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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各类网络信贷产品与服务的兴起,“蚂蚁花呗”就是其典型代表。这种小额信贷金融平台凭借其便捷性、
低门槛性、在时限内还款免息等优势受到经济能力不足的大学生们的欢迎。作为新兴互联网便捷信用卡的“蚂蚁花呗”,在引领大学生消费的
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消费风险。基于此,本文以“蚂蚁花呗”为例,选取广东高校大学生为样本,采用调查问卷和个人访谈法,探索大学生使用花
呗的行为特征及重要影响因素,并对大学生提出信贷消费的建议,以促进网络信贷的优化发展,保证大学生的理性消费。
[关键词] 蚂蚁花呗；信用支付；理性消费；大学生
引言

2.1样本基本构成。以在校大学生为样本的总体中,男生占21.6%,女生

据“网贷之家”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底,互联网信贷行业累计平台

占78.4%。被调查者中63.7%的学生每月生活费在1000至1500元之间,22.3%

总数为6621家,其中正常运营平台数将近1000家,贷款余额总量为6428.79

的学生每月生活费在1000元以下,然而每月生活费在1500元至2000元之间

亿元。面对网络平台的快速崛起,作为平台使用主体的大学生,其认知情况、

的学生比例亦达到了9.3%,可见每月生活费在1500元以下的占了近九成。

使用需求、偿还状况、行为影响等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此,为促

而他们的生活费主要来源于家庭供给,占比82.4%,但也有10.3%的学生有

进网络信贷的优化发展,保证大学生的理性消费,本文试图以“蚂蚁花呗”

一定的经济能力,表示每月生活费主要来源于兼职所得。
2.2大学生对于“蚂蚁花呗”的了解情况。调查结果显示,72.3%的大学

为例,研究大学生对网络个人消费信贷使用的现状,探寻相关对策。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生了解并使用过花呗,13.1%的学生了解但未使用过花呗,4.7%的学生不了

