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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性：技术制约
IT产业链核心环节技术缺失，“卡脖子”事件成为导火索
2018年，美国商务部宣布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公司销售零件，直接导致中兴2018年度亏
损69.83亿元。随后，美国陆续将华为等上百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采取出口管制措施。以中美贸易战为导火索，
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制裁，中国由于在IT产业链的某些环节缺失关键核心技术，处于被动状态。以“是否关键核心、是
否存在垄断、是否攻克难度大、是否在价值链核心位置”为指标，我国“卡脖子”技术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环节，亟需攻克。

来源：电子科技大学，《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2020年）；综合公开资料整理，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基础材料 有色金属、硅、磁性材料等

中间产品
数据存储器件、柔性电路板、
微型音频器件、摄像头模组等

装备与检测 系统集成、配件装配等

基础软件 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等

软件应用 办公软件、邮件、浏览器等

IT服务 IT运维、IT咨询、信息安全等

基础工艺 元件加工、材料制备技术等

电阻、电容、电感、敏感元件、
压电元件、接插件等核心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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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材料

核心元器件

Ø 材料基因工程协同架构，
先进材料印刷工艺机理
以及关键技术；

Ø 先进光学膜材料的设计、
制造以及加工方面的全
链条、跨尺度研究；

Ø 性聚苯醚树脂合成关键
技术

基础工艺

Ø 用于半导体加工的极小尺
度的表面图案化技术上游；

Ø 5G射频及毫米波智能集
成通信芯片设计技术；

Ø 氧化物半导体超高纯制设
备及其高世代靶材技术；

Ø 第三代超导体高性能器件
及通信芯片研制技术

Ø 大尺度二维光栅研发；
Ø FPGA芯片设计；
Ø 嵌入式CPU IP核；
Ø 脑机接口芯片

中间产品

Ø 高精度柔性喷墨打印
OLED设备；

Ø 面向新一代无限通信系统
的高频滤波器技术

我国IT产业链及“卡脖子”技术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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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实体清单中国上榜企业行业分布
ICT企业占清单近7成，凸显关键技术国产化紧迫性
实体清单（Entity List）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对国外个人、企业和政府等实体开设的贸易管制名单，限制美
国企业对名单上的实体进行产品出口或者知识产权转让。经艾瑞咨询统计，排除个人公民及政府机关后，美国实体清单上
榜的中国企业有19%属于船舶工业、航空航天、国防电子、交通运输等传统性的关键行业；而电子器件（除国防电子）和
集成电路、通信科技、人工智能、云计算、超级计算机等ICT企业（包括华为系公司）合计占清单上企业近70%的比重。
以“实体清单”为代表的美国的“卡脖子”政策是我国进行信创建设的直接原因和催化剂，凸显了大力投入ICT科技创新、
拥有关键技术国产化能力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注释：（1）统计范围为2018年8月1日至2021年4月9日，排除清单上的中国个人公民及政府机关单位；单个企业不重复统计，按主要业务计入单个行业分类；对于名单上的部分集
团及附属机构，集团按1家企业额外计数（2）包括名称含有“华为”的华为公司直属分支机构（3）不包括军工电子类企业
来源：美国商务部BIS，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华为系2 45%

船舶工业 9%电子器件（非IC）3 9%

集成电路（IC） 5%

航空航天 5%

通信科技 4%

人工智能 4%

大学&研究机构 3%

军工电子 3%

出口贸易 2%

交通运输 2%

超级计算机 1% 其他企业 8%

2018年8月-2021年4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所处行业数量分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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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信息安全

长期以来，我国对海外IT产品的依赖度较高，以“Intel、Microsoft、Apple、Oracle、 IBM、 Qualcomm、Google、
Cisco”为首的国外IT厂商在操作系统、数据库、芯片、服务器、办公软件、智能终端等领域占据了中国市场的较大份额，
高度渗透了政府、海关、邮政、金融、铁路、民航、医疗、军警等各行业环节。与此同时，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层出不穷，
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为保证信息安全，IT信创建设势在必行。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微软黑屏事件

2013

2008

2008年10月，微软中国表示，为警
示盗版用户，从10月20日起，对盗
版XP专业版采取隔60分钟黑屏一次
的做法，对盗版Office采取对话框提
醒，此次事件引起了国内对“用户隐
私、信息安全”的思考。

2013年6月，“棱镜计划”被披露，美国国安局对
电话、即时消息等信息进行秘密监控，范围涉及谷
歌、雅虎、微软、苹果、YouTube 、Facebook、
Skype等多家跨国互联网公司。此次事件引起了国内
广泛的关注，掀起了“去IOE” 的浪潮。

2018

2013年12月，苹果iOS操作系统被爆发现多个未经披露的“后
门”，这些后门可以绕开iOS的加密功能，窃取用户的私人信息。

关键产品对海外供应依赖度过高，信息安全受到威胁

2018年，英特尔芯片被爆存在技术缺陷导
致重大安全漏洞，黑客可利用该漏洞读取
设备内存，获得密码、密钥等敏感信息。

近年来我国遭遇的信息安全威胁事件

棱镜门事件

苹果后门事件

Intel芯片漏洞事件

苹果Siri监听门事件

2019年7月初，苹果Siri被爆
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监听，
获取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
信息，并将录音内容交由承包
商对用户进行分析。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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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国际竞争力
中国IT支出保持较高增速，IT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截止今日，中国IT产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后，已经基本形成了产业规模庞大、专业门类齐全的IT产业体系，并为拉
动我国经济和就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IT总支出角度来看，2020年全球IT支出达3.8万亿美元，中国IT支出达2.9万亿人
民币，在全球IT支出总增速为负的时候仍保持2.3%的增速。但是，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中国和全球IT产业结构的不一致，呈
现出“应用强、技术弱、市场厚、利润薄”的倒三角式产业结构，信创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契机。

来源：Gartner，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Gartner，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通信服务 IT服务 设备
企业软件 数据中心系统

2019-2021年全球IT支出（百亿美元）及增速 2019-2021年中国IT支出（百亿人民币）及增速

36.9%

27.2%
17.7%

12.4%
5.9%

35.6%

27.3%18.6%

12.7%
5.8%

43.0%

10.6%34.3%

3.6%
8.5%

通信服务 IT服务 设备
企业软件 数据中心系统

41.9%

9.8%32.7%

11.8%
3.8%

41.2%

9.5%33.2%

12.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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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产业基础
我国IT产业快速发展，已初步具备“信创”推广基础
近年来，我国IT产业发展迅速，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结构优化升级取得实质进展，呈现出整体产业由大向强转变的趋
势。在基础软硬件领域，国内厂商在政策红利的支持下，实现从无到有，从可用到好用的发展，与国际水平差距逐渐缩小；
在应用软件领域百花齐放，各大供应商结合SaaS模式和我国市场特点，不断推出优秀产品，2020年12月收入实现同比
13%的增长；另外，对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我国也由单点向融合互动不断演进。

来源：国家统计局， 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工信部， 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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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内涵
从“关键环节、部分市场”走向“全产业链、全行业”的信
息技术升级，构建中国自主的IT标准和生态
“信创”即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它与“863计划”“973计划”“核高基”一脉相承，是我国IT产业发展升级采取的长久之
计。信创建设从关键环节核心组件的自主创新入手，从党政军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试点，为国产IT厂商提供了实践
创新的沃土，从而逐步建立自主的IT底层架构和标准，实现全IT全产业链实力和结构的优化升级。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全IT产业链和全行业的信息技术产业升级

信
息
安
全数据库

操作系统

中间件基
础
软
件

芯片

存储

整机（PC/服务器）基
础
硬
件

办公软件

通用软件

行业软件应
用
软
件

全IT产业链 全行业市场

技术支持
行业应用

实践反馈
产业升级

……

党政
军

金
融

运
营
商

石
油

电
力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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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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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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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机关 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行业”

试
点
与
培
育

实
践
与
推
广



10©2021.7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信创政策与发展阶段（一）
倡导自主、创新、协同信创产业生态链发展
信创不单是全球信息安全事件频发、中西摩擦加剧的伴生概念，更是我国IT供应链寻求产业升级的实现手段。早在20世
纪80年代，我国政府对IT底层基础软硬件的自主创新就提出了相关要求，但由于信息基础软硬件的关键技术及标准被国
外IT巨头垄断，诸多系统性风险与安全隐患无力解决。自2018年开始，在“华为、中兴事件”催化下，信创进入快速推
广期。今年，“十四五”纲要提出加强原创性科技攻关、提高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算法等关键领域研发突破
与迭代应用，并将增强信创供应链安全保障能力列为重点工作。未来，中国IT产业的基础硬件、软件、应用软件、信息
安全等诸多领域将迎来新一轮的增长曲线。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信创政策与发展历程

技术推进 政策推进 行业推广

• 觉醒：1983年，国家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启动，
打响中国自主创新第一枪

• 起步：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颁布，
将“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
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
列为16个重大科技项目之一，标
志着信创的起步

• 标准初设：2010年，国务院对党
政机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
者云服务商资质评估提出要求

• 可用：2014年，工信部发布《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
出打造“芯片-软件-整机-系统-信
息服务”的产业链要求；2016年，
国务院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纲要》，提出从根本上改变核心关
键技术受制于人，逐步形成安全可
控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大幅提高电
子政务应用和信息惠民水平等要求

• 好用：2018年，为摆脱上游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的现状，我国将信创行
业纳入国家战略，提出“2+8”发
展体系

1983 20202013 —

• 总体：以党政为主的“2+8”体系
开始全面升级自主创新信息产品，
18大行业进行国产化替代，加大信
创布局

• 企业：2020年9月，国家发改委
《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
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级的指导意见》
颁布, 提出加快关键芯片、高端元
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关键软件等
核心技术攻关，大力推动重点工程
及项目建设，积极扩大合理有效投
资

以推进不同信息产业发展为主，
出台各类行业政策, 建立试点

2020年信创元年开启，以金融行业
为首开始大面积推动行业国产替代

以科研力量为导向促进国产关键技术
自研能力提升，尝试设立发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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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政策与发展阶段（二）
地方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政策可落地性进一步提升
地方政府工作围绕产业扶持和关键技术攻关，自2018年起密集出台了涵盖芯片、整机、集成电路、数据库，云以及信息安
全等领域的相关政策，通过税收补贴、成长奖励、园区支持、政府站台等形式，重点打造信创产业集群、培养龙头企业。
初期，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刺激供给端快速发展，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e.g. 信创产业园重复建设）和效用低下问
题。未来，随着政策驱动走向需求释放，“应用-反馈-迭代调优-再应用”正向循环的形成，国产软硬件持续打磨，供需两
侧合力为信创产业链的快速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部分地方信创相关政策概览

时间 具体政策 具体内容

2021年5月 《天津市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 率先提出提升信创产业知识产权质量，培育一批高价值专利。

2021年3月 《武汉市加快推进武汉云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建设武汉云信创资源池，使用国产芯片、服务器和密码保护系统等构建软硬件
信创体系，提供基于信创环境的信息基础设施服务，实现全程自主创新。

2021年2月 深圳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科技创新行动
方案》

支持深圳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和创新支持方式，采用“立军令状”、
“滚动立项”等组织方式，集中突破集成电路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021年2月 北京市《数字经济领域“两区”建设工作方案》
培育数字经济新型业态，建立以信创产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自主发展新生态，
加快培育发展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及细分行业平台，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

2020年10月 浙江金华《关于印发金东区促进制造业重点细分行业
发展政策意见（试行）的通知》

打造全国信创产业示范基地，打造‘电子信息关键材料-芯片设计和封测-系统
整机集成-智能终端应用’产业体系。

2020年10月 《广州市黄浦区、广州开发区促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产业发展》

全国首个区县级信创专项扶持项目，提出10条信创相关的奖励与补贴政策，鼓
励信创相关企业发展。

2020年5月 《关于培训鲲鹏计算产业促进数字厦门创新发展的指
导意见》

建成全国性的基于鲲鹏全生态的产业集群，聚集一批国内知名的鲲鹏产业链上
下游优秀企业，形成千亿级鲲鹏产业集群。

2019年3月 《共同推进江苏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生态基地建
设的框架协议》

建立信创产品适配中心、信创产品研发中心、信创成果展示中心、信创云服务
数据中心、信创产业孵化平台和信创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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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产业图谱

注：此页主要表现信创各细分领域的布局情况，仅展示部分典型企业，图谱中所展示的公司logo顺序及大小并无实际意义。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中国信创产业全景

信息安全

基
础
软
件

数据库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
础
硬
件

存储

整机

应
用
软
件

OA流式软件 版式软件 ERP

芯片

云

其他

咨询、定制化、集成、运维等IT服务商

打印机、扫描仪、摄像头、读卡器等终端外设厂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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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子构建了“PKS”
体系（飞腾Phytium+麒
麟 Kylin+ 安 全 Security
），拥有从芯片、操作
系统、中间件、数据库
、安全整机、应用系统
到信息安全服务的较为
完整的服务产业链。

中电科服务业务包括公共安全与网
络信息安全、软件与信息服务、基
础电子产品、能源电子，以及雷达
、轨交信号、微波器件等军品。

自主创新，共建生态

华为通过开源联盟等方式，与各
应用软件、集成商携手，打造鲲
鹏生态，提升自身竞争力。

信创市场格局（一）

产业链完整，生态成熟

中电子、中电科、华为率先入局，构建了较完善的信创产业链
从现状来看，中电子、中电科和华为率先入局，在信创市场上占据较高的份额。信创最初落地于党政市场，因而有相关背
景的企业最先入局，布局较为完善。中电子和中电科有着丰富的政府项目运作经验，通过“控股、持股或者战略投资”的
方式，率先构建了自己一套较为完善的信创服务产业链。另外， 华为作为中国重要的民营企业，不断在芯片、存储、数据
库、操作系统等方面寻求突破，通过“生态联盟、开源社区”等方式，构建信创产业链。除此之外，航天系、中科系、浪
潮、紫光等各方力量也在借信创风口，不断补足自身的能力，在局部地区、局部环节、局部市场进行了布局。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信创市场格局：现状

n 基础硬件：

飞腾｜华大半导体｜
盛科网络｜澜起科技｜
中国长城｜……

n 基础软件：

麒麟软件｜武汉达梦｜
中国系统｜易捷行云｜
……

n 应用软件与服务：

中电互联｜中国软件｜
中电文思海辉｜……

n 信息安全：

奇安信｜可信华泰｜
长城网际｜……

科技自强，安全筑基

n 基础硬件：

中科芯｜华诚金锐｜……

n 基础软件：

普华基础软件｜人大金仓｜金蝶天燕
｜电科云｜……

n 应用软件与服务：

太极股份｜华东电脑｜……

n 信息安全：

卫士通｜绿盟科技｜南洋股份｜……

n 基础硬件

鲲鹏处理器｜TaiShan服务器｜… 欧拉/鸿蒙OS｜GuassDB｜华为云｜…

n 基础软件

通过
集成
其他
优秀
厂商
构建
自己
的产
业链

通过开源提高自身技术的普适性，建立相
关生态，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抢占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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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市场格局（二）
IT标准重构带来产业链的更迭，信创建设向行业信创推进
从产业发展来看，未来随着信创建设向行业信创的推进，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参与进来。现市场上的玩家也在着力适
配上下游，增强自身的兼容性，构建自己的生态。信创会带来IT标准的重构，新的标准为IT市场上的厂商提供了新的机会，
进一步可能带来产业链的重组和市场洗牌。因此，短期内，借助信创风口，市场将会充分迸发活力，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
长期来看，随着产业的发展成熟，集中度会提高，向具备技术护城河的头部厂商聚集。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信创市场格局：展望

Ø 信创为中国IT产业提供弯道
超车等机会：一方面，信创
对厂商的技术实力和应用能
力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信创为厂商提供
了广泛且友好的需求市场，
有利于厂商在实践中与下游
行业客户共 同发展。

Ø 从短期看，受以上因素驱动，
我国IT产业将呈现百花齐放
的状态。尤其进入行业信创
阶段后，会有更多的创新者
参与进来。

Ø 从长期看，由于IT产业存在
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特点，
规模效应会导致市场再一次
走向收敛（例如银河麒麟和
中标麒麟的合并）。

Ø 在弯道超车的过程中，IT产
业标准的重构必然会带来产
业链的重塑，这为各厂商提
供了市场拓展的机会。

原发展路径

新发展路径

2019 2024

常规发展

弯道超车
百花齐放、产业创新

产业升级
技术成熟，市场收敛

短期信创

长期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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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落地与解决方案 4

信创背景 1

信创内涵与政策 2

信创产业布局 3

- 基础硬件
- 基础软件
- 云服务
- 应用软件
- 信息安全

信创建设未来展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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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硬件-芯片
芯片对计算能力的提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支撑IT系统运作的“发动机”。中国芯片
产业在EDA设计工具和制造流片环节较为薄弱，存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值失配的情况。全
球视角下，集成电路的竞争最终将表现为产业链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中国芯片产业的
发展需要全链路协同，以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完善产业链各环节的配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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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现状
政策、资本引导，带来产业部分的“非理性”现象
从企业数量看，近年来受政策、资本、社会舆情引导，集成电路产业快速扩张。但同时企业迭代速度也较快，约18.4%的
集成电路企业存活时间不足1年，与产业健康发展规律相悖。
从区域分布看，受当地政策吸引，目前集成电路产业形成了主要集中在“以深圳、广州、东莞为核心的泛珠三角地区，以
上海、苏州、南京为核心的泛长三角地区，以及以成都、西安为核心的中西部地区”的布局。

注：此处企业区域分布、企业成立时间、存活时间数据来自天眼查，统计范围包括企业名称、经营范围、产品服务中包含“集成电路”的所有企业。
来源：天眼查，CSIA中国半导体协会，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我国集成电路企业数量区域分布（截至2021.06）

