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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指明者外，本節所呈列資料乃來自各種官方的政府刊物及其他刊物以
及我們委託艾瑞諮詢編製的市場研究報告。我們相信該等資料乃來自適當來源，例
如艾瑞諮詢的數據庫、公開可得的資料、行業報告以及從訪談及其他來源獲得的數
據，並已在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時合理審慎行事。我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在任
何重大方面失實或存在誤導成分，或者當中遺漏任何事實致使其在任何重大方面失
實或存在誤導成分。我們、聯席代表、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高級聯
席牽頭經辦人、聯席牽頭經辦人、聯席保薦人、承銷商、我們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董
事、高級職員、代表、僱員、代理或專業顧問或任何參與全球發售的其他人士或各
方（艾瑞諮詢除外）並無對該等資料進行獨立核實，亦不對其完整性、準確性或公
平性發表任何聲明。因此不應過份依賴該等資料。本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未必與
中國境內或境外編撰的其他資料及統計數據一致。

數據中心行業簡介

數據中心服務

數據中心是一種用於安置交付關鍵任務業務應用程序、數據及內容的服務器、存
儲及網絡設備的專門設施。

數據中心可以由使用此類基礎設施的公司擁有並內部運營，也可以外包給專業的
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後者通常提供託管服務和管理服務。

• 託管服務一般指在安全的環境中，為客戶提供配備電力及散熱功能的共享
或獨享空間的數據中心配置。其空間、電力及製冷功能用於存放及支持客
戶的服務器及相關的IT設備。

• 管理服務通常包含與託管設備相關的各種增值服務，例如業務連續性及災
難恢復解決方案、IT運營管理、直接私密連接雲服務以及用於管理混合雲
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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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數據中心服務的益處

過去，外包數據中心設施主要由企業用作內部部署容量的替代方案或用於IT系統
冗餘。近年來，隨著企業越來越多地採用多雲技術，他們在內部自行託管IT基礎設施
方面面臨著更大的技術挑戰。此外，雲服務提供商本身已成為數據中心服務的主要新
客戶群。通過匯總包括大型企業、中小企業、互聯網公司及政府在內的不同用戶的需
求，領先的雲服務提供商的IT容量已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與傳統的企業客戶相比，
雲服務提供商需要更大的數據中心，相應地需要更大的電力容量、靈活的擴展能力、
最佳的運營效率以及多市場服務能力。鑒於開發及運營這類數據中心資源所面臨的挑
戰，雲服務提供商已選擇將其大部分的需求外包給專業數據中心公司。

節省大量成本。通過外包數據中心基礎設施，公司可以節省自行建造設施相關的
投資支出，獲得更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及專業服務，並受益於規模經濟。外包數據中心
基礎設施的公司可以將資本及管理資源集中在核心業務活動上。具體而言，雲服務提
供商通過選擇性把需求外包給數據中心公司，可以在數據中心生命週期內實現成本節
約及其他運營效益。

持續、靈活且定製化的供應。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可以隨著客戶容量需求的增加
而靈活擴展容量。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根據所有客戶的要求規劃及實施其容量擴展。
此外，數據中心的設計及配置可以服務於同一設施內具有不同空間、電力、網絡及雲
配置要求的廣泛客戶，包括雲服務提供商所需的專有設計和規格的IT硬件、服務器機
架及機房。

可靠性及效率。具備大量冗餘能力的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提供高度安全、可靠的
環境，以存放服務器及相關IT設備，為客戶提供高可用性。外包數據中心也可能具備
高電力密度和卓越的功率管理能力，從而提高運營效率並減少碳排放。

主要客戶群

主要客戶類別包括雲服務提供商、互聯網公司、金融機構及其他大型企業及公共
服務。可用性、可靠性及高效性是吸引這些客戶的主要價值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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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服務提供商。超大規模雲服務提供商需要龐大的數據中心容量以及靈活擴展的
能力。與大多數企業相比，他們對IT基礎設施的利用率更高，因此對數據中心的電力
與淨機房面積比率的要求也更高。此外，他們對IT硬件、服務器機架及機房有特定設
計規格。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需要具備開發內部數據中心設計的能力，以滿足雲服務
提供商不斷變化的需求，這只能夠通過先進的技術設計及執行能力來實現。

