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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基建” 落地开花 服务器行业迎来周期拐点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7

月

7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贵

州贵安新区考察数据中心， 期间询问

了数据存储规模、服务器性能等情况。

事实上， 今年中国提出新基建理

念后，受到各方关注。作为新基建核心

之一，数据中心建设也步入快车道，这

从一系列头部厂商发布的规划就可看

出， 而规划的数据中心容量也从几十

万级到百万级不等， 这给服务器行业

带来新的曙光。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包括腾讯、阿里、中国移动等

头部厂商都在强化对服务器的自研或

是定制。另一方面，国产化服务器也已

经崭露头角，并受到采购方的青睐。下

半年， 随着中国移动等厂商服务器采

购需求的进一步披露， 服务器行业将

迎来景气上升的拐点。

云厂商加大

服务器自研力度

7

月

3

日， 腾讯位于清远的云计算

数据中心正式开服， 整个数据中心集

群规划容纳服务器超过

100

万台。该数

据中心将首次大规模部署腾讯云第一

款自研星星海服务器，腾讯称，这可以

满足云计算场景下对服务器的超大规

模交付、软硬件一体化等要求。

根据腾讯

2019

年财报，腾讯云业

务全年实现收入超

170

亿元， 同比增

长逾

86%

，云业务成为整体收入增长

的重要驱动力；另外一项数据显示，腾

讯云全网服务器总量超过

100

万台。

腾讯自研服务器背后， 毫无疑问

与其快速扩张的云服务业务有关。 腾

讯服务器供应链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

券时报·

e

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自研

服务器主要是基于公有云业务发展以

及规模和软硬件协同上的考虑。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传统的企业

服务器更多基于私有云和传统的软件

架构，在适配大规模云业务的时候，会

有挑战。“自研服务器更多还是从企业

自身业务发展方面去考虑，当然，自研

对于成本、 质量、 效率方面都会有收

益，但不限于此。 ”

自研服务器并非腾讯一家的专

利，正如上述腾讯负责人所说，自研服

务器是全球领先云厂商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 这更像是一场从欧美席卷至

中国的科技潮流，微软、谷歌、亚马逊

等厂商早已就服务器芯片或者整机展

开自研并取得突破。

阿里也有类似的行动，

2017

年阿

里提出了神龙服务器架构， 通过软硬

协同设计提升虚拟化使用效率， 代表

着云数据中心虚拟化技术的变革。

中国移动云能力中心首席科学

家、 技术部总经理钱岭向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表示， 服务器是云计算投资

中占比最高的主设备， 目前行业头部

企业都在采用自主研发、 深度定制的

方式来打造服务器，一方面降低成本，

一方面提供差异化竞争能力。

作为国内领先的电信运营商，中

国移动这两年十分强调

ICT

业务的

融合，并明确了三年内要跻身国内云

服务厂商第一阵营的目标。 钱岭告诉

记者，目前中国移动云能力中心已经

开展定制化服务器和智能化硬件的

研发工作，未来会与集采工作形成能

力补充。

上述腾讯服务器供应链负责人也

向记者确认说， 清远数据中心未来将

主要以自研服务器为主。“我们去年交

付了一款自研服务器， 今年年底还会

陆续有多款自研的服务器交付，未来，

新建数据中心也基本会以自研服务器

为主。 ”

