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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计算的种类及概念 

（一）公有云、私有云、专有云、混合云概念 

公有云是云计算服务商（如：阿里云、腾讯云等）通过网络为客户提供访问、储存、共享数据

服务的云平台。公有云不需要客户安装基础设施，也不需要考虑基础硬件的运营和维护问题，但公

有云最大的缺点是安全性差，因而中大型企业对将其核心数据上公有云心存疑虑。  

私有云是为客户自身单独构建的云平台，需要客户在其独占基础设施上部署应用程序。专有资

源是私有云的核心属性。私有云有几大优势： 

第一、安全性高，私有云一般构筑在企业防火墙之后，所以在保护企业核心数据安全上私有云

能提供稳定的保障；  

第二、服务质量高，私有云作为公司内部的云系统，在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不会受到影响；  

第三、私有云能充分利用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很多大公司都有用静态语言编写的核心应用，

私有云对这类语言的支持度高于公有云，使公司资源能够更好的整合；  

第四、私有云不影响公司现有 IT 流程，私有云因为构建在防火墙内，所以对公司 IT 流程影

响小，而公有云在数据安全管理方面对 IT 流程有很大影响。 

专有云是在公有云基础上进行架构的云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私有云成本高和迁移不便

的痛点。专有云以云服务商的数据中心为依托，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使企业简化基础设施的构建以及

降低运维成本。专有云是将企业的私有云建立在云服务商的数据中心，以类似于云托管的方式，在

公有云架构上构建出满足自身业务架构和安全性要求的云系统。  

混合云是由两种或更多种云计算系统共同部署的模型。混合云结合了公有云和私有云的优点，

数据和应用程序可以在私有云和公共云之间移动。客户可以选择在私有云上储存数据，在公有云上

运行程序。这保障了客户核心数据的安全性，也使数据的迁移更加方便。但构建混合云的一大困难

是不同云平台和运营程序的整合及兼容性问题。总的来说，私有云强调本地化部署，专有云相当于

托管的私有云，而混合云则可以结合多种类型云计算的特征。 

 

私有云与专有云对数据储存运行的安全性都很高，但两种云在资源类型、扩展形式、成本、可

靠性、能力设计以及付费模式上都有很大不同（如下表所示）。私有云因为由客户 IT 基础设施构建，

所以更强调服务器、控制组件的可靠性以及单机的能力，需要客户购买硬件设施，成本高投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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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专有云依托于云服务商公有云的基础设施，通常采用目前主流的分布式架构，无需企业自行配备

基础设备，所以成本低投资小。 

（二）私有云市场的产品模式及服务模式 

私有云市场上，云服务厂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产品模式和服务模式。外资产品化程度高，外

资企业和少部分国内企业采用产品模式；绝大多数国内企业基于开源 OpenStack 开源技术，采用服

务模式，服务模式契合国内需求。 

表 1 私有云市场的产品及服务模式对比 

 
产品模式 服务模式 

公司代表 
Vmware、Zstack 

华为、新华三、阿里、腾讯 

技术特点 
Vmware 采用自主闭源技术； 

Zstake 采用原创但开源技术 

要采用 OpenOpenStack 开源技术； 

阿里采用自主闭源技术 

产品定制化、企业咨询规划能力强 

人员结构 研发和测试人员比重大 

销售和售前人员多 

乎没有交付人员 

整体而言人员相对轻 

研发测试人员比重相对小 

创业公司销售人员少，直接由企业高

管直接推动项目 

交付人员多（可占一半以上） 

因需要的辅助人员多，整体而言人员

相对重 

合同特点 产品为核心 实施交付为核心 

服务方式 客户自行下载安装试用 保姆式服务 

毛利率 
90%+ 30%+ 

外资企业技术优势大，产品化程度高，然而国内信息化建设程度不及国外，政企客户信息化水

平低，缺少高水平运维人员，缺少高水平开发人员，对产品的定制化程度要求高，需要企业进行全

方面细致的服务。外资企业在这方面较为薄弱，服务较差。  

国内企业针对外资企业的缺点，主打服务模式，针对国内客户的需求可以做到很大程度的定制

服务，帮助政企客户快速搭建易用的私有云平台。国内企业抓住此机遇，同时搭上“去 IOE”潮流，

在国内市场发展势头猛。随着市场日渐成熟，国内技术水平提升，产品模式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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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计算产业发展状况及分析 

