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化投资导论 

 
课程名称：IFI316  量化投资导论 Introduction of  Quantitative Investing 

课程性质：学科基础选修课，其他学院选修或根据专业培养方案确定。 

学分课时：2学分，36课时 

主讲教师：所属院系：金融学院投资系 

电话：64494446      E-mail：shinancao@uibe.edu.cn 

教学对象：全校三年级下学期 

考核方式：平时测验（或作业成绩），每月一次，共 6次 

期中考试，开卷考试或者实证策略报告 

期末考试，闭卷考试或者实证策略报告 

其中平时成绩占 20%，期中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学术诚信：本课程对于学生的学术诚信的要求遵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学习违纪处分实施细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考场纪律》的规定。 
教学方式：课堂讲授占比 70%，讨论和业界讲座占比 30%。教学中要求理论联系实际，采用导入

式教学、案例教学和讨论教学法。教师将会使用实验室进行现场演示与教学。 

出勤要求：遵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课堂学习规范》，要求学生关闭一切电子设备；不能

无故缺席上课；上课专心听讲，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课后认真复习课堂上讲授内容，独立完成教

师布置的任务；并预习新课。学生缺勤不得多于总课时的四分之一。教师可以根据考勤情况决定

学生是否可以参加考试、是否扣分。 

一、 课程简介 

《量化投资导论》，量化投资是 20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计量经济学、金融数据的积累、量化

对冲的盛行、金融 IT 平台的建设发展起来的重要投资分析决策和风险管理的量化方法，是现代

金融的核心课程之一，是金融工程专业的定价与建模理论课程的实证和运用。它以应用统计学、

时间序列、波动率建模、金融工程、应用编程软件等为基础，以金融市场的各类宏观数据、交易

数据和公司数据为对象，以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中心，研究投资领域中各种不同性

质的数据特征、相关关系、作用机制、运行机制，建立模型进行分析、模拟、回测、预测，最终

形成相关的投资管理与对冲策略、交易规则和风险管理标准。 

 

 

二、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定位是：培养学生金融量化的思维、激发学生量化投资的兴趣，掌握金融数据的量

化策略的几大类方法，了解最新量化投资研究方向，为进一步学习金融数据处理，策略建模和分

析等方向的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学习资料 

1.教材 

指定教材：无， 本课程为导论，且因为内容是现代金融领域最新的，具有很强的实效性，暂

无相关教学教材出版。 

2.参考资料 

阅读书目： 

[1]《金融数据分析导论》：（美）Rury S. Tsay(著)，李洪成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Quantitative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ALPHA》：Richard Tortoriello 著 2008 年

11月； 

[3]《Quantitative Equity Portfolio Management: Modern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Edward E. Qian, Ronald H. Hua, Eric H. Sorensen(著)， 2007 年 5月； 

[4]《Quantitative Trading》,Ernest P.Chan(著), 2014年 1月；  

[5]《Quantitative Trading with R: Understanding Mathematical and Computational Tools 

from a Quant’s Perspective》，H.Georgakopoulos(著),2015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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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量化交易与资金管理》，Fred Gehm(著)，周旋（译）； 

[7]《Finding Alpha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Building Trading Strategies 

》，Igor Tulchinsky(著)， 

 

数据平台：万得数据库，彭博数据终端，聚源数据终端，东方财富网 

 

四、学习效果及达成途径 
1.学习效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希望达成的学习效果如下： 

 

本课程向学生展示了量化投资的基本概念，涉及量化投资与交叉学科基础、量化投资软件的

运用与比较、量化投资分类、数据处理与高频金融数据的处理、策略开发流程、金融时间序列分

析、资产波动率的不同计算方法、波动率模型在金融中的实际应用、微观市场结构、投资组合选

取与管理、量化对冲与量化套利、多因子模型与 alpha、高频交易、事件套利、量化投资风险管

理的量化方法、量化策略的回测与评估、量化投资与资金管理等。 

 

（1）了解量化投资的基本概念 

（2）掌握量化投资和其他学科与知识的相关性 

（3）掌握量化投资的几个主要分类，高频交易、对冲与套利、多因子模型、事件套利等基本

类型。 

（4）掌握金融时间序列的基本模型和方法在量化投资中得运用 

（5）掌握金融数据的处理规范 

（6）了解量化投资的策略开发流程  

（7）了解波动率建模在金融量化中的运用 

（8）掌握市场微观结构的特征和处理办法以及对量化分析的影响 

（9）了解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技术，量化对冲与量化套利的内涵 

（10）理解投资组合选取和管理方法 

（11）掌握事件套利的思想和案例 

（12）了解高频交易的基础理论和实用性 

（13）了解多因子模型的建模方法，理解如何寻找 alpha 

（14）了解量化策略的评估与回测标准和范式  

（15）掌握量化投资中的资金管理技术 

2.达成学习效果的途径 

积极思考，广泛阅读资料，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课后阅读教师指定资料；按时完成作业；小

