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时代量化投资：功能、挑战与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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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大数据时代量化投资的功能和依据，阐述了大数据时代量化投资面临的挑

战，提出了“基于真实市场的众包预测”和“基于实验室市场的物理学研究方法应用”两种解决路

径，并给出了出具体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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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数据时代量化投资的功能与依据
（一）从“小数据”到“大数据”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人类已经从

小数据时代正式迈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出

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它涉及众多学科

或领域，例如金融经济、医疗卫生、基因组学、

物理天文、政治、教育、工业等。那么，什么是

小数据？举例来简要说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初，互联网尚未普及，笔者从新华书店购买

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第四版），营业员在

账簿上能够记录的数据仅包括书名、购买数

量、价格等。这些数据诚然有用，但是用途较

为有限，所以，不妨把它们称为“小数据”。

相比之下，如果今天笔者从当当网上购买

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当当网的销

售系统能够记录的数据不仅有书名、购买数量

和价格，还可以包括笔者身份信息（性别、年

龄、学历等）在内的很多其他数据，与先前的小

数据相比，这些数据是多维的，这就使得它们

变得更为有用。例如：因为我购买的《十万个

为什么》（第六版）属于科普读物，当当网的系

统就会自动推荐一些科普读物给笔者，并同时

基于笔者的博士学位推荐一些专业书籍。这

个推荐系统本身就是基于系统掌握的所有数

据，这些数据属于大数据，它们的用途远远超

过“小数据”。

当然，以上仅仅是网络销售应用大数据的

一个例子，事实上大数据价值的覆盖范围远远

超出网络销售，甚至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例

如，针对手机信号的集体异常（如集体震荡

等），科学家可以立即推知某个地方正在发生

地震；当新电影刚刚入市，科学家可以针对微

博上影迷的转发规律来推知该电影未来的票

房收入。这些应用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基

于先前的小数据无法实现这些应用，可以预

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金融投资领域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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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影响。

（二）从“大数据＋投资”到“量化投资”
通常所说的“投资”是指定性投资，它属

于主观判断型投资，是基于现象的预判而进行

的投资。例如：投资经理看到国际金价已经跌

至生产成本，会预测未来国际金价上升，并出

于此类预测而购买黄金以待升值。主观判断

型投资或定性投资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投资

过程中投资者情绪会显著影响投资进程，投资

者情绪很可能会导致整个投资过程中对于风

险不能做到客观准确的度量。相比之下，量化

投资运用现代统计学、数学的方法，从大量的

历史数据中寻找价值洼地，构建能够带来高收

益的各种“大概率”投资策略，并依其所构建

的数量化模型的运行结果进行决策，力求获得

稳定、持续、高于平均的投资回报。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量化投资具有一个功

能，就是把人的情绪排除到投资进程之外，使

得整个投资进程完全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进

行操作。把人的情绪排除在外的一个重要作

用在于确保投资进程的客观性，因为量化投资

策略的构建本身是基于客观的规律，这些规律

是基于大数据分析总结出来的，它们具有客观

的精确性。这是通常的定性投资所不拥有的，

也是量化投资极具吸引力的一个本质原因。

（三）量化投资的科学依据：“历史会重

复”

构建量化投资策略时，通常通过分析历史

数据获得经验规律，然后将得到的经验规律用

于预测市场的未来走势，以便从中获利，这里

的一个科学依据是“历史往往会重复”。其

实，不仅股票市场过去的历史会在未来重复，

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某些规律，也可能在另

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中重复出现。

二、大数据时代的量化投资面临的挑战

（一）“数据陷阱”

在大数据时代的量化投资对象方面，量化

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数据陷阱”，大数据可能

会使量化投资者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的迷茫，除此之外“数据陷阱”还包

括“尽信数据不如无数据”。例如：有人分析

了淘宝的网络营销数据，发现一些内陆省份通

过网络销售出去的泳衣远远超过广东等沿海

省份，于是得出结论：“泳衣广告的重点应该放

在新疆和内蒙古，而非广东等沿海省份”。但

这个结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在一些

内陆省份，泳衣并非常用物品，当地超市出于

销量的考虑不太乐意销售，这时老百姓如果想

购买的话，也只能到网上购买了；另一方面，在

广东等沿海省份，超市里有大量的泳衣，到网

上去购买泳衣的人自然会少很多。这个例子

说明，拘泥于数据本身进行分析并据此作出决

策，其结论有时经不起推敲，并会导致后续的

投资行为缺乏科学依据。

（二）“先天缺陷”