（一）全球及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及发展趋势 

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呈稳定增长态势。2018 年，以 IaaS、PaaS 和 SaaS 为代表的全球公有云

市场规模达到 1363 亿美元，增速 23.01%。未来几年市场平均增长率在 20%左右，预计到 2022 年

市场规模将超过 2700 亿美元。 

 

图 1 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及增速（数据来源：Gantner，2019） 

（二）我国私有云市场发展现状 

2018 年我国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达 926.8 亿元，增速 39.2%。私有云市场规模达 525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23.1%，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稳定增长，到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17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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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私有云市场规模及增速 

硬件依然占据私有云市场的主要份额 

私有云市场中软件和服务占比稳步提高。2018 年私有云硬件市场规模为 371 亿元，占比 70.6%，

较 2017 年有所下降；软件市场规模为 83 亿元，占比为 15.8，与 2017 年相比上升了 0.2%；服务市

场规模为 71 亿元，占比 13.6%，提高了 0.3%。 

2017 年私有云硬件市场规模为 303.4 亿元，占比 71.1%，较 2016 年略有下降；软件市场规模

为 66.6 亿元，占比达到 15.6%，与 2016 年相比上升了 0.2%；服务市场规模为 56.8 亿元，较 2016

年提高了 0.4%。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调查统计，超过半数的企业采用硬件、软件和服务采

购的方法部署私有云，少数企业单独购买软件和服务。未来，随着硬件设备标准化程度和软件异构

能力的提升，软件和服务的市场占比预计将会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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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私有云细分市场构成 

（三）私有云主要面向的客户群体 

国内私有云市场主要客户为政府（政务云）、央企及大型国企以及大中型民企（特别是互联网

企业），若按行业分，政府、制造业、金融业三者可占私有云市场份额的 60%。私有云市场格局较

为分散，参与者众多。计世资讯发布了“2018 年私有云市场品牌竞争力分析象限图”，华为、新华

三、VMware、华云和 EasyStack 五家企业实力最为强劲，处于领导者象限。私有云市场上，云服

务厂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产品模式和服务模式，外资产品化程度高，外资企业和少部分国内企业

采用产品模式；绝大多数国内企业基于开源 OpenStack 开源技术，采用服务模式，服务模式契合国

内需求。超融合一体机为私有云提供更便捷解决方案，是私有云落地的主要形式，私有云加速落地

将利好超融合厂家。 

 

http://www.chinastock.com.cn/yhwz/postdoc/index.shtml


 

中国银河证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究报告http://www.chinastock.com.cn/yhwz/postdoc/index.shtml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免责声明”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专题研究报告 

 