受当地政策驱动和产业集群影响，深圳地
区成为我国集成电路企业分布最密集的地
区。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
分会统计，2020年深圳集成电路设计业销
售额达1300亿元，在全国的占比超过1/3，
孕育有海思半导体、中兴微电子、汇顶科
技、云天励飞等一批优秀企业。

29.9%

49.1%

15.4%
3.4% 2.2%

<1年
1-

5年
5-

10
年

10
-1

5年
15

年
以

…

我国集成电路企业成立时
间分布（截至2021.06）

• 受政策支持和资本风向引导，我国集成
电路企业数量在近年来急速增长。据天
眼查数据，我国约30%的集成电路企业
成立时间在1年以内，约79%的企业成
立时间在5年以内。

据中国半导体协会，2015-2020年北
京地区集成电路行业（不含设备材料
业）年均复合增速为5.7%，较全国
19.4%增速较慢，在区域竞争、人才吸
引、资本融通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 但相应地，资本和政策热度下的“芯片潮”也带来了产业部分的非理性现
象，约18.4%的集成电路企业存活时间仅不到1年。

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较为完整，已
覆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材料
等各环节领域。据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
协会，2020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实现销
售额2071.33亿元，全国占比近1/4，拥
有张江、临港等知名产业园和中芯国际、
华虹、兆芯、上微电子等优秀企业。

南海诸岛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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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一）
在EDA设计工具和制造环节较为薄弱
纵观芯片产业链，主要包括设计、制造、封测三个核心环节，以及IP核、EDA、设备、材料等支撑环节。
中国芯片设计产业近十年快速发展，据中国半导体协会，2020年销售额达3778亿元，在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中占比达
42.1%（2010年占比为26.9%）。集成电路具有高度复杂的特点，依据分层分级和模块化的思路，设计环节强依赖EDA设
计工具的辅助和IP核的复用。EDA和IP产业集中度较高，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国际巨头占据，国内厂商较为分散，人员体
量较小，在关键模块、先进制程支持、IP储备等方面有所缺失。芯片设计环节投资重、回报周期长、人才稀缺，因而需要
产业链各环节、政府、研究院校等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

来源：“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from BCG×SIA，April 2021； CSIA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艾瑞咨询研究院综
合公开资料与专家访谈自主研究及绘制。

芯片产业链

设备 材料
半导体设备主要用于产业链中下游，包括制造
环节需要的扩散炉、光刻机、刻蚀机、离子注
入机、CMP机台；封测环节需要的检测机、
分选机、封装机、测试机等。

主要包括硅片、电子特气、掩模版、湿电子化
学品、抛光液/垫、光刻胶、靶材等晶圆制造
材料；封装基板、引线框架、键合丝、电镀液
等封装材料。

设计 制造 封测

SPEC.

RTL设计

功能验证

逻辑综合

物理设计

制造

硅后验证

仿真

门级仿真

• 据BCG×SIA， 中
国大陆地区EDA、IP
核、逻辑芯片和存储
器设计的全球市占率
均未超过5%，分立、
模拟和其他芯片设计
的份额为7%。

≤7% 38%
• 封测是集成电
路生产的最后一
步，即将晶圆进行切割、焊接
塑封，使电路与外部器件实现
连接，并利用专业设备对封装
后的产品进行功能和性能测试。
• 据BCG×SIA，中国大陆地区
封测的全球市占率约为38%。

16%

用于CPU、 GPU等超大规模
逻辑集成电路制造的10nm以下芯片，用于
存储器件的14-28nm芯片和用于模拟器件、
分立器件和传感器的40nm以上芯片。
• 据BCG×SIA，中国大陆地区晶圆制造的全
球市占率约为16%；具备先进半导体制造能
力（10nm以下）的区域目前集中于韩国
（8%）和台湾（92%）。

• 当前晶圆制造市场主要包括

IP核

EDA

核心产业链

支撑产业链

通过系统/电路设
计，将设定的规
格形成设计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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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二）
上下游产值失配，整体竞争需要全链路协同
制造环节在全产业链中较为薄弱，产能存在与设计端需求不匹配的情况。在先进制程制程支持方面（中芯国际第一代
14nm于2019Q4开始量产）与台积电（5nm已量产）等代工厂差距较大；在流片数量上，整体产业体量也较小。同时，
其支持环节国产厂商的市占比也较低，在光刻机、刻蚀机等核心设备，光刻胶、硅片、电子特气等核心材料环节支持力较
弱，产业链条较不完整。
相较其他环节，封测具有“投资少、产出快”的特点，是我国芯片产业链中最具竞争力的环节，长电科技、通富微电等国
内厂商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已跻身国际市场第一梯队。过去十年间，我国封测环节凭借人力成本、市场需求和政策优势
快速扩张，销售额的CAGR达14.8%。下一步有望通过产业内整合和自主研发，向高密度集成、微型化等方向继续拓展。
集成电路的竞争最终将表现为产业链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封装、设计的开发需要制造工艺、设备和材料等各方面的协调。
在新的技术趋势和国际竞争环境下，集成电路行业产业链整体实力的竞争愈发激烈，需要上下游协同，开展联合开发和技
术攻关，以此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完善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配套能力。

来源：CSIA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艾瑞咨询研究院综合公开资料与专家访谈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0-2020中国集成电路市场销售额（亿元）及产业结构

1424 1572 2158 2509 3015
3610 4336

5411
6531

7562
8848

38%

10%

37%

16%

20% 20% 20%
25%

21%

16% 17%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设计 制造 封测 总增长率

设计

42.1%
制造

28.9%

封测

28.4%

设计

26.9%

制造

28.7%

封测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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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X86、ARM等多种架构的CPU各有优势，并行发展

• 国内市场上主流国产CPU厂商包括采用x86架构的兆芯、海光，采用
ARM架构的飞腾、华为，基于MIPS架构的龙芯，以及基于Alpha架
构的申威。

• 聚焦信创市场，除性能、功耗、价格等常规市场因素外，“生态建设
与技术自主”也影响着各厂商的长远发展。在生态方面，基于x86和
ARM架构的CPU与下游软硬件的兼容性较好，适配产品较为丰富，对
用户使用较为友好。基于MIPS和Alpha架构的CPU在高性能计算、嵌
入式工控机等特定领域应用较好，市场化仍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借信
创契机，各国产CPU厂商都在加大自研力度，加速产品迭代，有利于
产业长远的发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综合公开资料与专家访谈自主研究及绘制。

技术架构对比 国产主流CPU

复杂指令集CISC 精简指令集RISC

x86 ARM、MIPS、Power、RISC-V等

处理器性能：处理时间
程序 = 处理时间

时钟周期 × 时钟周期
指令 × 指令

程序

优化每个程序的指令数量
牺牲每个指令的时钟周期

牺牲每个程序的指令数量
减少每个指令的时钟周期

x86 ARM

• 单条指令集功能强，指令类型丰
富完善，编译后指令数量较少，
编程较为友好，通用场景下性能
具有绝对优势；

• 传统x86微架构偏向桌面，高性
能服务器领域优化，生态成熟完
善，配套软硬件丰富，兼容性好，
用户友好

• 国际市场玩家以Intel为主，采用
IDM全产业链覆盖的商业模式

经过多年发展，两种架构也在互相学习对
方的优势，在性能、功耗等方面不断改进。

• 指令集架构在不断完善，译
码效率高；

• 传统ARM微架构偏向低功耗
领域优化

• ARM生态更适合手机、平板
等移动终端

• 采用IP授权的商业模式，阵
营内厂商较多，包括苹果、
高通、三星等

x86

采用专利交叉授权，形成“开先”、“开胜”两
大系列产品，适用于桌面、服务器、嵌入式等场
景。

基于AMD Zen1架构的IP内核授权，研发了“禅
定”系列处理器。

ARM

基于ARM v8的架构授权，研发了鲲鹏处理器，
主要用于桌面和数据中心服务器场景。

基于ARM v8的架构授权，旗下有面向服务器、
桌面和嵌入式的三大系列产品。

MIPS
采用LoongISA指令集，兼容MIPS，旗下有面
向行业应用、工控终端和桌面服务器的龙芯1号、
2号、3号系列处理器。

Alpha
Alpha架构授权，旗下拥有高性能计算处理器、
服务器/桌面处理器、嵌入式处理器三条产品线。

根据设计思路的不同，处理器的技术路线可分为复杂指令集(CISC)和精简指令
集(RISC)两种，目前主流的指令集架构为x86 (CISC) 和ARM (RISC)。原始的
CISC和RISC设计反应了设计者对处理器实现及优化方向侧重的不同，随着现
代处理器微架构技术的引入，指令集架构的根本区别在于生态,而对于性能和
功耗方面，更多的是微架构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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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资本、技术、人才因素高度密集，导致行业高集中度特性，
未来产业将进一步趋于收敛
随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集成电路的设计和制造工艺愈发复杂，对资本和高精尖人才的需求也愈发迫切，因而呈现出“技术
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特征。各种因素的高度密集进一步导致了产业“高集中度”的特性。从全球产业发展规律
来看，虽然由于各区域相对优势，产业链出现了全球分工的转变，但在各细分环节集中度往往较高。从长期可持续发展来
看，随着“造芯热”、“地方产业园建设热”的退潮，产业回归冷静，市场集中度会进一步向头部企业收敛。

来源：“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from BCG×SIA，April 202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
白皮书》，2017,2018,2019；艾瑞咨询研究院综合公开资料与专家访谈自主研究及绘制。

资本密集
据BCG×SIA，全球半导体产业资本支出占产业
销售额比例高达26%，甚至高于传统认为高资本
支出的公共基础设施行业（25%）。

人才密集

集成电路产业的研发投入占比较高，据
BCG×SIA，全球半导体产业R&D投入占产
业销售额比例高达22%，远高于软件和计算
机服务业的14%和硬件设备业的7%。

技术密集
高集中度

26%
资本支出

22%
R&D

我国集成电路人才总量缺口较大，人才
培养速度与产业发展速度不匹配，部门
环节（如EDA开发）严重缺失，需要产
教学研各环节的共同努力。据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半导体行业
协会，2015年集成电路技术从业人员
14.1万人，人才缺口达15万人；2019年
集成电路技术从业人员 32.4万人，人才
缺口达30万人。

30w
人才缺口

集成电路产业核心特点

Ø 2019年半导体行业（集成电路占比
83%，WSTS）在全球价值链所有
活动中的研发投入约为900亿美元，
资本支出约为1100亿美元，二者约
占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的50%，远高
于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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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芯
同时掌握CPU/GPU/芯片组技术，具备IP自主设计研发的能力
兆芯是成立于2013年的国资控股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张江，在北京、西安、济南等地设有子公司，拥有一大批具备硕士、
博士学历的专职研发人员。兆芯同时掌握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芯片组三大核心技术，具备相关IP自主设计研发的能
力。兆芯坚持自主创新与兼容主流的发展路线，凭借成熟的软硬件生态，为用户提供性能卓越、兼容性优异且安全可靠的
通用处理器和芯片组等产品，推动信息产业的整体发展。自成立以来，兆芯已成功研发并量产多款通用处理器产品，并形
成“开先”、“开胜”两大系列，产品性能不断提升，达到国际主流同等水平。作为国内率先实现主频3.0GHz关键突破
的国产通用处理器，兆芯开先®KX-6000系列处理器荣获“第二届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创新奖”、“2019年中国IC设计成就
奖”和“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金奖”，并入选“2019-2020年度上海设计100+”优秀成果。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兆芯产品体系与解决方案

PC/嵌入式处理器

开先® KX-6000系列处理器
16nm | 3.0GHz（最高）| 8核/4核

开先® KX-5000系列处理器
28nm | 2.0GHz（最高）| 8核/4核

开先® ZX-C+系列处理器
28nm | 2.0GHz（最高）| 4核

开先® ZX-C系列处理器
28nm | 2.0GHz（最高）| 4核

IO拓展芯片/芯片组

ZX-200 IO扩展芯片
16nm | 6W

ZX-100S 芯片组
40nm | 15.5W（集显）/ 13W

产品

解决方案
桌面整机 服务器 工业主板 工业平台 系统级解决方案

台式机 | 笔记本
一体机 | 云终端

通用服务器
存储服务器

ATX工业主板 | COMe
Mini-ITX工业主板 | …

工业电脑 | Box PC
工业平板电脑 | …

党政办公系统解决方案
私有云系统解决方案

生态伙伴-
OS厂商

联想

同方

东海

海尔

锐捷

……

生态伙伴-
整机厂商

统信

麒麟

方德

新支点

……

服务器处理器

开胜® KH-30000系列处理器
16nm | 3.0GHz（最高）| 8核

开胜® KH-20000系列处理器
28nm | 2.0GHz（最高）| 8核

开胜® ZX-C+系列处理器
28nm | 2.0GHz（最高）| 8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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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芯
生态成熟、性能优异，为信创产业、消费市场以及关键基础行
业提供成熟的解决方案
兆芯坚持自主创新与兼容主流的发展路线，凭借成熟的软硬件生态，为用户提供性能卓越、兼容性优异且安全可靠的产品，
在“产品性能、品质保障、技术自主、生态建设和资金运营”等方面具备竞争优势。目前兆芯服务了信创、金融、教育、
能源、交通、医疗、网络通信、工业制造等多个领域客户，助力企业平滑迁移，加速信息化建设。未来兆芯将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响应国家政策，加速产品迭代，致力于为信创产业、消费市场以及关键基础行业客户提供高性能、高稳定、高可
靠、体验优越的产品和服务，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兆芯核心优势 兆芯行业应用及案例

桌面端产品性能国内领先，CPU率先实现主频3.0GHz突破

性能优越 01

产品质量要求高，软硬件兼容性好，保证安全稳定

品质保障 02

坚持自主创新路线，研发并量产多款通用处理器产品

技术自主 03

基于x86架构，与国际主流兼容性好，生态成熟

生态成熟 04

上海国资委控股，团队稳定，资金雄厚

资金雄厚 05
……

金融
兆芯为金融行业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高性能办公桌面整
机，以及金融自助设备，目前已经在四大国有银行、大部
分商业银行均有成功的部署。

信创
兆芯通用处理器支持构建各类型桌面整机，包括台式机、
一体机、笔记本、云终端等，以及通用服务器、存储服务
器产品，在为信创用户提供性能优越的办公基础设施之外，
更可以为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政务系统解决方案
提供可靠的硬件基础支持。

能源
兆芯积极拓展能源行业，并针对能源行业的特点，提供PC整
机以及电力通讯管理机等应用平台，并成功地部署在国家电
网和南方电网等最终用户。

教育
基于兆芯通用处理器教育行业解决方案丰富多样，包含教育整机、电
子白板解决方案、云教室等等，并已在广西玉林等地成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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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硬件-存储
存储在计算机产业中具备基础地位，随着大数据产业的爆发，数字经济对大容量和高性
能存储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高性能存储器主要以半导体为存储介质，和计算类芯片一
样长期为国际巨头把控，对于半导体存储介质的国产化替代是信创在存储领域的主要突
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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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化布局
内存及固态硬盘核心介质为主要国产化战场
计算、存储、通信是三大计算机IT核心基础设施板块，作为三大核心板块之一，无论是计算还是通信环节都要以存储为其
开端和终点，因此存储板块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具备先导性和需求刚性。从市场规模来看，存储器领域以半导体存储器分
类下的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内存条的核心存储介质）以及NAND Flash（NAND闪存，固态硬盘的核心存储介
质）两大类为主。整体来看，国内的头部厂商在DRAM及NAND Flash芯片设计领域已经有所建树，在中低端市场能够实
现国产化替代，但在高端产品设计及芯片制造方面较国际龙头企业还有相当差距。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专家访谈研究及绘制。

中国信创存储产业布局及主要国内外厂商

磁
存
储

光
存
储

半
导
体
存
储 主控是集成于固态硬盘内部的

一块CPU芯片，负责执行内部
固件算法实现硬盘功能，全球
龙头为美满、微芯。

NAND Flash是最主要的半导体存储
型材料，也是SSD的核心存储介质及
主要原材料，全球龙头为三星、铠侠、
西数、美光、英特尔、海力士。

DRAM是内存条最主要的材料，占内存条成本的比重达到
70%~80%；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DRAM供应基本由
美光、海力士、三星垄断，合计市占率超过95%。

内存的其他组成元器件为PCB电路
板/电容/模组等。

内
存

固
态
硬
盘

存
储
系
统

模组包含固态硬盘的外
壳设计、内部PCB板设
计以及基础固件等

磁存储产品主要包括磁带、机械硬盘，在企业级存储容量中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但总体来看不是存储行
业未来的主要发展走向，也不是目前国产化替代的重点领域。

光存储产品主要包括CD、DVD、BD，是一类相对于半导体存储寿命更长、数据保存完整度更高的产品，
用户大规模较冷数据的存储。

存储系统为
适配于不同
存储介质和
产品、配合
使用场景和
其他基础硬
件环境的的
存储控制软
件，主要厂
商包括各存
储器品牌厂
商及部分第
三方IT服务
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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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地位
基础IT设施，服务器/整机组成要件
作为半导体产业的重要部分，半导体存储产业上游与计算类芯片类似，整体可分为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三大环节。按
照产品件（以独立出售为常态）和集成件（以集成在其他电子产品中出售为常态）划分，DRAM和NAND Flash具备四大
类下游IC产品，其中产品件市场约占各自市场份额的70%~80%，以电脑和服务器为主要下游用途，是存储类IC的市场的
主要组成部分。同时，相较于消费电子产品而言，电脑和服务器是信创产业背景下单位采购的主要电子产品，使得作为必
要部件的内存条和固态硬盘在信创产业中具备相对重要的市场地位。整体来看，国内存储IC行业上游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
半导体产业的稳定供给，下游关乎着服务器和计算机两大重点产品市场，在核心IT基础设施的国产化替代进程中的地位举
足轻重。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专家访谈研究及绘制。

