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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MIDDLE CLASS
新中产理财需求释放催生了智能投顾，智能投顾在安全稳健、科

学性、个性化、性价比等方面完美贴合其需求，成为打开这一群

体理财市场的一把智能钥匙。

1
新中产催生
智能投顾

新中产崛起
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时，强调要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工作，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预计未来

5 到 10 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望上升到 3 亿至 5 亿。

目前，对中等收入群体最常用的衡量标准是中产阶

层。中产阶层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界定。各机

构对此持不同的标准。瑞士信贷按照美国 5 万—50 万美

元财富的标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后得出中产阈值；福

布斯杂志的中产阶级标准是年收入在 1 万美元和 6 万美

元之间；麦肯锡将年收入在 1.35 万美元到 5.39 万美元

之间的人群划为中产阶层；中国国家统计局则将中产阶

级定义为年收入在 7250-62500 美元。

虽然说概念界定都是人为的，每个机构都可以有不

同的界定标准。但是，概念的界定是讨论问题的前提，

概念的混乱必然导致问题分析的混乱，导致问题的不可

比性。

同时，要注意的是，对于不断扩大的消费群体，是

否只有收入或财富这一标准可以衡量？除此之外，伴随

着互联网技术快速迭代和居民财富稳定增长，这部分人

群是否还有其他显著特征？

宜信财富认为，应当采用与中产阶层存在差异的另

一个概念——“新中产阶层”来代表这一在中国迅速崛

起的消费人群。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市场的未来

趋势，是消费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驱动。那么，

什么是新中产呢？

新中产生活在国家发展的上升期，大多来自轻资产

阶层，与传统“中产阶层”的定义不同，新中产是互联

网浸润的一代，是永远在线的数字原住民，习惯网络连

接一切，有强烈的网络依赖症。他们喜欢探索新奇，能

够娴熟地使用各种高科技产品来延伸自己的能力。他们

大多来自国内一、二线城市，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

的理财认知，拥有国际视野，着眼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问

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精神上的世界公民。

新中产有积极向上、做更好的自己的强烈诉求，年

龄大多集中在 30-45 岁，是当下职场的中坚力量，是

未来财富的创造者和未来生活方式的引领者。财富不再

是阶层划分的唯一标签，与传统中产阶级相比，新中产

人群崇尚个性，在生活态度、消费观念、理财方式上，

既追求品质又保持理性。他们更愿意为精神共鸣买单，

他们希望借助于不同的消费和理财方式拉开与大众的距

离，彰显自我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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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产理财需求
为了解新中产人群的理财需求特征，宜信财富联合

彭博商业周刊对新中产人群进行在线调查。调查覆盖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六个城市，目标人

群的年龄分布在 30 到 45 岁之间，可投资资产介于人

民币 50 万元到 200 万元之间。调查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启动，于 10 月 30 日结束。最终回收 6173 份问

卷，有效问卷为 5762 份。调查显示，受访人群中男女

分别占比为 63% 和 37%。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

72%。

追求稳健型理财产品
新中产群体大多有着体面、稳定的工作，属于理性

消费人群。87% 的调查对象接受“风险与收益成正比”

的观念，对于高利率产品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因此，高

收益将不再是能打动新中产的关键。73% 的受访者表示，

会根据经济环境和个人财务状况做出合理选择，偏好安

全稳健的投资产品。

追求个性化理财产品
新中产人群热衷于追随新鲜事物，不愿固守不变，

多样性和个性化是他们生活的追求。而且新中产喜恶分

明，充满质疑。调查中，62% 的新中产非常希望能够通

过自己的投资研究得出最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所以一

刀切的产品模式满足不了他们对多样性和个性化的需求。

追求数字化理财产品
对于成长在科技日新月异时代的新中产而言，他们

的行为模式深受互联网进程的影响。他们希望时时保持

联系，而且总是希望有速度更快、质量更高的信息传递。

他们中大多数已经在使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各种在

线理财工具，而且相比其它传统客群，更看重数字化服

务产品和便捷的服务体验。此外，与高净值人群喜欢

专业人工投顾不同，新中产阶层更喜欢智能投顾，以确

保自己的生活不受人为干扰，更相信自己的理性判断，

从情感上认为人工投顾是“推销员”。在调查中发现，

76% 的新中产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自动化顾问工具等数字

化渠道，获得投资推荐和投资组合分析等多项服务。将

数字化服务产品融合到新中产不断更新、互相联结的世

界中将是至关重要的。

追求全球化理财产品
互联网时代，知识、财富和观念都已经突破了地域

甚至国家的束缚。小到苹果手机、澳洲奶粉、异国旅游，

大到跨国投资、海外置业、留学移民，新中产对于生活

的规划和消费的选择，都颇具全球化视野。他们在投资

规划时也不再满足于国内产品，而是放眼全球。调查显

示，90% 以上的新中产希望在资产配置时能拥有海外资

产，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和债券、外汇与

黄金、海外房地产信托基金等等。

追求性价比高的理财产品
新中产是理性消费的一群人，他们热衷于运用互联

网进行学习财经知识和了解金融产品，对于金融产品，

新中产对有竞争力的、透明的定价较为敏感。在对于金

融产品尚未熟知的阶段，更多新中产对于金融服务抱有

谨慎期望的态度，在当前普遍低收益的大环境下尤为如

此。在调查中，有 61% 的新中产在选择金融产品时的考

虑因素是价格。另外，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帮助下，投

资者可以非常容易地比较所有金融产品，选择性价比最

高的产品服务。因此，财富管理机构必须为这个极为敏

锐的客群提供清晰的物有所值的服务。

总之，新中产人群的投资需求与其它人群有所差别，

其投资需求和目前财富管理机构可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

错配，需要单独为其量身打造加以解决。

智能投顾，
打开新中产理财市场的智能钥匙

> 智能投顾定义

在新中产阶层对收益安全稳健、投资标的全球化和

决策执行数字化的理财服务的强烈需求之下，连接中国

投资者与全球市场的智能投顾产品一经面世便获得了广

泛的关注和接纳。

智能投顾，又称机器人投顾，是一种结合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以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MPT）的在线投资顾问服务模式。智能投顾借助投资

