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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铂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瞰

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钒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铸城科技有限公司、杭

州轻影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丽海弘金科技有限

公司、云天弈(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链联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银宏有

限公司、深圳市金多恩科技有限公司、Pure Era INC、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北京青年政治

学院现代管理学院、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河北金融学院、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山东女子学院、西安职业

技术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立君、于久洪、胡君晖、胡增芳、白桦、张小春、韦

智勇、林煜恩、李洁义、高健、吕林、潘进、许可、徐唐锋、俞伟、黄瀚铭、沈

传河、田晓丽、苏跃辉、许庆建、张小裴、袁国强、董迪马、孙巍、朱洪海、周

荣、陈工孟、陈星、江莲、李洵、何国杰、崔凯龙、刘威、汪健、穆旖旎、雷银

彬、杨剑锋、郎朗。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深圳希

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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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融大数据处理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金融大数据处理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

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271.1-2000 信息技术 词汇 第1部分：基本术语

GB/T 5271.17-2010 信息技术 词汇 第17部分：数据库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5271.1-2000、GB/T 35295-2017、GB/T 5271.17-2010/ GB/T 35273-202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大数据 big data

具有体量巨大、来源多样、生成极快、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用传统数据体系

结构有效处理的包含大量数据集的数据。

[GB/T 35295-2017,定义 2.1.1]

3.2 关系数据库 relational database

数据按关系模型来组织的数据库。

[GB/T 5271.17-2010，定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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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构化数据 structured data

一种数据表示形式，按此种形式，由数据元素汇集而成的每个记录的结构都

是一致的并且可以使用关系模型予以有效描述。

[GB/T 35295-2017,定义 2.2.13]

3.4 非结构化数据 unstructured data

支持一个或多个应用领域，按概念结构组织的数据集合，其概念结构描述这

些数据的特征及其对应实体间的联系。

[GB/T 35295-2017，定义3.3]

3.5 元数据 metadata

关于数据或数据元素的数据（可能包括其数据描述），以及关于数据拥有权、

存取路径、访问权和数据易变性的数据。

[GB/T 35295-2017,定义 2.2.7]

3.6 数据挖掘 data mining

从大量的数据中通过算法搜索隐藏于其中信息的过程。

[GB/T 35295-2017,定义 2.2.9]

3.7 数据治理 data management

在数据处理系统中，提供对数据的访问，执行或监视数据的存储，以及控制

输入输出操作等功能。

[GB/T 5271.1-2000，定义01.08.02]

3.8 量化投资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量化投资是指通过数量化方式及计算机程序化发出买卖指令，以获取稳定收

益为目的的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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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会计、金融事务、统计事务、信托事务、电子商务、计算机

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等。

高等职业学校：金融管理、国际金融、证券与期货、互联网金融、投资与理

财、信用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计算机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

用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经济学、金融数学、经济与

金融、金融科技、计算金融、经济统计学、数据计算及应用、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等相关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金融大数据处理】(初级)：主要面向银行、保险、券商、信托等金融科技

相关企业以及向互联网转型的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数据汇总、数据采编、数据调

研、产品研发助理等岗位，主要完成数据统计汇总、数据采编、数据清洗、数据

结构化、数据存储、初级数据咨询服务等工作。

【金融大数据处理】(中级)：主要面向银行、保险、券商、信托等金融科技

相关企业以及向互联网转型的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数据采编、数据咨询顾问、数

据分析师、数据库产品经理等岗位，主要完成接口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咨

询服务、数据产品设计、轻量化的行业或企业微观数据分析等工作。

【金融大数据处理】(高级)：主要面向银行、保险、券商、信托等金融科技

相关企业以及向互联网转型的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数据治理师、数据咨询顾问、

数据库产品经理、数据挖掘师、数据量化投资师分析等岗位，主要完成数据标准

化处理、数据存储、数据咨询服务、数据产品设计、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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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投资应用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金融大数据处理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金融大数据处理】(初级)：根据业务需求，在业务主管的指导下，完成基

本的宏观、行业、上市企业以及金融产品相关数据统计汇总、数据采编、数据清

洗、数据结构化、数据存储、初级数据咨询服务等工作。

【金融大数据处理】(中级)：根据业务需求，独立完成宏观、行业、上市企

业以及金融产品相关接口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咨询服务、数据产品设计、

轻量化的行业或企业微观数据分析等工作。

【金融大数据处理】(高级)：根据业务需求，完成宏观、行业、上市企业以

及金融产品相关数据标准化处理、数据存储、数据咨询服务、数据产品设计、数

据挖掘、数据可视化、量化投资应用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金融大数据处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金融数据采集