互聯網公司。在中國，某些大型互聯網公司同時也是領先的雲服務提供商。他們
的雲平台除了供自己內部IT使用外，也向外部客戶開放。其他大型互聯網公司擁有自
己的私有雲，在某些情況下，也使用公有雲服務。因此，大型互聯網公司作為客戶群
的數據中心需求與雲服務提供商作為客戶群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重叠。

金融機構。政府要求包括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公司在內的金融機構將其IT系統
存放在可用性高的數據中心（無論是自建還是外包），以確保其應用程序及數據的正常
運行及安全。外包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必須滿足嚴格的設計及操作合規要求，才能託
管金融機構的IT系統。

大型企業及公共服務。中國的企業及政府機構正在逐步向數字化管理方向發展。
中國政府的電子政務舉措增加了公共部門對數據中心的需求。數據中心服務的可用性
及運營可靠是他們的主要考慮因素。

為滿足不同類別客戶的需求，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通常按兩種不同的業務模式運
營：批發及零售。總體而言，雲服務提供商及大型互聯網公司要求每座設施具有較大
的淨機房面積及一定水平的定製性，以存放其專門設計的服務器及機架。在批發模式
下，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通常與該等客戶簽約提供一座數據中心的很大一部分或全部
面積，而且於新數據中心尚在建設時便取得有關簽約。合約期限可持續五至十年，而
且客戶流失率較低。另一方面，多個客戶同時託管於同一設施的零售模式可滿足通常
要求少量機櫃且無須定製的金融機構、大型企業及公共服務客戶的要求。零售客戶的
合約期限通常較短且基於機櫃的單位定價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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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增長動力

中國數字化轉型

中國經濟在消費及商業領域均日益數字化。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互聯網用戶
規模不斷擴大，正在不斷推動消費領域的數字化，互聯網用戶規模預計將從2019年的
8.81億增加到2024年的11億。各種互聯網消費服務，包括在線視頻、直播、網絡遊戲
及電子商務，均經歷了強勁的增長，並將產生越來越多的數據。商業領域在發展完善
的數字基礎設施及有利的政府政策的支持下也已接受數字化。

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中國的數據生成總量預計將以29.7%的複合年增長率增
長，從2019年的9.6 ZB增加至2024年的35.2 ZB。為了更有效地管理對數據的處理、存
儲及傳輸的更高需求，企業及技術公司越來越多地將其部分或全部計算需求外包給雲
服務提供商，因此對雲服務及相關數據中心基礎設施的需求龐大。

新興技術的應用

新興技術的成熟及大規模採用，如雲計算、5G、人工智能（「AI」）、大數據、機
器學習、區塊鏈、物聯網（「IoT」）、增強現實（「AR」）及虛擬現實（「VR」），進一步增
加了對數據處理、存儲和傳輸能力的需求。居家辦公的日益普及以及智慧城市、遠程
醫療及在線教育的發展，正加快傳統產業的數字化，並將數據使用率提高到一個新的
水平。

5G增強了中國各地的互聯網連接，大大提高傳輸速度，降低延遲，能夠支撐對
數據處理及傳輸有較高要求的應用程序。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中國5G手機的出貨量
預計將從2019年的1,380萬部增加到2024年的2.904億部，複合年增長率為84.0%。

AI需要強大的數據計算及處理能力，並且已應用於自動駕駛等各種行業及領域。
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中國AI應用市場規模（包括主要行業中應用AI所產生的收入）
預計將從2019年的人民幣570億元增加至2024年的人民幣2,623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35.7%。

IoT改善了裝置的互連性及控制能力，從而讓更多裝置連接到互聯網及彼此互連
互通。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IoT設備的數量預計將從2019年的46億增加到2024年的
184億，複合年增長率為32.1%。IoT支持的AR和VR裝置亦需要強大的圖形計算能力以
及高速、實時的互聯網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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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支持

