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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500 亿个日常
事件全面了解美国
证券市场

概述

美国金融业监管机构（FINRA）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督下的一家独立监管机

构，负责监控市场的运行状况。FINRA 还负责依据监管服务协议对美国的股票和

期权交易实施市场监督，目前负责对美国 99% 的上市股票和 80% 的上市期权

实施跨市场监督。FINRA 负责监管与美国上市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全部经纪公司和

经纪人，并负责监控美国股票市场上的交易。

FINRA 通过整理 500 亿个市场事件来评估整个美国证券市场的每日动态，以从中

发现市场操纵的证据。通过使用 Cloudera 和其他大数据技术重新编写该流程，

FINRA 构建了一个监管平台，不仅能够有效应对未来的市场增长变化，同时还可

遏制成本上升并提高运营效率。

挑战

每天，FINRA 必须整合来自证券公司和交易所的大量数据，以全面展现美国证券

交易市场的动态。这形成了一个不断演进的庞大的市场事件图形数据库，可支持

进行各种类型的分析，包括分析师的即时访问，以及基于庞大的监管模式库的分

析等等。

在静态环境中处理如此大量、复杂的数据非常困难，但是 FINRA 必须做到，同时

还需要应对不断演进的动态市场带来的挑战：

•  市场交易量不稳定且不断增长。

•  交易不断动态变化。

•  管理规则不断生成且日趋严格。

•  新的证券产品持续推出。

•  市场操作方式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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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行业

•  金融服务

•  公共部门

位置

• 华盛顿总部

• 遍布美国的 20 个办公地点

支持的业务应用

• 数据整合

• 近乎实时的分析

影响

• 查询时间从数小时缩短为数秒，支持 

迭代分析

• 支持扩展 Hadoop 以应对市场增长

• 将资源更多地集中在核心监管功能上

使用的技术

• Hadoop 平台：Cloudera Enterprise

• Hadoop 组件：Apache HBase、

Apache Hive、Cloudera Manager、

Hue、MapReduce、YARN

• 云平台：Amazon Web ServicesEC2

大数据规模

• 多达 500 亿个日常事件

• 按需以交互式方式访问 2 年内的数据

长期以来，FINRA 一直通过技术创新应对这些挑战；2014 年，FINRA 开始将全

部市场监控应用迁移至云端的现代化大数据平台。

解决方案

随着 Apache Hadoop 等开源技术日趋成熟，它开始能够与 Pivotal Greenplum 

和 IBM Netezza 等现有大数据方案进行竞争。FINRA 开始相关的探索工作，并

最终决定重新开发市场监管技术。以此为目标，FINRA 实施了一系列概念验证项

目，并逐步扩大范围和增加人员投入，旨在确定适当的技术堆栈和厂商关系，并

为业务案例提供数据支持。

该业务案例推动 2014 年初批准了一项计划，包括以下几个目标：

•  支持未来市场增长和动态监管环境。

•  支持对最终用户应用的所有数据进行快速、可靠的分析。

•  该平台能够控制未来技术的支出。

Apache Hadoop 很快脱颖而出，成为 FINRA 新平台的基础；它从技术上非常适

合监管目的，而且能够带动 FINRA 和整个数据管理社区的发展。FINRA 还非常

看重其开源特性，该特性可帮助降低成本并加快创新周期。

Hadoop 架构支持 FINRA 使用公有云基础架构（在本案例中由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这一基于云的部署可提供 FINRA 所需的弹性、经济性和企业

级基础架构支持。

FINRA 根据几个关键因素，最终决定选择 Cloudera 作为其 Hadoop 分发版，用

于处理构建上述市场事件图形数据库的关键流程，并支持监管分析师快速访问该

数据。这些因素包括：

•  Cloudera 的软件平台可提供普遍的企业就绪的 Apache Hadoop 分发版。

•  Cloudera Manager 可提供一个完善且便于用户管理的控制台，能够显著简化 

Hadoop 集群管理。

•  Cloudera 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出色的专业服务和广泛的支持，能够轻松应

对此类规模的 Hadoop 架构所固有的技术挑战。

使用 Hadoop 构建市场事件图形数据库是重新部署计划的首个主要挑战。每天，

FINRA 会从证券公司和各大交易所收到多种数据反馈，包括订单、报价和交易等。

由于交易可能涵盖多家数据提供商数日或数周的数据，所以了解订单生命周期需

要大量的数据，以连接这些不同的反馈并在接收到新信息时进行更新。这需要能

够非常快地访问数据。通过将 Apache HBase 作为 FINRA CDH 部署的一部分，

FINRA 成功满足了这一要求。

相比之下，支持监管分析师访问该数据更加困难。分析师需要访问至少两年的历

史数据（最好是以交互的方式），而非仅查看当前的活动数据。利用采用 HBase 

http://www.cloudera.com/content/cloudera/en/solutions/industries/financial-services.html
http://www.cloudera.com/content/cloudera/en/solutions/industries/public-sec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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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loudera，上述流程中的订单生命周期图形数据在一组专门针对数据快速访问