存储IC上下游产业链关系

产
品
件

集
成
件

内存条 固态硬盘

独立内存芯片 EMMC等存储器

DRAM NAND Flash

PC 服务器

其他消费电子和通信类产品

存储IC产品分类 主要用途IC上游

芯片设计

芯片制造

封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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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市场，国产化空间广阔
全球范围内DRAM和NAND芯片是存储类芯片中市场规模最大的两类，合计占据存储芯片市场超过95%的市场规模
（DRAM约占55%，NAND约占40%）。据国外咨询机构Yole统计，2019年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直接消费
市场，DRAM和NAND消费量占全球市场的比例均超过了30%，中国市场更加偏重NAND。经艾瑞核算，2020年中国
DRAM&NAND芯片市场规模约为3000亿元，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大市场，占全球市场比例超过40%；按照厂商收入
规模估算，同年DRAM&NAND芯片市场国产化率不足5%。半导体存储位居计算机产业底层基础地位，又受到近年来大
数据应用蓬勃发展的刺激，其市场兼具需求刚性和增长活性，在政策引导和创新投入的驱动下，到2025年国产化率有望达
到40%~50%，具备中长期持续成长性。

来源：Yole（2020），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企业访谈，结合艾瑞统计模型核算。

2019年全球分地区DRAM&NAND芯片市场份额 2020年全球分地区DRAM&NAND芯片市场规模
39%

34%

5% 4%

18%

31%

37%

4% 4%

24%

美国 中国 欧洲 日本 其他

DRAM NAND

427
456

41 40

170

美国 中国 欧洲 日本 其他

2020年分地区DRAM&NAND市场规模（亿美元）

2020年国产化率<5%
替代市场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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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
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CPU小，品牌和生态建设仍需加强
同时，国内厂商实现存储硬件国产化的产业进程面临4个方面的问题：①技术决定着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国内厂商在芯片
设计、制造和封装等环节中还存在劣势，尤其是在芯片制造商仍然受制于境外代工厂；②品牌效应是深度打入市场的瓶颈，
国际ICT龙头在硬件领域具备多年累积的市场声望，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品牌壁垒，改变这一现状需要较长时间的市场教育
和孵化；③行业标准的构建有助于规范市场行为、为厂商技术创新指引方向，而目前信创产业的发展中存储器行业相对缺
乏统一的行业标准，若能在未来两年得以完善将大大促进国内领先厂商市占率的提升；④生态布局是IT基础硬件产业终极
竞争力的体现，事实上国内存储器产品的创新也受限于以英特尔为主导的CPU技术标准的演进，要突破这一限制可能需要
整个IT基础设施产业5-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

国内存储器产业发展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

作为计算机和服务器硬件的一部分，存储器的配置事实上受到CPU等其
他核心部件的影响，需要与之相适配，国内存储器产业真正的自主化离
不开整个IT基础产业的共同进步，这一改变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

生态：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进步

标准的制定无论是对于信创国产化的推进还是对于产业长期发展而言都
至关重要，有助于塑造市场规范和有序化生态氛围

标准：

国际ICT龙头多年构建的领先市场声誉在短时间内难以超越，国产存储器
品牌需要国产旗舰产品通过长期的产品性能和服务优势来塑造

品牌：市场声誉的构建仍需时间

进一步打磨存储器产品性能、提升产品质量始终是技术创新的目的，也
是国内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国产替代的第一部，在存储芯片领域
国内企业距国际ICT龙头仍有着3-5年技术差距

技术：产品竞争力的基础

生态

标准

品牌

技术

• 无论是固态硬盘还是内存产

线，国内厂商早期主要从模

组环节切入（10年以上发展

历程），逐步向存储芯片等

领域过渡（5年左右发展历

程）

• 整体来看，国内厂商在存储

器领域相较于CPU距全球巨

头的差距相对较小，但芯片

制造和高端产品研发仍是国

内企业需要攻克的难关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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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鑫存储
首颗国产DDR4内存芯片制造商
长鑫存储于2016年成立于安徽合肥，尽管成立时间仅5年，但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DRAM芯片厂商。长鑫存储规划12
英寸晶圆厂共3期，于2018年完成了一期厂房的建设并已投产19nm工艺的内存芯片。长鑫存储主要有三大产品线，
DDR4内存芯片以及LPDDR4X内存芯片分别对应应用于整机和移动设备的内存设备，DDR4内存模组为整机内存条的其他
软硬件组成部分解决方案；其产品线覆盖了内存市场主要板块。长鑫存储与产业链上下游保持紧密生态合作；2020年12
月，公司获得了156亿元战略投资，投资方包括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第二期）、安徽国资以及招引创新等，目前长鑫
存储正规划包括二期晶圆厂房、17nm制程工艺以及DDR5内存芯片技术，将进一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来源：长鑫存储，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长鑫存储发展历程及主要产品线

19nm投产
19nm工艺的8GB DDR4开始投
产，当年年末实现2万片/月产能

2018.1 2020

2019.9

20212016.5

合肥长鑫成立
依托合肥IC产业基
地，致力于国产
DRAM芯片的研发

2017.3

晶圆厂一期开工
12英寸DRAM晶圆厂，一期
设计产能12.5万片/月

一期厂房完工

2018.7

工艺投片验证
自主研发的8GB LPDDR4
宣布正式投片

2018.12

工艺投片验证
19nm工艺的8GB
LPDDR4工程样片
下线

二期厂房
规划二期厂房建设，
发展17nm工艺

17nm&DDR5
计划完成17nm工艺技术研
发并发展DDR5技术

2020.12

战略融资156亿元
获“大基金”二期、安徽国资、
兆易创新等战略投资156亿元

DDR4 内存芯片

内存条的主要原材料，应用于PC、笔记本
电脑、服务器领域。长鑫存储是首颗国产
DDR4内存芯片的制造商。

LPDDR4X 内存芯片

LPDDR4X 内存芯片为第四代超低功耗双倍
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 服务于性能更高、
功耗更低的移动设备如手机、智能手表。

DDR4 内存模组

内存模组包含为DDR4内存条产品设计的
PCB、电容及其他软硬件解决方案，是内存
芯片之外生产内存条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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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存储
国内领先的NAND Flash解决方案提供商
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是国内专注于3D NAND闪存设计制造一体化的IDM集成电路企业，为全
球合作伙伴供应3D NAND闪存晶圆及颗粒，嵌入式存储芯片以及消费级、企业级固态硬盘等产品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
于移动通信、消费数码、计算机、服务器及数据中心等领域。2017年10月，长江存储通过自主研发和国际合作相结合的
方式，成功设计制造了中国首款3D NAND闪存。2018年，长江存储携创新型Xtacking架构，进军高门槛的NAND闪存产
业，并于2019年9月正式量产搭载了Xtacking架构的64层TLC 3D NAND闪存。长江存储以创新技术作为发展力，致力于
成为全球领先的NAND闪存解决方案提供商。

来源：长江存储，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创新架构使3D NAND拥有更快的I/O接
口速度

Xtacking创新架构使3D NAND拥有更高
的存储密度

Xtacking模组化的工艺将提升研发效率并
缩短生产周期

低电压高性能
I/O晶体管外围电路晶圆

存储单元晶圆

独立
加工

金属垂直互连通道

长江存储·Xtacking架构

更高

更灵活

外
围
电
路

存储
单元

传统3D NAND架构中，
外围电路约占芯片面积的
20~30%，降低了芯片的
存储密度

Xtacking技术将外围电路置于存储单元之上，
从而实现比传统3D NAND更高的存储密度

充分利用存储单元和外围电路的独立加工优势，
实现了并行的、模块化的产品设计及制造，产
品开发时间可缩短三个月，生产周期可缩短
20%，从而大幅缩短3D NAND产品的上市时间
此外，这种模块化的方式也为引入NAND外围
电路的创新功能以实现NAND闪存的定制化提
供了可能

更快

DRAMDDR4

NAND

Xtacking
I/O速度提
升到3Gb/s

Xtacking技术可实现在两片独
立的晶圆上分别加工外围电路
和存储单元，这样有利于选择
更先进的制造工艺。当两片晶
圆各自完工后，Xtacking技术
通 过 数十亿根垂直互联 通道
(VIA)将两片晶圆键合

Xtacking 堆 栈
技术，即晶粒与
晶粒之间的堆叠
的步骤

核心技术

独立
加工

长江存储·Xtacking创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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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硬件-整机
整机是最早实现关键领域国产化替代的环节之一。整机厂商常扮演集成商角色，将国产
软硬件产品集成在PC整机或服务器上，借由自身的品牌、资质、相对成熟的供应链能力
参与党政军、央企等招投标，推动信创产品的行业应用。整机厂商向下对接客户需求，
向上（芯片/存储环节)反馈改进意见，是推动信创产业链生态融合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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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8 
14963 

11542 

5573 3969 3742 

12532 12330 
11120 10227 

3751 2906 2679 

9916 

联想 惠普 戴尔 苹果 宏基 华硕 其他

2021年第一季度出货量
2020年第一季度出货量

产业现状

整机厂商利用天然的信创生态整合优势，将国产芯片、操作系统、存储、中间件、应用软件、信息安全等核心技术产品组
合，以“产品+服务”模式面向终端客户。整机产品形态多样化，其中服务器与PC整机是信创重要基础硬件，是推动全行
业国产化替代、信创产业链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信创整机以党政领域采购为主，金融、国有中型企业小范围部分采
购次之，2020年我国自主创新整机产品销量近300万台，其中终端产品占比90%，服务器占比10%。相比芯片、操作系统
等“卡脖子”环节，整机国产化替代技术门槛低、难度小，但替换总量大，从“可用”到“好用” 仍需攻克诸多难点。

来源：《2020网信自主创新调研报告》，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专家访谈研究及绘制。

信创整机市场概览

服
务
器

P
C
整
机

中国服务器厂商收入占比-按处理器类型划分 全球PC整机出货量

Ø 现状：按照CPU类型划分，X86与ARM是当前主流的两类架
构，其中X86服务器最为广泛通用，从2020年厂商收入看，
X86服务器厂商收入占整体的95%以上

Ø 展望：虽然从通用运算性能、内存容量上看，以精简指令集
（RISC）为架构的ARM芯片体系略逊X86，但随着X86着力
降低功耗、ARM着力提升性能趋势显现，二者差距在逐渐减
小；在信创推动下，基于ARM架构的国产企业级服务器产品
逐渐应用在政府、企业平台，生态体系逐步完善

指令集
架构

X86
95%+

非X86
~5%

Ø RISC/EPIC
Ø CISC
Ø ARM

当前以党政领域的国产服务器与PC机采购为主

• 以联想为首的国产整机厂商在全球PC整机市场上具备了一定的
国际竞争优势

• 信创为国内整机厂商开辟增量市场：国产整机厂商依托信创工
程，整合多方渠道与资源，持续打磨产品体系与行业解决方案，
快速扩张至央企、金融、交通、能源、运营商等重点行业领域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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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及攻克难点
整机厂商生态构建能力远比单纯产品的价值高
整机厂商不仅可以快速响应客户端具体的产品功能和性能需求，通过承担芯片/操作系统/行业应用软件等兼容适配、测试调
优的职责，联合供给端上下游厂商，做到信创生态全面打通。整体看，整机环节相对成熟，厂商的综合实力在全球市场已
得到认可，信创背景下的整机环节主要包括以下难点：①整机产品的自主性、产品性能强依赖于上游国产芯片、内存等技
术能力，当前信创关键技术的掌握不足，导致了整机与国产基础软硬件的组合，并不能达到“1+1>2”的效果； ②上游基
础组件供应商与下游客户需求对接断层，整机作为直接触达终端客户的中游，需要对客户高标准、多样化要求做出快速响
应，持续迭代产品及服务体系，这对整机厂商的技术研发、人才培养、资源整合等多个环节都是巨大的考验。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专家访谈研究及绘制。

Ø 国产CPU，如海光、龙芯、鲲鹏等在服务器
与PC端市场占有率低，搭载国产CPU的整机
的整体性能相较有所下降

Ø 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技术升级迭代过快，整
机适配研发周期短；适配过程需要上下游厂
商开展兼容性适配合作，难度大

1

·

基础组件供应商 行业客户

主要攻克难点

国产芯片

存储介质

主板/机箱

研发设计 适配检验生产制造 客户服务
硬
件

软
件

操作系统

数据库

应用软件

+

整机厂商

教育

医院航空航天

交通

电信

电力

石油

党政

金融中间件

Ø 设计、制造、研发等环节成本
高，制约整机厂商创新能力

2
Ø 整机产品形态多样，产品性能差距大
Ø 面对信创用户差异化需求，终端形态

的多样化早已不能满足，行业解决方
案缺乏

3

供给端
CPU/OS升级
换代、需求端
多样化场景需
求是整机研发
设计环节核心
关注点

整机产品制造的
选材、用料需要
严格遵守行业标
准，促进产业正
向循环；数字化
工具、AI智能的
应用会大幅提升
生产制造效率

适配检验程序
繁琐，经验复
用与质量严格
管控是关键；
主要环节包括
测试验证、硬
件版本兼容，
软件适配等

以用户需求为
牵引，打造整
机产业链闭环；
行业服务标准、
渠道打通、数
据分析等新技
术应用是关键 ...

信创整机产业链及主要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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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局：总-整机市场
信创推动国产整机厂商产业链话语权提升
过往，以Intel/AMD/微软为代表的海外巨头基于经年技术、经验积累垄断了桌面端，一定程度辖制下游整机厂商的创新发
展。戴尔、惠普、联想等整机厂商会根据持续迭代升级的CPU的性能决定整机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也会根据与操作系
统的适配测试结果调优，产业链话语权较弱。信创对于供给端厂商底层架构及核心技术自主可靠的要求，削弱了国外基础
软硬件产业链主导作用，使得整机厂商协同能力逐渐凸显，话语权得到提升。其次，面对党政军等领域招标需求时，整机
厂商常扮演集成商的角色，凭借其企业级市场覆盖能力、独有的信创资质（全国甲级或地方性乙级涉密资质、军队销售认
证等）为终端客户提供端到端产品服务。

来源：Intel 2020年报、IDC Worldwide Quarterly Server Tracker, June10,2021，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中国整机市场格局变化概览

国外
基础
软硬
件提
供商

Ø 信创背景下，我国对关键领域国产化替

代要求持续增强，Intel 、AMD、英伟

达等主流国外芯片供应厂商受到一定冲

击

Ø 以 Intel为例，自2018年开始中国区营

收增长率大幅下降

国
外
整
机
厂
商

国产整机厂商

Ø 重点行业及领域（党政军、央企等）

对国外整机厂商设置较高门槛，国外

整机厂商，如惠普、戴尔等市场份额

受到冲击

Ø 以戴尔为例，2021年Q1市占率（按营

收划分)同比下滑1.6%

27.2%
6.4% 1.2%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8-2020年Intel 中国区营收增长率

坚持以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为核心的战略目标

积极整合公司技术、资金、人才资源

以用户需求为索引，完成公司业务模式转型

Step1

Step2

Step3

--政策利好，行业地位、市场份额提升；紧随政策风向制定企业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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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局：分-服务器
服务器厂商短期成本承压，未来利好将得到释放
信创在技术替代上存在一定周期，市场爆发需要更长时间。以服务器为例，短期看，服务器厂商成本承压，需要投入更多
的人力、时间和资金进行研发和适配。由政府牵头，多个行业加大了对国产服务器的招标力度，缓解了厂商的成本压力。
长期看，随着核心硬件技术的突破，CPU和内存等硬件不再由国外垄断，采购成本有望大幅降低。服务器产业在我国发展
相对成熟，国内占比超60%，随着国内信息产业生态完善，信创市场的彻底释放，国产服务器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头
部厂商占据技术、资金、时间和市场等优势，将优先享受信创带来的红利。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专家访谈自主研究及绘制。

信创对国产服务器厂商的影响

短
期

长
期

为适应新的CPU和操作系
统，服务器厂商需要投入
更多的人力、时间和资金
进行研发和适配，短期内
成本承压。

为促进信创产业发展，政
府及信创主要行业加大了
对国产服务器的招标力度，
缓解了服务器厂商的成本
压力。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中标企业（第一名）

中国电信服务器（2021年）集中采购项目（GPU型服务器I系列） 45857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服务器（2021年）集中采购项目（服务器A系列） 1215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服务器（2020年）集中采购项目（I系列） 84600 华为技术公司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GPU集群服务器及配套采购项目 343 广东军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数据存储和分析服务器采购项目 114 航天四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器招投标统计（部分）

实现上游CPU、内存等核
心硬件国产自主，打破国
外垄断，市场竞争下，硬
件采购成本有望大幅降低。

信创落地，信息产业生态
完善，政府及关键行业实
现国产替代，信创市场彻
底释放，国产服务器市场
进一步扩大。

打破垄断 规模扩大成本承压 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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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以项目带动技术创新，共建生态促进产业升级
国产整机产业与信创产业发展相辅相成，信创生态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会直接影响到国产整机产业的健康发展。从整个信创产
业来看，统一、权威的行业标准，完整的适配以及质量管控原则仍有待落实；信创产业链分工不明确，芯片、存储、整机等
产业主体服务范围不明确导致各个环节兼容设配、测试验证的难度提升，对客户需求响应的及时性差；从需求端来看，供给
端整体产品性能逊色、供应链服务生态体系尚未成熟，下游客户对国产产品的信心不足。未来，在国家大力推动自主创新、
安全可靠技术应用与发展的总基调引领下，整机厂商将更多承担生态整合者的角色，上下游联动，构建“芯-端-云-控-网-安”
的产业链生态，实现信创生态的协同发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信创整机厂商打造核心竞争力关键