近期，中國政府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概念，包括大型數據中心、人工智
能和工業互聯網。該政策導向正在經濟的各個層面迎來新投資浪潮，這將帶來許多有
利於數據中心行業的機會。

在2020年5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數據中心被
重點介紹為5G及IoT數據流量成倍增長的主要受益者。

雲計算迅速普及

數字化、新技術及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均有助於中國企業及政府機構迅速採用公有
雲、私有雲及混合雲服務並增加其支出。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2019年中國的雲服務
市場收入為人民幣1,490億元，而美國為614億美元。艾瑞諮詢預計，從2019年到2024

年，中國的雲服務市場將以34.1%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而美國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5.5%。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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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服務的成倍增長需要更多提供更佳服務的數據中心的支持。依賴雲計算服務的
公司越來越傾向於使用大型高性能數據中心。

中國數據中心行業概覽

中國的數據中心市場可分為(1)運營商網絡中立數據中心以及(2)電信運營商數據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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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商網絡中立數據中心。運營商網絡中立數據中心使客戶能夠在設施內與所有
電信網絡連接。在數據中心質量、運營往績記錄及差別化管理服務能力方面，各運營
商網絡中立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之間有所不同。運營商有時可能會與運營商網絡中立
數據中心合作，向客戶提供成套完整服務。

電信運營商數據中心。電信運營商建設開發數據中心部分是為了促進相關網絡服
務的銷售。在中國主要經濟樞紐以外的地方，電信運營商有時是唯一可用的數據中心
服務提供商。

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2019年按收入 (1)計中國數據中心服務市場的總規模為人
民幣334億元，其中運營商中立市場為人民幣188億元，佔市場總額的56.3%。相比
之下，2019年美國數據中心市場的總規模為298億美元。艾瑞諮詢預計，從2019年到
2024年，中國運營商網絡中立市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31.8%，而同期美國市場的複合
年增長率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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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格局

由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提供的電信運營商數據中心，往往依賴運營商自己的網絡
進行連接，客戶缺乏與其他運營商網絡連接的靈活性。相反，運營商網絡中立數據中
心在其設施中提供與多家電信運營商的連接，客戶可以根據成本及╱或網絡和應用需
求靈活選擇合適的運營商。作為專業的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運營商網絡中立數據中

附註：

(1) 在此預測中，數據中心市場收入乃基於數據中心的相關託管服務及管理服務，不包括任何非數據中
心相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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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公司也根據服務標準、數據中心性能以及對客戶需求的回應能力進行競爭。隨著數
據中心行業的進一步發展，運營商網絡中立數據中心的發展速度超過了電信運營商數
據中心。

運營商網絡中立數據中心市場分散，少數領先的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存在於幾個
或所有一線市場與每個市場的不同區域公司競爭。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我們是中國
運營商網絡中立數據中心的領先運營商，在2019年按收入計的市佔率為21.9%。

2019年運營商網絡中立數據中心運營商市場份額*

其他
44.6%

GDS
21.9%

運營商1
12.0%

運營商2
9.4%

運營商3
6.6%

運營商4
5.5%

高性能數據中心

高性能數據中心為客戶提供高水平的可用性、電力密度和電力效率。為實現高
水平的可用性，高性能數據中心通常為電力、製冷和其他關鍵系統配備符合或高於
Uptime Institute界定的三級標準的2N冗餘傳遞路徑。2N冗餘指的是具有兩個獨立配電
系統的完全冗餘鏡像系統，需要大量額外的前期投資，並降低了特定規模建築物的淨
機房面積的收入。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高性能數據中心的電力密度一般在1.5kW/平
方米以上，而中國的行業平均電力密度為1kW/平方米，同時高性能數據中心的PUE水
平需要低於1.5倍，而2019年中國的平均PUE水平為1.7倍。

高性能數據中心的優勢包括：(i)高可用性，能夠滿足客戶對其關鍵任務IT基礎設
施的存放要求；及(ii)高電力密度與低PUE，使客戶能夠以最佳性能更高效地部署其IT

