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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achieves investment philosophy with the help from mathematical model, implements a 

trading strategy with progra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has changed the quality of the investor. Investment 

approach with a combination of mea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capital market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system 

of Cloud-based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which comes from project about “Researching and Operating Securities industry Cloud ”. This 

project is composed of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service strategy, service implement, service operate. Cloud technology forms social 

computing environment, provides powerful computing and storage capability, promote the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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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量化投资是指以数理模型来实现投资理念，通过程序来实现交易策略的一种投资方法。证券行业的快速发展使投资者基

础和素质发生了质的变化，投资方法与信息手段的结合正在改变着证券市场的投资业态。本文介绍了国内量化投资的基本情况与市场

需求，分析了该领域相关的技术，结合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合作的“证券业云平台研发与运营”课题，提出了基于云计算的量化投资金

融服务体系，针对云计算模式下量化投资服务战略、服务实现与服务运营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云计算技术形成了社会化计算

模式，该模式为量化投资提供了强大的运算、存储能力，对推动市场参与度，提高金融机构创新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量化投资，云计算，众包，金融产品设计，云服务运营 

1．引言
 

量化投资是最近十年来在国际投资界兴起的一个新方

法，发展势头迅猛，和基本面分析、技术面分析并称为三

大主流方法。量化投资利用数学、统计学、信息技术等领

域知识对投资全过程进行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基于大量

历史交易数据和金融数据，用算法和模型对选股、择时、

资产组合、交易、风险控制和绩效考核等环节进行操作和

管理。 

                                                        

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综合服务平台研发及

应用示范”项目编号（2012BAH13F00），子课题“证券云研发与

运营”课题编号（2012BAH13F02）支持 

2．云计算环境下的量化投资服务战略 

在国内，随着证券行业的快速发展，投资者基础和素

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酝酿着

新的发展机会，量化基金产品数量逐年增加。截至 2012 年

9 月 14 日，共有 22 只量化型券商理财产品（发行规模为

142.74 亿，占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 4.2%）、18 只量化基金

（发行规模为 281.7 亿，占全部基金发行额的 1.06%）、40

只量化型阳光私募产品成立[1]。 

随着中国期货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牌照的发放，国债、

期货、沪深 300、ETF 的上市，期货期权等投资环境的变

化，量化投资技术在中国投资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展现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对国家金融体系建设，金融安全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CIT 2014) 

© 2014.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342



防御和综合国际金融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面对迅速发展的量化投资领域，机构和中小投资者在

数据平台、研究平台、交易平台和管理平台方面的需求日

益增长： 

 策略编写代码工作量大、代码复杂； 

 策略验证需要完善的数据支持； 

 策略的计算和运行需要大量的计算； 

 策略风险分析需要完善的数据基础； 

在市场中，核心机构1和中介机构2提供量化投资金融服

务需要使用更复杂的交易基础设施，依赖规模较大的 IT 团

队，团队中通常包括操作系统专家、网络高手们、数据库

管理员、软件开发工程师，而且电话和 IT 支持都需要覆盖

这些系统的前端到后端，甚至全球。近年来，多资产，多

司法管辖区的投资战略需要满足严格的监管和客户期望。

IT 成本的增加在机构内部面临非常大的压力[2]。 

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通

过使计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形成的社会化计

算环境，这些环境包括：非核心业务数据的存储、基础设

施、常用基础计算软件服务，它们为量化投资服务提供了

技术层面的有力支持，同时社会化计算模式为量化投资策

略的设计、验证和运行以及风险评估提供了市场，量化投

资领域新的业务形态在技术和市场的推动下逐渐清晰，如

图 1 所示。 

通过建立量化投资云平台，形成新的量化投资设计、

开发、销售模式。云平台提供的主动搜索、社会化计算能

力将投资策略研发中心与软件开发商、策略采购方链接在

一起，采用众包方式，即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 

 

图 1  云计算环境下量化投资业态示意图 

                                                        
1
 核心机构：指中国资本市场核心机构包括沪深两市交易所、中

国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 
2
 中介机构：指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 