1.1 数据合规熟

悉

1.1.1 掌握宏观、行业、上市公司、金融产品常

见数据指标，并能说出其代表的含义；

1.1.2 熟悉并严格遵守数据采集相关法律规范；

1.1.3 能够有效性分析数据合规需求；

1.1.4 能够在合法的情况下进行数据库采集。

1.2 数据源获取

1.2.1 能够找到宏观、行业、上市企业以及金融

产品数据源；

1.2.2 熟悉各数据源的数据披露规律；

1.2.3 能够快速定位到宏观行业、金融产品以及

上市企业数据出处及数据内容在公告中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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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位置；

1.2.4 能够对来自多个数据源的数据进行有效

性分析并做出选择；

1.3 金融数据手

动采集

1.3.1 能够使用 PDF 编辑器、WPS 等工具将数据

源获取到的资料转化为可编辑的数据；

1.3.2 通过质检工具对采集数据进行质检；

1.3.3 对质检结果发现的问题，能够进行数据修

复；

1.3.4 对所采集数据做简单的准确性比对检测。

1.4 python 数据

采集

1.4.1 熟悉互联网上常见数据终端种类；

1.4.2 掌握网站型互联网应用的常用开发语言、

技术框架；

1.4.3 能够运用网页开发者工具来分析网页内

容；

1.4.4 能够使用编译好的 python 采集模型，通

过调参获取不同网站等互联应用的静态数据并

进行抽取。

2. 金融数据清洗

及存储

2.1 数据清洗

2.1.1 具备使用 Excel 或 Python 工具进行脏数

据的初步清洗，处理常见的异常数据；

2.1.2 具备使用 Excel 或 Python 工具进行数据

规范；

2.1.3 能够完成数据分解；能够对网站等互联网

应用的静态数据进行准确拆解；

2.1.4 能够保证拆分后的数据属性都有明确的

意义和目的。

2.2 数据存储

2.2.1 能够根据互联网应用数据的特点合理选

择适当的数据结构；

2.2.2 熟悉常见数据库的特点；

2.2.3 能将数据保存为不同类型文件；

2.2.4 具备将清理后的数据存储到目标库或数

据表的能力。

2.3 数据查询

2.3.1 能够正确安装 mysql 数据库

2.3.2 掌握 SQL 基本数据查询命令的语法

2.3.3能够使用SQL数据库语句对所采集数据进

行查询

2.3.4 熟练使用 SQL 语句进行数据库错误排查

3. 金融数据应用 3.1 数据咨询

3.1.1 能够根据咨询需求，规划要调研的数据指

标，整理需求文档；

3.1.2 能说出金融数据的在不同业务场景中下

的应用价值；

3.1.3 能够解答数据基础分析理论问题；

3.1.4 能够解答数据分析技术相关问题；



7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2 数据可视化

呈现

3.2.1 能够对所需呈现的数据，选择合适的图表

模型进行呈现；

3.2.2 能够说出常见的几类图表的优缺点和使

用限制；

3.2.3 能够使用常见的可视化工具，如 excel、

Tableau、云图等进行快速绘图；

3.2.4 能够排版设计做出可视化图表报告

3.3 数据调研报

告撰写

3.3.1 能够对调研数据进行简单业务分析和规

律描述。

3.3.2 知道常见个股调研报告所需的数据指标，

能够编写个股调研图文报告；

3.3.3 知道常见行业调研报告所需的数据指标，

能够编写行业调研图文报告；

3.3.4 知道常见企业经营调研报告所需的数据

指标，能够编写企业经营调研图文报告；

表 2 金融大数据处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接口数据采集

及清洗

1.1 需求调研

1.1.1 掌握通过文献、报告、报道或投研需求发

现热点数据主题的方法；

1.1.2 能够进行市场调研，并对调研结果进行总

结和分析；

1.1.3 掌握数据源授权使用许可范围；

1.1.4 熟悉接口数据采集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1.2 机构接口

数据采集

1.2.1 掌握接口的请求方式（get，post，请求头，

请求体等）；

1.2.2 掌握基本数据结构（json）；

1.2.3 熟悉基本网络传输协议；

1.2.4能够使用python调用机构接口获取所需数

据。

1.3 机构接口

数据清洗

1.3.1 掌握使用 python 语言进行数据去重的方

法；

1.3.2 能够使用 python 语言的常见数据清洗手

段对日期格式进行统一；

1.3.3 能够使用 python 语言对异常值及极端进

行处理；

1.3.4 掌握使用 python 语言对空值及空格进行

处理的方法；

2. 数据库搭建及 2.1 数据库设 2.1.1 能够确保数据结构能够准确反映主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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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存储 计 含义；