Ø 与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深度合作，共享资
源，打造专业化科技创新中心，培育信息化产业人才

产学研一体，培养高新技术人才

强化科研体系，增强行业落地能力

Ø 加深与上游关键设施提供商合作关系，比如提升自主研
发零部件的规模化应用、适配调优

Ø 提升行业应用、用户需求于信创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渗透
性，形成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行业解决方案

完善行业标准，促进信创产业链聚合

Ø 于各地建立集研发、生产、销售、交付全流程一体的创新
基地，聚合地方信创企业势能，在促进信创生态构建的同
时，带动区域市场增长

Ø 在应用实践中孵化整机行业标准，反复验证，由点及面推
动信创行业标准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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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M模式：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对传统产业链的升级改造，在最短
的时间内、可控的成本约束下，把用户需要的产品研制出来，部署
到用户数据中心。
JDM模式的优势：将客户需求引入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实现计算力
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紧密结合，大幅提升全流程服务效率，完成从批
量标准化到大规模定制化的转变

浪潮信息
国内领先服务器厂商，拥有先进的JDM模式
浪潮信息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商，业务涵盖云数据中心、云服务大数据、智慧城市、智慧企
业等产业群组，业务覆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8 个全球研发中心、6 个全球生产中心以及2 个全球服务中心。浪潮信息
是中国最大的服务器制造商和服务器解决方案提供商，其中服务器分为4大类共16款产品，可覆盖更多应用场景，为各规
模、类型的企业提供恰当的解决方案；在长期的业务实践中创新性地总结出了JDM柔性生产模式，与客户的生产链融合，
能做到完全匹配客户个性化配置需求。经过多年基于客户需求的服务器软硬件研发体系的不断完善，已形成涵盖高中低端
各类型服务器的云计算IaaS层系列产品，为云计算IaaS层提供计算力平台支撑；同时把握人工智能和5G变革的发展机遇，
对AI、边缘计算服务器进行全方位布局。

来源：浪潮官网，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浪潮服务器产品及生产技术布局
服务器产品 生产技术布局

强大的技术和研发实力快速应对市场需求

产品技术 解决方案 JDM模式

为云计算IaaS
层提供算力平

台支持

IaaS
系列
服务
器

边缘计算
服务器

AI
服务器

浪潮服务器通过JDM模式可实现需求驱动的大规模定制

产
品

虚拟化，数据库，内存计算，HPC等机架服务器

多节点服务器

整机柜服务器

塔式服务器

超融合等，全场景一体化的最佳解决设施

虚拟化，分布式存储，大数据分析等

主要适用于企业官网，医疗成像等场景

适
用
场
景

5G技术

AI技术

浪潮服务器产品线分为4大类共16款产品，可覆盖更多应用场景，
为各规模、类型的企业提供恰当的解决方案。

国家级四大研发平台

亚太地区先进的服务器生产线和研究中心

首批认证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涵盖高中低端各类型服务器的云计算IaaS层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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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
全球领先的ICT科技企业，智能转型的赋能者与引领者

来源：联想官网，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联想业务布局概览

联想集团成立于1984年，业务遍及全球180个市场、服务超10亿用户，是家喻户晓的全球化科技公司。自成立以来，联想
凭借全球供应链优势、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业务协同优势，逐步构建完善的全球化业务布局，PC出货量常年居全球首位。
2020年疫情刺激个人电脑消费，联想PC出货量增长率达十年新高（同比增长4.8%），PC出货量占全球出货量的24.9%，
销售额占中国PC市场份额的41.6%。近年来，在企业数字化与智能转型双轮驱动下，联想逐步从硬件设备提供商向服务和
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典型措施包括：设立SSG方案服务业务集团，持续深化公司智能化转型；坚持3S策略，即智能物联
网、智能基础架构、行业智能，协同新基建浪潮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基于Leap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客户提供行业解决方案。
联想将持续以技术为核心、业务转型为驱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

SSG
方案服务业务集团

ISG
基础设施方案业务集团

IDG
智能设备业务集团

战略定位

产品矩阵
及优势

专注整合集团内部各业务部门的服务
团队与能力，推动设备服务、运维服
务、设备即服务（DaaS)三大业务增
长，将服务和解决方案打造成公司未
来的核心竞争力

Ø 原数据中心业务集团，包含服务器、
存储产品、网络设备、融合架构、服
务器选件等多个产品

Ø 重新划分为两大细分业务：既可服务
如微软、AWS的云服务厂商，也可为
客户提供混合云和解决方案

Ø 为公司主营业务，FY2019/20实现
收入占总收入89.16%

Ø 充分利用公司共享平台，降本增效，
加速计算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

Lenovo

ThinkPad
以方案为中心-智慧解决方案

以产品为中心-附加服务

以客户为中心-运维&设备即服务

Ø 联想设备全生命周期服务
Ø 多品牌IT设备服务

Ø 企业IT运维外包

Ø 智能化系统集成服务
Ø 智能化行业解决方案Motorola

Ø 自主产品设计
Ø 可定制化主板

及系统
Ø 全球供应链协

同、高效交付
能力

Ø …

Ø 服务器产品性
能&可靠性全
球领先

Ø 满足下游客户
多样化数据中
心需求

Ø …

云服务IT基础设施 企业IT集成设施

手机

平板

手机

电脑 智能家居

智能办公

配件

两大电脑品牌

Think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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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开天
紧随政策风向，共创信创生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联想开天是国内最早布局信创产业的整机厂商之一，现已完成与主流芯片、存储、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等国产厂商适配工
作，是“端-边-云-网-智”全要素覆盖的行业领导厂商，更是信创生态联盟建立的主导者之一。从公司战略规划看，联想
开天重视信创目标，将信创布局上升至公司战略层面，为各行各业的国产化替代赋能；从公司综合实力看，联想开天供应
链实力强，年出货量大，国产整机产品试错样本大，质量更能得到验证及保证，大幅提升了行业客户对国产整机的信心；
基于企业历史基础，联想开天为行业客户提供优越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帮助树立整机行业标准，并促进信创产业链上下
高标准、高质量发展融合。作为信创整机市场的排头兵，联想开天将积极承担民族、社会责任，助力我国信创产业高质量
加速发展。

联想开天发展历程及信创生态布局

2006

Ø 2020年11月13日，联

想正式与龙芯、兆芯、

飞腾、统信软件等合作

伙伴成立了联想信息技

术应用创新生态联盟Ø 助力国家“核高基”

一号文件落地实施，

解决计算机基础的计

算应用问题

2012

2018

2020

2021

Ø 依托领先技术、生产、

服务能力及高标准质

量控制管理能力，推

出一系列高品质信创

产品，助力信息化产

业发展。

Ø 正式布局信创产业

Ø 在国家工信部发改委的

要求与协助下，联合上

海联合投资开展PC整

机信创业务

Ø 信创是国家的未来，也

是联想开天的未来，联

想开天主动承担国内整

机头部厂商责任，支持

所有信创产品类型与路

线，以“开放、融合、

高标准”的发展思路持

续赋能信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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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软件-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是最基础、最底层的计算机软件，当前以麒麟、统信为核心的国产操作系统体
系已经初步建立，党政军等关键领域的国产操作系统基本完成，金融、交通等行业开始
试点推广。未来随着基础硬件性能提升、国产软件生态逐步构建，国产操作系统将成为
推动信创产品市场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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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地位
操作系统具有管理、控制、服务功能
操作系统是复杂的系统软件，具备控制、管理与服务三大功能，向下衔接硬件层的物理设备，向上为应用软件提供运行环
境，实现计算机软件运行、外设与资源管理、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操作系统包含Shell（外核）、 Kernel（内核） 两大
接口，Kernel面向内部，负责管理调度多个并发程序，Shell是操作系统的用户界面，赋予用户与内核交互操作的能力，
（比如，Linux、Unix 通过命令行，Windows通过GUI接口）。现阶段，我国国产操作系统大都是基于开源Linux内核的基
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并未对Kernel做修改，保持了原有的内核框架模式。从应用场景划分，桌面、服务器、移动端操作系
统为主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操作系统框架及分类

…CPU 内存终端 硬盘 文件网络 电源 多核

Kernel Shell
计算机本身
运行相关

用户程序运行的
状态，与用户数
据和应用相关

CPU调度器

物理内存管理

虚拟内存管理

文件系统管理

中断处理与设备驱动

…

操作系统

基础硬件

应用软件 文字处理 科学计算 政务软件 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 …

• Windows、MacOS、Linux、Chrome OS桌面OS

• IOS、Android、WP系统移动OS

• Unix、Linux、Windows Server、Netware服务器
OS

• 云OS、嵌入式OS、物联网OS其他

主流操作系统-按应用领域划分
面向应用程序扮演管理者角色，操作系统提供IO、内存、声卡网卡的访问服务，方便用户使用计算机

面向基础硬件，负责处理器、存储、设备、文件管理，保证计算机资源的公平竞争和使用

虚拟层界面

物理层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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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及技术演进
操作系统发展经历由计算机资源驱动到用户需求驱动过程
应用需求、计算机硬件、系统结构的发展是推动操作系统的进步的主要因素。全球操作系统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在CPU/
内存等关键硬件升级支撑, 人机互动、可视化应用等需求的推动下，完成了向高效、并发、开放、平价等方向的转变。微软
牢牢把握我国桌面操作系统的市场主导权，在微软宣布XP停服之前，Windows XP系统占据超过七成的政府、企业等数百万
用户群的办公设备，同年5月受停服事件影响，国家机关采购中心限制中央机关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使用Windows 8 ，为国产
操作系统厂商带来发展机会。

来源：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窗口系统安全状况调查报告》, 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 UNIX主流技术被
Linux逐渐取代

• 2000年，中软Linux
规模化应用于政府
领域

• 国产操作系统
壮大成熟，逐
步成为可用产
品

• 中标麒麟、深
度等软件出现

• “中兴事件” 进一步
催化国产操作系统发展，
统信软件、麒麟软件先
后发布；国产操作系统
将逐步完成从“可用”
到“好用”蜕变

• 国家“七五”计划
首次提出操作系统
国产化要求

• 1983，中国首款
PC级操作系统
CCDOS诞生

萌芽阶段 发展阶段 壮大阶段 信创新纪元

手工及单道批处理OS

• 20世纪40年代，早期
OS仅起到加载作用, 用
户独占全部计算机资源，
且CPU等待人工操作耗
时低效，人机矛盾产生

• 1950s，第一个批处理
操作系统开发并应用，
一定程度解决人机矛盾，
但系统资源仍存在浪费
现象。

• “中小规模集成电
路计算机时代”到
来，提高资源利用
率和系统吞吐量的
需求推动多道批处
理OS发展，但作业
平均周期时间长，
而且无交互性

多道批处理OS

个人电脑系统 & 分布式OS

• 随着网络诞生，计算机应用的网络化、分布式、智能
化推动OS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

• 未来，随着虚拟化技术、云操作系统出现，闲置计算
机资源的利用率将进一步提升, 分散的计算机资源整
合和同化，操作服务能力得以增强

• Linux 开源软件发展迅速

操作软件发展历程及阶段特点

全
球

中
国

分时OS
• 人机交互、共享主机、用户便捷

上机等需求推动分时系统形成和
发展

• 随着微型计算机迅速普及，计算
机使用对象趋于个人化，用户交
互成更被重视。DOS、
Windows、OS/2、UNIX 为典
型代表，苹果首款可视化操作系
统Mac OS System 1.0发布

由于操作系统代码规模庞大、数据结构复杂，
具有很强的垄断性，愈发重要的数据资源被
操作系统厂商轻易把控；很多国家，如日本、
俄罗斯都投入资金、人才发展自主创新的操
作系统，然而自研操作系统的可移植性弱、
配套软件生态的缺乏仍是最大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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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40.9%

4.3% 3.9% 2.9% 2.6% 1.2% 1.1%

Win10 Win7 Win8 macOS Win XP iPadOS Linux Win
2003

产业现状
以麒麟软件、统信软件为核心的国产操作系统体系初步形成
平滑替代、生态构建是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及完善方向。早期Linux目标客群为专业人员，所以其应用性及现代化程度不及
较为成熟的Windows，配套软硬件生态分散使得Linux市场推广难。聚焦我国信创领域，开源Linux能够降低国产操作系统
开发的技术门槛，与CPU架构适配基本无难点，与上层应用软件的适配难点更多是由信创厂商各自为战，合作程度不够深
造成。操作系统软件市场集中度高，目前以主要面向党政军的麒麟、面向民用领域的统信为主流。现阶段，党政军关健领
域的国产化替代已接近尾声，公安、央企、医疗、交通等领域仍在试点阶段，并未全面铺开。

注释：主流操作系统应用的流量统计截止至2021年6月25日。
来源：百度流量统计院，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专家访谈研究及绘制。

主流操作系统应用占比概览 Linux 技术流派及主流操作系统

Windows 占据桌面端操作系
统多年，并且经过多年技术
迭代、市场检验，形成了极
高品牌、技术、生态等壁垒

• 银河麒麟：隶属国防科工局，属863重大攻

关计划，与中标Linux 品牌整合后共同推出

“中标麒麟”，Linux 市占率极高

• Deepin：深之度与诚迈科技等共同成立统

信软件，牵头建设了统一操作系统UOS

• 普华基础软件、凝思

Debian

Ubuntu 
桌面/终端

Debian 
服务器商业

• 中标麒麟、中兴新支点、红旗、中科方德

• 中标软件

RedHat
服务器商业

CentOS 
服务器社区

Fedora 
桌面/终端

Redhat

• Red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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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环节及痛点
开源代码风险性、国产OS市场推广验证难度是主要痛点
虽然党政军领域的国产化替代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性能及上层应用软件的“难用”痛点，国产操作系统应用存在“面子
工程”现象，即在终端分别部署Windows、国产操作系统两套，国产操作系统仍然缺乏应用验证的市场环境。操作系统
的推广痛点是各个环节相互作用、不同痛点叠加而成的效果，以开发、迭代、应用的等核心环节为抓手，从关键项目领域
走向商业化，向市场推出可用、好用的产品是国产操作系统未来发展的方向。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专家访谈研究及绘制。

操作系统开发应用的核心环节及阶段痛点

持续迭代优化详细设计

需求分析

市场化

设计

编码

部署

分析 发布

测试 运维

Ø 当前国产操作系统代码基本可以做到100%的自主创新，但是完
全原生态的操作系统并未产生

Ø 开源代码具有一定风险性：很多国外开源代码由商业化机构运营
维护，断供、闭源调整的问题随时可能发生。比如，Redhat官
方宣布于2021年年底结束维护Centos 8

Ø 用户需求是全球操作系统发
展及完善主要驱动

Ø 不同行业、场景，操作系统
及面向用户的应用软件的设
计、部署会有所不同，是否
能够针对客户需求发展软件
生态为软件的迭代优化奠定
基础

Ø 客户需求对接常常是由具备
集成商资质的整机、应用软
件反馈，故存在需求对接不
及时的情况

WHY?

HOW?

Ø 下游客户需求分析
Ø 软硬件考虑（比如处理器、
总线吞吐量、应用场景等

Ø …

Ø 只有被市场认可的操作系统
才会真正成功。当前，包括
操作系统在内的国产软件体
系部署推广面临多方阻力，
用户需求无法满足是其无法
走向市场化的核心因素。仅
从下游应用软件看，国产化
替换主要在党政领域（替换
率约为30%~40%），大部
分行业仍处于试点阶段，民
用领域几乎未见踪影

Ø 相应的，软件生态体系的不
完善、用户体验感不佳会进
一步导致软件应用商店的发
展能动性差，国产操作系统
无法打造设计、部署、验证、
迭代优化的闭环，正向循环
的信创产业链也无法形成

代码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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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通过上下游生态构建，推动国产操作系统市场化拓展
操作系统的产业环境高度依赖上下游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最关键的硬件匹配、工具链的完整建设、应用丰富性、市场化
都需要技术、政策、商业的协同运作。具体而言：①国产操作系统生态：国产操作系统厂商强强联合，打造统一操作系统
生态体系，使其可以在不同CPU平台上统一发布渠道、应用软件商店等。比如2019年，中兴新支点、CEC、中国电子、深
之度等合推的UOS统一操作系统； ②与芯片等信创上下游厂商生态：上下游生态整合是促进信创产品商业化发展、再基于
市场反应做迭代优化的重要驱动； ③面向市场的生态：搭建开发平台与社区，与行业核心伙伴共享源代码，并且通过开放
操作系统代码，鼓励更多的开发者、ISV在国产操作系统上运行程序，持续迭代软件版本。 基于Linux微内核的移动端华为
鸿蒙OS就为国产操作系统生态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

来源：工信部，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专家访谈研究及绘制。

01
顶层设计与资源整合
• 国产操作系统仍以政策为主要驱动力、厂商市场化

的意识弱
• 缺乏有公信力的软件价值评估机构，软件价值评估

体系优待健全
• 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落实程度不够

03

人才培养
• 2021年Q1我国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697万人，同比增长6.2%，但是高端人才仍供给不足
• 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且大都对Linux 两大体系中的Redhat熟悉，其他分支掌握程度低
• 早期国家对开源Linux推广少，大众从小接触Windows系统，缺乏Linux相关知识的积累，对基于

Linux的国产操作系统接受度差。未来随着中小学Linux相关课程的设立推进，学校、教师、学生家
长、学生，社会主体对Linux 的认知程度将逐步提升，构建国产操作系统人才体系，为实现我国信
息产业自主创新奠定基础