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

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将策略设计能力、

计算能力、软件开发能力引向投行、商业银行、卖方研

究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公募及私募基金，从而提高金融

创新能力。 

3．量化投资服务实现中的关键技术 

发展量化投资对资本市场是机遇，同时还面临一些困

难。除了众所周知的市场限制，高质量的量化模型的设计

和开发需要投入较高的成本，其中包括人力成本、数据成

本和 IT 系统成本，如图 2 所示。 

3.1 智件 

所谓智件，是指个人的经验、技能(诀窍)、价值观等知

识[3]。投资领域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基本面分

析、技术分析、套利策略、趋势追踪、对冲交易、中性理

财等投资方法，其中量化投资者更是需要具备数学、几何

学、物理学、心理学、仿生学等领域的知识来解释资产价

格的变化，能运用从微分方程到数值方法，从心理学理论

到人工智能等各种方法与工具，寻找影响资产价格的各种

因素和规律。不仅如此，从事量化投资还需要具备丰富的

操盘经验，良好的投资直觉。业内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广

泛的理论探索和技术研究。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对投

资经验、投资思想甚至投资直觉这些投资智慧凝练成可复

用的成果理论，我们称之为投资智件。 

目前在投资领域，相当数量的模型都比诺贝尔经济学

奖级别的模型要复杂，有的是模型看起来极为精简，但是

训练模型的方法却极其复杂。对于相当多的模型算法，使

用者是很难了解到算法发明者的全部意图和模型缺陷的，

甚至就连模型算法发明者自己，也有相当部分没有意识到

自己模型算法的缺陷。 

3.2 数据标准 

中国量化投资研究院报告称，公募量化投资产品上半

年平均收益率为 6.87%，高于整体公募基金的收益率。上

半年私募量化投资产品平均收益率是 3.61%，券商理财量

投产品平均收益率仅为 0.69%[4]。，可见量化投资的收益率

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由于大多数投资者能获得的

金融数据缺乏准确性，加上金融衍生工具缺乏，以及对高

频交易的限制等制约了量化投资的全面发展。 

高质量的数据是做量化投资的基础，国外在该领域已

有近 30 年的发展历史，优质的数据仅仅是第一步，审查和

过滤数据则是进一步保证量化模型质量的步骤。即使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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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提供商的数据，对冲基金公司也不能放松，需要得有

自己的工具来检查数据。 

如何提高各种金融数据的公信力和易用性既是业内的

关注焦点，目前国内各大金融信息服务商都在该领域加强

投入，推动包括：盈利一致预期、全球财务数据、时间序

列估值在内的一系列“云数据标准”。 

 

图 2  量化投资研究的关键领域 

3.3 量化投资工具 

量化投资量化和程序化的特点使得量化产品从设计、

回测、交易、风控以及监管等多个环节必须依赖软件工具。

这些工具需要具备灵活的系统配置，以适应不同的市场和

金融衍生品；需要安全开放的接口便于二次开发，等等。

仅就风控系统而言，实施量化交易的机构，一年需要维护

和监管的模型数量少则几十，多则成百上千。这里面存在

的最大难题在于，交易策略、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市场

营销等本身属于不同模型范畴，各个类型下面又分很多子

类，也是不同模型范畴，比如交易策略，基于不同假设、

背景、设计原理、采用算法、实现手段五花八门，很多还

是黑箱算法，模型代码的直接可解释程度很差。因此与量

化投资相关的投资工具种类很多，使用难度随着技术发展

越发复杂。 

按照数学模型的理念和对计算机技术的利用方式，仅

与量化交易相关的交易方式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自动化交易

（Automatic Trading）、量化投资（Quantitative Investment）、

程序化交易（Program Trading）、算法交易（Algorithm 

Trading）以及高频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这五种

量化交易方式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工具也不同，要求量化

投资工具从交易系统的行情和基础数据、交易和执行、策

略研发和运营三个主要方面既要做到大而全，也要做到深

而精。这对目前大中型金融机构的 IT 以及实际运营部门是

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发展机遇。 

目前的量化投资工具随着资本市场、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以及投资者素质的发展，在开发语言、技术架构、系统

架构、策略模型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完善。除了支持复

杂脚本语言实现策略逻辑外，要支持直接使用 C++、JAVA

等开发语言实现复杂的策略逻辑；一般为了追求执行效率，

不采用界面显示图表，而采用多进程、多线程方式进行自

动化交易、程序化交易、算法交易，甚至为了追求极致，

使用硬件技术进行高频交易等量化交易方式；技术架构是

使用服务器执行策略的架构，行情使用转发路径最少的极

速、深度行情，交易通道采用专用、直连的交易通道进行

交易。行情和交易的延时都要求尽可能最低。在系统架构

上严格区分策略研发和策略运营执行两个阶段。对于策略

研发阶段，需要多品种、多周期、多账户、多交易市场、

多策略、复杂金融工程包的支持，以实现复杂的策略逻辑；

对于策略运营执行阶段，系统架构要保证各种风控、应急

处理、交易方式和策略的平稳有效执行。系统的实现流程

除了满足交易本身的要求外，还要满足机构本身的业务流

程和规范，以及监管层的要求。 

4．量化投资云平台的营造 

云计算有各种定义，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也不

是一项全新的技术，而是一种产生和获取计算能力的新的

方式。它的出现对 IT 的应用和部署模式以及商业模式，都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量化投资云平台[5]在结合不同资源：