进行优化的服务器上，进行重新划分和分配。在这一方面，Cloudera 的专业知识 

为 FINRA 的成功提供了重要支持。除了在复杂配置方面提供帮助之外，Cloudera 

还针对 HBase 集群设计了一个快照备份，它可处理前所未有的数据量，并将其发

送回 Apache 社区。

影响：与市场增长保持同步

新系统必须能够处理市场交易量的增长。Cloudera Hadoop 平台将从以下几个方

面帮助 FINRA 与该增长保持同步：

•  借助横向扩展而非纵向扩展能力，FINRA 不再需要购买更大、更昂贵的设备

来支持不断增长的交易量。

•  同样，Hadoop 架构没有设定 “最大可用设备” 限制。

•  使用行业标准硬件允许灵活选择供应商和架构以应对未来增长。

影响：以更高的性能和更快速的创新完成使命

FINRA 的大数据平台能够实现其保护投资者和确保市场诚信的使命。通过以下几

个方面帮助其提高绩效和加速创新：

•  使用 HBase 访问订单生命周期数据库将某些复杂查询的响应时间大幅降低。

以前需要数个小时的查询现在仅需要几秒钟。具体而言，过去需要 90 分钟

时间的复杂查询现在仅需 10 秒钟即可完成。这带来交互性更强的体验，允

许分析师以过去的系统无法提供的方式快速迭代并找到答案。

•  通过采用开源核心来处理数据，FINRA 能够充分利用 Hadoop 和大数据社区

中的快速创新周期。

影响：更出色的监管系统

FINRA 利用大数据和云技术（包括 Cloudera）部署市场监管应用的计划旨在遏

制平台成本增长，提高运营效率。这可释放大量资源并将其集中用来改进系统，

从而在多个方面为管理分析师带来更高的灵活性和效率。

•  上一代数据设备的专用特性导致需要花费大量硬件成本并需要持续提供支持。

FINRA 基于 Hadoop 的平台允许使用成本较低的行业标准硬件。

•  与专用数据设备不同，基于 Hadoop 的架构支持在公有云（如 Amazon 

Web Services）上部署。在此基础之上，FINRA 将可以从此类厂商的运营

规模经济中获益，并获得出色弹性，以避免进行过度供应来处理峰值负载。

•  传统的环境还受到容量限制的挑战，导致 FINRA 花费大量精力和分析来确

定针对各种分析类型的容量在什么位置以及何时可用。通过取消容量限制，

Hadoop / 云组合几乎不再需要该工作。

• Cloudera Manager 可自动管理 Hadoop 内极为复杂的运营任务，可让 

FINRA 集中资源和专业知识开展重要的战略监管工作，而非基本的 IT 任务。

这可帮助 FINRA 节约成本，同时提高其完成核心任务的能力。

“以前需要数个小时的查询现

在仅需要几秒钟 ... 这带来交

互性更强的体验，允许分析

师以过去的系统无法提供的

方式快速迭代并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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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ear 正在变革整个企业数据管理方式，它打造了业界第一个构建于 Apache 

Hadoop 上的企业数据枢纽的大数据平台。Cloudera 向企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地

方进行存储，处理和分析所有的企业数据，助力企业扩展其现有的投资的价值，

同时又提出完全创新的方法来从企业数据中提炼价值。唯有 Cloudera 能够提供

企业迈向一个企业数据枢纽所需要的所有资源，包括旨在应对业务关键数据挑战

的软件。这些挑战包括数据的存储，访问，管理，分析，安全和检索。作为领先

的 Hadoop 专家的培训机构，Cloudera 在全球累计培训了超过 40,000 位学员。

超过1200个 Cloudera 的合作伙伴和 Cloudera 极富经验的专业服务团队帮助客

户更快地获取价值。最后，唯有 Cloudera 能够提供前瞻性的，预测性的支持以

确保一个企业数据枢纽无忧地运行。许多各个行业的领先的企业和顶尖的公共组

织都正在全球范围内采用 Cloudera 作为实际生产平台。www.cloud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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