是认知偏差和我国经济发展快速的大环境所导致的。

攀比心理也是人们使用网贷产品的一个重要助推因素。以大学生为例，在攀比心理因素引导下，

绝大部分学生并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家里给的生活费不足以支持他们购买价格高昂的产品。

而许多学生羡慕周边同学拥有高科技产品或者奢侈品，例如单反相机、奢侈品等，网贷的及时

出现，成为满足自己拥有这些产品的有效的选择[7]。在攀比心理的诱导下，人们往往忽略了网

贷带来的高昂利息以及今后艰难的还款过程，只为满足当前的虚荣心。

5. 消费者在网贷推广中的认知偏差

按照认知心理学的一般认识，经济行为主体的认识过程分为信息获取、信息加工、信息输

出和信息反馈，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产生认知偏差，即认知偏差具有普遍性。认知偏差的存在

使得决策者表现出与最优方案的不一致，并导致方案的执行偏离原始方向。消费者的网贷决策

经常受到行为环境与情境的影响，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使用诱导性信

息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与判断，从而达到增加产品销售的目的。信息操纵理论从多个角度解释了

信息为何具有欺骗性，认为任何信息只要违反了数量、质量、相关性和方式四条准则中的一条

或几条，消费者就容易被诱导甚至欺骗。显然，在网贷过程中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诱导性信息很

可能使消费者产生认知偏差。

5.1. 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启发线索概述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诱导信息可以根据线索效用理论分为感知觉及直觉启发式信息，而直觉

启发式又包含代表性启发式、可及性启发式、情感启发式和锚定及调整不足启发式四种形式[8]。

感知觉启发式：常见于直接推广形式，传统广告的平面设计大多用鲜艳的色彩、加大的字体来

强调产品内容，视频类型广告里还有简短响亮的口号，视频时长较短且不断重复，在最短时间

内给予消费者视觉和听觉上的最大刺激。代表性启发式：常见于直接推广形式，“银行系”、

“国资系”贷款平台常打着银行存管、国企投资的旗号，或是不断宣扬平台业内地位，给予消

费者诊断性高、具有代表性特征的信息。可及性启发式：常见于直接推广形式，且对于不同群

体宣传重点不同。现金贷平台对投资者着重于宣传高收益率、高周转率免定金等信息，对借款

者着重宣传低利息率等信息，消费信贷平台则向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多宣传零首付、多期免息

等信息。情感性启发式：常见于间接推广形式，特别是体现在某些有故事题材的广告视频中，

贷款平台调动起消费者对美好理想及生活追求的情绪，使消费者更受情感支配，对于物欲有着

更大的需求。锚定性启发式：常见于直接推广形式，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锚定思维里认为网贷门

槛高、放贷速度慢，而贷款平台针对这一点会在推广产品时强调无需征信（即门槛低）、放贷

快等信息，影响消费者的认知，进而促进消费者调整思维的锚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章中也

说到现实生活中网贷的直接推广形式和间接推广形式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且网贷推广形式里所

反映的感知觉及直觉启发式线索之间都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对实际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5.2. 启发线索的分析

现如今互联网时代下的网贷推广形式繁多复杂、花样频出。原本，由于理性局限，投资者

就已经不可能采集到与资产价格有关的全部信息，同时他们也不可能对所采集的信息样本进行

完全的处理，投资者对资产价格的评判与预期是有偏的。而贷款平台更是借助启发式线索精心

设计推广广告，加剧消费者们在网络投资中的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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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感知觉启发线索和可及性启发线索运用较为突出。无论是现金贷还是网络消费信贷

中的推广中，尤其是在直接推广形式里，色彩鲜明、字大显眼的广告标语是标配，甚至在某些

视频类广告里还有精炼简短且不断重复的广告口号。通过 SEO 优化搜索引擎投放广告算是一种

变相的传统广告模式，二者特点都是展示简洁明了却有鲜明显眼的产品特点文字。根据记忆的

特点可知，特征鲜明的知觉对象容易记住，出现频率多的知觉对象也容易记住，这是一种易记

性的表现
[9]
。加粗红字的“无需征信”、“12 期免息”、“十分钟放贷”等标语无论是在网页

上还是在现实生活的广告牌上都屡见不鲜，从视觉，甚至是听觉上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并且，