组配合进行案例分析与讨论；认真准备期末考试。 

五、教学进度计划表 

本课程教学周为 16 周，具体安排如下： 

周次 内容提要 阅读材料 作业与考试 

1 第一章 量化投资与交叉学科基础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2 第二章 量化投资与交叉学科基础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3 第三章 量化投资软件的运用与比较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4 第四章 金融数据处理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案例分析分组作

业 

 

5 第五章 时间序列分析模型与运用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6 第五章 时间序列分析模型与运用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7 第六章 资产波动率建模与应用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PPT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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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内容提要 阅读材料 作业与考试 

8 第七章 微观市场结构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课堂讨论与案例

分析 

9 期中考试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期中考试 

10 
第八章投资组合选取和管理方法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用 expected 

shortfall 来改

进马科维茨方法

并实现 

11 
第九章债券的量化模型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1. 收益率曲线

的建立。 2. 从

宏观利率环境进

行国债建模。  

12 
第九章债券的量化模型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信用债的信用利

差的模型。 

13 第十章 多因子模型与 alpha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课堂讨论 

布置大作业建立

自己的量化策略 

14 
第十一章 高频交易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15 第十二章 事件套利与黑天鹅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16 业界讲座 或 小组作业展示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16 第十四章 量化策略回测与评估 参考教材与文献、报告 

对自己的量化模

型进行回测并按

照要求计算所有

指标 

17-18 期末考试（随堂考试） 

六、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为全新课程，内容全部来自于一手的交易资料与相关模型，难以按照模板要求拆

分细节， 具体内容根据不同班级学生背景和市场有所调整，大多数内容和使用数据将即时

更新，暂无相关教学资料，教师将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业界相关的模型进行改良传授给学

生，会用心备课，但授课内容不公开印刷和宣讲，可以在完成一两个完整的教学周期后，根

据学生的接受度与反馈调整和完善相关教学内容。 

 

第一章 量化投资与交叉学科基础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量化投资中运用到的已学或即将学习的相关学科内容,学科之

间的关联,如应用统计学,随机过程、计量经济学、金融学、投资学、金融衍生品、各种建模方

法、各类开发软件等等 

【主要内容】 

1.本课程的基本构架、学习方法、考核方法及学习要求、学术诚信要求（30 分钟） 

2.量化投资的基本内涵 

（1）量化投资内涵与核心思想 

  （2）量化投资的主要工具 

3.量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1）量化投资基金的发展历史和基础 

（2）量化投资在国内外的现状 

4.相关专业科中的重要内容 

（1）应用统计、随机过程、计量经济学 

（2）投资学、金融学、金融衍生品、固定收益证券、货币银行学 

（3）R语言、MATLAB、Pyth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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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金融工程的卖方报告 

2.领会： 

（1）量化投资的内涵? 

（2）量化投资的核心思想 

（3）量化投资的主要工具 

（4）各学科在量化投资中的运用 

第二章 量化投资与交叉学科基础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量化投资涉及到的交叉学科和最新前沿方法论，如金融时间

序列、信号处理、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系统科学等 

【主要内容】 

1.量化投资的国内外前沿和探索 

2.量化投资中交叉学科的运用 

（1）金融时间序列 

（2） 信号处理 

（3） 统计物理 

（4） 量子力学 

（5） 神经网络 

（6） 机器学习 

（7） 系统科学 

3.交叉学科的工具基础和前沿趋势 

 

【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相关文献 

2.领会与简单运用： 

各科交叉学科的内容、方法和逻辑与量化投资的关系 

简单运用交叉学科中的重要概念 

 

第三章量化投资软件的运用与比较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量化投资常用的数据库、数据分析软件和比较各类软件的功

能，具体讲解 R、Matlab、C++等常用语言的功能与在量化投资中的适用性和具体特长比较并通

过实际演示讲解软件的差异性 

【主要内容】 

1.量化投资的数据库建设 

2.量化投资的常用分析语言  

（1） R 

（2） Matlab 

（3） Python 

（4） C++ 

3.案例展示 

 

【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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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 案例展示的代码 

2.领会与简单运用： 

了解各个语言的利弊 

3.简单运用： 

   复现案例里的逻辑与结果 

 

 

 

第四章 金融数据处理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量化投资原始数据处理的重要性和细节，案例分析数据处理

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高频数据处理的特赦性 

【主要内容】 

1.量化投资的原始数据的特征 

2.量化投资的原始数据的重要性与常犯的错误 

（1） 重要性 

（2） 常犯的错误 

（3） 细节的举例 

3.高频数据处理的方法和特点 

 

【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案例分组：分组处理数据，总结和实践处理细节 

 

 

第五章  时间序列分析模型与运用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进一步对经典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思考，掌握其思想如何可以借鉴

使用到策略开发和数据分析中 

【主要内容】 

1.量化投资中的经典时间序列模型-ARCH族 

（1） ARCH族模型的内容与发展 

（2） ARCH族的核心思想与策略开发精髓 

（3） ARCH族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2.量化投资中的经典时间序列模型-SV族模型 