2.1.2 能够确保数据结构的完整性，

2.1.3 掌握数据库结构设计及优化；

2.1.4 掌握 CDM 模型建立方法，并根据业务流程

图搭建 CDM 模型；

2.1.5 掌握 PDM 模型建立方法，并建立 PDM 模型。

2.2 元数据设

置

2.2.1 能够根据需要进行元数据选择和设置；

2.2.2 根据产品特点对元数据确定统一的命名规

则、长度标准；

2.2.3 熟悉不同层级的元信息处理事项；2.2.4

能对不同层级的元信息进行维护。

2.3 数据库搭

建

2.3.1 掌握 mysql 搭建数据库的操作及方法；

2.3.2 能够基于方案设计，进行数据库搭建；

2.3.3 掌握 mysql 数据库的操作，具备数据库的

管理能力；

2.3.4 掌握 mysql 数据库的操作，具备数据库的

运维能力。

2.4 接口数据

入库存储

2.4.1 熟练掌握 sql 数据表的增、删、改、查操

作；

2.4.2 能够使用 python 语言连接数据库；

2.4.3 能够使用 python语言存储数据到数据库；

2.4.4 能够使用 python 语言在数据库中查找、

提取及删除数据。

3.金融数据分析

建模

3.1 常见财务

模型建立

3.1.1 能够建立现值和终值模型；

3.1.2 能够建立单利和复利模型；

3.1.3 能够建立折现现金流估值法模型；

3.1.4 能够建立现金管理模型。

3.2 常见金融

模型建立

3.2.1 能够建立收益指数和累计收益模型；

3.2.2 能够进行分组统计计算及分析；

3.2.3 能够建立关联分析模型；

3.2.4 能够建立主成分分析模型。

3.3 常见的计

量经济学模型

建立

3.3.1 能够建立一元回归分析模型；

3.3.2 能够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3.3.3 能够建立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3.3.4 能够对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表 3 金融大数据处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据治理
1.1 数据质量

管理

1.1.1 能够根据需求构建数据评估体系，对数据进

行规范性评估；

1.1.2 能够根据需求构建数据评估体系，对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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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行完整性评估；

1.1.3 能够根据需求构建数据评估体系，对数据进

行及时性评估；

1.1.4 能够根据需求构建数据评估体系，对数据进

行准确性评估；

1.1.5 能够确立数据质量改进目标、评估并制定改

善计划，实施改进并评估改善效果。

1.2.数据安全

管理

1.2.1 掌握对隐私数据的加密脱敏、模糊化处理

的方法，保障数据的安全运作；

1.2.2 能够提供数据库监控等多种数据安全管理

措施；

1.2.3 能够确保数据以精确和安全的方式得到备

份在需要进行恢复时，能完整地装回系统中；

1.2.4 掌握使用特定的程序对服务器进行配置，

为不同用户明确定义用户数据权限的方法。

1.3 数据集成

管理

1.3.1 能够实现数据库与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迁移；

1.3.2 掌握数据细分管理能力，创建有意义的数

据细分；

1.3.3 能够创建灵活的数据标签；

1.3.4 能够将数据整合进行标准统一化的管理。

2.金融数据分

析

2.1 基于线性

回归的收入预

测

2.1.1 能够使用 Python 编写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2.1.2 能够使用 Python 编写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1.3 能够根据拟合度等指标评价模型训练及预

测结果；

2.1.4 能够对模型预测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

2.2 基于逻辑

回归的信用风

险判定

2.2.1 能够用 Python 编写逻辑回归模型；

2.2.2 能够使用逻辑回归模型处理信用风险评估

的实际问题；

2.2.3 能够根据准确率等指标评价模型训练及预

测结果；

2.2.4 能够对模型预测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

2.3 基于支持

向量机的股票

价格预测

2.3.1 能够用 Python 编写支持向量机模型；

2.3.2 能够使用支持向量机模型处理股票价格预

测的实际问题；

2.3.3 能够根据准确率等指标评价模型训练及预

测结果；

2.3.4 能够对模型预测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

2.4 基于 K 均

值聚类模型的

目标人群聚类

分析

2.4.1 能够用 Python 编写 K均值聚类模型；

2.4.2 能够使用 K 均值聚类模型处理人均收入分

类的实际问题；

2.4.3 能够根据轮廓系数等指标评价模型训练及

预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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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能够对模型预测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

3.量化投资分

析

3.1 时间序列

分析

3.1.1 知道使用时间序列在金融业务上的常见几

种实际应用场景；

3.1.2 会用 Python的时间序列处理工具和数据算

法；

3.1.3 能够进行常见时间序列的数组变换；

3.1.4 能够对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进行绘图。

3.2 量化策略

搭建

3.2.1 掌握量化策略编写结构；

3.2.2 掌握量化策略数据 API 调用；

3.2.3 掌握并能开发经典量化策略，包括双均线

策略、布林带策略及唐安奇通道策略等；

3.2.4 通过历史数据对量化策略进行回测，并能通

过回测绩效指标评估量化策略。

3.3 量化策略

模拟交易

3.3.1 掌握创建模拟交易账户；

3.3.2 掌握配置模拟交易账户和量化策略；

3.3.3 掌握量化策略模拟交易的启停操作；

3.3.4 通过查看模拟交易数据和可视化界面，了

解量化策略的实际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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