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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风险管理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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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对国外有关风险研究的文献进行了介绍，并且阐述了风险的内涵及其研究

摘

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并对风险分析模型进行了概述和总结，最
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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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顾客需求趋于多样化、个性化，企业面临
一个变化迅速，而且难以预测的买方市场，其外部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动态特征和不确
定性。当前，企业的任何经济行为都会涉及风险问题，风险已经成为金融理论、保险理论和决
策理论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避免风险比获取超常收益更加重要，这是企业
界的共识。控制企业环境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管理的核心问题。［１］
从传统观念的角度看，风险管理常被视为一种保险，一个缓解不确定性的缓冲区。然而，
保险往往只涉及到静态风险，无法处理各种由道德和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由整顿、市
场及环境变化所导致的间接损失。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应用，使得各种
风险因素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且扩大了风险事件造成的损失规模，这就对风险责
任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随着当前企业非核心产品及服务外包合作趋势的兴起，顾客、供货
商、合作伙伴及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紧密。企业已经成为金融风险、产品风险、市场风
险及供应风险的集合体，传统的竞争模式越来越凸显其在市场方面的不足。风险管理已不仅
局限于金融方面，而且逐渐成为整体竞争模式下的必要手段之一，规避风险及视风险管理为核
心策略的企业需求已渐趋成熟。此外，辨证地看，风险与不确定性往往也是企业发展的契机所
在。［２］正如Ｉｎｔｅｌｌｉｄｅｘ公司总裁Ｎａｒｒｙ Ｓｉｎｇｈ所指出的那样，在相互依存与连接的市场环境中，
机会的来源往往也是风险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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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内涵及研究框架
１．风险内涵解读
解读风险构成了风险管理理论的基石。目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统计学家和保险学者
等均未能对风险下一个适用于各个领域并被一致公认的定义，都只是从自身的研究视角进行
描述和刻画。至今尚无统一的风险定义，主要是因为风险对于不同的人，含义各不相同。
早在１９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著作［３］就提出了风险的初步定义，认为风险是生产经营活
动的副产品；经营者的经营收入是对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承担的风险的报酬和补偿。其后，
美国学者威雷特于１９０１年给出了比较准确的风险定义。他认为，风险是关于人们不愿看到的
事件的发生不确定性的客观体现。这个风险定义中的两点内涵成为学者们后来研究有关风险
问题的基础：第一，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可
以规避、控制、转移风险，但是不能够从根本上消灭风险。第二，风险的本质与核心是不确定
性。风险事件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影响的结果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威雷特关于风险的定义
特别指出了不确定性在风险中所处的核心地位。
１９２１年，美国经济学家Ｆ．Ｈ．奈特在威雷特有关风险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风险与不
确定性进行了明确的区分。１９６４年，美国学者威廉和汉斯把人的主观因素引入到风险分析之
中，认为风险虽然是客观的，对同一环境中的任何人都是以同样的程度存在；但不确定性的程
度则是风险分析者的主观判断，不同的人对同一风险的认识可能不同。８０年代初，日本学者
武井勋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风险的含义重新进行了表述：“风险是在特定环境下和
特定时期内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的变化”。而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１９８６）则视风险为“对现实的
一种虚拟”，将风险界定为“认识、潜在冲击与症状的差异”。［４］
１９９２年，Ｙａｔｅｓ和Ｓｔｏｎｅ更进一步提出了风险结构的三因素模型，Ｉｓ］透彻地分析了风险的
内涵。他们认为，风险是由三种因素构成的：（１）潜在的损失；（２）损失的大小；（３）潜在损失
发生的不确定性。Ｙａｔｅｓ和Ｓｔｏｎｅ的风险三因素模型，从本质上反映了风险的基本内涵，是现
代风险理论的基本概念框架。
尽管每一种风险定义都包含不确定性，但是不同的风险定义在看待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风
险的发生方面存在差异。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观点：（１）风险就是不确定性。（２）风险是损失
种类的不确定性。（３）风险是某种损失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即使人们知道哪些种类的损失将
会发生，还存在这些损失是否会发生的不确定性问题。（４）风险就是不确定性水平。
２．风险管理研究框架
为了避免事件发生的不良后果，减少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即降低风险成本，人们引用管
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规避风险，于是风险管理（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便应运而生。风险管理始
于战后的德国。１９３１年，美国管理协会保险部开始倡导风险管理，并研究风险管理及保险问
题。１９５３年，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场火灾震动了美国企业界和学术界，这场火灾成了风险管理
科学发展的契机。１９６３年，美国学者发表了《企业的风险管理》一文，引起欧美各国的普遍重
视。此后，对风险管理的研究逐步趋向于系统化、专门化，使风险管理成为企业管理领域的一
门独立学科。７０～８０年代，风险管理迅速发展，美、英、日、法、德等国纷纷建立全国性和地区
性风险管理协会。１９８６年，欧洲１１个国家共同成立了欧洲风险研究会；同年ｌｏ月，在新加坡