理论搭建量化交易决策模型，再将投资者风险偏好、财

务状况及理财规划等变量输入模型，为用户生成自动化、

智能化、个性化的资产配置建议，并提供交易执行、资

产再平衡、税收筹划、房贷偿还、税收申报等增值服务。

目前智能投顾以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作为主要

投资标的，并通过不同类别 ETF 的动态配置来提高投

资组合分散程度。智能投顾的核心技术流程体现在现代

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策略生成（ISM）、量化投资策略

以及智能代理（IA）四个维度，通过人工智能以及大数

据技术将后三个维度有效衔接，使之成为一个有效的投

资决策系统，在为投资者提供高度个性化匹配的投资组

合配置的同时，还能对组合进行动态优化调整。与传统

意义上的量化交易不同的是，由于机器学习辅助的介入，

智能投顾的投资模型参数可以做到实时变化从而达到自

动优化的效果。

> 智能投顾直击新中产理财痛点

在强大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支撑之下，智能投顾契合

了新中产对于专业理财的需求，而所有理财的规划和调

控都在个体全面的掌控之下。智能投顾根据现代组合理

论，按照客户的风险偏好和理财目标把客户资产分散到

不同类别资产中，其投资决策以及投资组合管理交由人

工智能平台完成，同时对多个投资标的进行投资管理，

个体也可随时调整其风险偏好组合，一手把握航向。

稳健
作为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应用，智能投顾被喻为理财

界的无人驾驶，起于安全，达于智能。

首先，如同无人驾驶只需要驾驶员输入目的地这一

简单操作，智能投顾只需要投资人输入财务状况和风险

偏好，便可开启自动理财模式。如同无人驾驶可以根据

路况自动调整行驶速度和路线，实现最佳路径规划一般，

智能投顾可以根据资产价格波动自动调整组合资产的配

比，实现最优的资产配置。更为关键的是，无人驾驶能

够克服人为因素，减少交通事故，智能投顾亦然，可避

免投资者因市场行情变动而情绪波动，干扰既定策略的

有效运行，保障投资的安全。

新中产催生智能投顾NEO-MIDDLE CLASS



中国新中产智能投顾研究报告 09中国新中产智能投顾研究报告08

个性化
类似亚马逊向用户推荐个性化商品、netflix 向用户

推荐个性化影视节目、今日头条向用户推送个性化新闻，

智能理财根据用户的年龄、性别、收入、心理特征等因

素的差异会生成不同的风险偏好曲线，亦即根据用户大

数据识别出用户的个性化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由

此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资产配置方案。

数字化
对于新中产数字原住民来说，已经习惯移动理财、

移动办公的他们，更加习惯流程透明且反馈及时的智能

服务。智能投顾的投资组合是完全向用户公开的，且投

资交易过程、费用交割等信息对用户实时公开，完全透

明。由于是数字理财，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注册自己

的专属账户、评测风险水平、建立投资计划，以及在投

资策略执行后的任何时间段登录账户了解自己账户的浮

动盈亏水平，甚至调整自己的策略组合。智能投顾就是

一个不眠不休的机器管家，7*24 小时不间断智能化管理

客户的专属投资账户。

全球化
大部分智能投顾产品将资产配置于全球各类 ETF，

在实现资产类别分散的同时，还最大限度追求国别地域

的分散，资产配置范围广，分散程度高，抗风险能力

强。部分智能投顾算法可以做到实时监控全球资本市

场以及风险事件，当遭遇影响力较大的系统性风险时，

会自动调整组合中相应资产的权重以达到降低组合的

风险敞口。

性价比高
由于人力成本高，专人提供理财建议所要收取的管

理费普遍高于 1%，且边际成本下降不明显，而目前智

能投顾管理费普遍在 0.25-0.5% 之间，因为基于计算

机算法辅助，边际成本随着客户的增多而下降，边际效

应明显。部分智能投顾平台如 Wealthfront、Personal 

Capital、宜信财富投米 RA 等，都开放了对部分用户的

免费服务。

海外市场
OVERSEAS MARKET
美国智能投顾行业集中度明显，

前五大智能投顾公司（或产品）占据超过 90% 的市场份额。

2

新中产催生智能投顾NEO-MIDDL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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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智能投顾在美国财富管理市场崭露头角。

最根本的原因，是后起的千禧一代开始青睐数字化理财

产品。

美国的财富管理也在经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革，千

禧一代（指 1983-2000 年间出生、伴随着网络 / 计算机

科学高速发展长大的一代）正在成为美国市场的新生力

量，新一代的成长环境、投资习惯和理财需求为美国的

智能投顾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从客观上看，大部分千禧人群由于可投资资产有

限，并不能充分享受到投资顾问的服务。根据美国 TD-

Ameritrade 的统计数据，在可投资资产大于 50 万美金

的人群中，65% 都会拥有投顾服务，但是当可投资资产

下降到 15 万美金至 50 万美金区间时，享受投顾服务占

比下降为 33%。在财富值尚未企及父辈的千禧一代中，

投顾服务存在相当大的真空。

但他们又是投资顾问们无法舍弃的客群，因为他们

即便今天并不富裕，却代表了未来财富的方向。参照德

勤的预测，未来 15 年美国家庭财富年增长率约为 4%，

2030 年全美家庭金融资产将达到 130 万亿美元，其中千

禧一代的金融资产占比将从目前的 4% 增长到 16%，属

于财富规模增长最快的人群。

从主观上看，千禧人群是美国理财界最难攻破的一

个人群。他们在对待投资顾问的态度上与父辈截然不同。

根据高盛最近一份名为“金融的未来”(The future of 

finance) 的报告，美国千禧一代对于财富顾问有着更少

的信任感，对于积极投资理念更不信服。这在美林一项

针对18岁到35岁投资者的调查中得到了佐证，调查显示，

千禧一代不愿与专业的投资顾问进行接触，他们往往认

为投资顾问与推销员无异。

而作为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千禧一代对

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科技的接受程度较高，

他们对互联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更愿意与机器交流，

愿意拥抱新生事物。所以，如果能在投顾服务中融入更

多科技元素，势必有助于吸引这部分人群。

千禧一代的投资偏好开启了投顾市场的新趋势：被

动投资、自动化投资、在线投资、手机投资和费率透明

的投资。极具 Fintech 特色的智能投顾便成为他们进行

投资理财、资产管理时的优先选择之一。

其次，被动投资理念推动美国 ETF 飞速发展，也为

智能投顾提供了良好的产品基础。

过去十年来被动投资迅速发展，追踪指数、费率相

对较低的 ETF 吸引的资金持续膨胀。美国市场上主动投

资与被动投资模式切换更是异常明显。ETF 市场的日趋

成熟为美国的智能投顾提供了宽泛的投资标的。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竞相宽松，

推升了全球资产价格，ETF 基金获得了可观的回报。而

且，ETF 与主动投资的对冲基金相比，管理费更低，价

格更透明。这些优势令 ETF 迅速成为投资首选。而历来

标榜通过专业能力和主动型策略进行投资的对冲基金，

一方面要收取高昂的管理费，另一方面却屡屡跑输大盘

指数，饱受投资者的诟病。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数据，

从 2007 年到 2014 年的 8 年间，投资美国股票的被动基

金累计新增规模与主动管理基金丢掉的规模相当，而被

动基金 2/3 的新增规模是由 ETF 所获得的。

2015 年从年初至 12 月初，美国市场发行了 270 只

ETF，管理资产规模累计 2.15 万亿美元，较 2014 年底

的 2.006 万亿美元增长了 7%。数量众多、产品多样的 

ETF 市场为智能投顾提供了丰富的投资基础。

此外，量化投资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智能投顾

的大数据存储、批量处理以及高速运算等功能得以实现。

海外市场OVERSEAS MARKET

兴起原因：
千禧一代、ETF大发展、量化和大数据技术

据花旗集团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从 2012 年到 

2015 年底，美国智能投顾管理的资产规模从几乎为零增

加到了 190 亿美元。但与其他资产比较而言，智能投顾

还犹如初生婴儿。

咨询机构科尔尼 (A.T. Kearny) 预计，智能投顾未来 

3 到 5 年将成为主流，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68%，到 2020 

年其管理资产规模有望达到 2.2 万亿美元，占当时全球

财富管理规模比例超过 2.2%，市场渗透率则将从 0.5% 

猛增至 5.6%。

智能投顾 ^ 共同基金 *ETF#

全球资产管理规模：
智能投顾 VS ETF、共同基金行业

30.4 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
^ 花旗集团 ;
# ETFGI; *ICI