因为互联网和大数据科技的迅速发展，这一类的广告信息日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生活里，特别

是在电商方面，其通过大数据的处理可以分析客户特点,信用风险等并对客户精准营销，为网

络消费信贷的发展推波助澜。可以说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增强了信息的可及性，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消费者的认知和决策。

此类看似简单直接的广告却是精准刺到了消费者们的需求痛点上。选择现金贷的消费者通

常体现出对实际金钱的强烈需求，十分关注网贷产品的利息率、放贷速度、还款期限、借贷门

槛、手续费等一系列信息。对于现金贷的投资方则表现出对回报率、资金周转期限、产品安全

度、平台背景等信息的考虑。使用网络消费信贷的消费者内心有着对消费的冲动或是潜在的冲

动。其关注点与现金贷的借款方不尽相同。当然根据个人的性格和各方面能力的不同，对于各

种信息的需求偏好也不同。一般情况下，一种网贷产品的最多拥有 2-3 个方面的优势，这也正

是各大借贷平台产品的差异性和竞争力所在。贷款平台在着重强调几点需求痛点信息的做法实

际上也大大弱化了其他信息。例如，大力宣传“无征信、秒放贷”的 P2P 平台不会提及高额的

贷款提现手续费。

借贷平台的实力背景、资金来源与代表性启发线索密不可分，打着“银行系”、“国资系”

旗号的借贷平台往往被认为是具有高诊断性的信息，依托银行和国企长期以来积累下的良好形

象和声誉，使消费者更加认可这些网贷产品。或是借贷平台通过宣扬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如

人人贷打出“投资平台合规排名前十”的口号，来吸引更多投资

此外，与代表性启发线索相关的代表性直觉偏差，主要表现为随着情境中细节数量的增加,

该情境发生的概率只会逐渐降低, 但是它的代表性和由此带来的外显的可能性却会上升[8]。也

就是说, 相对于一般情境而言,决策者会认为表述非常具体的事件似乎更有可能发生[9]。例如

现金贷公司会给投资方尽可能直观且详尽的操作流程、盈利能力等描述，提升投资者的投资自

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认知和决策。

情感性启发线索多体现在网贷推广间接形式中，无论是借贷平台与品牌商、电商合作互助

推广，还是企业进行业务边际拓展所进行的慈善公益活动，该种做法都是先挑起人们的情绪。

决策者一旦对事物产生偏好或厌恶，该情绪便会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决策者仅凭情感做出反应

而忽略对事物属性的客观评估[10]。

利用情感性启发线索拍摄广告视频的做法多为互联网消费信贷平台所用，因为他们的直接

目的是加大现有消费者的消费冲动和调动潜在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刺激消费。且特别以蚂蚁花

呗和京东白条为两大巨头，并于 2017 年分别提出了“活成我想要的样子”和“生活不是忍出

来的”的广告口号。近来，许多现金贷平台也加入调动消费者情绪的推广行列，如微粒贷打出

“微小心愿，立刻实现”口号，并积极发布基于煽动气氛的故事情节广告视频。

锚定性启发线索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年龄上，年龄越小越表现出过度的调

整，产生更高的估计。或认为年龄因素会影响锚定效应的严重程度，整体上投资人年龄越大，

越趋于理性，锚定效应越小。但中国网络借贷兴起较晚，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而新一代

年轻人对这种新兴的、灵活的借贷模式需求较高，熟悉度较高，因此 18-22 岁年龄段的投资人

反而表现出较低的锚定效应。即中国网贷投资人的年龄一般以中青年为主，在这一年龄段里，

因行为更趋于理性，锚定效应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
[11]
。但也并不意味着这一部分的年轻人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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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偏差小，正是因为他们是网贷的主力军，其在认知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更多。

另一方面体现在性别上。不同性别的被试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锚定效应，同时女性被试的平

