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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8
运营商主导，代理商为辅

信息化需求驱动数据中心行业发展
2009—2013

2014—2018
云化+基建 双向发展

移动互联网应用内容丰富及用户
规模扩大，带动IDC市场规模快
速增长，IDC产业逐渐向产业链

上下游延伸

如何在IDC 4.0
时代获得先机？

自建数据中心开始

数据安全性得到重视，自建成
为大型互联网企业建设趋势

2019—
分工明晰

全方位合作
差异化需求凸显，产业分工进一步明确

中国IDC产业进入4.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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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IDC整体市场规模

    2022年中国IDC市场规模达3200亿元，传统IDC市场规模达到1200亿元，公共云

IAAS+PAAS市场规模达到2100亿元

注：IDC市场规模包括机架业务、端口业务、增值服务、CDN及公有云的IaaS、PaaS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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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IDC产业发展趋势

“新基建”政策利好数据中心上下游产业 互联网企业和云厂商将持续拉动IDC需求增长

产业互联网需求即将爆发 数据中心建设规模将“两极分化”

规模化、集中化、自动化

小型化、智能化、绿色节能

快建快用、
绿色节能

超大型数据中心 边缘计算数据中心

资源集中、
规模大、
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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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海地区IDC业务市场规模122.4亿元，未来，随着上海地区数据中心政策逐渐收紧，对实时

性要求相对较低的应用需求将转移到南通市、苏州市等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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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IDC市场规模情况

上海地区IDC市场规模及预测

IDC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需求主要来自互联网、金
融及云服务商客户

政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IDC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审查实施办法》

数据中心建设和改造项目，需要经
过政府节能审查，否则不能开工建
设。

10月
《上海市互联网数据中心建设
导则（2019）》

新建单项目规模应控制在3000至
5000个机架，平均机架设计功率
不 低 于 6 k W ， 总 功 率 不 小 于
18000kW；

新建数据中心项目PUE值严格控制，
不超过1.3。

6月

5月

《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行动方案（2020-2022）》

鼓励数据中心投资，增加机柜资源
供给，规划未来3年新增6万机柜；

推动智慧城市、车联网、智慧教育
等IDC下游产业发展，将为数据中
心行业带来更多需求。

《上海市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 助力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数据中心与超算中心建设有序规范、
存算均衡、空间集聚、节能降耗；

新建数据中心综合能源效率指标
（PUE）不超过1.3。

10月

近年，上海市发布一系列政策，规划、引导数据中心向绿色发展，规划新增数据中心总量指标，将数据中心产

业作为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

上海地区IDC市场政策环境



未来上海地区数据中心标准

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设计和规划需要
更加贴近终端用户需求，充分考虑3-5年数据中心技术
和客户需求的变化。

智能化运维管理

随着新建、及改造数据中心规
模不断扩大，网络设备数量增
加等致使数据中心管理难、运
维负担重等问题凸显，势必导
致数据中心的运维向智能化方
向发展。

单机柜负载要求提升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用
户的算力和存储需求迅速增长，
普 遍 要 求 单 机 柜 负 载 超 过
4.4kw,甚至8kw，密集摆放IT
设备。

低能耗、绿色节能化
2019年，上海市出台《上海
市互联网数据中心建设导则
（2019）》，明确规定上海
市仅允许建设PUE在1.3以下
的云计算数据中心，且在中环
以内区域内全面禁止新建数据
中心。

IDC机房呈现定制化

垂直行业用户日益增长IDC需求，

要求数据中心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可扩展性；企业对于数据中心的

隐私、容量、控制权、可靠性等

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升，且不

同企业用户和云服务提供商对数

据中心的建设和设计要求具有明

显差异性。



n土地、电力资源紧缺，能效指标提升
等因素导致新建数据中心审批难度加
大，存量数据中心价值凸显 。

n苏州市、南通市等周边城市土地和电
力资源较为充足，用电价格较低，结
合上海的网络优势，成为上海溢出需
求的主要承接地区。

数据中心资源环境 数据中心需求环境 数据中心竞争环境

n互联网行业的视频和电商客户、云
服务商客户需求旺盛，政府和企业
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的推进，促进
了IDC需求的增长。

n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IDC下游
行业迅速发展，传统行业转型将为
IDC带来大量需求。

n基础电信运营商具备网络优势，是
重要的IDC服务提供者大型第三方
IDC服务商具备资源优势，在机柜保
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n公有云服务商在大上海地区建设公
有云资源池，部分中小客户选择上
云。