2.6 万亿美元

2016

1.1

1.1
0.1

0.4

0.4

0.5

0.7

0.8

2017 2018 2019 2020

2.0

1.5

1.0

0.5

0.0

2.5 从已投资产转移
从现金资产转移

      数据来源：A.T. Kearney

      数据来源：A.T. Kearney

0.2

2016

5.6%

4.1%

2.7%

1.7%

0.9%

2017 2018 2019 2020

6.0 %
5.0 %

4.0 %

0.0 %

3.0 %
2.0 %

1.0 %

注：渗透率＝智能投资管理资产规模／总资产规模

智能投顾渗透率预测

市场潜力：
从 190亿美元到 2.2 万亿美元

智能投资管理规模预估（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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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48.6%

拉美

70.4%

北美

代表公司
智能投顾的接受度

AssetBuilder; Edelman Financial Services; QuickVest; Rebalance IRA; TradeKing 
Advisors; Acorns; Blooom; True Wealth; Financial Engines; Guided Choice; 
Marketriders; Co vestor; FinancialGuard; FlexScore; Quicken

其他美国公司

Wealthsimple

33.5%

除了完美贴合新中产理财需求外，智能投顾分散化、

透明性、低费用、易操作等优势也成功赢得了高净值客

户的青睐，他们愿意拿出一部分资产来尝试数字化理财。

根据 Capgemini 和 RBC WM 联合发布的 《2015 世界财

富报告》，全球范围内 48.6% 的高净值人群对智能投顾

产品的易用性、低费率非常认可，并表示愿意接受将自

己一部分财富交由智能投顾打理，而持这一态度的高净

值人群在亚太区（除日本）占比为 76.3%，位列全球第一。

就业务活跃度而言，在美国的智能投顾公司数量最多，

英国次之。

Wealthfront；Betterment；Vanguard 
Personal Advisor Services；Schwab 
intelligent Portfolios；Personal Capital；
AssetBuilder；Edelman Financial 
Services；Futureadvisor；QuickVest；
LearnVest；Sigfig；Rebalance IRA；
WiseBanyan；TradeKing Advisors；
Acorns；Blooom；True Wealth；
Financial Engines；Guided Choice；
Marketriders；Covestor；Financial 
Guard；FlexScore；Quicken；Mint

高净值人群对智能投顾的接受度

Marie Quantier;
FundShop;Advize.fr

Stockspot

  数据来源：Capgemini，RBC WM

日本

欧洲

亚太
( 除日本）

45.8
%

52.5
%

76.3%

FinanceScout 24;Quirion

Swissquote ePrivate 
Banking

Money Farm
Money on Toast；
Zen Assets；
Nutmeg；Vaamo；
Wealth Horizon；
HL Portfolio

海外市场OVERSEA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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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32008 2009 2010 2011 2014 2015 2016

Betterment 成立
Wealthfront 前身 Kaching 成立

Personal Capital 前身 SafeCorp 成立

Future Advisor 成立
Betterment 发布产品
SafeCorp 更名为 Personal Capital

Kaching 更名为 Wealthfront

百舸争流，各有千秋

智 能 投 顾 诞 生 之 初， 多 以 依 赖 于 自 身 技 术 优

势 并 结 合 互 联 网 平 台 得 以 发 展。 如 Wealthfront、

Betterment、Personal Capital、SigFig 等。 其 中， 作

为智能投顾行业的领头羊，Wealthfront 和 Betterment 

两家企业以各自不同的策略捕获了智能投顾的大部分市

场。从 2013 年开始，两家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呈现了

惊人的增长，如今，Wealthfront 拥有了约 35 亿美元的

资产管理规模，而 Betterment 则超过了 40 亿美元。

随着智能投顾市场的不断扩大，传统金融机构纷

纷以收购、合作或自建的形式布局自身智能投顾平

台。一方面，搭建自身智能投顾平台的金融机构越来

越多，例如 2015 年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收购智能投顾初创公司 FutureAdvisor，

高盛（Goldman Sachs）收购线上退休账户理财平台 

HonestDollar，美国最大券商之一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推出自己的智能投顾工具——嘉信智能平台，

此外先锋基金（Vanguard）、 蒙 特 利 尔 银 行（Bank 

Of Montreal）和 TD Ameritrade 都在积极布局。另一

方面，一些传统巨头通过与新兴智能投顾合作以获得白

标方案和软件平台，例如摩根和高盛积极投资 Motif，

富国基金则已与 Betterment 展开战略合作。

大金融机构的品牌效应、研发优势、产品资源，使

得智能投顾能够提供给投资者更便利、高效的服务，庞

大的客户资源将促使产品迅速扩张，这一布局下，智

能投顾行业注定会更加迅猛地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如

Wealthfront 这类没有金融机构作为靠山的独立产品，也

会受到来自用户资源、营销成本、产品接入等多个方面

的压力和挑战，寻求合作伙伴、优化产品服务可能是这

类产品的突破口。

从竞争态势看，美国智能投顾行业集中度明显，前五

大智能投顾公司（或产品）占据超过 90% 的市场份额；

同时，智能投顾公司遍地开花，目前已有超过 200 家公

司布局智能投顾市场，且这一数字在不断攀升。

美国智能投顾市场发展历程

Sigfig 成立

WiseBanyan 成立

Vanguard 推出
Vanguard Personal Advisor Services

Charles Schwab 推出
Schwab Intelligent Portfolios
Deutsche Bank 推出智能投顾平台 AnlageFinder
BlackRock 收购 Future Advisor 

Goldman Sachs
收购 Honest Dollar

Schwab Intelligent Portfolios 4,100

Betterment 3,950

Wealthfront 3,055

Future Advisor 789

Rebalance 334

Blooom 224

Personal Capital 200

Sigfig Wealth 94

Hedgeable 45

Tradeking Advisors 13

Covestor 13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Vanguard Personal Advisor Services 31,000

 数据来源：SEC美国智能投顾行业集中度明显（截止 2016 年 3 月）

管理资产，单位（百万美元）

海外市场OVERSEAS MARKET

 数据来源：宜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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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主流的各家智能投顾，它们在标的资产、收费模式、

服务模式、平台特色等方面各具特色。例如：Wealthfront 

拥有品种丰富的投资种类，有助于客户做到分散化投资；

Sigfig 和 FutureAdvisor 的特色是对客户投资行为的侧重，

帮助客户发现投资组合中可避免的隐形费用，并给出改进建

议；Mint 的亮点是创造性地通过授权，将用户的各个账户

结合起来，综合进行分析；WiseBanyan 设计并提供拆分的 

ETF 产品，将门槛降低到几乎为零；Learnvest 则将服务对

象主要定位在女性群体，跟踪她们的消费并进行分类，在此

基础上给出对应的理财方案。

智能投顾为投资者提供的服务范围

Wealthfront
Betterment
Sigfig
FutureAdvisor
Mint
WiseBanyan
MarketRiders
Personal Capital
Learnvest
Vanguard