如网络基础设施、服务器、存储、软件、服务后会衍生出

不同的量化投资领域的商业模式，形成该领域全新的业态。

仅从计算机软硬件厂商的角度考虑，在新业态下可开展的

商业模式包括： 

第一种商业模式是构建及运营与量化投资相关的共有

云平台，向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提供量化投资相关的

云服务。例如，向最终使用者提供的 Online services，满足

投资者量化投资相关的 IT 基础设施，满足其跨平台、跨地

区，以及安全、可靠的需求，除此之外还提供相关的计算、

存储能力，私有量化云平台通常采用的技术架构是使用服

务器执行策略的架构，行情使用转发路径最少的极速、深

度行情，交易通道采用专用、直连的交易通道进行交易。

行情和交易的延时都要求尽可能最低。 

第二种是 ISV/SI 等各种合作伙伴基于量化云平台开

发算法、策略以及风控、资产管理等各种云计算应用，并

在云平台上销售这些应用，为最终使用者提供数据、算法、

应用软件等服务。云计算的广泛应用，将从根本上改变信

息获取和知识传播的方式，促进基础设施运营、软件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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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产业向服务化转型，催生跨行业融合的新型服务业态。

2005 年 7 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提出了威客理 

论[6]，其核心思想是：人的知识，智慧，经验，技能通过

互联网转换成实际收益的互联网新模式。主要应用包括解

决科学，技术，工作，生活，学习等领域的问题。人类的

知识和智慧将会因为互联网而被无限放大和传播，并创造

出令人惊讶的社会财富。 

量化投资云平台提供的 PAAS 服务，将为致力于量化

投资领域的研究人员、技术开发人员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他们的投资智慧将直接对接投资市场。 

第三种大的机构投资者可以选择量化云平台构建自己

的私有云平台，量化投资云平台提供包括产品、技术、平

台和运维管理在内的全面支持，这是客户自建的私有云的

运营模式。该模式下除了提供网络、硬件、计算和存储能

力的设计方案，还需要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包括前端和后端

的完整解决方案。前端方案包括：在网上交易行情、交易

功能的基础上扩展，增加综合服务模块。利用对投资者的

分级分类，为投资者提供差异化服务，包括通道的差异化、

资讯信息差异化、行情数据差异化、交易工具差异化、个

性化投资分析、资产组合分析等。并且整合内容管理系统

和即时通讯等多种服务手段，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内容资讯，

为投资者提供在线服务和和信息主动实时推送服务。后端

方案即机构服务人员使用的管理平台，面向系统管理员、

研究中心、数据采编等人员，提供策略回测、历史数据回

放、信息发布功能以及证券高端数据、策略数据、交易数

据统计等功能，是机构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和生产的工作平

台。  

5．结论与展望 

量化投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全球资本市场动荡不

定，规律难循的背景下，被证明是最好的投资方法之一，

已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机构的主流投资方法，但在中国量化

投资还是一种新兴技术，处于萌芽和发展阶段。本文结合

“证券业云平台研发与运营”课题，分析了云计算环境下，

量化投资领域服务将会形成的服务战略和服务模式，新的

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会给我国的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机会，并

形成新的产业形态。 

但目前而言，这种模式的推广还需要市场的认可过程。

首先，人们对于“云计算”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仍心存疑虑。

毕竟，投资者更愿意把核心的机密以及相关的数据和计算

过程放在自己手里。 

另外，“云计算”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标准，无论是

管理还是技术标准，很多都在讨论完善中。 

然而，云计算技术在证券行业的应用已经得到广泛的

认可，在行业监管机构、核心机构的推动下，证券云平台

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基于云服务的交易所接入规范、应用

开发规范正在制定中。随着行业中金融衍生品的不断推出，

相信量化投资云服务将成为投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和服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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