召开的风险管理国际学术讨论会表明，风险管理运动已经走向世界，成为全球陛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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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风险管理研究中，美国的风险管理起步较早，理论研究与应用范围也非常广泛。与
美国相比，英国的风险管理研究也有自己的成熟理论，而且许多学者很注意把风险分析的研究
成果应用于大型工程项目。英美两国在风险研究方面各有所长，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代表了
该学科的两个主流；法国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特色，其模式属于经营管理型；而德国是从风险管
理政策的角度来开展研究的。
目前，风险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内容广泛，本文根据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提出了
一个研究架构。我们可以用图１对当前风险研究的现状及趋势进行形象描述。
垂向反映风险研究的层次演进。风险管理最初主要表现为保险型风险管理，其范围仅限
于静态、纯粹的风险。７０年代
以来，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风险
管理均由保险型风险管理逐
渐发展为经营型风险管理；其
内容不仅包括静态风险，而且
还包括动态风险。风险因素
易受时间影响的观念越来越

管理观点）

被人们所认知。尤其是在项
目风险管理中，大型项目建设

人文

周期长，导致风险因素显现波
动性、连续性、阶段差异性和

横向（管理技术）

相互影响性，从而使得研究必
图１风险研究的立体透视

须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在新

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已成为金融风险、产品风险、市场风险及供应风险的集合体，单一的静
态研究或动态研究不足以全面考虑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环境。综合运用各种风险分析技术和管
理知识将是当前及今后风险研究的重要趋势。
从横向看，风险管理技术的研究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展开：（１）技术导向型风险管理（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财务导向型风险管理（ｆｉｎａｎ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ｅｎｔ）；（３）人文导向型风险管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技术导向型风险管理

侧重于对实质性安全技术的管理，内容涵盖项目管理等；财务导向型风险管理注重风险对财务
的冲击与原因分析；而人文导向型风险管理则关注人们对风险的认知（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态度与行
为的分析，进而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ｒｉｓ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从纵向看，风险研究方面主要体现两种管理观：一是主观建构观，以心理学、社会学、文化
人类学与哲学为基础，认为风险由人们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所构成，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
景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其哲学基础，除心理学外，还采用后实证论（ｐｏ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这种管
理观追求构建一套相生相克的体系，谋求机制的平衡和强化，以达到强化管理主体抵抗威胁的
能力。另一种管理观点是客观实体观，视风险为客观存在的实体，风险可借用数理统计来进行
客观测度。其理论基础是实证论（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目标是降低风险水平。这种管理思维在保险精
算、流行病学、安全工程、项目管理、经济学和财务理论等方面体现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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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风险的模型及方法
风险管理的过程在业内已形成共识，图２列示了英国国家标准Ｂｓ８４４４（ＢＳＩ，１９９６）。整个
风险管理过程是一个循环系统，随着风险处置计划的实施，风险会出现许多变化，这些变化的
信息可及时反馈，风险预测和识别者就能及时地对新情况进行风险评估和分析，从而调整风险
处置计划，并实施新的风险处置计划。如此循环往复，保持风险管理过程的动态性，就能达到
。

风险管理的预期目的。
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就是在辨识风险的基础上，建立解决问题的系统模型，对风险因素的
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并估算各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及其可能导致的损失大小，从而找到该项目的
关键风险，为重点处置这些风险提供科学依据。本文重点总结风险分析模型和方法。
风险的随机性、复杂性和变动性特点决定了建立数学模型分析风险的困难性。２０多年
来，尽管风险研究获得了较快发展，但只有少数项目在策划阶段成功地运用风险评估和管理策
略，而且至今仍没有处理各类风险的通用、系统的方法。为此，国外许多学者一直试图通过风
险分类研究来取得突破。目前，风险管理研究在金融风险分析和项目风险管理方面有比较成
熟的研究结论与应用成果。
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
国际上利用金融技术进行风险管理的方
式，从最初的金融资产一般管理和杠杆管理、巴
塞尔协议规定的静态规则管理发展到了现在以
资产组合理论、期权理论和优化理论等为依据
的新型管理方法。其中，资产组合理论和期权
理论体现了现代风险管理理论的主流，资产组
合理论包括市场风险披露机制、风险价值理论
（ＶａＲ）、信用风险披露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在
风险识别和控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目前发达国家对于信