上海市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数据中心投资项目控制严格，数据中心资源日益稀缺，部分本地新增市场需求
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

上海地区IDC市场供需环境



数据来源：科智咨询，2020年5月

上海地区在运营机柜规模及增长情况

2019年，上海地区在运营机柜规模达到18.7万架，第三方IDC服务商自建机柜数量占比超过60%，预

计到2022年底，上海地区在运营机柜规模将超过27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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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IDC机柜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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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和宝山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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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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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

南汇区闵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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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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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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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上海地区未来几年的数据中心供应主要来自于松江区、浦东新区和宝山区；南通市和苏州市是

承接上海地区IDC溢出需求的主要地区。

0
4

苏州
苏州市昆山、太
仓以及常熟等地
规划数据中心机
柜总量超过10万

0
1

宝山区
规划建设机柜数

量超过1万个

松江区
规划新建机柜数量

超过3万个

0
2 浦东新区

主要规划建设的数
据中心有5个，规
划机柜数量超过

2.5万个

上海地区IDC在建及规划资源分布

南通市
规矩机柜总量超

过5万



     新技术带动的数据中心需求增长与运营成本的的降低为IDC产业提供了优质的发展环境，同时，伴随

技术变革与需求变化，上海区域IDC产业形态也将发生重大改变。

n 新型制冷技术应用降低IDC运营成本

     蒸发冷却式冷水组、模块化机房空调和磁

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等高效制冷技术,助力

数据中心节能化发展,降低运营成本。

n 新技术红利将大幅带动IDC新增需求

     5G技术以及由5G技术带动的AI、智慧城
市、边缘计算等新型应用的快速发展,将极大
引发大规模计算、海量存储等服务需要，为
数据中心带来巨大需求增长空间。

5G

n 数据处理职能分工导致IDC形态差异

• 大中型数据中心:处理时效性高的”热数据”业务；
• 超大型数据中心:远端部署,重点处理”冷数据”业务；
• 边缘数据中心:分布式部署,解决超低延时、本地化等需
求。

n 差异化需求带来IDC产业专业化分工

    伴随国家推动实体经济与新一代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产业互联网成为未来若干年发展
大势，从而带动中国IDC产业从服务于消费互
联网向服务于产业互联网转型。

未来上海地区IDC行业发展趋势



数据中心服务商的发展机会

产业分工明确
IDC上下游各产业链环节轻重
资产的运营分离

谋定而后动
提前布局投入过大，谨慎观
望错过占位时机，深度洞察

利润点的关键
拓展云计算业务等新
兴客户群的产品创新

正确的合作伙伴
需要全面了解基于发展需要
而选择的同行者

合作伙伴
产业分工更加明确、利
润提升空间有限，更需
要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
共同拓展，如何选择是
摆在供给侧玩家面前无
法忽略的课题。

提前布局
5G时代边缘计算应用，
提前布局边缘数据中心
建设或者行业针对性数
据中心建设，还是谨慎

观望，照单定制。

产业分工
电信运营商重资产剥
离，第三方中基建与
运营分离，IDC业务
与云计算业务分离

提升利润
利润日益稀薄，拓展云
计算业务并提升增值服
务能力可带来利润提升。
重点是新兴客户的新需
求是否全面满足。



科智咨询（原中国IDC圈研究中心）多年来连续推出标准版报告，品牌类咨询产品，面向多维客户群体，通过长期对行业领域观

察与总结，发布最新市场动态、即时分析、市场发展特点、预判未来发展趋势等。标准版报告按行业领域分为IDC与云计算类别，

IDC类标准版报告立足区域市场与供给两侧，通过数据与信息事实分析市场发展现状、产品结构、竞争格局、资源部署、客户需求、

投资方向等多个版块；云计算类标准版报告立足产业链，研究产业上下游各环节的发展现状与发展驱动力。

科智咨询现已推出IDC类标准版报告《年度中国IDC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北京地区IDC市场分析报告》、《上海及周边地区

IDC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广州深圳地区IDC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和《东南亚IDC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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