图 4 2018 年上半年中国私有云行业市场份额 

（四）私有云主要参与者 

中国私有云需求旺盛，计世资讯发布了“2018 年私有云市场品牌竞争力分析象限图”。华为、

新华三、VMware、华云和 EasyStack 五家企业实力最为强劲，处于领导者象限。华为、新华三作

为老牌的私有云企业，其客户主要为政务云、电信运营商、央企和大型国企这些私有云市场最优质

的客户群；VMware 是领导者象限中唯一一家国外企业，VMware 产品水平高，在国外大获成功，

在国内也有举足轻重地位，但是需要针对国内客户的需求增加更多定制化的内容，增强服务以增强

本土化的体验；EasyStack 是进入领导者象限唯一一家创业型企业，企业涉及多个开源云技术领域，

在技术上有独到之处，产品化能力强；阿里、腾讯、电信等企业虽实力强劲，但市场份额比较小，

主要原因为起步较晚，与客户关系不如华为、新华三，服务能力不足。初创型企业主打技术，定制

能力强，主要面对中小型企业客户。 

投资并购不断，我国公有云普遍键入 PE 期，私有云集中在 VC 期 

近年来，国内资本市场特别看好云计算行业，亿元级别的大额投融资频频出现。目标，巨头厂

商在公有云市场的布局已基本完成，私有云、混合云市场还未形成绝对巨头。 

表 2  2017-2018 年云计算厂商主要融资情况 

时间 厂商 融资金额 厂商主要领域 

2017.1 ZStack A 轮数千万元 
私有云、混合云 

2017.3 UCloud D 轮 9.6 亿元 
公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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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 
云英 

A 轮 7000 万元 
私有云 

2017.5 
博云 

B 轮近 1 亿元 
私有云、混合云 

2017.6 
迅达云 

B 轮 1 亿元 
公有云、混合云 

2017.6 
数梦工场 

A 轮 7.5 亿元 
私有云、混合云 

2017.6 
青云 

D 轮 10.8 亿元 
私有云、混合云 

2017.12 
云图腾 

B+轮 1.08 亿元 
私有云、混合云 

2018.1 
金山云 

D 轮 7.2 亿美元 
公有云 

2018.5 EasyStack C+轮 3 亿元 
私有云、混合云 

2018.6 
华云 

Pre-IPO 轮 10 亿元 
私有云、混合云 

2018.6 UCloud E 轮融资 
公有云 

 

（五）云管理平台技术特点 

OpenStack 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开源云管理平台 

从发起至今，OpenStack 几乎已经成为云计算开源技术的事实标准，并广发覆盖网络、虚拟化、

操作系统、服务器等几个方面。中国的企业已经加入 OpenStack 基金会，截止 2019 年 5 月，OpenStack

基金的白金会员 9 家，包括 AT&T、Ericsson、Intel、华为等公司，黄金会员 24 家成员，基金会合

作伙伴 104 家。OpenStack 市场规模逐年增长，目前已经在超过 78 个国家和企业的企业中使用，

管理着超过 500 万个处理器核心，并在电信、金融、政府、能源、交通、制造、医疗、教育等行业

获得广泛应用。预计到 2020 年，来自 OpenStack 业务模式的收入将突破 50 亿美元，符合年增长达

到 35%。 

（六）云计算技术发展方向 

1、智能云服务定制化程度高，着力建设完善 SaaS 生态圈。 

2、行业开始探索智能化运维。采用容器技术、替身微服务架构采用率和 DevSecOps 将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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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 

3、云网融合，向行业应用延伸。 

 

三、我国云计算行业应用情况 

（一）政务云：为“数字城市”转型提供关键基础设施保障 

2018 年，我国政务云市场规模达 370.8 亿元，政务云已实现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全覆盖，地

级市行政区覆盖比例达到 75%。整体来看，政务云行业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逐步走出“跑马圈

地”的快速建设期，新增项目以扩容为主：二是应用成效不断提升，依托云平台有效推动“互联网

+政务服务”建设，极大提升了政务服务的便捷性，同时，政务云在帮助政府节约信息化成本方面

效果显著；三是政务云正在成为“数字城市”建设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政务云技术设施之上，结合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实现城市经济运行、城市综合管理、城市综合服务的精准数

字化提供保障。 

1.政务云市场 

我国政务云的发展经历了多年的培育和探索阶段，已经进入全面应用的普及阶段。2017 年，

我国政务云市场规模 292.6 亿元，政务云用量增长迅猛，超过了工业、金融、互联网等其他行业，

预计未来几年仍将保持稳定增长，到 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813.2 亿元。 

2017 年-2018 年间，在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港澳台）中，有 30 个省级行政区已经兼

有或正在建设（完成招标）政务云；在我国 334 个地级行政区中，有 235 个地级行政区已经建有或

正在建设（完成招标）政务云。从区域看，山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地级行政区政务云覆盖程度

