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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有云： 大挑战、大潜力 

麦肯锡近期的一项调查为中国前景广阔的公有云市场提供了新的洞见。

Hari Kannan和Christopher Thomas（唐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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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快照”：中国云市场现状
乍看之下，中国云市场近期的发展有声有色。2017
年，全国IT总预算中约有14％用于云服务，比
2013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即便在这种增长之
下，中国在云计算方面的支出也仍落后于全球同
行。例如，2017年美国的云支出约占IT预算总额
的29％，高于2013年的14％左右（图1）。

相比许多全球同行，中国企业更偏爱私有云。在美
国，公有云支出占平均IT预算的24％左右，私有云
约为5％。然而在中国，公有云和私有云占IT支出的
比例几乎持平。

这张中国云市场“快照”显示了当下的市场现状，但
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趋势。公有云提供商看似拥有
庞大的潜在机会，但市场竞争其实已经非常激烈，
以至于领先企业在2017年的降价幅度达到了30％
以上3。我们的调研为未来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一
些洞见。

所有公有云提供商，无论规模大小或所在国家，都
将继续获得机会
我们的一项调查结果或许能为众多企业带来希望：
中国市场向所有具备相应资质的提供商敞开大门，
无论其规模大小或所在国家。在我们的调研中，受
访者们表示，它们公有云支出中约64%流向了中国
四大云服务提供商（图2）。其余部分则流向了跨
国公司和其他中国企业。受访者预计，未来三年内，
市场份额的构成将基本保持稳定。

当问及云使用情况时，美国或其他主要市场的很
多企业都表示，云已经成为它们的标准配置。但中
国并非如此，大多数公司仍依赖其数据中心的本
地计算能力。然而，中国企业领导者迟迟不肯采用
云技术并非出于单纯的IT问题，其根源要深入得多。
中国很多方面都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并且拥有世
界上最大的电商市场和蓬勃发展的移动支付市场，
但企业在投资能够改善运营效率或带来竞争优势
的IT技术方面却行动缓慢，其中包括与自动化或高
级分析相关的投资1。中国迟迟不肯向企业云迁移，
是导致数字化率低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是，这种情况或许很快就会改变。在科技领域中，
中国的企业领袖目前已经意识到：较低的云使用率
拖累了企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们加大了对公
有云和私有云的投资力度，甚至有望迅速超越全
球同行。中国政府同样也意识到了云计算的重要
性，承诺加快其发展。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信部）发布的行动计划，有关领导希望2019年
将云计算行业的规模提高至2015年的2.5倍 2。 

对于公有云提供商来说，这些趋势意味着重要
的机遇。虽然大多数中国企业现在仍偏好私有云，
但分析师预测，未来三年公有云使用率的年均增
长可达20％以上。本土和全球公有云提供商巨头
已开始积极行动，以攫取更多市场份额。为了更
深入地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我们研究了中国
企业的云现状，努力发掘公有云和私有云的使用
趋势。

我们也对500多家中国企业进行了一次跨行业调研，
对大约120家在云服务上花费超过100万人民币 

（约合15.4万美元）的企业进行了深入研究（参见 
“我们的调研方法论”）。我们的调研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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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分配给云的IT预算少于美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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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支出, 整体IT预算百分比1

1 云支出除以企业总体的IT软件、服务和基础架构支出。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Gartner、IDC

中国 美国

公有云

私有云

公有云

私有云

1.4

5.8
3.3

9.1

5.8
4.4

6.5

14.4

7.9

11.4

13.6

17.1

21

3.9
2.2

23.9

29.1

2013 2015 2017 2013 2015 2017

5.2

图2 我们的调研受访者使用了许多不同的云提供商，但它们公有云支出的近75%都流向了
三个最大的云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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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供商不同，2018年各企业公有云支出的流向情况1, 占云支出总额的%

1 问题：不同云服务提供商在您公有云支出中的占比是多少？满分100分。
2 在我们的调研中，其他类别可包括跨国公司或中国企业。

资料来源: 麦肯锡中国云调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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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也发现了与IT工作负载相关的云模式。我
们将IT支出作为云支出增长的替代指标，询问调
查对象哪些工作负载现在获得的预算最多，以及
是否会在2021年发生变化。受访者预计，消费应
用程序、大数据和商业智能在未来三年将取得最
大增幅（图5）。这一趋势与中国政府的推动密不
可分，政府希望通过推动这些领域的云发展促进
GDP增长。