服务内容公司名称

无有

理财方案 投资账户管理 养老金管理 税务筹划 投资诊断 人机结合

美国市场上多数的智能投顾都提供了理财方案的设计、

投资账户的管理和养老金管理等服务。投资者只需要完成各

个投顾提供的相应的调查问卷，智能投顾便可以基于投资者

数据评估出风险偏好、投资目标等指标，提供最优理财配置

方案。除 MarketRider 外，基本上智能投顾都提供了投资

账户的智能管理。此外，智能投顾还将养老退休规划等问题

考虑在内，从税务和法律角度提供了相应的规划方案。

智能投顾固然以提供定制化的理财方案为首要目标，而

在投顾服务之外延伸出的增值服务方面，各家投顾公司则是

各有侧重，如：税务筹划、投资诊断或人机结合等，试图契

合各类型客户的投资需求。

 来源：宜信研究院

小结
虽然每家智能投顾公司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是通

过比较，我们能发现一些行业共性：

①在降低成本上，主流智能投顾都下足了功夫。

Wealthfront 和 Betterment 对用户收取的平台费用都压

低到了 0.25% 上下的水平，相比之下，Betterment 的浮

动收费模式更加吸引 10 万美元以上资产规模的用户，而

Wealthfront 更加吸引 1 万美元以下资产规模的用户；嘉

信理财的产品甚至利用平台优势实现了零平台费用的运

营模式，进一步压低用户的成本费用，可谓后来居上；

②尽管主流智能投顾的财富管理功能大体相同，但是

它们背后的模型方法仍然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不同的模

公司名称

Betterment

Market Riders

Wealthfront

Wisebanyan

Future Advisor

Vanguard Personal 
Advisor Services

Schwab Intelligent 
Portfolios

Personal Capital

Sigfig

Mint

收费模式

10000 美元以内：0.35%；10000 美元 -100000
美元：0.25%；超过 100000 美元：0.15%

10000 美元以内免费
超过 10000 美元部分为 0.25%

120 美元

150 美元

0.5%

0.3%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浮动按比例

免费

固定金额

固定金额

固定按比例

固定按比例

固定按比例

免费

免费

免费

管理费费率

型可能为用户带来不同的财富管理效益，智能投顾在如何

为用户个性化地定制优化投资组合上充满比较与竞争；

③智能投顾产品的创新性功能成为产品的加分项，比

如 Wealthfront 首个将美股 ETF 用个股组合代替，探寻

更低的成本模式，再比如贝莱德收购的机器人投顾产品

Future Advisor，可以直接管理用户现有的投资组合，而

不必须建立新的投资组合，为用户带来了更多的便捷。

④我们也看到了产品的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投资在

被动型 ETF 基金上。目前美国主流智能投顾尚没有投资

在主动管理型基金或股票上的。

 来源：宜信研究院美国智能投顾管理费收费模式

海外市场OVERSEA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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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Wealthfront 创立了被业界广泛仿效的智能投顾业务模式；

Betterment 用收费递减的模式吸引资金量更大的投资者；

宜信财富投米 RA 让中国投资者真正实现一键投资全球。

3

在注册之前，Wealthfront 首先要求用户填写调查

问卷在注册之前，Wealthfront 首先要求用户填写调查

问卷，对用户的风险容忍度进行评估，并根据该评估

分数（0-10 分），为其推荐量身定制的投资计划。该

调查问卷以最少的问题对个人的风险容忍度进行精确评

估，该系列问题是经过全面的学术研究调查才得以确定。

不同于一些在线的免费风险评估问卷，Wealthfront 采

用的是多层次的风险评估方法，不仅考虑用户的主观风

险容忍度，同时兼顾个人对主观风险评估问题的一致性

和基于其退休后收支的客观风险承受能力。

> 业务流程
Wealthfront 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注册地位于硅

谷，早期客户以硅谷地区科技公司员工为主，是美国

智能投顾行业的标杆企业。根据 SEC 相关资料，2016

年 6 月 Wealthfront 的资产管理规模为 35 亿美元，

拥有 8 万多名投资者，平均每个账户资产约 4.2 万美

元。Wealthfront 已经获得 1.29 亿美元风险投资。目前

Wealthfront 业务仅限于美国本土。

Wealthfront 公司所创立一套智能投顾业务模式，

后来被业界广泛模仿，已经成为智能投顾业务的核心流

程，该流程如下：①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用户的风险偏

好和风险承受能力；②根据评估结果为用户量身定制投

资计划；③平台实时监控投资组合的动态；④实时动态

优化调整投资组合，定期对计划进行更新，以便合理控

制风险，使之始终落在用户的容忍范围之内。

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用户调查问卷

1. 你期望什么样的理财顾问

A 构建多样化组合    B 节税   C 希望有人代自己理财   D 不落后或跑赢市场

4. 你目前的家庭状况

A 单收入家庭，无抚养人    B 单收入家庭，至少一个抚养人
C 双收入家庭，无抚养人    D 双收入家庭，至少一个抚养人 E 退休或财务独立

6. 当决定投资时，你最关心什么
A 收益最大化   B 损失最小化   C 两者兼顾

7. 股市波动，你的资产组合损失 10%，你会怎么办
A 清仓   B 出售一部分   C 继续持有全部投资   D 买入更多

2. 你现在的年龄

3. 你现在的收入

5. 你有多少流动资金可供投资

Wealfront：
业务模式开创行业先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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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根据对用户风险偏好的计算，基于现代投资组

合理论，为客户推荐投资计划。

投资组合主要包括两大类：需纳税的投资组合和退

休金投资组合。其中，需纳税的投资组合适用于个人、

联合或信托账户，退休金投资组合适用于 401（K）

Rollovers、传统 IRAs、Roth IRAs 或 SEP IRAs 账户。

资产类别主要有十一大类：美股、海外股票、新兴

市场股票、股利股票、房地产、自然资源、美国国债、

美国通胀指数化证券、市政债券、公司债券、新兴市场

债券。

投资组合的载体为指数基金（ETF），将依据风险容

忍度的不同，向投资者推荐投资计划。

Wealthfront 选择投资的 ETF 都是来自 Vanguard、

iShares 等的大型、高流动性、低费率、低跟踪误差的

ETF，总数不超过 40 个，以便于搭建和调试模型。除了

向客户直接收取的资产管理费以外，公司并没有从 ETF

销售中提取佣金，避免了利益冲突。选用的 ETF 代表了

不同的资产类别，以达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多样化的投资方案

美股 海外股票 新兴市场 股利股票 自然资源 市政债券

投资计划推荐

案例分析CASE ANALYSIS

2

 资料来源：Wealthfront 官网

⒈用户开户后，资金转入名为 ApexClearing 的证券经

纪公司；

⒉ Wealthfront 代理用户向证券经纪公司 ApexClearing 

发送交易指令，买卖 ETF；

⒊账户监管与调整

①当资产组合以基于阈值而非时间的一定比例偏离目标

配置时，则需要重新平衡投资组合的比例。因此，

Wealthfront 对用户的资产组合进行持续监管，并定

期以投资目标为准，在考虑各项资产的波动性和用户

的税收情况下，重新平衡资产组合比例。

②用户也可以定期评估、检测自己的投资组合。如果用

户改变了自己的风险评分，Wealthfront 会根据客户

的需求变化重新计算新的资产配置以调整账户。

⒈开户申请：基本资料填写（姓名、邮箱、密码）。

⒉开设投资账户

① 选择开设账户类型：据投资组合的不同，有两类

投资账户可供选择：需缴税的账户（个人、联合、

信托）、退休金账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开设一个或多个账户；

② 选择避税工具与否及避税方式；

③ 填写基本信息、个人信息、排除的股票清单、资

金支付方式；

④ 检查核对。

开设账户

3

投资交易

经过在线问卷后，由后台软件算法自动生成投资建议和对应的 ETF 组合

美股 海外股票 新兴市场股票 股利股票 自然资源 市政债券

Vanguard VTI Vanguard VEA Vanguard VWO State Street XLEVanguard VIG iSharesMUB
35% 20% 15% 7% 5% 18%