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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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政务云市场规模 

政务云市场方面，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基础电信企业，浪潮、曙光、华为等 IT 企业，

以及腾讯、阿里、京东、数梦工场等互联网企业均在政务云市场重点发力。 

 

 

图 6 我国地级行政区政务云建设情况统计 

2.政务云厂商竞争激励，呈现多元化格局 

政务云行业已经成为各大云计算厂商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目前市场上角逐政务云的厂商

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基础电信企业；二是浪潮云、曙光云、华为等传统 IT

厂商；三是以腾讯云、阿里云、京东云、数梦工场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四是太极软件、神州数码

等系统集成商，从政务云市场份额上看，仍是以三大运营商、传统 IT 厂商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方

面，互联网企业入局云计算势头凶猛，在 PaaS 和 SaaS 层成绩亮眼，从能力和战略上看都有不俗的

表现，各大厂商都在加快政务云领域的布局，以期获得获取未来市场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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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务云的技术特点 

政务云建设的关键技术包括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分布式计算和存储技术以及网络虚拟化技术，

他们共同为政务云应用提供统一的基础设施资源服务。伴随着大数据、微服务架构、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兴起和应用，在政务云领域基于云计算与其他新兴技术的融合将成为技术趋势，为政务云领

域带来新变革。 

 

（二）金融业：传统金融企业与云计算厂商共同发力金融云市场 

金融云四个细分领域在监管要求和业务需求上有显著区别，导致金融云在行业应用时产生了不

同的侧重。 

表 3 金融云行业应用侧重点 

领域 侧重点 

银行 银行的系统最复杂 

主管部门强监管 

大型银行倾向私有云 

中小银行多选择行业云 

保险 保险行业系统开发迭代快，重视开发运维一体化 

私有云、行业云、公有云均涉及 

证券 证券交易所系统相对复杂 

对低延迟要求最高 

上云程度较低 

互联网金融 非传统金融领域，互联网属性强 

公有云较多 

1.金融行业采用开源技术已成趋势 

开源软件市场巨大，从基础软件到应用软件都充斥着大量的开源软件，受金融机构转型推动和

生态合作伙伴影响，为满足金融客户的实际需求，开源技术已经逐步成为金融机构构建信息系统的

重要选择。金融行业采用开源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开源技术可以助力金融机构提升科技实力、

协助保障信息系统安全、进一步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 

然而金融机构作为开源用户可能涉及四类风险：运维和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安全和数据风险、

合规和知识产权风险。 

2.开源软件隐含的安全风险较为显著 

由于开源软件具有多人协助完成、开源许可证存在免责条款等特性，企业在使用开源软件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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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其数据安全及隐私风险，若开源软件存在有恶意代码、病毒或造成隐私泄露，将对金融机构带

来较为严重的危害。总体来看，开源软件存在的安全问题较为严重，安全漏洞是主要的问题，后门

等问题同样存在。 

据中国信通院 2018 年发布的《金融行业云计算技术调查报告》表述，服务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是金融机构对云计算技术最主要的要求。其中，服务安全性占比 60.94%，可持续性占比 59.38%。 

 

图 7 金融机构倾向的金融云建立方式 

在云计算技术部署模式上，金融机构更倾向采用自建私有云模式。在已经使用云计算技术的

161 家金融机构中，69.57%的金融机构采用自建私有云模式搭建云平台，11.18%的金融机构使用公

有云，19.25%的金融机构采购由专业金融汗液云服务商提供的行业云服务。 

金融行业对 OpenStack 技术的应用多处于测试环境。对于已经应用 OpenStack 技术的 54 家金

融机构进行进一步调查，有 81.48%的金融机构将 OpenStack 技术仅用于测试环境。18.52%的金融

机构已经将 OpenStack 技术投入生产环境。 

超过三成已使用云计算技术的金融机构以将容器技术用于生产或测试环境。 

金融云市场方面，银行纷纷建立科技工地，兴业数金、融联易云、招银云创、建信金融、民生

科技等银行科技公司已经在银行云方面进行发力。 

（三）电信云：主力通信运营商网络升级转型 

云技术的成熟和网络业务的审计驱动电信云发展。一方面，不断涌现的新型 IT 技术正逐步渗

入到电信行业。云计算、虚拟化、SDN/NFV 等技术可以实现电信业务云华和网络功能灵活调度，

以达到网络资源最大化运用。另一方面，伴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和边缘业务的兴起，当前运营商网