均偏态指数更小，锚定效应更显著，即性别因素会影响锚定效应的严重程度，女性投资人表现

出的锚定效应显著高于男性[11]。也就是说男性在网络投资中较女性更趋于理性，这也是为什么

女性比男性购物更疯狂的原因之一。

6. 建议：避免造就懒惰的网贷者

避免造就懒惰的网贷者，是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的，首先是网贷者自身需要避免认知吝啬被

利用，清楚认识网贷之后再做出相应合理的决策；其次，互联网金融企业也有义务减轻网络贷

款消费者的认知负担，在推广时需要考虑避免恶意利用消费者的认知吝啬，给予网贷者明确的

风险提示；最后，政府的有关部门也有责任对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监管，防止互联网金融机构

为创造业绩，恶意利用消费者的认知吝啬。

根据已有的文献表明，消费者的个人经历，包括学识、年龄、经验、习惯等会影响消费者

对产品的认知, 而消费者对商品的主观认识是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决定因素[12]。由于人类与生俱

来的选择固着问题[13]，人们往往会坚持第一选择，这些第一选择往往不是最佳选择，避免成为

懒惰的网贷者，人们首先需要避开经验主义的陷阱，跳出对事物的现有认识，在做出相关的决

策之前更多地将客观的线索作为决策的依据。此外，有时候人们倾向于先消费后付款, 获得一

种“更多自由, 更多资金”的心理感受[14]。这种心理非常容易被互联网金融机构所利用，他们

会利用这种心理进行营销推广，对人们进行相应的启发，人们在助推之下会忽略许多关键的信

息，通过人们不全面的线索做出借贷的决策。因此在追求消费的快感时，不能舍弃理性的思考，

需要考量自身的财力和其他重要的因素再作出决策。还由于线索效用理论中人们的认知吝啬导

致的认知偏差，人们在评估信息时，往往选择最为简单、易得的信息进行评估，缺少对其他信

息理性客观的思考
[5]
，这使得人们在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广告攻势下，收到一些线索的诱导，盲

目做出借贷的决策。

互联网金融机构在帮助网贷者避免认知吝啬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完全展

示消费者容易忽视的线索，例如在介绍利率时，要清楚地向借款者展示该利率为日利率、月利

率或是年利率，使借款者更加清楚关键的信息，同时使用简单、干练的文字向借款者展示借款

中相应的风险与义务，令借款者在借款前能够充分明白相关信息，作出最有利自身的决策；其

二是引导消费者权衡各种线索，并且增加能够促进理性思考的线索，例如互联网金融机构可以

将自身与传统借款机构(银行等)进行对比，毫无保留地展示出各自的优缺点，帮助借款者做出

理性决策，此外也可以制作借款计算器等工具，帮助借款者完全了解其借款的利息、还款周期

等重要信息。受认知吝啬所影响的人常会受到情感左右，且对于高诊断性的线索有依赖性
[15]
，

因此在借款者了解互联网金融借贷时，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对借款者的引导十分重要，引导借款

者能够做出最为理性的决策[16]。

外部监管对网贷平台公司的生态发展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是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就互联网金融颁布了不少限制性、规范性政策和措施，尤其是对于网络借

贷方面，教育部和银监会在 2016 年就出手整顿了校园不良网络贷款，同年银监会和工信部等

多个部门提出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规范，在 2017 年，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小

组成立，对利率畸高、无抵押、期限短、暴力催收的现金贷进行整治。现有政策和措施大多针

对网络借贷中的借贷部分，对于其前期的推广以及诱导借贷者借款的部分还未有政策或措施[17]。

7. 结论与展望

中国消费金融行业仍处于高速发展期,未来潜力巨大。从总体趋势来看,中国消费金融行业

仍处于发展初期,高增速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日新月异的网络和新媒体等新新事物的发展，

使网贷产品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步伐出现在网络用户的视野中，逐渐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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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有关网贷的负面消息越来越多，不良网贷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研究基于线索效用

理论，旨在探究网络消费信贷在推广过程中使用了哪些“助推”手段，且这些推广利用了哪些

认知偏差，进而分析网贷在推广过程中如何影响消费者决策行为。我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主

要社会矛盾的大背景下，及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科技时代的大环境下，线索效用理论为分析网

贷中的助推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一方面，从线索效用理论的视角对网贷投资中的认知偏