如果透过蓝色眼镜看一张白纸，我们眼中

看到的将是“蓝纸”而非白纸。与此类似，大

数据相当于铺在我们眼前的“白纸”，而很多

统计分析方法相当于观察者佩戴的“蓝色眼

镜”。换言之，基于这些统计方法分析大数据

得到的结果通常依赖于统计方法本身，这就导

致这些结果可能与事实不符。例如：统计学界

常用的Ｐ值检验方法，于２０１４年被偶然发现
它其实“不靠谱”，Ｐ值从来没有被证明可以用
来接受某个假设，拒绝假设也是基于样本得出

的结论，但样本变动可能会导致结论不再适用，

因此经济学家史蒂芬认为“Ｐ值没有起到人们
期望的作用，因为它压根就不可能起到这个作

用”。

（三）“Ｂｏｗｍａｎ悖论”
风险和收益密切相关，基于大量数据的实

证分析，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Ｆａｍａ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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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风险越大、收益越大”。

但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 Ｂｏｗｍａｎ则
得到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风险越大、收益越

小”———这个发现后来也获得很多例证，今天

的学术界为 Ｂｏｗｍａｎ的这个发现专门取了一
个名字，叫“Ｂｏｗｍａｎ悖论”。

三、基于真实市场的众包预测

针对大数据时代的量化投资面临的挑战，

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有两个不同的解决路径，即

基于真实市场的众包预测和基于实验室市场

的物理学研究方法应用。其中，第一个路径的

主要方法是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然后用

于预测真实市场，具体可分为人员培训、预测

过去、预测未来三个步骤。

（一）开端———人员培训

首先，设计实验室虚拟股票市场（见图

１），招募 Ｎ位志愿者在该实验室虚拟市场中
炒股，目的是让这些志愿者熟悉股票市场的相

关事宜。为检验志愿者的熟练程度，我们会分

析该虚拟股票市场产生的价格序列（图２ａ－
ｂ），考察交易量的时间序列（图２ｃ－ｄ）以及收
益率的时间序列（图２ｅ－ｆ），并与真实市场的
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如果与真实市场一致（图

２ａ－ｄ），说明这些志愿者已经初步受训合格，
人员培训已经达到目标。

图１　实验室虚拟股票市场的操作界面
资料来源：Ｋ．Ｎ．Ａｎ，Ｘ．Ｈ．Ｌｉ，Ｇ．Ｙａｎｇ，ａｎｄＪ．Ｐ．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３）。

（二）检验：预测过去的未来

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基于真实市场的预

测实验（见图３），把受训合格的Ｎ′位志愿者集
中到实验室，让他们基于历史数据预测过去的

未来。预测结果显示，所有志愿者的预测准确

率在５３％左右。这个数据暗含的意思是，有
近一半的志愿者预测准确率大于 ５３％，其余
小于５３％。前者人数大约是 Ｎ′／２，这正是我
们试图通过这一轮检验筛选出来的对象。

图２　实验结果
注：（ａ，ｃ，ｅ）代表第一轮炒股；（ｂ，ｄ，ｆ）代表第二轮炒股。

（ａ，ｂ）代表价格的时间序列；（ｃ，ｄ）代表交易量的时间序列；

（ｅ，ｆ）代表收益率的时间序列。
资料来源：Ｋ．Ｎ．Ａｎ，Ｘ．Ｈ．Ｌｉ，Ｇ．Ｙａｎｇ，ａｎｄＪ．Ｐ．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３）。

图３　基于真实市场价格序列的预测
注：灰颜色区域是已知数据点，公布给被试，然后让被试

根据这些已有的数据点预测余下的数据点。

资料来源：Ｊ．Ｐ．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５）。

（三）应用：预测现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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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前面筛选出来的Ｎ′／２位志愿者参
与预测未来的实验（见图４）。安排他们预测
沪深３００每天的开盘价和收盘价，这样的预
测———特别是收盘价———对股指期货的量化