基礎設施。對於客戶而言，高性能數據中心對於確保關鍵任務IT系統、應用程序和數
據的持續運行時間方面變得越來越有價值。

附註：

* 每名行業運營商的市場份額乃按照其各自的數據中心市場收入呈列。數據中心市場收入乃基於數據
中心的相關託管服務及管理服務，不包括任何非數據中心相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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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市場

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中國數據中心主要分佈在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香
港、成都及重慶以及其週邊地區等主要經濟中心，亦稱一線市場。這些地區同時也是
電信網絡中心。然而，由於一線市場的土地供應及供電許可稀缺，數據中心運營商已
經開始在一線市場的週邊開發數據中心。該等數據中心可以滿足客戶對單個站點上更
大的IT容量部署及隨時間逐漸進行升級的需求，同時保持在網絡延遲的可接受參數範
圍內。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一線市場與一線市場的週邊區域合計，在2019年佔中國
數據中心市場淨機房面積約68%。

除一線市場外，數據中心運營商還通過各種模式（例如定製化建造）進軍其他地
點，以滿足客戶對以更大容量及更高成本效益地存放離線、非關鍵數據及應用程序的
需求。

未來趨勢

通過匯總採用新興技術且數據使用量不斷增加的企業的需求，雲服務提供商將繼
續成為推動數據中心服務需求的主要客戶群。領先的雲服務提供商主要尋求能夠滿足
其特定要求（包括在一線城市的多個可用區中各自具備高容量、高可用性及高冗餘）的
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

隨著政府及企業日益重視能源消耗及效率，預計數據中心服務商將優化運營流
程、提高電力效率及使用可替代能源，以降低運營成本及減少碳排放。

市場准入壁壘

合適選址供應有限：由於在獲得合適土地、供電及監管批准方面的限制，開發新
的數據中心容量頗具挑戰，特別是在需求集中的一線市場。

平台的網絡效應：在一線市場擁有全國性業務的領先運營商已經建立了一個互連
的數據中心平台，橫跨中國大型城市並承載所有主要的公有雲。有關平台能夠為客戶
帶來眾多好處，包括直接及私密訪問所有公有雲平台、面向大型企業客戶的混合雲解
決方案、所有電信運營商的連接以及與國內跨設施的其他企業公司的互連。此外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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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供商客戶能夠通過有關平台在中國大型城市擴展業務，圍繞企業及雲服務提供商
創造網絡效應，加強數據中心服務提供商的領導地位。

開發及運營經驗：數據中心開發需要物色土地及建築物、獲得必要的監管批文、
獲取足夠的冗餘電力及高質量的電信連接、碳排放配額，以及與設計、建造、安裝及
調試高性能設施相關的知識及經驗。

往績記錄：由於所存放的IT設備具有關鍵任務的性質，因此數據中心必須保持連
續的運行、監控及高度的安全性。具有良好運營記錄的運營商是客戶的首選。

客戶關係：將客戶設備安裝到數據中心後，重新安置成本很高。如果客戶需要更
多空間，他們一般會盡量留在同一數據中心設施或與同一服務提供商合作。

財務能力：數據中心站點及設施的開發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資，尤其高性能數據中
心。

COVID-19對數據中心及雲服務行業的影響

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COVID-19疫情對中國數據中心和雲服務行業產生了普遍
的積極影響。

疫情爆發期間，人們對社交距離意識及相關措施執行力的增強，使得在線活動和
在線視頻、網絡遊戲及電子商務等數字內容的消費激增。各行業的企業也加快了業務
的數字化以及向雲端遷移的步伐。因此，數據量和雲服務的利用率都有所提高，進而
轉化為對數據中心服務的需求。

雖然中國的疫情在2020年第二季度已逐步得到控制，工作和學校活動逐漸恢復到
疫情發生前的水平，但許多行業以及消費者的行為已發生了可持續的結構性變化，如
居家辦公、在線教育、遠程醫療和網上購物變得日益普及。這些結構性變化進一步推
動了對雲服務和數據中心服務的長期需求。

然而，此次疫情確實對業務造成了輕微的干擾。在實現數據中心容量的預定交付
和若干客戶的遷入方面經歷了挑戰。但這些挑戰是暫時性的，並已隨著地方政府解除
封鎖限制而逐步得以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