因行业和工作负载不同，公有云提供商所能获得的
机遇也不尽相同
和美国一样，中国的互联网服务公司、金融服务公
司以及高科技或人工智能公司最有可能使用公有
云（图4）。在这些企业中，互联网服务公司的公有
云使用率最高，该行业的所有受访者均表示，他们
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公有云支出。金融服务位居第
二，企业对公有云的采用率为65％。

图3 虽然大多数企业都倾向于中国的大型云提供商，但从长远来看，全球运营商和本地小公司
也将获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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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期合作伙伴的首选云服务提供商1, 受访者%  

1 问题：从长远来看，您首选哪一类云服务提供商作为您的首选合作伙伴？
2 在我们的调研中，领先提供商指的是拥有最大市场份额的行业三巨头。

资料来源：麦肯锡中国云调研，2018

领先中国提供商2 新兴中国提供商                    
 在中国拥有牌照和
设施的全球提供商

54 3016

运营牌照的全球企业进行合作（图3）。小型中国
企业也可在未来市场占据一席之地，16%的受访者
将它们视为首选提供商。

未来，公有云市场仍将保持高度开放，基本与当
前格局一致。虽然近半数受访者表示，从长远来
看，他们希望与大型中国云服务提供商合作，但也
有30%的受访者表示更希望与在中国拥有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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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互联网服务公司最有可能使用云服务，金融企业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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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各行业的云服务采用情况1, %

1 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并非100%。
资料来源：麦肯锡中国云调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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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正在将更多的IT预算分配给消费应用程序、大数据和商业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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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在您的公司/组织中，以下工作量在IT基础架构总支出的大致占比（以百分比表示）是多少? 您预计3年后会怎样?满分100分。
2 包括物联网。
3 企业资源规划。
资料来源：麦肯锡中国云调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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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企业主要担心云的成本和迁移难度（公共或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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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云应用障碍1, 受访者% 

1 问题：当前云应用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请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资料来源：麦肯锡中国云调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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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主要问题与安全有关，61％的受访者认为
安全构成了公有云应用的又一障碍。调研结果显示，
中美两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美国，企业往往将公
有云提供商所提供的先进安全解决方案视为一种
优势。而我们的调研受访者则对云安全缺乏信心，
原因如下。首先，中国市场内本土和跨国公司管理
安全挑战的能力存在差异，企业往往会担心他们
所选择的提供商是否具备必要的能力。其次，中国
市场上的企业必须遵循当地严格的数据传输和存
储法规，加剧了他们对安全性不足的担忧。他们
不可能选择一家可能会使他们违反政府标准的
公有云提供商。如果美国云服务提供商能够向中国
企业充分介绍他们的安全能力，那么可能会一定
程度上减轻中国企业的担忧。

虽然迁移障碍和安全问题不会令所有企业都放弃
公有云，但采用速度却可能会很慢。混合云因做到

公有云提供商将面临私有云盛行的强大挑战 

公有云提供商不仅面临相互间的竞争，还需要克
服企业不愿意使用公有云的挑战。

虽然中国企业推迟采用公有云的原因多种多样，但
根据我们的调研，其中两个问题最为突出（图6）。

第一，66％的受访者认为迁移的成本和难度是云
使用的主要障碍。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大多
数中国企业都缺乏足够的先进技术，缺乏标准的
虚拟化或容器化工作负载。这些因素会使迁移工
作变得复杂，在与公有云提供商进行合作时，问题
往往更加严重。就成本而言，中国企业通常不得不
创建迁移所需的大多数硬件和软件，从而面临巨
额开支。这意味着，中国的公有云提供商不能像其
他国家的提供商那样，保证其服务在迁移后产生
立竿见影的效果——降低IT成本。



中国公有云：大挑战、大潜力 7

企业对不同的云服务模式持开放态度, 优先考虑
性能
公有云提供商越来越多地投资于特定领域，例如
人工智能和大型数据集的管理，以便在竞争中脱
颖而出。然而，我们的调研发现，并非所有中国企
业都要求他们的提供商具备这些专业知识。当被
问及他们更愿意选择单一提供商，还是选择能够
提供“最佳组合”能力的多家公司进行合作时，他
们的回答几乎各占一半（图7）。

了最大程度的扬长避短而可能成为首选。对于高
度敏感的信息，公司可以保有私有防火墙并控制
第三方访问。同时，它们也可以利用公有云的规模
和低成本的计算能力处理不太敏感的信息。在我
们的调研中，IT决策者希望IT服务公司能够提供设
计及实施混合云解决方案所需的专业知识，以便
他们优化总体云支出。

图7 中国企业对选择单个提供商包揽所有云服务或多个合格提供商协作提供云服务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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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在选择提供商时，您会首选单个提供商提供集成解决方案（包括所有的基础架构即服务、平台即服务和系统集成商服务）还是为各领域
选择最佳提供商?