在查阅相关调查报告与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在校大学生对

解但使用过花呗,也有9.7%的学生不了解且未使用过花呗。可见,花呗在大

花呗使用情况的调查问卷,问卷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

学校园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对此,我们要对花呗有一个

级、每月可支配金额等)、对花呗的认知情况、对花呗的使用情况(如使用

清醒的认识,“蚂蚁花呗”得益于网络经济的高速发展衍生出来的各类网络

频率、使用金额、网购频率等)、消费习惯(如消费用途)和偿还情况(如还

信贷产品与服务,并凭借其便捷性、低门槛性、信用额度较大、在时限内还

款资金、偿还压力、逾期还款)以及对花呗的总体评价。同时根据调查的

款免息等优势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了当今互联网上涵盖范围最广

结果,结合个人访谈法,询问被调查者对“蚂蚁花呗”的基本看法和使用过

的个人信贷消费平台,在我们的访谈中近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花呗。

程中存在的不足。通过以上项目来综合了解花呗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使用现

2.3大学生对于“蚂蚁花呗”的使用情况。调查数据表明,在“蚂蚁花

状,进一步探索大学生使用花呗的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本次调查使用问

呗”的使用年限、使用频率以及使用金额方面,将近一半的学生使用花呗超

卷星和面对面发放方式相结合,共发放和回收问卷510份,剔除8份无效问

过了6个月,五成以上的学生每周使用频率在两次以上；约55%的大学生群体

卷,有效问卷502份,问卷回收有效率达到98.4%。

表示每月花呗使用金额在500元以下,23%的大学生群体每月花呗使用金额

问卷回收后,利用统计软件SPSS19.0分析,Cronbachα系数为0.977,

在500至1000元之间不等,13%的大学生群体每月花呗使用金额在1000至

信度系数值大于0.9,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好。针对“项已删除的α系

2000元之间,更有甚者,8%的大学生每月花呗使用金额在2000元以上。在进

数”,分析项被删除后的信度系数值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说明题项全都

入大学校园以后,大学生的消费欲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周围的环境也在促

应该保留,进一步说明了研究数据信度水平高。

进大学生消费观念的转变。然而这一消费群体绝大部分没有可靠的经济收

2 大学生“蚂蚁花呗”消费现状调查分析
表1
类别
性别

入,每月的开销主要来源于父母提供的生活费。网络信贷消费的兴起能让大
学生享受“先消费,后付款”的购物体验,提前购买所需物品,并且“蚂蚁花

“蚂蚁花呗”使用者基本情况统计表

选项分类

数量

比例

男

107

21.6%

类别

选项分类

数量

比例

饮食消费

240

60.9%

女

395

78.4%

服饰鞋包

230

58.4%

了解,使用过

363

72.3%

生活用品

107

53.8%

了解,未使用过

66

13.1%

护理化妆

178

45.2%

不了解,使用过

24

4.7%

交通出行

136

34.5%

不了解,未使用过

49

9.7%

娱乐消遣

124

31.5%

四次或以上

122

31.0%

两到三次

80

20.3%

一次

61

15.5%

主要用途
认知情况

使用频率

使用金额

本月生活费
还款资金

兼职还款
下月生活费

257

65.2%

173

43.9%

127

31.5%

其他

130

33.0%

500 元以下

218

55.3%

500-1000

82

23.4%

1000-2000

50

12.7%

没有过

332

84.3%

其他

34

8.6%

利大于弊

123

24.5%

增加

223

56.6%

弊大于利

81

16.1%

未增加

171

43.4%

利弊参半

298

59.4%

还款压力

逾期还款

总体评价

有

163

41.2%

无

231

58.7%

有过

62

15.7%

网购频率

呗”信用额度会随着消费次数的增加和良好的信用而提高,这就为大学生网
购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对于有一定消费潜力且对新鲜事物接受较快的大学
生,“蚂蚁花呗”这类网络信贷产品展现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与传统信用卡
相比,花呗依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门槛更低、操作更加简便和时不时的红包
优惠活动,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消费者。不过“蚂蚁花呗”的风靡也非一时一
刻才出现的,因为学生们的消费习惯和理财观念方面的教育在中国的传统
教育中显得非常苍白,很多学生无法抵挡超前消费的诱惑,难以控制自己的
消费行为。然而,调查结果显示也有23%的学生没有使用过花呗这一消费信
贷产品,而且短期内也是不准备开通“蚂蚁花呗”,他们具有更加传统的消
费观念,认为自己没有使用花呗的必要,并且对于花呗这样的第三方贷款平
台的认识更为深刻,担心一旦使用花呗,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购物欲望,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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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能按期还款、进而影响个人信用和个人信息的泄露,所以他们不会轻易

持理性消费的意识,却没有将这种意识转换为成熟的消费行为,致使“花明

选择这种以借贷的方式去透支未来的生活费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愿望。这也

日的钱,圆今天的梦”的透支消费也屡见不鲜。

意味着部分大学生群体拥有一定的自制力和个人理财意识,不会盲目购买

3.3信誉意识缺失。蚂蚁花呗与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分紧密连在一起。如
若按时还款,则会增加个人信用评分,相反一旦逾期还款,支付宝不仅收取