络软硬一体的通信网元和转发控制一体的网络设备，难以满足快速发展的网络业务需求，不能很好

地兼容新业务。为应对网络转型的需求，电信云应运而生。国内三大运营商均发布了转型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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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移动提出的 NovoNet2020 愿景、中国联通提出的 CUBE-Net2.0 架构和中国电信提出的 CTNet2025

架构，转型的核心理念都涉及到基于电信云来承载业务。 

电信云基于虚拟化、云计算等技术可以实现电信业务云华，基于 NFV、SDN 关键技术实现网

络功能自动配置和灵活调度，基于管理与编排实现业务、资源和网络的协同管理和调度。 

中国电信的 IT 系统为全网 7 亿用户的日常通信提供服务，因其特殊的行业属性，在并发量、

准确性和可靠性能指标方面的要求远远超过电商购物等其他系统。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电信 IT 系

统普遍存在需求响应慢、系统性能低、架构扩展难、建维投入高等问题，亟需引入新的基于云的架

构全方位提升系统能力，改善用户感知。 

中国电信依托“PaaS 平台组件+应用生产流水线”的自主研发体系，以天翼云”资源为依托，

集合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消息队列、分布式缓存、分布式容器、Devops 等核心组件能力。对企

业 IT 系统进行 PaaS 云化改造。 

 

四、浪潮数据私有云各领域的市场份额 

1.云系统和服务管理器软件市场 

根据 IDC 数据，2018 年新华三在国内云系统和服务管理软件厂商中市场份额为 11.7%，位居

第三，公司超融合产品市场份额列第二位。浪潮在该领域排名第五。 

 

图 8  2018 年中国云系统和服务管理软件厂商份额 

2.软件定义网络（SDN）市场 

新华三公司在 2016-2018 连续三年位居中国 SDN 软件市场份额第一，2018 年市场份额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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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位分比为新华三、华为、中兴、诺基亚贝尔、思科。浪潮信息市场份额较少。 

 

图 9 2018 年中国 SDN 厂商份额 

3.2018 年中国服务器虚拟化市场份额 

 

图 10  2018 年中国服务器虚拟化市场份额 

4.2018 年中国云管理平台市场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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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8 年中国云管理平台市场份额 

5.2019 年 Q1 中国软件定义存储市场，浪潮市场份额为 3.6%排名第五。 

根据 Gartner 数据，目前 大约 40%的企业数据存储在可横向扩展的企业数据中心或云数据中

心，到 2022 年，这一比例将超 过 80%。根据 IDC 的预计，中国软件定义存储市场 2018 年到

2023 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2.4%， 到 2023 年市场规模可达 22.5 亿美元。 

 

图 12 2019 年 Q1 中国软件定义存储市场份额 

6.超融合系统市场份额 

私有云是超融合的典型应用场景之一，超融合对软件定义数据中心（SDDC）非常有帮助，而

SDDC 反过来又是一个可行的私有云架构。因为 SDDC 自身的优越性，利用它可显著提高私有云

部署的效率。SDDC 自身固有的基于策略的设定为云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提高了整体数据

中心的灵活性。由于超融合提供了开箱即用的软件定义来进行计算与存储，这就使其为 SDDC 提

供了极好的块存储。根据 IDC 数据，我国超融合市场高速发展，2018 年市场规模为 7.1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8.2%。 

 

图 13 2019 年 Q1 中国超融合系统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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