 资料来源：Wealthfront 官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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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性服务

除此之外，Wealthfront 还为部分用户提供了两个

创新性的服务：税收优化直接指数化（Tax-Optimized 

Direct Indexing） 和 单 只 股 票 分 散 化（Single-Stock 

Diversification Service）。 这 两 个 创 新 服 务 为

Wealthfront 这款智能投顾产品增加了更多的亮点和竞

争力。

首 先 介 绍 税 收 优 化 直 接 指 数 化。 这 指 的 是

Wealthfront 出于在个股层面上实现税收亏损收割功能

的目的，将用户投资组合中的 ETF 用个股组合代替，

构建出来的组合可以模拟不同规模指数 ETF 的表现，

并且用户不需要承担额外佣金。具体的替代方法是利用

100 至 1000 只大盘股模拟美股大、中盘指数 ETF，

并结合配置 1 到 2 只 ETF 基金来模拟出小盘股指数

ETF，实现了不同规模指数 ETF 的替代。这项服务的

好处一方面是减少了投资 ETF 需要支付给基金公司的

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在个股层面上的税收亏损

收割功能，即当投资组合中个股亏损时就可以卖出

以实现税收亏损收割，具有更多潜在的节税收益。目前，

税收优化直接指数化只对美股 ETF 进行替换，并且只

对 10 万美元及以上的账户提供。

Wealthfront 的另一项独特的服务是单只股票分散

化。这项服务针对的用户是大量持有某只公司股票的

（前）公司员工和公众投资者。当投资者手中只重仓一

只股票时，需要完全承担这只股票的风险，无法获得分

散化投资带来的低风险的好处，Wealthfront 根据用户

的短期资金需求和长期投资计划，为用户提供一定时间

内逐渐卖出一定数量该公司股票的服务，并将卖出股票

获得的现金投资于用户的分散化投资组合。相比于用户

自己卖出股票，Wealthfront 为用户提供的服务有以下

几点好处：a. 免佣金：个人投资者卖出股票需要向经纪

商缴纳佣金，但是 Wealthfront 提供的服务中，用户免

除了佣金费用，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b. 逐日卖出：

个人投资者出于方便会一次性卖出所持有的大量股票，

但可能会因此错失未来卖出股票获得更大收益的机会，

反之，Wealthfront 根据客户的短期资金需求，有计划

地逐日卖出，减少了错失良机的风险；c. 考虑税费：

Wealthfront 的卖出计划考虑了用户的短期资金需求以

及纳税要求，并且尽可能减少需要支出的税费；d. 收入

再投资：Wealthfront 的这项服务与上面所述的分散化

投资组合挂钩，当 Wealthfront 帮助用户卖出所持有的

股票并完成交税、支付短期资金需求之后，直接将多余

的收入投资在用户在 Wealthfront 建立的投资组合中，

为用户省去了思考闲臵资金如何再投资的麻烦。目前，

Wealthfront 的这项服务只针对 Facebook 和 Twitter

两只股票。

> 收费模式

在收费方面，Wealthfront 的显著特点就是低成本，

主要客户为中等收入年轻人，区别于传统理财主要针对

高净值人群。平台的盈利来源为其向客户收取的咨询费。

Betterment 诞 生 于 纽 约 曼 哈 顿， 是 硅 谷 起 家 的

Wealthfont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其传统金融色彩更浓，

目前在业务规模上也暂时略胜一筹。Betterment 成立

于 2010 年 5 月，目前管理资产规模已经达到 40 亿美

元，用户数逾 18 万，平均每个账户资产约 2.2 万美元，

是美国智能投顾行业巨头之一。截至 2016 年 3 月，

Betterment 共进行了 5 轮融资，共计融得资金 2 亿美

元。引人注目的是，该公司 3 月的 E 轮融资就达到了 1

亿美元。公司目前还在尝试和传统人工投顾展开合作。

Betterment 基于用户的投资目标建立投资组合，为

用户设置了三个投资目标：预防性资金、退休保障、无

明确目的。与 Wealthfront 不同，Betterment 没有设

计关于用户的风险偏好的问卷，而是只需要了解用户的

年龄、投资目标和投资期限，就可以为用户输出优化的

投资组合。

今 年 8 月， 打 车 服 务 运 营 商 Uber 宣 布， 与

Betterment 合作为波士顿、芝加哥、新泽西及西雅图的

Uber 司机提供资产管理咨询服务及退休计划协助服务。

此举令Betterment将Wealthfont等竞争对手甩在了身后。

> 业务流程

1

投资计划推荐

低于 10000 美元：
不收取管理费
高于 10000 美元；
每年收取管理费 0.25%

计算公式：
（账户资产净值 -10000）
*0.25* 投资持有天数 /365

管理费

Wealthfront 的收费模式
 资料来源：Wealthfront 官网

01

管理费减免
每邀请一位用户，
邀请人将获得
5000 美元投资
额的管理费减免

02

平台对于用户原有的经
纪公司向用户收取的转
账费用予以补偿

转账费用补偿

用户需要联系平台

03

ETF 持有费用，平
均为 0.12%

其他费用

适用于持有 ETF 期间，归
属于 ETF 所属基金公司

04

Betterment：
不问风险偏好的智能投顾

用户在首页上填写投资目标相关的基本信息资料（年

龄、在职或退休、年收入）。Betterment 基于年龄和收入，

为客户推荐了三个投资模式：安全网（保守的投资组合）、

退休（以退休年收入为目标的常规投资）、普通投资（无

特定目标的资本保值或增值）。在不同的投资目标下，

Betterment 设定了不同的目标收益范围，并针对两类

型资产（股票组合、债券组合）设定了不同的配置比例。

案例分析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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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性服务