（1） SV模型的内容与发展 

（2） SV的核心思想与策略开发精髓 

（3） SV模型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2.量化投资中的经典时间序列模型-二叉树模型 

（1） 二叉树模型的内容与发展 

（2） 二叉树模型核心思想与策略开发精髓 

（3） 二叉树模型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教学总时数】  4 

 

【作业与思考题】 

思考：经典时间序列的贡献、限制和改进方向 

 

 

第六章  资产波动率建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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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线形、非线性各类参数、半参数、非参数的波动率模型、重

点和常用的模型应用的实用性和结果 

【主要内容】 

1.波动率的典型特征 

（1） 低频数据 

（2） 高频数据 

2.线形与非线性模型 

3.参数模型与半参数、非参数模型 

4.重点模型 

（3） 协整方法 

（4） 非参数模型--已实现波动率 

（5） 二叉树模型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运用与实践：分组选定样本，用介绍的模型进行模拟 

 

 

 

第七章  微观市场结构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微观市场结构的主要理论、微观市场结构对交易的影响，分

析与改进措施的思路 

【主要内容】 

1. 证券价格决定理论 

（1） 交易费用模型 

（2） 信息模型 

2.交易策略的异质性 

（1） 噪音交易者 

（2） 趋势与反转策勒交易者 

（3） 是否有信息优势 

3. 价格序列分析 

4. 影响与改进 

（1） 限价指令 

（2） 做市场 

（3） 买卖价差 

（4） 交易机制 

 

【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课后微观市场的文献与金融工程相关报告 

2.领会与简单运用： 

了解微观市场结构对策论开发和交易的影响与改进方法 
 

 

第八章  投资组合选取和管理方法  

 

【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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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理解投资组合的经典方法和最新进展。  

 

【主要内容】 

1.经典的马科维茨模型：风险刻画以及期望和方差的关系。  

2.建立 efficient frontier组合。  

3.sharpe比率 

4.经典的理论的问题： 协方差的估计误差。  

5.等权重组合。  

6.近年来流行的新方法： smart beta组合。  

7.Expected shortfall和 VAR的关系  

 

【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作业：过 expected shortfall 来改进马科维茨方法并在 A股上实现。   

 

 

第九章  债券的量化模型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理解国债债券市场和信用债市场并且能够建立国债和信用债券的

量化模型。  

【主要内容】 

1.债券市场和各种收益率。  

2.债券的量化基础： 久期和凸性。  

3.信用债券的风险加价。  

4.信用债券衍生品：信用违约调换。  

5.信用违约调换风险加价的模型和 

 

 

【教学总时数】  4 

 

【作业与思考题】 

作业：1. 收益率曲线的建立。 2. 从宏观利率环境进行国债建模。 3. 信用债的信用利差的模

型。  

 

 

第十章  多因子模型与 alpha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多因子模型， 同时能够学会运用多因子模型进行建模 

【主要内容】 

1.传统的 CAMP模型的来源 

 

2.APT模型的延伸 

 

3.Fama-Frech三因子模型的提出 

 

3.Barra的多因子模型的提出和主要内容 

 

4.在 A股市场里面的各种因子和有效性测试。  

 

5.利用多因子模型进行风险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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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作业：选取多因子对于 A股进行建模。  

 

 

第十一章  高频交易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高频交易的主要标的资产，高频价格波动的可预测性，基于

金融指数期货、商品期货、外汇期货的典型方法 

【主要内容】 

1. 高频交易的运用领域 

2. 高频交易的价格波动的可预测性 

3. 高频交易在金融指数期货中的运用 

4. 高频交易在商品期货中的运用 

5. 高频交易在外汇期货中的运用 

 

【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1.领会： 

了解高频交易在不同市场中的运用和特点 
 

 

 

第十二章  事件套利与黑天鹅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汇事件与宏观事件的套利机制、黑天鹅与极端事件的预测

和套利可能性 

【主要内容】 

1. 什么是事件 

2. 预测方法与套利机制 

3. 常用的事件  

（1） 宏观经济新闻 

（2） 可用于交易的新闻 

（3） 重要数据与政治事件 

3. 黑天鹅与极端事件 

（1） 风险管理与长尾 

（2） 极端事件的机制 

（3） 蝴蝶效应和套利可能 

 

【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课后微观市场的文献与金融工程相关报告 

2.领会与简单运用： 

了解事件套利的核心思想，黑天鹅和极端事件的套利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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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量化策略回测与评估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得学生理解量化策略回测的过程和容易出现的陷阱。  

【主要内容】 

1.量化策略回测需要的基础。 

2.数据的准备和清洗。  

3. 量化策略回测程序实现。  

4. 什么是 look forward。   

5. 回测主要计算的指标。  

6. 过拟合的出现。  

7. in sample和 out of sample的区分。  

8. 策略的收益；容量；风险；回撤；可对冲性的等等。  

 

 

【教学总时数】  2 

 

【作业与思考题】 

作业：对自己的量化模型进行回测并按照要求计算所有指标。   

 

 

 

 

 

 

                                  撰写人： 曹诗男     2016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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