现象进行解析，有利于从启发式线索中搜寻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心理机制，并借此实现认知吝啬

概念。另一方面，根据认知吝啬的行为特征开展避免消费者认知吝啬的研究，为构建更好的网

贷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从三类群体的角度给出了建议：

1.网贷者自身应避免造就懒惰的网贷者，首先就应该从自身出发，躲开认知过程中的陷阱，

防止认知吝啬主导认知过程，从而在信息不全面的情况下做出不理性的决策。作为一名明智的

人，在借贷决策前必须要了解利率、还款期限、手续费等重要信息，避免收到其他自身因素的

干扰，做出不理性的决策。

2.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责任。可利用认知吝啬进行营销可以使消费者减少认知事物的时间，

减少花费在认知事物上的精力，能够有效地提升消费者做出决策的效率，帮助提升消费者的满

意度。其一是完全展示消费者容易忽视的线索；其二是引导消费者权衡各种线索，并且增加能

够促进理性思考的线索。

3.政府的职责。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政府首先应当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对其广告推广

做出一定的限制。此外，政府也应该将央行的征信系统提供给互联网金融行业所使用的。借贷

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开放征信系统可以帮助互联网金融机构筛选有资质的借贷者，减少坏

账出现的频率，降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风险。同时，拥有良好征信记录的人群往往更加理性，

能够综合考量多种线索来做出对自身而言可行的决策，政府征信系统的使用可以筛除部分不理

性的人，使这些不理性的人避免成为懒惰的网贷者，对自身和互联网金融行业造成困扰。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引入金融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思想和研究手段，融合大数据

分析以及情感分析等技术手段，通过理论、实证或实验研究形成对投资者行为、偏好以及心理

机制的刻画，解释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心理机制，进一步丰富助推现象在认知心理学甚至其它学

科的运用价值和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董裕平.P2P网贷风险防范[J].中国金融,2016(06):67-69.
[2] Paulson Steve,Chalmers David,Kahneman Daniel,Santos Laurie,Schiff Nicholas. The thinking
ape: the enigma of human consciousness.[J].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013,1303.
[3] Fiske S T, Taylor S E. Social cognition: From brains to culture[M]. New Jersey: Addison
Wesley,z1984
[4] 基思•斯坦诺维奇, 张斌. 超越智商[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5] 白洁.论认知吝啬[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01):99-104.
[6] 刘光宗.诱导性信息对消费者认知偏差的影响研究——以说服知识为调节变量[J].价值工

程,2019,38(22):98-102.
[7] 齐长利 ,郑桂萍 .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来源及应对策略研究 [J].兰州教育学院学

报,2015,31(02):63-65.
[8]Tversky A, Kahneman D.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J]. Science,1974, 18
5（4157）: 1124-1131.
[9] 周菲.决策认知偏差的认知心理学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05):75-79.
[10]Slovic P, Finucane M L, Peters E, et al. The affect heuristic[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7, 177（3）:1333-1352.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25

242



[11] 郭妍,赵文平,张立光.网络借贷锚定效应理论的实验检验[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8(02):133-142.
[12] 张大亮,薛峰.消费者认知指数与营销策略研究[J].决策借鉴,2000(04):39-42.
[13] 李小平,葛明贵,崔立中,桑青松,宣宾.决策中损益值大小效应的发生条件及机制再探——一

种齐当别视角及兼对视角本身的一些探讨[J].心理学报,2009,41(03):196-207.
[14] 李爱梅,郝玫,李理,凌文辁.消费者决策分析的新视角: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J].心理科学进

展,2012,20(11):1709-1717.
[15] 卢长宝,胡珮姗.懒惰的消费者如何决策?——基于线索效用理论的消费者认知吝啬研究综

述及营销启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0(08):58-70.
[16] 李小平 ,葛明贵 ,李菲菲 .认知吝啬原则与错误概念 :MHD 问题另释及验证 [J].心理科

学,2010,33(02):396-399+415.
[17] Chip Heath, Amos Tversky. Preference and belief: Ambiguity and competence in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1, Vol.4 (1), pp.5-28.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25

243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Network Investment Env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