Betterment 同 样 也 有 自 动 资 产 再 平 衡 和 税 收

亏 损 收 割 的 功 能， 以 及 一 些 创 新 性 的 功 能， 比 如

SmartDeposit。 用 户 首 先 需 要 设 置 自 动 投 资 金 额

上限和银行账户上限，当银行账户金额达到上限，

SmartDeposit 将自动对超出部分提取并进行投资，但是

如果超出部分达到定期投资金额上限，SmartDeposit 将

不会继续提取超出部分进行投资。这个自动化功能可以

避免用户在银行账户上留存不必要的现金，对这部分现

金投资可以获得比银行存款利息更多的收益；对自动投

资金额设臵上限，可以应对用户急需资金的情况。

> 收费模式

Betterment 的收费模式具有很大亮点：根据用户的

投资金额设定浮动收费制，用户投资金额越多，平台费

率越低。平台费率范围在 0.15% 到 0.35% 之间，对低于

1 万美元的账户，年费率为 0.35%（每月增加不低于 100

美元投资）或每月 3 美元费用（每月增加投资低于 100

美元），对 1 万美元至 10 万美元之间的用户收取 0.25%

年费，不要求每月增加投资，对 10 万美元以上的用户

收取 0.15% 的年费，同样不要求每月增加投资；此外

Betterment 对账户也没有最低投资金额的要求，因此在

平台使用成本方面相当诱人。

⒈填写基本信息、联系方式、社会安全号码、出生

日期

⒉填写财务背景资料

⒊选择主要和备份的安全问题并设置答案

注册成功后，该账号与用户的银行账号相绑定，用

户可以通过 Betterment 平台直接投资。在用户的投资

网页界面上，显示着客户的投资余额总额，包括本金和

收益，并以仪表盘的形式显示着客户的投资中股票和债

券的投资比例和余额总额。Betterment 向客户提供合

适风险的股票和债券的任意组合，客户只需要决定在股

票和债券两个投资项间的资金分配比例，即相应调整风

险的高低，剩下的工作就可以由 Betterment 自动完成。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先选定其中的一项投资模

式。在注册后，可以对投资目标进行更改或增加更多的投

资模式。

Betterment 会根据不同的投资模式提供不同类型的

投资计划建议，它会推荐一种资产配置，并告知用户达到

目标所需的投资金额。随着时间的推移，Betterment 也

将不断提供平衡风险和回报的最新建议。投资标的由股票

ETF 和债券 ETF 组成。所有的 Betterment 用户都可以

以低成本和高流动性的 ETF 投资方式配置全球化资产。

2
选定初始目标

开设账户
3

4

投资交易

这样设计的原理是，用户在问卷中回答的风险偏好

并不是达成投资目标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水平，而投资期

限、投资目标以及资金支出计划才是资产配置需要考

虑的问题：长期的投资计划（比如储蓄退休金）可以

投资更高比例在股票资产上，因为长期来看，股票的

投资回报高于债券的投资回报；短期的资金需求（比如

购房买车）则需要投资较多收益类的债券、较少的股

票来避免短期内亏损；对于没有明确目标的投资计划，

Betterment 根据用户的年龄来配置资产投资比例，用户

越年轻，投资组合可承受的风险也越高，通常这类投资

组合中股票占比不低于 55%。

宜信财富投米 RA 是宜信财富打造的中国领先的智

能投顾平台，致力于为中国新中产阶层提供安全便捷、

个性化、低成本的一站式全球化资产配置服务。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各国的经济联系越发紧

密，但中国投资市场与国外的关联性依然较弱。各国经

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周期步调不尽相同，欧洲经济面临通

缩，美国经济复苏良好，中国经济呈现 L 形走势。此时

进行全球资产配置，不仅能有效分散风险，还可以提升

长期风险收益交换效率。此外，不少在中国金融市场上

缺乏的投资机会和投资产品，都可以通过海外市场得到

补充。

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市场和庞大的信息量，

个人投资者往往缺乏全面操作资产配置的时间和精力，

需要专业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有效地连接起本土投资

者和国际市场。宜信财富投米 RA 正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它发挥宜信财富在全球财富管理领域的整体战略与海外

优势，为中国投资者带来全球资产配置福利。

宜信财富投米RA，
稳健的全球资产配置工具

安全性是宜信财富投米 RA 为客户考虑的首要因

素，也是平台在选择底层资产的基本标准。宜信财富

投米 RA 的底层资产为全球 ETF 投资组合，ETF 具

有风险分散度高、透明度高、受基金经理影响程度小

等特征，本身就是安全稳健的投资首选。宜信财富投

米 RA 选用的 ETF 涵盖了追踪 3793 只美国上市公司

表现的股票指数、日法英等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的股

票指数、美国规模最大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指数、

新兴市场领域规模最大的股票指数、贵金属指数等等，

各项资产相关系数低，增加了整个资产组合的安全度。

在实现全球资产配置的同时，宜信财富投米 RA 最

大化地发挥出人工智能优势，有效避免了可能导致账

户亏损的短期市场波动和人为操作失误。当资产价格

显著偏离投资目标或风险承受能力时，宜信财富投米

RA 会即时做出反应，对在投资产进行智能再平衡操作。

2016 年 5 月 28 日，宜信财富投米 RA 上线，标

志着宜信财富正式进军智能投顾市场。虽然该产品投

入市场时间不长，但作为国内试水智能投顾业务的领

先者，其业务模式得到了业内的推崇和认可。在由第

一财经主办的“2016 陆家嘴金融科技投融资峰会暨 

FINTECH 最佳商业模式评选”中，宜信财富投米 RA

获得“最佳智能投顾奖”；在第二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金融博览会上，宜信财富投米 RA 荣获“最佳金融科

技创新奖”。

案例分析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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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测评后，便可以开始投资，这时宜信财富投

米 RA 会提示投资者将资金注入。和国内多数理财软

件只需将 APP 与银行卡挂钩不同，宜信财富投米 RA 

的注资过程相对复杂。因为投资美国市场的 ETF，投

资者需要使用美元进行投资，如果之前没有美元，就

需要换汇。换汇的过程需要遵循国家外汇管理的相关

规定，例如个人投资者每人每年的换汇金额应在 5 万

美元以内。包括换汇在内的注资操作，都可以在宜信

财富投米 RA 上完成。

宜信财富投米 RA 提供了多种注资的方式，其中电

汇方式能让投资者通过银行直接把资金注入到相应账

户。这种方式不仅到账时间短，而且手续费低廉。目

前多数银行的网银或手机银行都可以完成相应的操作。

注资成功后，将在 2-6 个工作日内到账。账户注

资到账后将自动进行投资，用户可于下一交易日查看

投资结果。

一共六道选择题，帮助快速了解用户的风险承受能

力、投资风格偏好以及投资收益预期等。根据评测结果，

系统为个人生成一个风险指数，从 1 到 9，承受风险的

能力逐级加大。对于每一个风险指数，宜信财富投米 

RA 都给出了一个资产配置组合。这并非仅是一个理论

的比例，投资者的资金将会按照这一比例进行实际的

投资。投米 RA 一共提供了 10 种投资组合，除其中一

个组合全部是 P2P 资产之外，其他 9 种组合则是由分

别追踪美国、中国、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股票、

债券、房地产市场等相关指数的美国 ETF 基金组成。

开立账户需要提供身份证明：身份证、驾照或护

照其中的一种，成功递交开户申请后需等待 1-2 个工

作日以确认信息。

> 操作流程

资金注入
3

2
账户开立

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1

1. 您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A 只想确保资产的安全性，同时希望能够得
到固定的收益
B 希望投资能获得一定的增值，同时获得波
动适度的年回报
C 关心长期的高回报，能够接受短期的资产
价值波动
D 希望通过投机来获得可能的超高回报