2 问题：选择云服务提供商时，哪些标准最重要?满分100分（分数越多，代表这一因素越重要）。
3 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和可能并非100%。

资料来源：麦肯锡中国云调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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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是重中之重。鉴于中国企业对安全漏洞的
高度警惕，尤其是在具有大量机密数据的金融
服务等行业，云提供商必须将安全问题摆在同
样重要的位置。保护云安全应该是他们首要关
心的问题。 

 �  提供商必须给出云投资的理由。由于中国企业
面临较高的迁移成本，因此提供商必须为云
构建具有说服力的商业案例。在向客户推介时，
提供商应将云技术定义为数字化转型的引擎，
而非一种单纯的技术服务，同时强调数字化能
够为净利润带来的真正提升。若非如此，一些
企业可能永远都不会迈出第一步。

中国是世界上对主要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
风投力度最大的三个国家之一4。这充分表明了中
国市场对技术力量的信心。然而，中国企业在利用
这些解决方案时却行动迟缓5。最近，它们已经意
识到了落后的风险，开始更多地关注云计算。国内
外的各公有云提供商均可利用此次机会，但不能
仅凭技术实力，它们还必须建立一个包含系统集
成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在内的生态系统，提供特
定的行业专业知识，帮助企业将技术投资转化为
商业利润。大家只有通力协作方能释放公有云的
价值潜力。 

对于提供商的选择标准，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性
能和技术要求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大多数国
家可能都是如此。定价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
服务和支持。

云提供商的下一步举措
中国企业在云迁移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不尽相同，
其中一些已经具备先进的能力，而其他企业才刚
刚迈出试探性的脚步。同样，它们的需求和要求也
会有所不同。虽然公有云提供商在这个异质市场
中并没有百试百灵的成功秘诀，但我们的调查显示，
它们能够通过以下几点提高成功概率：

 �  竞争必须以技术为本。云提供商需要具备满足
中国企业各种要求的全方位能力，包括加强人
工智能、大数据和自动化的能力。最优秀的企
业应懂得如何调整当下战略以适应中国的技术
架构，而不是期望潜在客户拥有许多发达国家
企业所具备的成熟软硬件。

 �  价格战不可避免。 在美国，公有云提供商会
积极降价以攫取市场份额。这种方法可利用
规模、效率和硬件价格优势来优化成本基数
并将利益回馈给客户，从而加快美国的云采用
速度。我们预计，中国企业在优化成本的过程
中也将遵循类似的定价策略，这可能会一定程
度上推动公有云的增长。

 �  迁移必须简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公司将
迁移的成本和难度视为云应用的最大障碍，因
此提供商必须尽可能降低迁移成本，并提高顺
畅度。但这并不容易，因为中国企业的IT基础架
构往往比其他市场更加多样化。例如，在美国，
领先的虚拟化解决方案占有90％以上的市场
份额；而在中国则只有50％。这种IT多样性无
论对公有云还是私有云提供商来说，都将是一
项挑战，它们必须投资多种技术架构的迁移工
具，将工作负载从传统的IT环境快速转移到自
己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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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研方法论
2018年初，我们调研了位于中国的504家企业的IT
决策者对云的偏好情况。大约有120名受访者表示，
他们的企业在外部云服务方面的开支超过了100
万人民币（约合15.4万美元），我们向这类受访者
询问了40多个与云支出目标、工作量迁移到云以及
提供商偏好相关的问题。样题包括“哪些标准对
选择云提供商很重要？”和“当前云采用的主要障

碍是什么？”受访者来自于多个不同行业，包括互
联网服务、金融、人工智能和高科技、工业，以及
旅游、运输和后勤（图示）。这些公司的规模从不
足100人到超过10,000人不等。同样，企业年收入
从3.5亿人民币到超过350亿人民币不等。

图

参与我们调研的公司来自不同行业，规模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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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
2  旅游、运输和后勤。

资料来源: 麦肯锡中国云调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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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受访者%

全职员工等量总数,
受访者数量

年收入（十亿人民币）,
受访者数量

AI1 和高科技    

金融

工业

互联网

TTL2

其他

≥10,000

1,000–9,999

500–999

100–499

<100

>35

7–35

1.4–7

0.7–1.4

0.35–0.7

<0.35

不便透露

25

23

19

17

11

5

25

44

13

2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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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7

10

14

2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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