图２风险管理的过程解析

用风险度量和管理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加之
以东南亚诸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关心信用风险，因此理论界已经形成共识：信用风险
的度量和管理将成为２１世纪风险管理研究方面最具挑战性的课题。［６］因此，信用风险研究方
面的模型也比其他风险模型更加成熟和完善。
信用风险研究始于上世纪３０年代，到了６０年代后就成为热点。继比例法之后，统计方法
得到大量运用。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信用风险管理模型：
（１）专家系统模型与贷款评级分类模型，主要依赖主观分析或定性分析方法来衡量信用风
险。模型存在主观臆断性较强，缺乏客观评价基础等的缺陷，而基于严谨统计分析的信用风险
评估方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
（２）信用评分模型。在Ｆｉｓｈｅｒ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多元判别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Ｆａｃｔｏｒ－Ｉ。ｏｇｉｓｔｉｃ法、数学规划、Ｋ临近判别、贝叶斯决策模型、聚类分析和存活分
析等方法得到了大量应用。信用评分模型的突出优点在于具有较强的解释性，模型中变量的
系数都具有一定的含义；其缺点在于统计方法一般都有较为严格的前提假设，如应用最多的多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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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判别分析法要求样本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等协方差，而且协方差、错分成本和先验概率均要
求已知等。在现实中，许多资料难以满足这些要求。虽然可以采用对数变换、二次差别分析等
一些必要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加以改进，但在运用这些方法的同时，又会相应产生各变量的经济
学含义不清等新的问题。
（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模型和神经网络方法被引入到风险评估领域，
如模式神经网络、概率神经网络、扩展型学习向量量化器和多层感知机等先后得到了应用，［７］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其难点在于网络结构的确过于复杂，并且解释能力相对较低。同
时，决策树方法、遗传算法和非参数统计方法因其自身的优势也得到了应用。［８］
（４）Ｃｒｅｄｉｔ—Ｍｅｔｒｉｃｓ模型是一种基于ＶａＲ的模型，通过搜集信用数据和构建信用变换矩阵
（Ｃｒｅｄｉ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等来估算风险值，目前已成为最具国际代表性的内部风险管理模

型。此外，Ｃｒｅｄｉｔ—Ｍｅｔｒｉｃｓ模型又派生出另一种风险评估模型，即ＣｒｅｄｉｔＲｉｓｋ＋模型，以视风险
违约为外生的泊松过程为内涵，适用于组合风险分析。

（５）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全面风险管理（ＥＲＭ）。继摩根银行推出信贷矩阵、风险矩
阵模型之后，许多大银行和风险管理咨询及软件公司已开始尝试建立新一代的风险测量模型，
即一体化测量模型，其中有些公司已经推出自己的完整模型和软件（如ＡＸＩＯＭ软件公司建立
的风险监测模型），并开始在市场上向金融机构出售。全面风险管理的优点是可以大大改进风
险一收益分析的质量。银行需要测量整体风险，但只有在建立了全面风险承受能力的管理体
系以后，才有可能真正进行整体测量。
２．项目管理风险分析技术
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风险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模型技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
结，笔者认为目前在项目及技术管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模型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参见表１）。
表１项目及技术风险管理模型
技术（模型）描述

风险分析技术
决策树

求出所有变量可能变化组合的ＮＰＶ或ＩＲＲ值，并画出概率分布图。方法的计算规模随变量
个数及变化情况而呈指数式变化，要求有足够的数据

故障树分析法

一种演绎的逻辑分析方法，遵循从结果找原因的原则，分析项目风险及其产生原因之间的因果
关系

蒙特卡罗模拟法［９３

甩数学方法在计算机上模拟实际概率过程，并加以统计处理寻求近似解

计划评审技术（ＰＥＰＴ）

用网络图显示工序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制约关系，从中寻找风险症结

影响图（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概率估计和决策分析的图形表示，将贝叶斯条件概率定理应用于图论，关于概率估计、备选方案、
决策者偏好和信息状态的说明比较完整。能直观表示随机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效用理论

通过边际分析来度量风险

敏感性分析

通过分析自变量的变化来求取因变量的变化幅度，以反映风险程度

综合应急评审与响应技术
（ＳＣＥＲＴ）

通过活动一风险一响应图把活动、风险和对策有效地联系起来，以求实现风险控制

风险评审技术（ＶＥＲＴ）

计算机模拟风险决策网络技术，分析计划进度及最优路线，估算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的风险度