6. 以下哪项描述最符合您对某项投资在未
来 1 年内表现所持的态度

A 如果发生亏损，我并不在乎
B 我能承受 25% 以内的亏损
C 我只能承受 10% 以内的亏损
D 我几乎不能承受任何亏损

2. 到目前为止，您已经有多少年投资经验

3. 您家庭每年的年收入

5. 你有多少流动资金可供投资

风险评估问卷

4. 您流动性好的净资产（能够快速轻松
地把这个账户的全部或部分资产转换成现
金，而不会出现重大损失）

7. 您计划退休的年龄

建仓完成后，在投资过程中，宜信财富投米 RA 

会根据用户的信息和计划，以及投资组合的市场表

现 , 动态地模拟出投资组合的可能表现，判断用户

是否需要修改投资计划来达到投资目标。当投资组

合的资产配置结构偏离最初设定的结构时，宜信财

富投米 RA 通过自动买入、卖出资产来修正组合内

资产配比，保证收益稳定位于预期范围之内。

> 创新性服务

宜信财富投米 RA 在率先为普通中国投资者提

供安全的全球资产配置渠道同时，还增加了美股交

易功能，为追求更广泛投资渠道的投资者提供了更

多选择。

> 收费模式

宜信财富投米 RA 目前不收取任何管理费用，

但在开户时券商需要收取 5 美元的开户费，除此之

外在投资过程中有两类费用产生：一类是券商收取

的交易佣金，宜信财富投米 RA 合作券商收取的佣

金为 $0.005/ 股（最低 $1.50/ 单）；另外一类费

用是 ETF 的年度管理费，这笔费用非常低，例如 

VTI 的年费率只需要 0.05%。

投资交易

4

案例分析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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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角
CHINESE 
PERSPECTIVE
三大因素助力中国智能投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4

机遇
新中产阶层快速崛起

根据宜信研究院数据，2015 年中国新中产阶层的人

数按绝对值计算为全球最多，达 2.04 亿，未来五到八年，

还可能增至 3 亿。另据福布斯数据，截至 2015 年年底，

我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达到人民币 114.5 万亿元，同

比增长 7.8%。随着中国新中产阶层的快速扩大和可投资

资产的迅速累积，民众对于投资顾问的需求释放也成为

必然。

不同于富裕人群偏爱私人银行的投资顾问，对于新

中产阶层，他们理财需求的释放则需要更独特的顾问来

对接，智能投顾将成为最佳选择。中国的智能投顾发展

起步时间还不长，但未来庞大的新中产阶层智能投顾需

求将推动行业飞速发展。

我国二级市场投资者
账户数

99.71%

0.29%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散户投资基础庞大

和美国二级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不同的是，我国二级

市场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根据中证登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5 月，我国股票市场中，投资者账户数量共有

10687.55 万，其中个人投资者账户数量为 10657.51 万，

占比 99.71%，机构投资者账户数量为 30.04 万，占比

为 0.29%。

散户贡献着超过 85% 的交易量，机构等连 15% 都

不到。然而，为券商佣金收入立下“汗马功劳”的散户，

券商为其提供的投顾服务却最少，券商推出的像研究服

务、投资顾问、VIP 交易通道、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品、

高收益理财产品这些专门针对机构投资者的服务基本上

与广大散户无缘。

在国外，散户一般会经历从购买股票向购买基金的

转型，也就是把将资金交给专业人士及机构来管理。在

经过这个阶段的过渡后，才会将资金交给机器来管理。

而在中国，一方面由于散户投资者长期享受不到人工投

顾的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新中产对于新技术、新模式的

接受与认可，极可能发生这种状况，即投资者直接跳过

中间环节，一步到位地将资金交给机器来管理。这种不

同于国外的投资模式切换，意味着中国智能投顾具有广

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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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投资规模占比
 现金及储蓄占比
 金融资产规模占比2008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近年来我国居民财富配置趋于分散多元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

中国视角CHINESE PERSPECTIVE

在线理财深入人心

随着新中产理财需求逐渐进入高峰期，其观念更开

放、更能接受机器服务。截至 2015 年年底，互联网理

财参与用户已经达到约 3 亿人，市场规模接近 2 万亿元，

用户基础基本确立。同时，以微信微博等社交应用为代

表的社交网络逐渐成为新金融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最主要

的传播介质；加之快速发展的网络借贷、互联网渠道销

售货币基金以及众筹融资等拉升了在线理财产品的渗透

率，新生代投资者对智能投顾的接受度和适应性远高于

前一代投资者，智能投顾的投资客户群趋宽。

理财观念日益成熟

近年来，随着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资产

管理行业不断成熟，房产占我国居民资产配置比重已有

所下降，居民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慢于可投资资产总体

规模增速；而资本市场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以及

其他境内投资则出现高速增长，反映出我国居民资产配

置正日益趋于多元化和分散化。过去十年金融资产占

居民总资产的比例从 34% 提升至 41%，而房地产则从

61% 降至 54%。参照美国等成熟市场，随着我国居民

财富的持续增长以及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家庭资产配

置中房地产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财富将配置于多元投资

标的，居民资产管理需求将逐步释放。

市场机会初现端倪

自 2016 年 3 月，阿尔法狗打败围棋顶尖高手李世

石后，智能投顾产品在中国借人工智能东风，迅速风

靡财富管理行业。国内第一批尝试智能投顾的先行者

接连发布了自己的产品，其中不乏具有深厚金融底蕴

和科技实力的平台，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了初尝全球资

产配置成果的机遇。

以宜信财富投米 RA 为例，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

其九个资产组合中，有八个均跑赢美国标普 500 指数。

且在发生英国退欧的“黑天鹅事件”时，凭借优秀的

智能资产配置策略，显示了极强的抗跌和收益爬升能

力，其投资组合的亏损程度全部小于标普 500 指数。

挑战
投资者方面

目前国内投资者以散户占比居多，投机性仍然较高。

他们更倾向于以市场风向为主导，更关注市场短期波动

带来的价格调整，依赖于追涨杀跌的短期策略，并倾向

于个股的简单化管理，以取代更为复杂的投资组合配置。

就资本市场环境和投资用户心态而言，海外投资者

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稳定的投资风格追求深度价值投资和

长线回报，这种保持投资风格稳定性的理念有利于使资

源更加集中，避免策略波动带来的损失。相对而言，国

内的投资者教育工作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产品方面

美国的智能投顾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金融产

品丰富，种类多样，有股票、国债、房产、新兴市场

股票等。截止 2015 年年底，美国的 ETF 产品已超过

1500 只，管理资产规模已超 2 万亿美元，而同期我国

ETF 产品只有 127 只，管理资产只有人民币 4000 多亿

元。而且主要是传统的指数型 ETF，债券型 ETF 和商

品型 ETF 较少，难以分散风险；此外，ETF 以各类指

数为标的，中国的股市波动剧烈，ETF 以此为标的难以

获取稳定收益，因此投资价值相对较小。

 

基础设施方面

主要体现在我国金融数据开放程度低。客户的金融

大数据是智能投顾的血液，所有资产配置决策都是建立

在用户数据的基础之上。国外成熟市场往往只需要用户

授权金融机构便能接入用户数据，而国内监管规定要求

金融机构数据不得提供给第三方使用，这也为智能投顾

业务的正常开展增加了难度。

另外，在国外的智能投顾服务中，税制因素对收益

影响较大。国内难以提供海外智能投顾产品的税收亏

损收割服务，而这一服务往往能贡献总收益的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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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是科