超过自身消费能力的物品。
2.4大学生使用“蚂蚁花呗”的消费习惯和偿还能力。从调查来看,饮

逾期利息,降低芝麻信用评分,还会调低花呗使用额度,甚至冻结花呗使用,

食消费、生活用品、服饰鞋包和护理化妆是大学生“蚂蚁花呗”消费的重点

情节严重者将被上传至央行征信黑名单,对日后的方方面面产生恶劣的影

项目。超过一半的学生表示由于可以利用花呗免息借款,他们的网购频率增加

响。调查显示,15%的大学生有过逾期还款经历,有的是因为花呗透支过多而

了。在还款方式方面,大多数大学生群体会使用本月生活费或透支下月生活费,

还款资金有限,有的是忘记还款日期。据调查,大学生不太了解花呗逾期处

以及利用兼职的方式进行偿还。约58%的大学生的花呗使用额度并不高,往往

罚具体措施,或者信用意识薄弱,压根不知道降低芝麻信用分的背后还潜伏

会在还款日前主动或提前还款,表示无还款压力,但也有41%的大学生群体表

着如此巨大的信用风险,可见大学生信誉意识相对薄弱,有待提高。

示每月还款时感到有压力,因为在“蚂蚁花呗”授予更高的消费额度之后,大

4 针对网络信贷以及大学生信贷的建议

学生群体会通过线上和线下活动购买一些非必需物品,有时甚至会出现超前

4.1“蚂蚁花呗”优化发展对策。大学生是“蚂蚁花呗”这类互联网个

消费的现象。然而由于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于父母给予的生活费,偿还能

人消费信贷产品的主流群体,“蚂蚁花呗”若想取得更大发展,必须不断提升

力并不高,致使15%的学生有过逾期还款的经历,最后他们一般会通过分期付

大学生对其的满意度与忠诚度。在此过程中,可以大学生需求为切入点进行

款、延期还款或向父母朋友求助的方式进行偿还。

全方位优化。例如,加强线下推广,拓展与更多实体商家之间的合作,扩大服

2.5对蚂蚁花呗的评价。由于有了“先消费、后还款”这样的信贷工具,

务范围,满足大学生校园内的多层次消费需求；改善支付方式,提高分期付款

超过一半的学生表示非理性消费次数会增加,或者在攀比心理的影响下进行

个性化水平,提升用户满意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加强风险管理水平,采用

超前消费,造成财务负担,而这个月的超前消费会严重透支下个月的生活费,

先进的支付技术和风控技术,在确保安全性的同时,提升支付效率；完善征信

最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甚至陷入不良网贷陷阱以维持正常生活水平。因此,

体系,做好诚信评估工作,合理对大学生放贷,避免不良信贷行为的产生,实

大学生对于蚂蚁花呗的评价也是莫衷一是。24%的被调查者认为利大于

现消费者权益的有效维护。

弊,16%的人认为弊大于利,但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是利弊参半。毕竟正是蚂

4.２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的建议。大学生科学消费观的培养与理性消

蚁花呗的出现,使得许多大学生品尝到了“先消费后付款”的甜头,在不用花

费行为的产生,是降低“蚂蚁花呗”等网络个人信贷产品对大学生消费行为

费自己资金的情况下就可以享用产品。倘若不加控制,任由消费欲望不断发

不良影响的主要途径,也是促进网络信贷产业链优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实

酵升级,致使消费超出了自己的经济承受范围,就会沦为工具的奴隶。但是这

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学校、家长以及大学生的共同努力。例如,政府完

并不影响大学生群体对蚂蚁花呗的发展前景的认可,高达73%的学生认为蚂

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大学生信贷行为责任和违约成本,从机制上确保互联

蚁花呗发展潜力很大。

网信贷市场健康发展；学校和家长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对学生生活情况、经

3 大学生“蚂蚁花呗”使用问题探讨

济情况全面了解,帮助学生合理规划资金；学生也应提升自身素养,养成理

“蚂蚁花呗”在日常支付中逐渐代替现金成为一种新的付款方式,在

性消费行为,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责任意识、理财意识、信誉意识,增强

给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在大学生群体消费过程中呈现出一些问题。
3.1非理性消费凸显。随着”蚂蚁花呗”的开通及信用额度的提升,
大学生日常可支配资金会在原来的生活费上增加一个额外值,如果不予正

对互联网个人消费信贷产品的认识。

5 结语
总而言之,在互联网时代,以消费者信誉为支撑进行贷款发放的“蚂蚁

确引导,大学生消费观念会逐渐从“正常消费”向“超前消费”转变。毕

花呗”这样的新型网络信贷产品已经成为网络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竟原有生活费对大学生的生活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当想买的东西超出固定

也成为许多年轻人信贷消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

的生活费时,大学生在没有其他办法满足情况下只好控制自己的欲望,乃

学会规划使用消费信贷产品,实现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的理性消费。

至放弃。在商品日益丰富和多样化的今天,作为易接受新鲜事物的新生代,
大学生消费类型越来越多,消费模式也由基本的衣食住行上升到更高的精
神消费层次。相比于中学生,大学生释放出更为自由的消费潜力,熟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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