02
生态构建

• 提升大众的参与度，形成反馈-调优-反馈-再调优
的良性循环，提升用户对国产操作系统的自信心

• 树立走向市场化的共同目标，以关键领域项目带
动与上下游信创厂商合作关系的加深

国产操作系统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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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软件
背靠CEC, 以党政军领域应用经验带动产品矩阵升级
麒麟软件是由中电子旗下的两家操作系统公司，即中标软件和天津麒麟联合成立，旗下拥有“银河麒麟”、“中标麒麟”两
大品牌。麒麟以安全可信的操作系统技术与服务为核心，不断完善其产品生态体系，现已拥有服务器操作系统、桌面操作系
统、嵌入式操作系统、麒麟云等产品；加速与CPU、BIOS、整机、外设等的适配工作，做强自主安全的基础软件生态，并
促进基础生态、基础生态、应用生态融合，当前适配的软硬件产品数量超过五万款；建设开源社区，共促技术创新；重视信
创事业人才储备，2020年发布“邀天”计划，拉开人才生态建设序幕。时至今日，麒麟软件团队已从800余人扩张至近
3000人, 基于麒麟操作系统核心技术的网信人才生态初步构建。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麒麟软件产品体系及生态联盟

Ø 专利350余项
Ø 通过CMMI5级评估
Ø 主持和参与起草行业、
联盟技术标准40余项

飞腾龙芯
申威
兆芯

海光 鲲鹏

核心伙伴 合作伙伴计划

主要资质

价值定位 客户关系 应用场景

核心产品体系

政府

金融

能源电力

医卫

国防

交通

…

信访

服务
器操
作系
统

银河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V10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V4
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V7.0
中标麒麟安全操作系统软件V7.0

桌面
操作
系统

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V10
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V4
中标麒麟桌面操作系统软件V7.0

增值产
品及解
决方案

推出高可用、虚拟化、云平台类型
产品、安全邮件服务器、可视化隔
离交换一体机等

为合作伙伴提供不同
等级产品适配、测试、
认证服务，共同为下
游客户提供完整国产

化解决方案

Ø 战略定位：为行业客
户提供通用/专用的，
高安全高可靠操作系
统和解决方案

Ø 产品能力：内生安全、
融入移动、性能领先、
生态丰富、云端赋能、
体验提升、…

Ø 党政军领域国产
操作系统供应的
领先者

Ø 68976 上架应用
Ø 9898注册用户数

5万+软硬件产品适配

奇安信

浪潮 福昕 达梦

东方通

…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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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数据库经历了多年的沉淀，已具备初步的竞争力。从技术水平来看，整体已达“好
用”阶段，部分领域位于国际领先水平；从市场表现来看，2020年国产厂商的市场份额
（按营收）已达47.4%，未来仍将进一步扩张。未来数据库厂商将携手上下游，继续进
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着力攻关兼容性问题，为信创建设增砖加瓦。

基础软件-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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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 247.1 
291.7 

339.2 
389.7 

447.0 
509.4 

13.4%

16.2%
18.1%

16.3%
14.9% 14.7% 13.9%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营收（亿） 增长率（%）

产业现状
国产厂商厚积薄发，占据近半市场份额
从信创整体IT产业链来看，我国数据库产业属于较具竞争力的一环，整体已达“好用”阶段，部分领域位于国际领先水平。
从技术水平来看，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实践，国产数据库已经走过了学习摸索的阶段，进入到了服务市场乃至引领创新的全
新阶段，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世界级突破。从产业活力来看，我国数据库厂商数量自信创以来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仅
墨天轮收录即达到131家），许多优秀的初创厂商凭借NewSQL、SQL on Hadoop、NoSQL等技术路线不断涌现。从市
场份额来看，国产厂商的占比在近年来急剧扩张，各大传统数据库厂商、云厂商、跨界ICT厂商近年来在商业化方面都取
得了较好的成绩，2020年国产厂商的市场份额（按营收）增至47.4%，未来仍将进一步扩展。

注释：具体口径详见艾瑞《2021年中国数据库行业研究报告》。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企业访谈，结合艾瑞统计模型核算。

注释：具体口径详见艾瑞《2021年中国数据库行业研究报告》。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企业访谈，结合艾瑞统计模型核算。

2019-2025年中国数据库市场规模及增速

国外厂商

52.6%

传统国产厂商

7.1%

其他国产厂商

40.3%

2020年中国数据库市场份额：国产vs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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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局
信创为国产厂商工程实践的积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从产品本身来看，数据库属于基础软件，具有“技术研发复杂、产品生命周期长、稳定性安全性要求高”的特性；从用户
角度来看，数据库属于企业核心IT资产，在选型时会额外考虑“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对于数据库厂商而言，他们需
要积累大量的工程实践，并在客户的反馈的基础上，对产品进行不断的迭代和优化。为打磨产品、建设生态，部分云厂商
和初创厂商，如阿里、华为、PingCAP等，都选择了通过开源的方式来加速产品成熟。信创为国产厂商提供了除开源外的
另一条路径：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企业为国产数据库厂商提供了较为宽容的成长环境和丰富的实践机会，使得其产品可以
在多种场景下经历打磨，有利于产品的加速迭代和产业的跨越式成长。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数据库产品特性

技术研发复杂
数据库设计涉及计算、存储、网络、数据等各
环节、前期研发投入周期往往长至6~8年。

产品生命周期长，渐进式迭代
生命周期长达几十年，产品迭代依赖工程实践
积累，呈现渐进式改善的特点。

稳定性安全性要求高
数据库作为企业的核心IT资产，支撑着企业业
务的方方面面，因而对安全稳定的要求格外高。

国产数据库信创建设路径

核心
系统

面向互联网场景
的创新业务系统

非核心业务
的边缘系统

流程较简单的系统

不需要实时数
据更新的系统

从非核心、
流程较为简
单、非实时、
互联网创新
的业务系统
着手，到核
心系统（财
务、运营等）
的完全替代，
整体周期约
需要6年

≈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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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难点
上层应用兼容、技术架构变革为信创带来额外难题
数据库处于IT架构的中间层，向上是各种应用软件的支撑引擎，向下调动计算、网络、存储等基础资源。因此企业数据库
的选型迁移不仅与数据库自身的性能功能相关，更需要能够适配企业的IT环境与应用软件。现大部分政府央企的部署环境
均为本地化，但未来随着其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可能会对数据库提出支持云的新要求，部分国产数据库厂商已经推出相应
的云版本。从现阶段来看，国产数据库推进更困难的是与上层应用软件的兼容。在上一轮信息化建设中，大部分企业的业
务系统都采用了SAP、Oracle等国外厂商的产品，部分Oracle数据库由应用厂商嵌入在业务系统中，一旦替换下层的数据
库，可能会对上层业务系统的运行带来困难，进而影响到企业的业务。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传统IT系统布局与数据库信创建设难点

Oracle

HR
CRM SCM

ERP ……

武汉
达梦 人大

金仓 神舟
通用

南大
通用

……

国产应用系统 国产应用系统 国产应用系统

适配&兼容
同步

基于oracle的应用系统

1. 原应用软件兼容性：对于企业而言，并不可能孤立地对Oracle等国外数据库进行信创建设，还需要考虑与业务深度绑定的应用系统兼容
问题。如果仅对数据库层进行替换，还需要考虑该国产数据库对企业原业务系统的兼容性。对于部分大型企业而言，不仅采购了基于
Oracle的国外应用软件，还基于Oracle开发了自己的软件，替换国产数据库后，还需要对应用系统进行相应地改造。

2. 国产应用软件适配：受国际形势影响，信创在近几年才刚刚加速，与国外厂商相比，国内数据库厂商的生态建设并不完善，与应用软件、
实施服务商的适配、合作较为零散，这对企业信创建设也增加了额外的难度。

3. 整体技术架构转变：如果对IT系统进行从上到下的信创建设，不可避免地会牵涉企业整体技术架构的变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
Oracle和MySQL了解熟悉的IT人才较多，而国产数据库相关人才储备不足，产生了培训、学习的额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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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结合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新一轮信息技术升级
数据库信创建设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国产替代项目，而应把它纳入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个战略框架中，与上云建设、无
纸化办公、分布式改造、乃至业务创新、组织变革等结合起来，实现产业的新一轮战略升级。数据库作为数据的核心载体，
是企业建立数字资产的第一步，是“信创×数字化转型”的交叉点，因而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升级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下一轮央企及行业的信创建设中，企业可以以数据库为抓手，向下改进IT基础资源架构，向上支持业务的数字化赋能。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数据库在“信创×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作用

包括系统日志采集、
设备数据采集和网络
数据采集，运用埋点、
传感器、探针、爬虫、
API调用等设备或技
术将企业业务数字化。

Step1：采集 Step2：传输

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
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
进行传输，满足数据
迁移、集中管理的各
种需求。

Step3：存储

将结构化或者非结构
化的数据，以关系、
图、键值对、宽列、
文档等结构存储在磁
盘等介质上。

Step4：计算

对于存储的数据，实
时或者延时地进行大
规模批量处理、流式
计算、图计算、集群
资源管理和调度等。

Step5：应用

通过数据可视化、共
享、分析、模拟、预
测等技术，进一步帮
助人们获取到有用的
价值，实现数字赋能
的最后一环。

资源链接

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
硬件与软件、软件与
人以及企业价值链各
环节、内部各部门的
链接，极大程度上消
除信息不对称。

资产形成

将各种来源、不同历
史时期的数据转化成
计算机可读形式并集
中存储下来，形成数
字资产，从而初步具
备了价值的形态。

信息反馈

把原始的数字资产根
据使用者需求进行整
合、调度、模拟，输
出成可用（人类能解
读）的形式。

决策赋能

将已具备可用性的数
据做进一步处理，根
据企业个性化需求提
取、展示其中的规律，
并作出判断，从而变
现为商业价值。

数据库覆盖范围

数
据
侧

企
业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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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
与上下游软硬件和服务厂商携手，共同提升客户体验
数据库作为基础软件，处于IT架构的中间层，向上支撑各种软件的数据应用，向下调动计算、网络、存储等各种基础资源，
因此其自身的发展与上下游软硬件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信创环境下，数据库厂商更加需要与上下游在产品适配、技术研发、
商业协作等方面加强合作，从而实现生态的互赢。同时，面对各行各业客户千变万化的需求，数据库厂商还需要和做咨询
培训、定制化开发、部署、管理、运维的各类解决方案厂商合作，以延展自身软件的能力半径，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数据库相关生态

硬件厂商
处理器厂商、存储厂商、服务器厂商等

云厂商
公有云厂商、私有云厂商、MSP厂商等

软件厂商
基础软件厂商、综合应用厂商、行业应用厂商等

解决方案厂商
IT服务商、数据工具厂商、管理平台厂商等

作为基础软件，数据库的设计与处理器、存储、网络的
发展息息相关。从现阶段来看，多处理器、多核、非易
失内存、SSD的发展对数据库设计的改进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同时，数据库厂商也会向下游硬件厂商进行反馈，
进行软硬一体机、特殊硬件定制研发等方面的合作，携
手提高产品性能。

各行各业客户业务特性不同，对数据库的要求也千变万化，
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市场呈现出VUCA的
特性。标准化的基础软件并不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因此就
需要解决方案类厂商为客户提供更为定制化的服务。另外，
数据库技术日新月异，市场上产品迭代快速，企业对数据库
产品咨询、培训和统一管理等方面也有着刚性的需求。

云计算的出现为数据库提供了新部署方式的选择，其弹
性伸缩、高性能、低成本的特性为数据库厂商提供了更
多的想象空间。从现阶段来看，2020年中国公有云部
署模式的数据库市场份额已达到32.7%，未来仍会进一
步的扩大。无论是从商业上，还是技术上，数据库厂商
与云厂商的合作都愈发紧密。

数据库生态内的软件厂商主要包括其他基础软件厂商（操
作系统&中间件），以及与客户业务紧密结合的应用软件厂
商（ERP、OA、BI工具等）。信创对数据库厂商在兼容性
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各数据库需要与国产操作系统、办
公软件等进行适配，携手共同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提
升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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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梦|沃趣 (QDM) 国产数据库一体机
“2+1”全栈式数据库解决方案，助力数据库平台国产化替代
数据库平台是企业数据层核心应用，沃趣科技凭借多年自主研发数据库生态建设经验，与国内领先数据库厂商达梦倾力合
作，深耕信创领域，链接硬件（海光、飞腾、鲲鹏）、操作系统（麒麟）等国内厂商，经过系统、网络、存储等各领域专
家预先配置，精心调优，打造行业首款全国产化数据库软硬件一体化系统——QDM数据库一体机。
QDM集成了达梦与沃趣多项自主原创技术，构建企业级 “2+1” 数据库私有云平台。既承载用户的核心生产业务，并对
生产数据实时备份，支持误删数据即时恢复和构建开发测试库，实现全栈式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来源：沃趣科技，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广泛应用场景

降低TCO成本

开箱即用 安全可靠

性能全方位提升

全国产

党政

证券

社保

能源

交通

电信 医疗

银行

自主创新引领数字未来，共筑企业数字根基

达梦新一代大型通
用关系型数据库

DM8

DM  DSC
达梦数据共享集
群，适用于密集
交易型场景

DataWatch
达梦数据守护集
群，适用于高可
靠环境场景

沃趣仲裁软件，节
点故障自动切换

QDVote

QStor
沃趣分布式存储
软件，提供数据
跨节点副本保护

TrueCDP
数据实时备份、
指定时间点恢复，
开发测试库

产品
核心
优势

中国数据库行业领军企业，掌握数
据管理与数据分析的核心前沿技术

率先打造企业级数据库云平台，
数据库生态领域持续领跑者

&

QDM产品优势与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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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趣科技
数据库生态领域持续领跑者
杭州沃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2012年，创始团队为原阿里巴巴去“IOE”期间数据库团队核心骨干，多年来专注于数
据库生态平台领域，秉持以“让客户用上最好的数据库技术”为使命，率先打造了国内领先的企业级数据库云平台。产品
覆盖全球主流数据库和云原生技术架构，完整构建高性能、备份、容灾、交换、流转等数据库生态闭环。
已累计服务800+企业客户，覆盖证券、银行、电力等40+行业，致力于为全球企业用户提供更高效、更专业、更安全的
数据库全生命周期的云平台解决方案。

来源：沃趣科技，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SaaS

IaaS

PaaS

国产化数据库云平台 云原生数据库融合平台

数仓/大数据分析数据库
资源池

业务连续
性平台

容灾
平台

云上数据库超市

数据备份保护池开发、测试数据池

支撑多元异构流式数据交换

沃趣企业级
数据库云平台

数据流计算云平台

数据备份平台

数据安全、高效、稳定访问

超融合 裸金属公有云/私有云IaaS资源

数据流转数据流转

企业级数据库DBaaS服务

基础资源池（计算、网络、存储、安全）

高性能数
据库

稳态业务数据管理 敏态业务数据管理

多库整合、统一纳管
提升可靠性性能提升

敏捷 云化
弹性伸缩

沃趣企业级数据库云平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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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云服务所涉及的IT产品和架构的综合性及其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基础地
位，信创云事实上成为了国产化的IT基础软硬件解决方案。其发展需要信创产业链综合
水平的全面提升，是信创生态建设完成度的重要体现。

云服务-信创云

信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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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现状
信创云的主体是国产化的IT基础软硬件解决方案
“信创云”是近两年基于信创背景下提出的特殊概念，并非是有别于其他云的专业化云产品。从实际应用角度，信创云强
调的是搭建云体系的软硬件的国产化或是基于稳定产品的深度开发——软硬件包括云服务器及其组成部件、云平台软件、
云桌面操作系统以及上层应用软件，甚至在实际项目中还涵盖了PC、办公设备等“非云”硬件。完整的全国产化信创云事
实上包括了IT系统各方各面的主要组件，但就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还未能实现100%的国产化。考虑到云计算正在逐步
成为企业和政府机构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标配”，可以将信创云定义为国产化的IT基础软硬件解决方案，而非是某种独立
于其他IT领域、其他信创领域的专门产品和服务。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信创云”的概念解析与基本特征

• “信创云”易被理解成为一种与各种
行业云并列的垂直领域云服务，事实
上，这一概念强调的是软硬件国产化
条件基础上的云服务

• 目前政府机构是信创云的主要用户，
但信创云并不限于政务云

• 在业务实践中，近年来政府机构大力
投入政务数字化，而部署（私有）云
几乎是政府机构进行数字化改革的必
然选择。私有云的部署涵盖了从基础
硬件到上层应用软件在内的全方位的
IT服务，因此现阶段政府部署信创云
的业务实质可以看做是基于国产软硬
件的一体化政务数字化升级

• 放眼其他行业，信创云可被理解为是
一种国产化IT基础软硬件解决方案

信创云

1 核心特征？

2 行业？

3 公有/私有？

4 I/P/S？

现阶段信创云的核心特征是实现云基础硬件及
主要软件的国产化替代以及信息安全防护

从云技术角度上看，信创云并不必然
是公有或者私有化部署，然而由于主
要应用于国计民生重点行业，信创云
实际上绝大多数以私有化形式部署

概念解析

政府是信创云主要客户，政务云是信
创云的主要应用领域；金融、能源等
八大重点行业也将逐步使用信创云

信创云所涉应用覆盖云计算的IaaS、PaaS及
SaaS等各层次，并无特别注重，然而由于上
层应用需要适配底层基础硬件，信创云在逐步
替换传统IT架构以及虚拟化的过程中通常是从
IaaS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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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
信创云服务商为企业提供端到端全栈式服务
随着技术的成熟以及政务云市场所起的带头示范作用向行业信创迈进，金融、电信、能源、电力、医疗、教育、交通、公
共事业等行业也将逐步成为信创云集聚的市场。金融行业由于数字化基础较好、IT投资稳定，目前在八大行业中对信创云
的改造相对领先，市场规模的增长空间也仍然充足。金融行业的数字化建设反映了诸多传统行业在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可能面临的关键需求和问题，包括对IT系统高并发、高可用、灵活性的需求以及对异构IT环境的支持等。在云计算固有的
高效IT资源基础上，信创云厂商整合行业上下游优势产品形成全栈式的IT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端到端部署和完善的配套
服务，在提高IT系统的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部署成本。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信创云赋能行业IT升级——以金融信创云为例