技强国，更是金融大国。中国金融在科技的催化下进入

一个高速发展的跑道。对于智能投顾而言，虽然美国已

有两百多家公司布局，而中国仅有十多家公司试水，但

是，无与伦比的新中产人口规模、前所未有的移动互联

普及，连同长期缺失的传统投顾市场，都将成为中美同

台竞技时，中国超越美国的强大引擎。

新中产的人口基数。中国在金融、汽车、地产、智

能手机等诸多领域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很大一个原因

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

高等教育的普及，中国新中产人数逐年递增。与此相反，

美国相同阶层正现萎缩之势。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在 2000 年到 2014 年之间，美国 229 个大都市地区中，

有 203 个地区的中等收入范围人群占比在下降，同期美

国的实际平均家庭收入整体下降了 8％。

移动互联的普及。2015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

达到 7.9 亿人，较 2014 年增长了 8.4%。预计到 2018 年，

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将达到 8.9 亿人。而美国，全

部人口才 3 亿多，互联网活跃用户数仅为 2.8 亿，移动

互联网活跃用户数则更低。美国市场研究机构尼尔森公

司直言不讳，称中国移动互联的流行程度超过美国。并

且，美国的互联网环境并没有出现移动互联网的盛世图

景，其社交工具也没有国内的微信、微博等活跃。移动

互联加速了金融科技的生长与渗透，作为金融科技的一

份子，智能投顾产品的普及与应用也将极大地受惠于网

络基础设施的完善。

传统投顾市场的缺失。智能投顾的关键是投顾，智

三大因素助力中国
智能投顾超越美国

能只是实现手段。美国是投资者普遍拥有人工投顾服务

的情况下，是从降低人工成本的角度引发智能投顾和人

工投顾的替代竞争，孰优孰劣尚无定论。然而在中国，

则是原有投资者缺乏投顾服务，现在借智能投顾技术

手段为投资者普及投顾服务。最近由嘉信公司进行的

一项名为“中国城市新兴富裕投资者研究”(Study of 

emerging affluent investors in urban China) 的调查显

示，仅有 12% 的中国投资者使用投资顾问服务，而其

余人群，基本全都依赖自行研究或向亲朋好友寻求建议

的方式进行投资。而在法盛全球资产管理公司（Natixis 

Global Asset Management）的报告中，全球投资者中

使用投资顾问的比例为 64%，美国为 67%。在专业度较

高的金融领域，普通投资者依靠个人学习并做出科学判

断，是一项耗时耗力耗学费的工作。此外，中国基础市

场本身波动性较高，投资者自主判断的难度更大，因此，

对投顾服务的客观需求带来的市场空间反而更大。智能

投顾充分利用科技的优势低成本地提供投资建议，实现

了无法匹敌的用户体验，也满足理财的多元化需求，将

迅速占领庞大的国内理财市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强势资本的支持下，中国

的智能投顾平台正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科

技改变传统金融的服务模式，且这种改变以排山倒海、

不可逆转之势袭来。财富管理行业开始运用先进技术

手段为新中产投资者提供普惠的资产配置服务，这符

合新中产投资者的真实需求，更符合行业的发展趋势。

未来，中国的智能投顾极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

第一大市场。

附录
APPENDIX

5

案例分析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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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PPENDIX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机器学习

智能投顾的理论依据是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

茨（Harry Markowitz，于 1990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 1952 年提出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马科维茨从数学上证明了所有的资产配置的可能性

组成了一个面积，最上面的这个向上凸的曲线叫做有效

边界，有效边界上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最优资产配置点。

从纵向的角度看，它是在某一个确定风险上能够取得的

回报最好的一个资产配置组合。从横向的角度来看，是

在某一个希望得到的回报上风险最少的资产配置组

合，所以这样的点的组合的集合就叫做有效边界。

 而“智能投顾”的目标，就是帮助用户决定最优配

置点对应的资产配置以及达成这个最优组合。每个客户

的无差异曲线（同一条线上，虽然风险收益的分布有差

异，但用户收获的效用或满足感是相同的）各不相同。

而无差异曲线同有效边界相切的点，正是该用户资产配

置最优点所在。

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智能投顾服务要考虑不同资产

的回报率、波动性、相关性、流动性等，结合个人投资

者的主观风险偏好和客观风险承受能力 , 及其特定的理

财目标，通过后台算法为客户进行资产配置优化。智能

投顾须持续跟踪市场变化，在资产偏离目标配置时进行

动态再平衡，即该量化分析旨在对风险回报相对高的资

产多配置，风险回报低的资产少配置，以便为投资者自

动实现最优资产配置。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是一门多领域交叉学

科，涉及概率论、统计学、逼近论、凸分析、算法复杂

度理论等多门学科。专门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

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已有

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简单来说，机器

学习是一种通过利用数据，训练出模型，然后使用模型

预测的一种方法。它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使计算机具

有智能的根本途径，其应用遍及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

它主要使用归纳、综合而不是演绎。

 

所有智能投顾组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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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最优组合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人类在成长、生活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历史与经验。

人类定期地对这些经验进行“归纳”，获得了生活的“规

律”。当人类遇到未知的问题或者需要对未来进行“推测”

的时候，人类使用这些“规律”，对未知问题与未来进

行“推测”，从而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机器学习中的“训练”与“预测”过程可以对应到

人类的“归纳”和“推测”过程。通过这样的对应，我

们可以发现，机器学习的思想并不复杂，仅仅是对人类

在生活中学习成长的一个模拟。由于机器学习不是基于

编程形成的结果，因此它的处理过程不是因果的逻辑，

而是通过归纳思想得出的相关性结论。

传统上如果我们想让计算机工作，我们给它一串指

令，然后它遵照这个指令一步步执行下去。有因有果，

非常明确。但这样的方式在机器学习中行不通。机器学

习根本不接受你输入的指令，相反，它接受你输入的数据! 

也就是说，机器学习是一种让计算机利用数据而不是指

令来进行各种工作的方法。这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但

结果上却是非常可行的。“统计”思想贯穿“机器学习”

理念的始终，相关而不是因果的概念将是支撑机器学习

能够工作的核心概念。

与传统意义上的量化交易不同的是，由于机器学习

辅助的介入，智能投顾的投资模型参数可以做到实时变

化从而达到自动优化的效果。

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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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系统实施阶段的三个阶段

1 阶段：基于阶段

收集并积累需
要的原始数据

1.5 阶段：
基于规则 + 数据挖掘

2 阶段：基于机器学习 + 规则

3 阶段：改进阶段

321.51

前提



中国新中产智能投顾研究报告 37中国新中产智能投顾研究报告36

报告主要采用调查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

为进一步了解新中产人群的理财偏好，宜信财富联合彭博商业周刊对

新中产人群进行了在线调查。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预先针对性地进行了

调研问卷设计。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我们对彭博商业周刊及宜信财富的调

研资源进行互补及整合，以使我们的调研问卷具有代表性。本调查覆盖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六个城市，目标人群的年龄分布在 30 岁到

45 岁之间，可投资资产介于人民币 50 万元到 200 万元之间。调查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启动，10 月 30 日结束。最终回收 6173 份问卷，有效

问卷为 5762 份。同时，报告也抽取了 2000 名宜信财富投米 RA 的用户样本，

对其投资偏好进行了分析。

报告借与美国市场的比对，明晰智能投顾这一新兴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从用户数量、投资习惯、产品标的、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入手，以定性

或定量的方法推导，做出中国智能投顾极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前瞻性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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