招商证券认为， 在白牌机和品牌

机盛行的阶段， 来自互联网企业的自

研服务器初露峥嵘， 这一现象背后的

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最大化满足自

身需求，例如，解决传统虚拟机中存在

的算力损失问题； 二是最大化降低成

本，包括用料及应用场景的精简。

由于谷歌、亚马逊、腾讯、阿里等

互联网云计算厂商在世界各地修建数

据中心，招商证券指出，传统的服务器

产业链条正在发生变化， 即由原来通

过品牌服务器设计、生产，或交给白牌

厂商定制的模式变成了直接由云计算

厂商交给代工厂商的模式。

借力数据中心加码云战略

云计算依托于数据中心的建设，

而服务器又是数据中心的核心硬件。

头部云服务厂商加码自研服务器，是

基于数据中心即将迎来大规模建设

的战略考量； 今年国家提出了新基

建，也从顶层政策上为数据中心建设

定了调。

目前， 主流云厂商都在陆续加码

布局数据中心。其中，中国移动已经在

全国

31

个省规划了数据中心，将打造

全网统一规划的“

N+31+X

”三层数据

中心布局架构。

据钱岭介绍，

N

个中心节点可辐

射全国各大地区， 满足全网标准化需

求；面向

31

个省，统一标准，建设多个

省级数据中心满足属地化用户需求，

实现云服务

100%

覆盖； 面向

300

多

个地市，按需建设、灵活部署

X

个下

沉式边缘云，

3

年内实现全国数据中

心由点及面全覆盖。

在上述布局架构指引下， 中国移

动已建成的大型基地涉及华南 （南方

基地）、华中（长沙）、华北（信息港）等

18

个中心节点。

今年

5

月， 中国移动又新上线了

西安、上海资源池，杭州、重庆、济南、

苏州等资源池目前正在准备上线中，

江苏、福建、辽宁、北京等地已建成合

营资源池。 根据计划，

2020

年内，中国

移动的算力规模将超过

1200

万

vCPU

（虚拟处理器）能力。

在数据中心建设方面， 腾讯同样

发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 腾讯服务器

供应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早在

3

年前， 腾讯内部已经就未来

5-10

年

的数据中心布局进行了详尽的规划，

形成了国内华南、华东、华北、西南

4

大区域的布局。

从主流云厂商来看， 数据中心的

建设与云服务市场的增长息息相关。

腾讯相关负责人反馈说， 腾讯的云计

算能力能够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

求。其中，服务器增量按照超过

300

万

台设计规划， 后续会根据整个业务发

展，持续调整相应规划。

与此相呼应的是，今年

5

月，腾讯

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宣

布，未来五年腾讯将投资

5000

亿元用

于云计算、 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目的

进一步布局； 阿里云总裁张建峰则表

示， 未来三年阿里将再投

2000

亿元，

用于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及重大

核心技术研发攻坚。

此外，今年

6

月，快手也宣布投资

100

亿元自建数据中心， 计划部署

30

万台服务器，主要用于大数据和

AI

训

练，其他厂商如字节跳动、京东都在不

断加大数据中心的建设。

腾讯方面表示， 借助国家政策，

整个半导体、数据中心、移动端的产

业链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对云服务产

业起到了正向作用。 “原来更多是靠

云厂商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现在有国

家的支持，我想未来是一个值得期待

的时代。 ”

钱岭也向记者提到中国移动在云

业务架构方面的考虑， 即由集团公司

统一规划，政企事业部管总牵头；云能

力中心主建，负责能力构建；省公司主

战，负责销售渠道；通过管建协同、战

建协同等模式， 满足客户一站式响应

的云业务需求。

从各方面的预测来看， 随着云服务

市场的快速发展， 数据中心建设也将提

速。 《云计算发展白皮书 （

2019

年）》显

示，中国

2018

年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为

962.8

亿元，增长速度高达

39.2%

，预计

到

2022

年，国内公有云和私有云市场将

分别增长至

1731

亿元和

1172

亿元。

服务器需求迎来拐点

通常而言， 电信运营商、 互联网公

司、 金融企业及政府部门是对服务器需

求最大的几个部门。 随着新基建政策的

助推，国内数据中心的部署速度加快，这

也带动了服务器行业的景气度提升。 事

实上， 从国内运营商对服务器集采的情

况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今年

5

月，中国电信发布了

2020

年

服务器集采招标，采购需求

56314

台，规

模上虽然较

2018

年下滑了

9.3%

， 但由

于中国电信

2019

年并没有集团层面的

服务器集采，今年的集采意义重大。

比中国电信的集采早

1

个月，中国移

动也发布了

2020

年服务器集采需求，涉

及

13.8

万余台， 刷新了单次招标最大规

模。根据不同机构测算，中国移动此次集

采规模约为

80

亿元

-100

亿元。 此外，中

国联通也发布了

2020

年服务器集采前的

专项测试，采购计划已经明确。

东北证券在报告中指出，叠加

2020

年

5G

商用， 预计行业将进入新一轮投

入期。服务器市场在经历

2019

年的调整

后，

2020

年将重新进入需求大年。 此前

测算

2020

年运营商市场的服务器需求

规模将突破

220

亿元，从目前进展来看，

大概率超出预期。

钱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透露，今

年上半年，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进行了服

务器集采工作， 采购服务器约

13

万台。

“这批采购主要是为今年下半年的业务

需求储备，将会满足今年至年底的服务

器使用量；下半年，集团预计将会启动

明后年的集采方案， 目前正在收集全网

需求。 ”

互联网行业的需求也不容忽视，招

商证券就指出， 随着互联网厂商进入资

本开支周期， 服务器行业已确定进入上

行通道。特别是腾讯、阿里等企业相继加

速布局云计算基础设施， 产业链中企业

有望受益。

一家国资背景的

A

股服务器厂商

人士也向记者确认，前两年，互联网行业

对服务器的需求少一些， 但是目前来自

互联网行业的需求正在稳步增长。“服务

器是云计算底层架构中的关键设备，服

务器采购有周期性，在数据中心扩建，或

某个节点升级的时候就会带动需求。 ”