高并发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金融活动更加频繁，在
电商活动期间更会面临流量高峰

高可用
随着金融服务数字化，服务器资源的稳定性
成为提供高质量的先决条件

异构性
金融电子信息化较早，长期积累的老旧系统
和硬件反而成为现代数字化的障碍，统合不
同设备的IT能力也成为金融机构核心需求

灵活性
IT资源灵活调配是云计算实现IT降本增效的
核心，也是云计算应对高并发访问的基础

硬件设备商

服务器

安全设备

交换机

信创云服务商

云应用迁移

云数据打通

云原生改造

云资源管理

云架构搭建

网络服务商

基础软件厂商

应用软件厂商

OA 流版签

电子签章 邮件

数据服务厂商

IT集成商

金
融
机
构
客
户

全栈服务

端到端
产品链

信息安
全保障

高效配
套服务

IT成本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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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化布局
信创云所需的是全方位的国产化生态支持
基于前文所述“信创云的本质是国产化的IT基础软硬件解决方案”这一结论，信创云产业链事实上几乎覆盖了本报告所涉
及所有的关键产业领域（若不考虑实际项目需求可将PC整机排除）以及对应的软件云化。从行业整体来看，信创云作为国
产化的IT解决方案，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进步和生态构建，这一生态构建的顺序必然是优先确定底层硬件的技术标准，而
后以上层应用进行适配，因此信创云的研发重点和优先点都将呈现出自下而上的顺序。对于提供信创云服务的企业而言，
其信创云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也通常取决于是否能够整合各环节资源、打通底层资源和上层应用生态，仅依靠一家企业独立
提供全套的信创云服务不具备实操性。

注释：正文及图片中所展示的公司l顺序无实际意义。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信创云主要架构及核心产品

IaaS

SaaS • 云计算SaaS层为各类应用软件，鉴于目前信创云应用领域主要是政务市场，行业软件应用品类
相对有限，以通用的行政管理和办公套件为主。云OA软件代表厂商包括致远互联、泛微网络等，
另见本报告“OA”章节；云办公套件代表厂商金山软件

• 随着信创覆盖行业延伸，SaaS层软件也将由通用办公软件向行业专业软件发展，然而国内厂商
在部分强专业信息化产品领域——如高精尖工业数控距传统国际龙头还有很大差距

PaaS • 云计算PaaS层主要包含中间件等系统架构类服务以及各类大数据基础服务，对于政务云应用和
未来的进一步行业拓展都至关重要。中间件代表厂商包括东方通、宝兰德等，数据库代表厂商
和产品包括武汉达梦、人大金仓等，另见本报告“数据库”章节

• 国内主要数据库厂商目前正致力于将数据库产品与云环境进行更好的适配，其产品能力将得到
进一步提升

• 云计算IaaS层主要包含计算、存储、网络基础硬件及虚拟化等云基础软件，其中云基础软件代
表厂商包括华为云、易捷行云等。就产业发展而言，（计算型）服务器仍然是信创云IaaS需要
突破的首要关口；同时，云主机的CPU架构主导着包括云存储和云上大数据服务等多个环节的
适配问题，在信创云的建设中也居于基础地位；另见本报告“芯片”章节

Security

国内主要网络
信息安全厂商
均提供云安全
产品和服务，
领先厂商包括
启明星辰、奇
安信、绿盟科
技、深信服等。
针对信创背景
下的新IT架构，
信息安全产品
设计也有所升
级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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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形态
现阶段以政务云为主，迅速向行业信创云推进；IaaS是主流，
聚焦基础软硬件更迭
从行业横向分布的角度，目前信创云客户超90%来自于政务行业，主要是由于政府机关是信创背景下政策传导优先触及的
市场主体；同时，政府机关也是包括等级保护2.0在内的网络信息安全政策规范落实首先覆盖的机构，近年来的国产替换
步 伐相对较快。信创云并不限于政务市场，金融、电信、能源、电力、医疗、教育、交通、公共事业等八类国计民生重点
行业的信创云建设也将从2021年开始加速覆盖。从技术纵深的角度上看，目前IaaS基础服务占信创云应用的绝大多数份
额，这一份额超过我国整体云服务行业中IaaS层的份额占比，这意味着现阶段信创云的建设事实上是以物理服务器的更迭
为主，而数据库、应用软件等上层系统份额较低。随着相关技术产品的成熟以及我国云服务应用整体向SaaS上层迁移，未
来信创云PaaS和SaaS层应用占比也将逐步提高。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2020年信创云主要行业和应用分布

信创云

行业：政务云

层次：IaaS层服务

横向行业分布
纵向应用分布

均为私有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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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提升产品竞争力、形成市场化导向为长远发展之道
无论是将信创云作为一种云服务的品类来理解，还是将之视作IT软硬件解决方案，我国的信创云产业整体处于发展前期。
目前信创云服务代表厂商主要包括华为云、浪潮云、易捷行云（CEC战略投资），各家厂商分别背靠一定的IT服务生态，
通过与国内其他基础软硬件厂商的产品和业务协同为政府机构和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信创云服务。厂商技术的创新和政策的
持续支持是信创云市场持续增长的动力，同时也是决定这一产业发展状况的关键要素：现阶段国内厂商从CPU芯片到上层
云应用均实现了基础替代，但距国外厂商的技术实力和传统IT生态的闭合度还有很大差距，尚未建立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为核心的成熟的市场化导向机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现阶段国内信创云发展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生态支持
作为IT解决方案，信创云更需要软硬件全方位的生态支持

02

市场导向
• 信创云概念的正式提出和产业发展历程较短，目前正从政策导向往市场导向逐步过渡，
我们认为构建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有助于激励企业加速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业
内企业也需关注中短期的国际环境和政策波动带来的诸多不稳定性，通过技术创新构建
壁垒、稳固市场地位

构建市场导向的产业运作机制有助于企业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03

核心技术

以芯片ARM架构为代表的核心技术并未完全“内化”

01• 从CPU芯片的角度上看，采用了ARM架构并不意味着成熟的自研与内化，仍然会面临一
定的“掐脖子”风险，除此之外，其他软硬件产品质量距此前使用的国外产品也有相当
差距，信创云IaaS平台虽然可以屏蔽异构硬件的问题、弥补算力效能的不足，但仍受限
于硬件成熟度

• 信创云作为全方位的IT解决方案，本身依赖于软硬件全方位的生态支持，受限于发展时日
尚短，国内计算机产业自主化进程还停留在基础阶段，这也表现为信创云超80%为IaaS
层服务；上层软件的支持和应用生态的完善仍然路途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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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
背靠华为自研基础生态，发挥生态与品牌优势
华为云是国内市场上典型的具备综合服务能力的云厂商，其历时8年打造服务云边端全场景的华为云擎天架构，为华为云、
华为云Stack及边缘云服务等提供了统一的架构、生态和体验。作为华为最主要的业务部门之一，华为云背靠华为完备的
产品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华为自主研发的鲲鹏CPU、TaiShan服务器、鸿蒙OS以及GaussDB等产品在国产化市场上均
处于领先水平，其服务器等基础IT设施出货量也在国内市场上名列前茅，为华为云拓展国产化业务提供了品牌和市场支撑。
同时，华为云与国内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软件、IT综合服务等基础软硬件厂商拥有广泛的生态合作，在政务云、金融
云、数字城市等现阶段信创云主要覆盖的市场有着丰富的经验积累和渠道优势，具备提供覆盖底层基础设施、AI和大数据
平台以及行业应用等全方位云服务的专业能力。

来源：华为云，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华为云国产化服务生态体系

行业应用

云上能力

生态合作

云安全

华为自研 鲲鹏CPU TaiShan服务器 HarmonyOS GaussDB数据库 交换机等软硬件

政务 金融 互联网 制造 教育 物流

平滑上云 云原生2.0 大数据分析 AI应用

数字城市

应用安全

数据资产安全

安全态势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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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是信创产业中相对成熟度较高的节点，已率先在金融行业进行试点探索，同时，
生态缺失是应用软件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作为贴近客户的使用端，应用软件将
发挥其重要的牵引作用，拉动产业整体发展。



63©2021.7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产业现状
办公软件发展较为成熟，具备较强竞争力
应用软件是建立在基础软件之上，直接面向用户层的软件部分，包括日常办公软件、业务软件、政务软件、社交软件等，
还可以细分为浏览器、邮件、流版签等常用软件。作为贴近客户的使用端，应用软件是信创工作成功与否的度量尺，即
信创生态下应用软件的性能、功能、兼容性、稳定性等条件是否能够满足工作需求。此外，我国应用软件产业整体发展
较为成熟，在信创领域也相对拥有较为丰富的产品供给，整体国产化程度较高。基于本土软件厂商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业
务创新，部分软件产品不仅率先达到好用阶段，而且朝向个性化领域快速发展，适配不同业务与行业。总体而言，信创
为应用软件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量市场，未来随着国产化替换的稳步推进，将会有更多的应用软件厂商入局竞争。现阶段，
替换主要集中在办公软件与政务软件领域。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国外生态 国产生态

兼容

以信创为核心的自主软件产品，在国产化替
换过程中，需要应用软件能够兼容替换前、
中、后全流程的生态，提供正常的使用状态

应用软件替换趋势

教育 航空航天

交通 电力

石油电信

医院

应用软件信创现状

办公软件 社交软件业务软件

……

流式版式软件

电子签章 音视频

协同办公

邮件

浏览器……

图形图像 视频会议

政务软件

档案管理…… 工程制造……

聊天软件

……

金融

党政
应用软件目前主要在党政领域推
进，现阶段已经替换完成30-40%，
将在2021年底达到80%左右

试点

通用性

行业性

个性化

最先替换通用性的办公软件，
如流式软件、版式软件等

满足基础应用后，接下来会
适配个性化软件，如OA等

替换针对各行业的针对性软
件，如档案管理、工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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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局
适配是应用软件行业的长期任务，不同类型厂商间合作紧密
随着信创的逐渐深入，应用软件厂商正在积极开展适配工作。首先，应用软件的适配和案例数量是客户选择产品的重要
指标之一，厂商适配的产品或方案越多，在招投标时的优势越大。其次，适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集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
是企业重要的隐性优势，客户更倾向于与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企业合作。最后，完成适配的厂商通常会互相合作，通过
代理与推广扩大宣传和销售渠道。现阶段，通用性的应用软件与主流厂商的适配已经基本完成，个性化应用软件的适配
在稳步进行中。对应用软件厂商来说，适配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且在产业发展中长期持续的工作。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适配

方案① ……

服务器

集成商

应用软件

数据库
中间件中间件

操作系统

数据库

芯片

服务器

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适配过程

与产业链上各
类厂商进行双
方适配

1 双方适配

模拟真实的应
用环境，与主
流厂商组合或
自行组合适配

2 组合适配

在多方的配合
下进行压测，
积累问题集以
及解决经验

3 压力测试

各个领域产品选择丰富，造成了生态、技
术路线、产品组合众多的现象，应用软件
厂商需要积极适配、进入名录。在适配的
过程中，促使应用软件厂商对产业链中其
他厂商的接口、技术、架构等更加了解

现阶段一般由整机厂商担任集成商的角色，应用软件与集成商的合
作占比与贡献较大。具体原因：①集成商拥有客户资源优势，它们
根据客户的需求，装载不同的产品；②客户更关注硬件的稳定性，
应用软件需主动地对硬件进行适配与合作；③集成商一般作为投标
主体，拥有涉密资质、保密资质等较全资质

应用软件厂商合作模式

集成商

产业链中密
切的合作是
新常态：
相互代理产
品与推广

中间件、操作系统、其他应用软件厂商
虽然一般厂商不愿意强制绑定，但是应用软件与中间件、操作系统
等厂商都存在合作空间，良好的客户关系将有利于拓展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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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用软件的替换过程中，功能缺失、
稳定性弱、兼容性差等问题突出，软
件厂商还需继续提升使用感，整体行
业还处于使软件从可用到好用过渡的
阶段

痛点与发展趋势
信创环境下软件生态缺失，用户体验不佳
应用软件的替换现阶段集中在办公软件领域，一方面是由于核心业务软件对稳定性要求高，为了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
政企在替换前期都将基础办公软件作首选。另一方面，由于信创软件生态严重缺失，办公软件是目前信创市场少有的发展
较为成熟的领域。在市场亟需业务软件、社交软件、行业软件等更多软件生态建立的同时，软件性能仍需提高，使用感不
佳是现阶段客户反应的主要问题。从应用软件的发展来看，更多的厂商会通过地方化落地、收购与合并等方式来增加竞争
优势，而中小规模厂商也会逐渐进场，应用软件市场整体竞争将更加充分。应用软件在中国商用市场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
未来，应用软件厂商也将在信创市场继续其发挥技术优势，促进生态建立，优化用户体验。与此同时，更加标准化、规范
化，且能够实现良性竞争的信创市场，才能让更多的应用软件厂商从中受益。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行业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未来将有更多应用软件厂商进入信创市场，
整体竞争会更加激烈。一些在信创前期未入场的企业，尤其是小
企业，因为前期各类适配的投入成本较大且回报不明确，所以多
数企业处于观望态度。如今国内信创产业发展逐渐明晰，也吸引
着更多的玩家纷纷进场

更多玩家进场，竞争愈加激烈

企业的地方化、本地化落地
各地方政府会优先保护本地产业，所以大部分应用软件厂商会采
取相应的地方化措施，即在各地建立子公司、分公司等。通过大
规模扩招专业的运维团队、销售团队等进行本地化的产业落地，
争取更多的项目和后续服务

企业

企业间的收购与合并
企业 在奠定了一定信创市场基础之后，一些应用软件企业会收购与合

并下游的厂商，在增加赢利点的同时，扩充企业的产品体系。例
如通用型的应用软件公司吸纳个性化的公司去拓宽功能边界

信创应用软件的发展趋势应用软件产业的痛点

软件生态缺失

• 对于偏行业性质的应用软件，现阶段
缺乏相应的国产生态，例如工程制图、
音视频编辑、ERP等软件，缺乏相应
的替代产品

软件性能仍需提高

缺少行业解决方案

• 信创内应用软件的个性化程度仍待加强，且还未
形成针对于行业的成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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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
提升软件能力，拓宽应用领域，拉动产业发展
从产业链各环节发挥的作用来看，应用软件是拉动信创产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具体而言，只有当应用软件运行在
真正的应用场景和使用环境下，并通过客户的持续反馈来打磨产品，从而带动生态中各个软、硬件产品成熟度的提升，
才能使信创产业焕发出活力。在基础办公软件基本能够满足客户正常使用的环境下，应用软件领域下一步推进动作是更
贴近办公实际需求的社交软件、工业软件、业务软件的逐步替换，这个过程不仅能够提升产品生态的丰富度，还能加强
客户对软件的使用深度与使用频率。应用软件将发挥出牵引作用，在提高用户体验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改进实际问题，
提升产业链各个节点的能力，推动产业整体发展。总而言之，应用软件将在后续信创产业的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服务

反馈 客户

应用软件在信创产业中的作用

应用软件

基础
硬件

应用软件能力的提升将拉
动行业的配套发展：

• 适配与支持
• 应用与改进 真实场景下的有效反馈

更优质的用户体验

软件生态的丰富度

• 更多的实用性的办公软件，例如线上会议软件等
• 增加覆盖实际生产过程的工业软件、业务软件等

• 注重实际使用中的客户反馈，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打磨产品

• 产品在使用中提升性能与服务，并向更加符合
国人使用习惯的方向改进，最终逐渐形成其核
心竞争力

基础
软件 ……

• 现阶段，应用软件在需求端的
整体使用度不高，存在同时使
用两套生态的情况，并且反馈
意愿较低

• 随着生态的逐步建立，替换过
程逐渐进入“深水区”，使用
端需要与供给端合作，及时地
反馈问题，共同提升产品性能
与使用感

• 使用要求的转变：从能用到好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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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版签
需求导向下一体化成为必然趋势，国产解决方案走向成熟
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以电子文档为核心的电子化办公是企业日常办公的核心场景。长期以来，以流式软件、版式软
件和电子签章为代表的基础功能性软件经历了充分的发展，产品形态较为成熟。而随着国产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流版
签厂商在电子政务、电子档案管理以及其他行业的国产化替换中积累了大量运行数据、问题诊断、解决措施以及服务优
势，率先形成较为成熟的解决方案，实现市场增长。同时，由于流版签软件在日常办公中的必要性，客户通常会选择进
行一体化部署，这也是OA厂商将流版签作为其解决方案中必备功能的原因之一。所以除了专注自身优势领域之外，一些
细分领域厂商也在加强产业布局，通过收购、参股等商业行为进行产品外延，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 以word文档、PPT演示文稿为代表
的流式软件是一种编辑工具，用户
可以方便地对文档进行操作，可编
辑性较强，但安全性相对较弱。流
式软件编辑的结果可以固化为版式
文件

• 流式文件在不同的软硬件环境中，
显示效果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流
式文件不适合做内容高度严肃、版
面高度精确文档的载体，如电子公
文、电子证照、电子凭据等

流式
软件

电子
签章

版式
软件

流版签软件概述

• 版式软件是编辑和阅读版式文档的
办公软件。版式文档在跨平台、多
系统下维持固定版面效果，可编辑
性较弱，阅读性、安全性较强。
OFD是中国统一的版式电子文件标
准

• 版式文档非常适合做对版面精确、
禁止修改、 数据真实完整可靠、长
期保存等方面有较高要求的文档的
载体。如电子公文、电子合同、电
子证照、数字出版、电子凭据等