模糊分析法［１０］

以模糊集合替代原先的分明集合来对工程中的模糊因素进行分析评价

灰色系统理论［１１］

在随机风险率（系统本身固有的随机不确定性数学模拟）方法的基础上，强调对风险率的灰色

（ｇｒｅ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不确定性的描述与量化

吼网耥Ｇ唧）鬏篝蓊翥黯酱老“…ｍｅｖｋ叭ｅｃｈ岫ｕｅ堍黼姗黼觞糗椭姚，
计算机制埘

熬龛萎葬摇裳薯赣‰蠢嚣箬兹嚣蘸黼嚣行的运行情况斓胜行动态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Ｃｌａ］

运用ＡＨＰ法进行风险因素识别和量化、重要性排序及风险度系统评价，并选择风险响应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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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风险矩阵
另一种技术项目风险管理方法（风险矩阵法）在美国国防物资采办风险管理方面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风险矩阵法是在项目管理过程中识别风险（风险集）重要性的一种结构性方法，也
可用来评估项目风险（风险集）的潜在影响。这种方法是美国空军电子系统中心（ＥＳＣ）的采办
工程小组于１９９５年４月提出的。自１９９６年以来，ＥＳＣ的许多项目都采用风险矩阵法来评估
项目风险。
风险矩阵分析法的技术内涵在于，从项目的需求和技术可能性两方面进行项目风险（风险
集）识别和风险概率计算，并构建风险矩阵，［１４］采用Ｂｏｒｄａ序值法来确定关键风险，并处理风
险结（ｒｉｓｋｓ ｔｉｅ），再运用风险矩阵应用软件（美国ＭＩＴＲＥ公司）来监控并实际降低风险。口５］其
优点在于可识别关键风险，并加强项目要求、技术与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而且允许工业
部门在前期就参与项目风险管理。
风险分析矩阵法在美国国防物资采办过程中受到了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Ｊａｃｏｂ Ｂｕｒｎｓ和Ｊｅｆｆ Ｎｏｏｎａｎ等人提出了风险全息层次模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ＨＨＭ）和风险过滤、排序和管理框架（ｒｉｓｋ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ＲＦＲＭＦ）对高技术项目的风险进行量化分析。［１６］Ｂａｒｎｅｙ １３．Ｒｏｂｅｒｔｓ提出了

整体定量风险管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ＱＲＭ）理论，并力图在量化风险

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基于风险的决策支持理论（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ＢＤＳ）ｏＤＴ］

４．风险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风险研究的文献非常多，但是，由于研究技术和研究思维的差异，目前尚有以下问题
需要深人研究：（１）由于风险内涵、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大多借鉴相关研究领域和行业的成
果，尤以金融风险管理最为明显，因此通用性有待改进；（２）对风险的内涵、认识不尽统一，往往
是研究方法决定含义；（３）风险的度量方法在方法自身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实用价值方面还存
在不少问题；（４）研究体系不完整，主要停留在风险的识别和度量层次，忽视了风险研究的其他
构成方面。图３对现今企业风险管理的四大

分析面

方面进行了诠释，［１８］包括风险管理分析面、风
险管理组织结构发展、风险管理规范以及风险
管理的科技发展。它们所呈现的非对称图形
说明风险分析及其辅助工具虽已问世多时，但组织结构发展面
有关风险管理的科技、组织结构及规范方面的

’

一｜’ Ｉ一

’

＼ ／

规范面

发展却相对比较缓慢。
笔者认为，当前及今后的风险研究应该在
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其一，随着网络技术和ＩＴ

科技发展面

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各种新型制造战略的涌
现，未来企业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企

图３目前风险研究的整体状况

业将更多地以虚拟合作和网络制造形式来创造价值。新生产模式下的风险有新的内涵，不应
只界定为客观因素，更应包含道德、信誉和心理因素。在此背景下，风险研究更应具备全局观
和整体观，分析模型和方法也应考虑有更大的适用范围和实践基础。其二，应加强风险规范和
风险组织的研究，这有赖于主观构建观的扩展延伸及应用。其三，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
的竞争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对战略风险、高科技风险和知识风险的管理将成为今后风险管理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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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ｏ Ｅ１９３而风险认知和风险管理也将突破以资源、成本和规模为导向的传统模式，知识
在风险认识和风险管理方面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２０１对于知识及技术方面的风险管理研究
还应取得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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