投资是有益的。作为测试，我们让这个预测系

统运行了１０个工作日，共预测了 ２０个数据
点，统计结果显示，涨跌趋势预测准确率为

８５％。由于这些志愿者不是集中在实验室预
测的，他们可以在各自的终端预测，所以这样

的预测叫做“众包预测”。已有的初步结果显

示，如果前期准备工作比较恰当，“众包预测”

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预测结果，自然也就可以

用于构建量化投资策略。

图４　预测系统的一个界面

四、基于实验室市场的物理学研究方法应

用

（一）物理学的方法

物理学的第一个思想是寻找原因时应该

选择最主要的原因，这就是一些物理学家常说

的“粗粒化”。物理学的第二个思想是获得的

结果应该具有普适性。这里的普适性有两层

涵义，一是可以用于解释过去或已知（解释

力），二是可以用于预测未来或未知（预测

力），两者缺一不可。

１．物理学第一个方法
物理学的定律都是分析自然界中已有的

数据或现象获得的结果，即都是实证分析的结

果，因此“实证分析”应该是物理学第一个方

法，这一方法自物理学学科诞生之初就有了。

物理学第一个方法的优点在于结果可靠、数据

巨大，结果可靠是指因为被分析的数据来自自

然界、非人为构造，故而其结果应该是针对自

然界中特定对象或系统的客观描述；数据巨大

是指庞大的自然界中蕴藏各种海量数据，无疑

对人们认识、理解自然界大有裨益。当然，物

理学第一个方法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不

可控性、非格式化：一方面，因为这些数据来自

自然界，人们无法（或很难）控制产生这些数

据的条件，所以数据具有不可控性，实证分析

通常只能得到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而因果

关系对人类通常更为有用。另一方面，自然界

的这些数据格式是由人们的采集方式决定的，

不同的数据使用者可能会用不同的格式，这就

为人们研究这些数据带来了一些额外的麻

烦———这也就是前面提及的“非格式化”的意

思。

２．物理学第二个方法
为了克服物理学第一个方法的缺点，人们

探索出了物理学的第二个方法。物理学的第

二个方法就是实证分析与可控实验相结合的

方法。因为实证分析揭示的（通常）是相关关

系，而非因果关系，可以在实验室中做实验，以

便有目的地调节一个或少数参数（同时固定其

余所有参数），从而揭示这些参数与结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实验就是可控实验，这些

实验通常是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启发下开展的。

相对于物理学第一个方法而言，物理学第二个

方法克服了不可控性、非格式化的缺点，具有

可控性和格式化的优点，但物理学第二个方法

的缺点在于偏离事实、数据稀疏。可控实验是

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实验室针对特定的实验样

品或系统做出来的，所以最终获得的实验数据

可能会偏离真实世界中的规律，或者说不能被

其他人重复，这就是偏离事实；另一方面，与自

然界中蕴藏的海量数据相比，实验室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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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得非常少，这就是数据稀疏。

３．物理学第三个方法
类似地，为了克服物理学第二个方法的缺

点，人们发展出物理学的第三个方法。物理学

的第三个方法就是实证分析、可控实验、理论

分析三者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方法。物理学

第三个方法不仅克服了物理学第一个方法不

可控性、非格式化的缺点，也克服了物理学第

二个方法偏离事实、数据稀疏的缺点。例如，

牛顿解释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后（实证分

析结果），也同时解释了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

律（可控实验结果），并基于微积分等方法推

广了物理学第二个方法获得的结果（使用理论

分析），使其突破狭隘性、具有普适性。当前，

物理学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

此看来，物理学第三个方法的成功是巨大的、

空前的，投资者可以运用物理学的思想和方法

来构建量化投资策略。

（二）基于实验室市场的物理学研究方法

应用———长线投资的量化投资策略

一般而言，风险越大收益越大，或风险越

小收益越小，也就是说，风险与收益呈现正相

关关系，这是研究人员基于市场中大量金融数

据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它是已有文献的主流

观点。然而，基于上述物理学第三个方法可以

知道，这个结果仅仅是实证分析的结果，还缺

少可控实验和理论分析的研究。基于这样的

考虑，有研究人员构建了实验室金融市场，开

展了一系列可控实验，但他们的研究得到了一

个相反的统计结果：当金融市场是封闭且有效

时，风险与收益呈现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理

论分析也支持了这个实验发现（见图５中由左
至右斜向下的那条直线）。有趣的是，这个结

果与Ｂｏｗｍａｎ悖论一致，Ｂｏｗｍａｎ悖论正是指
风险与收益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这个悖论同