• 签章软件将电子图章和数字签名相
结合，以电子化形式来代替传统的
纸质盖章签名效果。软件融合了数
字签名技术，重现现实中签署合同、
归档文件的效果，同时也保证了签
章后电子文档的完整性和法律效力

• 电子印章使用常见于政府机关中的
公文流转等场景。对于企业来说，
常用于合同相关场景，同时，电子
印章的作用不仅仅是确保电子文书
的法律效力，还可以助力企业由传
统办公模式向信息化办公模式转型

定
义

特
点

导出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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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较早支持信创环境，持续提升平台能力
现阶段，信创生态下自主安全的协同办公系统OA，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平台在基础办公场景下集成了高度的业务拓展功能，
例如以公文、事务、会议管理、督查督办等场景为核心的政务协同办公应用，用于改造整体协同办公环境，并针对不同
场景为客户提供更高效、安全、稳定的办公软件与服务。OA是国内企业及政府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工具，在信创
领域，多数客户也会选择从OA开始做试点并迁移部署。从技术来看，OA软件技术壁垒较低，是国内厂商发展较成熟的
领域。从成本来看，OA相对于核心业务系统，客户替换所承担的风险较小，而且也能够为后期软件生态的建立提供经验
借鉴与方案参考。以往OA厂商更多地是参与到集成商的方案中开展信创项目，如今，OA厂商的自主性在逐渐加强，可
直接对接客户进行产品的交付。未来，随着适配环境与兼容效果问题的解决，信创OA市场的潜力将会逐渐被释放。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国产化生态

基
础
办
公

个人办公

信息发布

人力资源

审批流转

综合行政

考勤……

督察督办

会议管理

党务管理

公文管理

统一门户

……

拓
展
功
能

应用插件
流式软件 版式软件 电子签章

在信创领域安装与使用OA的过程中，由兼容问题引起的使用感不
佳是现阶段的主要问题。
• OA平台通常会与多个软件做集成，在调用时会存在软件之间的兼容问

题
• OA厂商的适配并不能覆盖所有软、硬件，对于没有适配到的产品，在

部署和使用OA时会存在兼容问题
• 软、硬件组合数量多是信创环境的特点之一，OA厂商需要尽可能多的

实际运维经验去缩小兼容问题出现的概率
• 应用软件频繁的更新迭代，是造成OA兼容问题显著的原因之一

兼容性

典型政务信创OA架构 信创领域OA应用现状

作为办公基础软件，OA是应用软件中较早部署的软件之一，已最
先向行业渗透。
• 除了针对政府客户的信创版本OA之外，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版OA已

经在进行试点与部署。这标志着在信创领域内，OA开始向行业渗透
• OA厂商在发展中更加注重国产化，对于新产品的研发，尤其是企业版

OA的开发过程中，国产化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行业化
混合生态 非国产生态

安全保证

操作系统 数据库 中间件 ……

交换设备 服务器 存储 网络

高效协同 数据管理

基础软件

基础设施

邮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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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昕
专注文档技术，中国领先的电子文档解决方案提供商
福昕软件是一家国际化运营的电子文档解决方案提供厂商，依靠文档相关的生成、转换、显示、编辑、保护等一整套完
整的核心技术，向机构、企业以及个人用户提供PDF电子文档相关软件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同时，福昕是国际PDF协
会主要成员、中国版式文档OFD标准制定成员。福昕坚持自主研发的技术发展路径，致力于实现软件国产化，实现进口
替代，已发展成为中国电子文档处理软件中便携文件格式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公司在电子文档格式领域深
耕多年，客户遍布全球，直接用户已超过5.6亿，企业客户数达10万以上。在信创行业，福昕依托产品技术、服务和品牌
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累积了大量客户资源，成为较早收益的厂商之一。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福昕产品布局及优势

OFD

开发

阅读与
转换

解决
方案

特色
服务

• 云阅读系统
• 移动阅读器

• SDK产品
• ……

• 电子票据服务
• 电子文件安全分发

• OFD办公套件
• 云文档协同平台
• ……

• 快速：产品处理速度快，效率高。
• 精炼：代码优化度高，CPU资源
占用少，效率更高。

• 安全：24*7的安全漏洞快速反应，
对PDF安全隐患及时解决和修复。

• 支持：提供免费电话和邮件支持。
• 定制：可根据客户需求灵活定制。

福昕阅读器(Foxit Reader)

• 福昕的核心产品，在全球有5.6亿使用者。
• 以安全著称，可抵御各种流氓软件或恶意攻
击，从底层技术、应用设计、功能实现到处
理机制均考虑各层面用户对安全的需求。

• 唯一 一款支 持 微 软 SharePoint服 务 器和
Office365环境下对PDF文档进行权限控制
与应用的PDF阅读器。

福昕产品优势

国内PDF行业龙头厂商

• 格式转换服务
• ……

• OCR识别服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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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凌
深耕高端OA与知识管理领域，与国产软硬件适配良好
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深耕于高端OA与知识管理领域，为客户提供智能办公、移动门户、知识管理、合
同管理、数字运营、财务共享等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先后助力中信、万科、小米、P&G等数万家知名企业实现智慧管
理与高效办公的工作变革，在政府、金融、教育、消费等50+个细分行业落地，赋能政企数字化转型进程。随着信创产业
的加速发展，蓝凌融合多年服务政府、事业单位、大型国企、金融等行业的经验，整合创新技术与生态资源，推出全新
基于信创体系的数字化办公方案——信创OA。如今，蓝凌信创OA可适配多种国产主流生态，具备各类复杂组合方案下
的调优能力，支撑从“党政信创”到“金融信创”、“行业信创”的全面建设，赋能组织更加高效、安全。

蓝凌信创OA主要功能及优势

可扩展应用平台

提供自定义表单和流程
引擎，快速实现业务扩
展。蓝凌云开发平台，
支持快速建模，并提供
源码进行复杂业务开发
和定制，满足信创应
用扩展与持续升级

微服务架构

采用SpringCloud+
React技术，微服务架构
带来更可靠性能与体验
前后端分离，可快速实
现不同的前端交互逻辑，
适配不同行业的部署与

应用

军工级安全保障

符合分保与等保，
军工安全要求，支持系
统管理员、安全保密管
理员和安全审计管理员
三员管理，互相独立、
相互制约，确保环境与
应用全程安全

高可用客户端环境

携手主流国产化
流版签软件厂商，确保
信息创服务能力，满足
去插件化应用、OFD国
标文件要求，实现基于
国密算法的政府电子公
章、签名的安全使用

应用支撑信创OA

蓝凌主动拥抱信创，基于多年
的行业经验，整合创新技术与
生态资源，推出基于信创体系
的数字化办公产品——信创OA

五大价值支撑
• 全面适配国产化软硬件生
态，提高用户体验

• 架构先进，支持新技术快
熟接入，平台升级更便捷

• 适配多行业，基于充分实
践经验，部署速度快速

• 功能强大，组织协同高效

• 多手段保障应用更安全

统一门户 统一流程

电子公文 会议管理

督办管理 内务管理

合同管理 费用管控

人事管理 知识管理

全面国产
化适配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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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

随着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信息安全产业与网络安全产业概念高度融合。信息安全
产品与服务贯穿整个信创产业链，并且是目前国产化程度最高、较早实现由强政策驱动
向业务驱动的环节。未来，安全厂商将持续受益于等保2.0政策、将研发资源向信创倾斜，
主动完成信创上下游厂商适配工作，打造我国信息安全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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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现状：全球
全球信息安全相关支出庞大，我国投入及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信息安全指通过密码技术、网络技术、信息对抗等手段对搭建在计算机系统上的软硬件、系统数据及相关业务进行保护。
随着IT产业迅速扩张，各国政府和企业对安全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2021年全球信息安全支出可达1500亿美元，约占全球
IT支出的3.7%，相比2017年增长8.7个百分点。受到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影响，云安全、数据安全与基
础设施保护成为2021年全球信息安全产品规模增速前三，也是我国近年来市场融投资热点；其次，全球信息安全产品与服
务占比约五五分，而我国信息安全硬件产品占比最大，其次是软件、安全服务。据中国网络安全协会统计，2019年我国软
件及硬件产品收入约占安全业务总收入66%，安全服务收入占比为24%，安全集成收入约占安全业务的10%。

来源：工信部，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Gartner，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2017-2021年全球信息安全产品及服务支出 2021年全球网络安全产品市场规模及增速预测-按领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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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现状：中国
信息安全产业是国产化程度最高的环节
信息安全产品及服务行业渗透性高，是各行各业IT建设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受下游需求及政策双轮驱动，我国信息安全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我国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实现收入14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0%，安全厂商数量不断
增加；其次，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策存在一定相关性。从2019年我国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分布
城市来看，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信息安全收入规模及安全厂商数量显著领先，山东、辽宁、江苏等地紧跟其后, 
川渝则是我国信息安全产业的西部中心。从2020年全国新增网络安全厂商的城市分布可看出，以北京、山东等东部地区为
中心的信息安全产业正向向东南、中部等地区铺开。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安全产业联盟,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2019年全国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分布

850
549

235 228 190

北京 广东 上海 四川 江苏

全国前五城市网络安全厂商城市

97
49 44 41 29

广东 江苏 福建 四川 河南

全国前五新增网络安全厂商城市

2020年全国网络安全厂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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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
政策与业务双轮驱动信息安全产业迈向市场化
我国信息安全产业经历了由业务驱动、政策驱动、双轮驱动三个阶段。从信创角度看，虽然我国信息安全产业起步晚、信
息安全技术并没有完全掌握，产业整体规模及增长幅度有限，但国产化水平、行业渗透率高，现已从国防、科技、军事等
延伸至金融、能源、交通、医疗等多个领域。未来随着《网络关键设备安全通用要求》等行业标准稳步落实、各行业主体
对信息安全重视程度提高，信息安全领域增长动力充足。

注释：仅列举不同阶段的部分政策、重大事件作为例证。
来源：工信部，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研究及绘制。

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发展历程及驱动因素

萌芽 1980s 起步 1990s 成长 2000s

• 1986年，中国计算机
学会计算机安全专业
委员会正式开始活动

• 1987年，中国成立国
家信息中心信息安全
处

• 随互联网开通、计算机
应用拓展，信息安全成
为系统建设重要内容。

• 在国家“863计划”推
动下，天融信、启明星
辰等信息安全公司成立，
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起步。

• 至2000年，全国安全厂
商仅几十家

• 2000年第一个国家层面
政策-《关于维护互联网
安全的决定》颁布，同年
四月，全国信息安全标委
会正式成立

• 大批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
场，或公安部信息安全销
售许可的国内外安全企业
达三四百家

• 2008年卫士通深交所上
市，拉开安全股上市序幕

• 2012年6月，国务院
颁布《关于大力推进
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
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
见》，指明信息安全
建设的重要性

• 2014年2月，习近平
主席主持召开中央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未来 2010s-

以实体安全为主，逐
渐向防计算机病毒及
计算机犯罪扩展

行业重视程度大幅提
升，信息安全人才培
养、资金投入加大

信息安全产业体系日益
健全完备，信息安全厂
商综合实力逐步增强

信息安全建设作为各行
业IT建设重要环节，业
务驱动效能逐渐上升

政策驱动
业务驱动

• 2019年工信部发布《关
于促进网络安全产业发
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
见稿）》，提出2025年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网络安全骨干企业、网
络安全产业规模超过
2000亿的目标

•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
产业园北京经开区信创
园首批企业入园签约

未来 2020s-

各大国产安全厂商产品及
业务布局初步完成，全面
走向市场需3-5年时间；行
业标准将引领安全产业健
康发展

业务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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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矩阵
多产品组合才能构成整体保护措施与体系
信息安全厂商活跃在信创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是软硬件层重要的安全保障。中国信息安全市场集中度低，诸多安全厂商长
时间共存，短期内相互蚕食的可能性低；按网络通信七层协议划分，安全产品主要部署在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及应用
层等，产品体系丰富。由于信息安全技术相对复杂，行业客户会选择不同厂商优势产品，实现信息和资源的互联互通，保
证计算机软硬件的安全性，所以对于信息安全厂商，强大丰富的安全产品、优秀的协同能力缺一不可；未来信息安全支出
厂商服务模式将更多以标准化安全软硬件+定制化解决方案的形式落地，针对不同行业客户业务板块、性能、保密协议要
求的不同（比如银保监会与军队）持续打磨产品体系，增强行业落地能力，进一步强化信息安全底座。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专家访谈研究及绘制。

信息安全产品矩阵及行业主体职能
产业主体职能信创-信息安全产业链概览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行业：以党政军、国防拓展至全行业

安全软件 安全硬件 安全服务

上游：基础软件&基础硬件

身份与访问管理 咨询安全

运维服务

培训服务

建设服务

基础设施安全

数据安全

应用安全

终端安全

移动安全

网络空间安全

云安全

IT 设备 元器件
可信计算芯片

存储器 服务器
操作系统中间件 数据库

Ø 创新：反馈痛点，促进信息安全厂商业务

转型, 信创产业链健康发展

信息安全厂商
-集成商角色

需求端：

供给端：

Ø 调优：在将信息安全硬件产品部署在服务

器等信创硬件产品上的时候，厂商会将从

供应商处取得的主板进行裁剪，只留下需

要的部分，提高整体产品的性能

Ø 融合：安全厂商调整研发投入重点方向，

主动与国产软硬件进行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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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
孵化行业标准，以资源整合、生态构建带动安全产业升级
我国信息安全产业也曾由于产品性能无法满足客户需求，导致面临供需不平衡。时至今日, 我国主流信息安全厂商已整合发布
经多年迭代升级、能够满足行业客户80%需求的安全产品及服务，供应链成熟完善，预计3-5年内会完成全行业主流场景的
国产化替代。然而，从整个信创产业链来看，以下三大信息安全产业痛点亟需解决：①从国家层面看，以政策为主要驱动力
的信息安全投入水平仍落后于国际水平，行业标准并未形成； ②从信创角度看，产业链的全面自主创新是实现我国信息安全
的先决条件，现如今核心技术包括芯片、操作系统、电子元器件的研发与生产仍被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垄断； ③从
安全行业看，由于市场不集中，行业客户采购具有分散性，当前市场上没有能够做到全产业链的综合性产品与解决方案厂商。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研究及绘制。

信息安全产业发展关键

4321

01

02

03

04

标准

• 信息安全产业对标准具备高依赖性，只有
满足多方标准的信息安全产品才能够适用
于各行各业

• 等保2.0政策虽然大大提升网络安全体系
标准化，但实际落地性差，安全标准孵化
需多方合作，发挥全产业协同效应

性能
• 当前信息安全产品基本可以满足客户需
求，但高端需求仍无法满足，安全产品
的二次封装可能造成计算机整体的性能
损失，安全技术仍需创新发展

资源

• 产业链国产化适配是诸多厂商研发资源倾
向的方向，也是未来技术创新关注的重点

• 跨行业的资源共享、安全厂商的合作加深
持续赋能信息安全产业

生态
• 联合需求端，发挥业务驱动作用
• 联合供给厂商，推动信创产品的适配调优
• 联合教育机关，建设多层次信息安全人才
队伍，推动信息安全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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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服
专注为行业客户提供简单、可靠的综合安全解决方案
深信服是一家专注于企业级网络安全、云计算及IT基础设施、基础网络与物联网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商。一直以来，深信服
以解决企业级用户的IT问题为目标，以“软硬件产品+企业级解决方案”的商业模式，为政府、医疗、教育、金融、运营
商等行业领域提供更简单、更安全、更有价值的服务。信创产业的发展对我国信息安全产业提出新要求，深信服作为国内
领先的信息安全服务提供商，将持续加码研发投入，通过与上游芯片、操作系统 、整机、数据库、中间件、应用合作伙伴
等紧密融合，逐步实现全面兼容，为我国信创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并在实践中逐渐完成自身业务体系升级。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深信服核心业务布局

软硬件一体解决方案

智安全

深信服构建了完整的安全建设方法论，帮助用户构建面向未
来、有效保护的安全能力，通过风险驱动、立体保护、主动
防御实现持续的风险评估和有效的风险处置。

风险驱动 立体保护 注重防御

服务
安全服务

基于人机共智创新模式，提
供7*24小时的安全专家服务，
从容应对各种安全挑战

安全评估 安全托管

安全培训 安全运维

安全规划咨询

在云基础上实现安全保障功能

云服务

托管云服务

一站式等保建设

深信服新IT

通过软件定义重塑基础架构，为用户提供新型
IT基础设施，达到敏捷、智能、安全的效果；
核心产品包含存储、网络以及终端产品等

高效办公平台 应用交付平台

产
品

桌面aDesk
DaaS

应用安全网关
应用交付AD

分布式EDS
……

核
心
能
力

替换传统PC
终端

负载均衡
IPV6改造

双活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统一
存储、海量非
结构化数据存

储

区别于传统IT基础架构，深信服把基础设施资
源模块全部用软件重新定义和打通，满足客户
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各种个性化要求，广泛实践
存在于政府企业的运用中。

智能数据平台 边界安全 SASE服务 应用安全

组网安全 云安全 终端安全
…

云计算

虚拟化 超融合 云数据中心

服务器

分布式存储

安全 数据

超融合HCI
ARM

架构超
融合

蜂鸟
云一
体机

云计算平台

云原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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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背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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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产业布局 3

- 基础硬件
- 基础软件
- 云服务
- 应用软件
- 信息安全

信创建设未来展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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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
国家具备集中力量的优势，为信创建设提供支撑
国家可以通过市场政策、产业政策、科学政策等多种手段培育市场、推动产业发展、支持知识体系化，从而实现产业的弯
道超车。借鉴其他国家，韩国经历了中国同样的国产化探索之路。以日本管制为导火索，韩国通过政府干预和集中发展策
略，实现了半导体产业的弯道超车，是政策驱动产业升级的典型案例。展望十四五，信创建设在国家的支持下扬帆正当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国家可以提供的不同层次政策支持：