当记者问到， 服务器行业是否已经

进入上升周期时，该人士表示，由于新基

建及

5G

浪潮的影响， 很多厂商都有进

一步提升计算能力的需求。 其含义不言

自明。

在

A

股中，浪潮信息及紫光股份旗

下的新华三是服务器整机的主要供应

商。不过，越来越多的厂商已经看到服务

器市场的诱人前景。今年初，东华软件与

华为联合推出了首批基于鲲鹏处理器的

“鹏霄”服务器，目前公司已与宁波、青岛

两地完成签约， 将在两地投资打造 “鹏

霄”基地，扩大服务器的生产及配套软件

的研发，推进“鹏霄”服务器的大规模商

业应用。

另外一家民营服务器厂商人士向记

者表示， 服务器行业的发展取决于云服

务的趋势。“这两年，私有云、公有云发展

速度都很快， 企业上云也得到了中央政

策的支持， 从各行各业都开始应用或从

事云计算业务的情况来看， 也从侧面印

证了服务器是一个不错的赛道。 ”

上述国资背景公司人士则提到，在

新兴电子信息产业中， 服务器是最主要

的支撑点。 信息化与数字化建设都离不

开计算环节， 服务器产品又是整个信息

化架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必然有

非常大的市场需求， 也会吸引很多厂商

参与其中。

根据

IDC

在

6

月发布的预测数据，随

着疫情结束后市场需求回暖， 以及国家

将加快

5G

、大数据中心等七大领域新型

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 中国的

X86

服务

器市场未来几年需求仍然会比较旺盛，

预计

2020-2024

年复合增速将达到

9.1%

左右。

服务器自主可控

水平不断提升

关于服务器行业， 一个重要的趋势

就是国产化。在中国电信

2020

年的服务

器招标集采中，

Intel

的

CPU

服务器需求

占比为

79.4%

，

AMD

芯片服务器需求占

比为

0.7%

，国产化服务器（指搭载华为

鲲鹏

CPU

或中科曙光海光

CPU

）的需求

占比为

19.9%

。

服务器行业长久以来被国外品牌占

据，例如戴尔和惠普。 近年来，浪潮及新

华三、华为、中兴等厂商也逐渐占有一席

之地， 这是服务器行业不断国产化的另

一个特征。

通常而言， 云计算厂商对服务器等

硬件的稳定性和维护团队的要求非常

高，首先会看重服务器的稳定性能，同时

也会考虑选择产品成熟度高、性价比好、

资质完备， 具备可大规模集中式供货能

力、较强生产能力的服务器厂商。

钱岭告诉记者，国产服务器目前已经

具备规模商用的能力， 中国移动会积极

引入，打造安全可控的云计算基础设施。

“我们集采的服务器厂家包括华

为、中兴、新华三、中科曙光、烽火等，

其中华为、 新华三等在集采标段内均

包含了国产化服务器， 就目前使用情

况来看，效果良好，和国外

CPU

的比较

来看没有较大的能力差异， 我们对于

国产服务器的性能和价格均较为满意。”

钱岭说道。

相对于全球市场均价而言， 中国服

务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 从国内市场来

看，近几年，国内市场服务器销售量稳定

增长，销售额走势迅猛。

钱岭认为，这一现象的主因是近几

年中国服务器生产企业的技术不断进

步，芯片自主化程度上升，以龙芯、飞

腾、申威、鲲鹏为代表的国产芯片的崛

起拉低了服务器价格， 带来服务器整

体成本的下降， 这对于服务器有大规

模采购需求的中国移动来说也是一个

好消息。

腾讯服务器供应链相关负责人表

示，腾讯作为一家互联网厂商，对于半导

体硬件，当前更多是利用好主流的硬件，

甄别和挑选适合业务发展的硬件。

以星星海服务器为例， 腾讯自研的

是整机系统，从机框到主板的设计总控，

芯片是使用业界通用， 不过芯片做一些

定制选择 （主要适配云业务场景考量）；

主要性能指标与市面相同芯片平台上

的产品， 主要体现在节能和稳定性、易

用性方面；目前运行已超过半年，稳定无

故障。

服务器国产化的另一个例证就是华

为鲲鹏产业的持续落地， 一家使用鲲鹏

处理器的服务器厂商人士向记者表示，

在内部测试中， 鲲鹏处理器的性能与外

商的处理器性能持平。

谈到当下资本市场对国产替代的追

捧，该人士指出，国内企业已经看到了国

产替代的必要性， 近年来的一系列技术

纷争也给国产替代创造了契机，“与其说

这是资本市场的热点， 不如说是产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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