样仅仅是实证分析的结果，它是相关文献中的

非主流观点，自１９８０年提出以来这个悖论就
一直存在争议，但上述的研究对 Ｂｏｗｍａｎ悖论
作出了证明。换言之，文献中基于实证分析得

到的主流观点（“风险与收益呈现正相关关

系”）并没有经受得住物理学第三个方法的检

验，而这对于我们构建量化投资策略是有所裨

益的。

图５　不同风险对应的相对财富分布
注：两处虚拟资源分别为Ｍ１和Ｍ２。图中由左至右斜向

下的直线是针对所有数据的线性拟合；斜向上的直线是固定

选择Ｍ１的结果。

资料来源：Ｋ．Ｙ．Ｓｏｎｇ，Ｋ．Ｎ．Ａｎ，Ｇ．Ｙａｎｇ，ａｎｄＪ．Ｐ．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２）。

基于上述发现，可以构建一个关于长线投

资的量化投资策略，这个策略是指如何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图５中斜向上的那条直
线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回报率大的股票进行持

续投资、长期持有，这是量化投资的一个良策。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回报率大”是指统计

意义上的大回报率，因此在真正投资之前应该

认真调研，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这一投

资策略其实就是价值投资，但这一投资策略的

效果之前并未通过实验和计算机模拟清晰地

定量显示出来，而图５第一次清晰地展示了这
一投资策略的效果。

（三）基于实验室市场的物理学研究方法

应用———短线操作的量化投资策略

正确认识市场的宏观性质和微观机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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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利用金融市场造福人类。二百多年前，亚

当·斯密分析了各种市场的数据后得到结论：

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起着调节作用，这

只“看不见的手”使得市场在没有外界干预下

也能够自动达到供求平衡。对照物理学第三

个方法，亚当·斯密的结论仅仅是实证分析的

结果，还缺少可控实验和理论分析。基于这样

的考虑，有研究人员设计了实验室金融市场，

开展了一系列可控实验，同时也进行了理论分

析（基于多体计算机模拟），可控实验和理论

分析均支持了亚当·斯密的结论（见图６）。

图６　“看不见的手”实验结果
注：两处虚拟资源分别为 Ｍ１和 Ｍ２，让被试选择进入这

两处（人数分别为 Ｎ１和 Ｎ２）、并平分其中的资源。结果发

现：Ｎ１和Ｎ２几轮平均的结果等于Ｍ１／Ｍ２，也就是说，好像存

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用于调节这个虚拟市场，以使得所有人

统计意义上获得同样数量的资源。图中五角星表示实验结

果；其余数据是计算机模拟结果。

资料来源：Ｗ．Ｗａｎｇ，Ｙ．Ｃｈｅｎ，ａｎｄＪ．Ｐ．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９）。

可见，斯密基于实证分析获得的结论通过了物

理学第三个方法的检验，而这也启发了我们构

建一个新的量化投资策略。

新的量化投资策略是关于短线操作的，教

人们应该如何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图

６中的对角线告诉我们，当外在环境没有显著
变化时，市场中存在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

是“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必然结果。因此，如

果人们从沪深３００中随机选择３０只股票，把
它们按照日收益率的大小从高到低排序，结果

会发现，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每只股票

的平均排序在１０到２０之间。那么，排在最前
几位和最末几位的股票存在明显的套利机会，

这里也就有了一个用于短线操作的投资策略，

就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以寻找套利机

会。

五、总结

本文简要总结了大数据时代量化投资的

功能与依据，并列举了大数据时代量化投资面

临的一些挑战，继而结合作者所在团队的研

究，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两个可行的解决路

径。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两个解决路径的研

究仍在持续推进，目前还不完善，特别是第一

个路径的相关细节还需要进一步仔细推敲，本

文仅仅介绍了这一路径的雏形。本文的主要

目的在于，通过介绍这两个路径，让读者了解

大数据时代量化投资，并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

玉之效，吸引更多专家和学者关注大数据时代

量化投资这一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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