国家政策与韩国信息技术产业国产化之路

经济绩效提升与市场培育：市场政策

知识体系化与国际化：科学政策

技术进步与产业化：产业政策
例：税收补贴、特殊项目经费、技术预
测与指导、社会力量支持等

例：标准设立与推广、科研经费管
理、院校新专业设立与人才培育、
知识产权等

例：公共采购、公共政策倾斜、产业园区、
高新区、产业集群等

韩国信息技术产业国产化之路

n 导火索：日本对韩进行半导体及显示器关键材料的出口限制。

n 问题：韩国电子产业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在关键材料（e.g.,氟化氢、光
刻胶、赋聚酰亚胺）上高度依赖日本；产业力量分散，小企业众多，能够高投入
攻关核心技术的大企业较少，较大规模的半导体企业仅三星和Silicon Works两家。

n 策略：政府干预，集中发展。国家牵头，扶持财团，利用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向大
企业倾斜；同时，结合国内资源优势，选择把资源集中用于存储芯片的研发。

n 相关政策梳理：

Ø 2003年，《宽带IT韩国远景计划》和《IT839战略规划》
Ø 2004年，韩国政府确定“U-Korea"战略
Ø 2013年，《ICT研发中长期战略(2013-2017)》、《K-ICT 2020》、《ICT融

合产业中长期培养计划》、《九大国家战略项目》
Ø 2018年，韩国发布了《创新增长引擎计划》，提出2022年要利用5G商业化和

物联网实现会聚服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8-2022）》
Ø 2019年，韩国发布了《ICT标准化战略蓝图2020》，旨在加强ICT国际标准制
定，确保核心技术标准化的领先地位

Ø 2020年，韩国知识经济部发布韩国信息产业蓝图《信息产业飞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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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规划
地方政府可以抓住信创机遇，结合自身基础，实现产业升级
地方政府在信创建设中实际扮演着组织方和需求方的双重角色，部分地方政府还涉及到一定的监管角色。聚焦“组织者”
角色，地方政府相较中央政府和官方组织会更加关注实施层面，出台与具体落地更紧密相关的政策，如适配中心、产业园
的组建，信创建设基金的设立，信创企业的奖补，人才落户开放等。信创是地方实现自身IT产业链升级的重要机遇，但在
大力推进的同时，要注重梳理自身产业基础，避免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与区域协同发展，共同助力产业的繁荣。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地方政府在信创中的角色与作用

供
给
方

需
求
方

从地方角度，在信创中扮演组织者
角色的往往有地方政府、产业联盟、
龙头企业、中央政府（指导），而
牵头的任务往往落在地方政府肩上。

组织者

监管者

监管方即规则制定者，从产业发展
规律来看，一般由中央政府或行业
标准协会来承担此角色。但由于产
业的不成熟性，许多地方政府也入
局进行标准的制定，产出了许多
“小目录”。

地方政府角色

地方政
府本身
也是信
创建设
的需求
方，自
身也会
在“信
息化办
公”、
“智慧
城市建
设”等
方面存
在相应
的需求。

各地为响应信创建设，采取了各种
措施，如建立信创产业园、适配实
验室、信创基地等，吸引信创企业
加入地方经济建设中来。但是，地
方政府在大力招商、追求经济增长
的同时，也要梳理自己的产业基础
和差异化优势，遵循IT产业发展客
观规律和区域协同发展效应，避免
出现“产业园荒”、“重复投入”
等资源浪费的情景。

信创作为近年来推动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的核心政策，是各地方实现自
身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之一。许多
地方通过税收、奖补、专项基金等
方式鼓励地方优势产业企业成长，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西安&软件，
大湾区&集成电路、合肥&存储、武
汉&光伏等。

借助信创风口，实现产业升级

结合产业基础，科学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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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调
组织联盟在标准协定、生态建设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在信创建设中，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官方或非官方属性的组织联盟在标准协定和生态建设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标准是IT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可以看作从业者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的体现，也是其发展水平的基
线或起点，因而在信创建设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企业角度来看，受限于资源、力量、视角和行业竞争关系，独立厂
商很难将一家之言推广至整体行业；从国家层面来看，领导机构更多地会站到产业整体发展的高度进行规划和指导。因此，
具有行业积累、与一线接触密切、第三方性质的组织会更适合牵头制定行业的IT标准。
形成基于我国自主标准的产业生态是信创建设的最终目标。同样，依靠单一企业的力量难以建成完整的生态，因而许多厂
商只能转而通过开源，来寻求自身技术路线普适性的提升。而各种或松耦合或紧绑定的产业联盟会更加具备产业链广度的
优势，更适合来组织上下游共同建设产业生态。
另外，知识产权的矛盾随信创的推进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国内国际、各家之间在知识产权方面急需外界的帮助，作为第三
方且具备相关知识储备的组织较适合出面为国产厂商就知识产权问题建言献策。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组织联盟在信创中的角色与作用

行业基础

第三方
独立性

覆盖面
广度

组织联盟

例如：行业协会、产
业联盟、标准组织、
区域发展协会……

标准协定

生态建设

知识产权

组织各方共同协商制定具备可行性和合理性的行业信创标准

协同产业链上下游的厂商共同建设基于信创标准的生态

基于自身和外部力量，为国产厂商知识产权问题建言献策

优势 作
用



82©2021.7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产业实践
供给端推进难点集中于下游技术、上游适配和整体生态建设
从全产业来看，构建基于我国自主IT架构的新生态还需要上下游各厂商的共同努力。对于上游基础软硬件厂商来说，客观
上存在技术工艺和产品成熟度的滞后性，同时技术路线较多，导致了产业力量的分散和总体技术的薄弱。对于下游应用软
件和服务商来说，基础软硬件的多样性为兼容适配带来了较大的工作量，另外信创环境下一定程度上性能的下降为专业软
件、复杂软件的创新带来了新的难题。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上游：基础软硬件 下游：应用软件与服务商

某版式软件国产部署环境版本示例

上游企业分散，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为下游软件适配和信息系
统集成带来了较大的工作量和难度。

除流版签、OA、邮件、浏览器等办公相关软件外，CAD、
CAE、EDA、高端ERP等工业软件和行业基础软件在信创环境
下仍存在一定的缺失。

我国基础软硬件产品在技术上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
的滞后，因而现阶段多用于支撑电子公文、行政办公等轻量级
的应用软件场景。随着信创建设的推进，必然会带来“业务-技
术-产品”三者的矛盾，这为国产厂商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借
助政策东风，进行自我提升，成为国产厂商的首要攻克难题。

产品性能和质量有待提高，和国外成熟产品存在差异

从终端产品来看，基于国产基础硬件的PC和服务器的配套外设
和上层应用软件种类较为单薄，生态建设不完善，进而使得用
户友好性和满意度较差。

国产软硬件产品缺乏体系化，生态构建不完善

国产各基础软硬件产品现存在较多的技术路线（CPU：X86/AR
M/MIPS/Alpha等；OS：基于Linux的各种定制化产品），导
致各方力量投入分散的情况。同时，在应用开发和测试方面也
没有统一的标准，松耦合状态导致整体技术力量仍较薄弱。

技术碎片化问题未得到解决，导致总体技术力量薄弱

我国信创产业整体发展概况与推进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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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高等院校是信创人才补充的中坚力量，现阶段有所缺失
从现状来看，我国对信创人才的培养体系仍较不健全，主要是相关IT厂商和主管单位发力，进行国产产品的培训和适配指
导。从长远来看，IT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院校的力量参与进来，与厂商、相关单位携手，进行产教学研的合作，增设更多
信创IT标准下的学术与实践课程，为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我国信创人才培养现状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人才标准 &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人才评考
主办方：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协办方：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中国软件测评中心、信通院、太极股份、中软、腾讯云、统信、华为、飞腾等
内容：设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专业人员能力要求标准，对信创运维、集成、安全、数据库工程师进行认证

主管单位

标准

太极信息技术创新大学
主办方：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太极股份
协助方：人大金仓、慧点科技、金蝶天燕、电科云、普华等
内容：中电科系信创产品的适配迁移

信创I-Plus系列课程
主办方：中国软件测评中心&赛迪
内容：应用级培训及产品迁移适配（信创全栈工程师、信创工程
管理师、信创龙芯平台迁移适配工程师、信创海光系统工程师）

主管单位
+第三方

适配

厂商

产品

信创万人培养计划
主办方：达梦
内容：基于达梦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产
品培训

飞腾大学
主办方：飞腾
内容：基于飞腾CPU的软硬件、安全
和解决方案培训

统信学院
主办方：统信
内容：基于统信UOS的产品培训；
Linux系统运维、对象程序设计等

…

百年大计，信创先锋：信息技术创新学院
主办方：北京理工大学&中软国际
内容：打造1个底座（云基础设施底座），2个平台（数字化教学平台和
数字化实验平台），3个中心（特软高培、产学融合，信创研修），通过
信创+汽车、信创+装备等模式，为国家培养信创领域的企业领军人才

技术

院校 Ø 高等院校是IT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然而从现阶段来看，
院校对信创人才培养的支持还有待加强，各高等院校对
信创的参与度仍停留在战略合作、产研探讨层面，未来
可进一步与国产厂商携手，增设信创IT标准下的相关课
程（如Linux等），为我国IT产业源源不断的输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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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党政军信创
发挥试点反馈和领导带头作用，推广可行路径和实践经验
党政军率先向国产厂商开放，盘活信创市场，以需求拉动国产厂商的成长。在新市场机会的激励下，踊跃出许多新创企业，
原相关企业也在加快产品的迭代、技术的升级，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国产IT产业释放出空前的活力。党政军信创的实践为
各国产厂商提供了充分的反馈，有助于其在实际工程中打磨自己产品的成熟度，为下一步向行业市场推广奠定了基础。同
时，作为首批信创建设的实践者，党政军各机构起到了领导示范的作用，为行业信创提供了可借鉴的标杆案例和经验，夯
定了产业发展的信心。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党政军信创与IT产业发展

国产
IT企业

党政军
信创

行业
信创

增量需求

实践反馈 标杆案例

活跃市场

产品打磨

领头作用

实践经验

建设信心

试点先行，培育市场

01.

标杆案例，示范引路

02.

标准沉淀，渐次推进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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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施角度来看，信创并非孤立进行的项目，企业可以将其视为的一种，与金融行业正在进行中的数字化转型和上云改造相结合, 从而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推行行角度来看，信创恰好给予了金融机构IT改造“势在必行”的信心,有利于教字化转型和上云的加速。

落地：金融信创
与数字化转型/上云改造相结合，实现IT架构升级和业务创新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可以将信创与数字化转型、上云改造等项目相结合，看到它们与信创建设互惠互利的关系，从而实现
IT基础架构升级，数字化应用改造，和业务模式创新。具体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自研，开发符合自身行业需求
的产品，提升自身技术能力，进而提供向外输出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与厂商深入合作，携手华为云、易捷行云等金融行
业云厂商， 加速推动信创实践的落地。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信创建设 vs 数字化转型 vs 上云改造

信创建设

在上云的同时
进行应用改造

应用创新要求
云原生的架构

外采 自研
通过自研方式开发既符合信创
标准又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
甚至进而提供对外输出的能力

积极与各环节厂商进行测试、
评测，适配、一方面加强自身
对信创产品的了解，另一方面
为厂商发展反馈以建设性意见

能力与应用：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应用创新与金
融行业业务创新相结
合，使得金融机构可
以为企业和个人用户
提供更为普惠的服务。
数字化转型可以与信
创相结合，在实践中
同步进行。

组织转型

业务转型

应用创新

基础资源：上云改造 从最先实践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
银行来看，上云改造已经进行了
3 -5年的时间，但金融业对安全
要求高、业务复杂、改造态度谨
慎，导致传统金融企业上云周期
拉长，而信创恰好给予了金融机
构“必做”的信心。同时，云计
算弹性调度，性能提升的优势可
以解决信创环境下算力的局限性，
二者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

业务服务

应用创新

架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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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央企信创
需进一步设立行业标准、打造标杆案例、挖掘内部驱动力
央企覆盖了涉及国计民生的核心行业与关键领域，是行业信创的关键。
作为具备特殊属性的企业，需发挥带领作用，承担产业发展和社会安
全的责任，主动参与行业标准的建立，积极探索行业信创的路径，形
成可复用可参考的标杆案例，成为下一步信创推广的中坚力量。

注释：央企行业分布采用非重复统计，根据集团的主营业务进行行业的划分，能源包括电力、石油化工、天然气、煤炭等细分领域，以及节能领域，不包含核电（归类于军工大类）。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央企行业分布与信创建设

4
2
2
2

4
4

5
6
6

8
9

11
11

23

其他
文化
汽车

电子信息技术
机械制造

军工
农业

建设工程
通信

交通运输
资产管理/综合

航空航天
矿业

能源（不含核电）

国资委下97家央企的行业分布（按主营业务归属）

央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
全、国民经济命脉、国
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
键领域，是信创建设向
行业推进的关键一步。

外部驱动力

行业标准

案例路径

央企信创的主要驱动力主要来自
外部因素，即自政府和主管单位
的政策导向（资金补贴、规划要
求、资源倾斜等）。但行业信创
仍需进一步细分的政策设计，从
而使得资源合理分配，助力供需
双方共同发展。

除外部政策导向外，央企信创还
需挖掘自身内部的驱动力，例如
行业担当、组织改革、信息化建
设等，与自身的实际需求充分结
合，才能使建设不沦为空中楼阁。

就现阶段而言，央企进行信创建
设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各企业
均在“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国
家、第三方行业协会、领头企业
等各方力量共同协作，设立信创
建设的标准，使得企业有依可据。

央企中进行信创的过程中需注意
自身经验路径的反思和探讨，形
成具有复用价值的方法论，从而
帮助信创标准在央企外行业信创
的推广，从而真正做到全产业全
行业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为什么

内部驱动力

为什么

是什么

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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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行业信创
建立包含更多的行业应用软件的生态，以应用为牵引，需求
拉动基础软硬件成熟度的再次提升
从信创的推进路径来看，第一步由党政军起带头作用，围绕办公信息化，先从轻量级的办公应用和终端替换入手，以政策
拉动国产软硬件的市场。党政军市场为国产厂商提供了资金的支持和实践的沃土，为国产IT产业注入了活力。实际上，党
政军信创确然带动了国产IT产业的发展，国产IT厂商的数量和营收在近些年都出现了成倍的增长。第二步着手推动金融信
创，从IT要求最严苛、应用最复杂的行业着手，进行自主IT标准实践路径的进一步探索，把国产产品放到实际市场环境中
打磨，提升技术水平的同时完善产业的成熟度。第三步以央企为抓手，进行我国核心行业、关键领域信创建设的探索。第
四步将已经具备一定竞争优势的国产产品向全行业推广，实现真正的基于信创IT标准的生态建设。
行业信创与党政军信创的难点不同，企业是以客户服务为导向、自负盈亏的主体，因此在进入行业信创后，建设需要由政
策驱动转向需求驱动，让更多的行业应用软件厂商加入信创生态中来，以应用软件为牵引，拉动基础软硬件成熟度的进一
步提升。

来源：天眼查，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政策驱动的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需求驱动的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党政军 金融/央企 全行业

全国年度注册企业数量（家）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信创建设由政策驱动转向需求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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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落地与解决方案 4

信创背景 1

信创内涵与政策 2

信创产业布局 3

- 基础硬件
- 基础软件
- 云服务
- 应用软件
- 信息安全

信创建设未来展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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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信创推动国产基础软硬件的崛起与IT产业格局的重构
信创建设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促进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信创建设前期以政策激励为主要驱动力，为国产IT
厂商提供发展的沃土。在全社会各方因素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呈现出百花齐放、融合应用、技术创新、人才
涌动的特点，市场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政策驱动的市场机会下，上下游全产业链厂商携手，共同推动中国基础软硬
件的崛起，重构基于我国自主IT标准的产业生态。后期将进一步面向市场，走向国际，实现新一轮的创新和发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与展望

原发展路径

新发展路径

前期酝酿
技术深耕，经验积累

弯道超车
百花齐放、产业创新

产业升级
技术成熟，生态完善

短期

长期

国际标准
技术领先，对外输出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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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新经济产业研究解决方案

行业咨询

投资研究

市 场 进 入

竞 争 策 略

IPO行业顾问

募 投

商业尽职调查

投后战略咨询

为企业提供市场进入机会扫描，可行性分析及路径规划

为企业提供竞争策略制定，帮助企业构建长期竞争壁垒

为企业提供上市招股书编撰及相关工作流程中的行业顾问服务

为企业提供融资、上市中的募投报告撰写及咨询服务

为投资机构提供拟投标的所在行业的基本面研究、标的项目的机会收益风险等方面的深

度调查

为投资机构提供投后项目的跟踪评估，包括盈利能力、风险情况、行业竞对表现、未来

战略等方向。协助投资机构为投后项目公司的长期经营增长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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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咨询是中国新经济与产业数字化洞察研究咨询服务领域的领导品牌，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行业分析、数据洞察、市场研

究、战略咨询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助力客户提升认知水平、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自2002年成立至今，累计发布超过3000份行业研究报告，在互联网、新经济领域的研究覆盖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如今，艾瑞咨询一直致力于通过科技与数据手段，并结合外部数据、客户反馈数据、内部运营数据等全域数据的收集与分

析，提升客户的商业决策效率。并通过系统的数字产业、产业数据化研究及全面的供应商选择，帮助客户制定数字化战略

以及落地数字化解决方案，提升客户运营效率。

未来，艾瑞咨询将持续深耕商业决策服务领域，致力于成为解决商业决策问题的顶级服务机构。

关于艾瑞

400 - 026 - 2099

ask@iresearch.com.cn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企 业 微 信 微信公 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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