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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what

股票分析

股票分析真的是個很大問題，研究的人很多，講故事的騙子也很多。那到底什

麼是股票分析，股票分析要做什麼，真的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但是既然是交易，就一定會有滿足經濟學規律的地方，逃不了買賣二字。但是

很不巧，我的工程經濟也是這學期才修的，但是搞不好就是因為沒什麼基礎，

所以大家應該都能聽懂。



introduction—where & when

何時何地

如果僅僅是考慮股票數據分析，那就是股票交易的時候使用。但是我覺得一個
方法和背後的思想應該是值得廣泛推廣的。就例如我們所學的BPR 方法，生成
會有瓶頸，人生有沒有瓶頸。同樣的，在解決這個題目的過程中，一些收穫和
處理思路也可以運用到其他問題的解決上。



introduction—who

何人使用

想要一夜暴富么

想要躺著賺錢么

想要人生勝利么

歡迎加入安利

使用股票數據分析



introduction—why

為何

內線炒股

靈魂炒股

拍腦袋炒股

科學炒股

DIKWD model（data→information → knowledge → wisdom → decision）

Data Understanding 

Context independence 

Information（data + contents）

knowledge（information + rules）

wisdom（knowledge + value）

Decision



introduction—how

怎麼做

Big data

Data 
mining

Breakdown要更細緻，一個簡單的綠線，
數據溝通就寫了一天的code，最開始用
了50多行完成



02 Big data



Big data

什麼是Big data？3V

要進行數據分析，首先要有數據，大量的數據（Big data）

• 如何獲取數據

• 如何自動獲取數據

• 分析數據特征，是否是自己需要的數據

• 如何篩選數據

• 如何存儲數據

• 如何利用數據



Big data-網頁分析 "http://quote.stockstar.com/stock/ranklist_a_3_1_3.html"



Big data-數據獲取-最簡單code
import urllib.request

respose =  urllib.request.get("http://quote.stockstar.com/stock/ranklist_a_3_1_3.html")

html =respose.read()

print(html)



Big data-數據獲取-正則判斷



Big data-數據獲取-正則判斷



Big data-數據輸出



03 Data mining



Data mining

什麼是Data mining？model

獲得數據后如何進行數據分析，關鍵就是構建模型

• 決策變量（主要原因、次要原因）

• 目標函數（多目標）

• 約束條件

• 更新方式

• 終止條件



Data mining-model

Model

有時候不是你能打出什麼牌，
而是怎麼把手上的牌打好



Data mining-決策、目標、限制→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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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Demo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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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Conclusion & future 



Conclusion & future 
Data mining
1、數據篩選
2、數學模型：
• 決策變量（價量，經濟學）
• 目標函數（股池+個股波動分析）
• 約束條件（約束條件其實越少越好）
• 其他因素（中國大媽、黑天鵝）

3、算法，類神經？（為什麼一定要模型）

Future
1、區塊鏈？

記賬，被大家認可的結果（粒子群），優先輸出？

2、量化（其他干擾因素）
3、心理學、經濟學

Big data
——爬數據是一個鬥智鬥勇的過程

1、破解（URL、decode）
2、偽裝（瀏覽器、休眠）
3、自動化（while，跳出錯誤）
4、智能化（正則表達、數據整理）
5、數據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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