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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中国计算崛起机遇 
 
上周市场回顾 

 上周上证综指下跌 4.85%，深证成指下跌 6.49%，中小板指下跌 6.79%，创

业板指下跌 7.40%。中信计算机指数（CI005027）下跌 5.09%，在中信 30

个行业中涨幅排名第 12 位。 

行业观点 

 华为发布计算产业战略。华为在 19 年 9 月首次发布其“一云两翼双引擎”

的计算产业战略。“一云”指的是华为云，通过全栈创新，提供安全可靠的

混合云。“两翼”是指智能计算业务以及智能数据与存储业务，在智能计算

领域，面向端、边、云提供“鲲鹏+昇腾+X86+GPU”的多样性算力，在智

能数据与存储领域，融合存储、大数据、数据库、AI 等技术，围绕数据的全

生命周期，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双引擎”指的是围绕鲲鹏与昇腾打造的两

个基础芯片族，构筑异构的计算架构。 

 鲲鹏算力领先，是华为计算产业的重要引擎。芯片是整个计算产业构建各类

计算产品、使能上层软件和应用的底层基础，也是全产业链可持续创新和发

展的驱动力，有芯才有力。华为于 2019 年 1 月发布了基于 ARM 架构的鲲

鹏 920 服务器芯片，实现了国产芯片领域的自主创新。鲲鹏 920 芯片基于

ARM v8 架构，由华为自主研发和设计，采用 7nm 工艺制造，可以支持

32/48/64 个内核，主频可达 2.6GHz，支持 8 通道 DDR4、PCIe 4.0 和

100G RoCE 网络，内存带宽超过现有产品的 46％，总带宽为 640 Gbps，

系统集成也显着增加。此外，单槽速度是现有产品的两倍，有效地提高了存

储和各种加速器的性能。 

 鲲鹏引领中国计算万亿蓝海市场。根据 IDC 预测，至 2023 年，我国计算产

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1043 亿美元。鲲鹏计算生态是基于鲲鹏处理器构建的全

栈 IT 基础设施、行业应用及服务，包括 PC、服务器、存储、操作系统、中

间件、虚拟化、数据库、云服务、行业应用以及咨询管理服务等。针对鲲鹏

计算生态，华为提出了鲲鹏伙伴计划，将携手产业合作伙伴一起构建新的计

算产业生态，共同为各行各业提供基于鲲鹏处理器的领先 IT 基础设施及行业

应用，开拓中国计算万亿蓝海市场。 

投资建议 

 推荐关注鲲鹏产业链整机厂商神州数码、操作系统厂商诚迈科技、中间件厂
商东方通、应用软件厂商金山办公、神州信息等。 

风险提示 

华为鲲鹏生态推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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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点（正文） 

华为鲲鹏计算生态 

 2019 年 9 月 18 日，华为全联接大会上，华为首次发布其计算产业战略—
—为构筑开放的产业生态，华为将打造“一云两翼双引擎”的产业布局。
“一云”指的是华为云，通过全栈创新，提供安全可靠的混合云，成为生
态伙伴的沃土，为世界提供强大的算力支持。“两翼”是指智能计算业务以
及智能数据与存储业务，在智能计算领域，面向端、边、云提供“鲲鹏+昇
腾+X86+GPU”的多样性算力，在智能数据与存储领域，融合存储、大数
据、数据库、AI等技术，围绕数据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双
引擎”指的是围绕鲲鹏与昇腾打造的两个基础芯片族，构筑异构的计算架
构。“开放的生态”指的是通过硬件开放和软件开源，使能广大合作伙伴，
最终形成一个开放的产业生态。 

图表 1：华为“一云两翼双引擎”产业布局 

 
来源：华为开发者大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鲲鹏芯片是华为计算战略的重要引擎。芯片是整个计算产业构建各类计算
产品、使能上层软件和应用的底层基础，也是全产业链可持续创新和发展
的驱动力，有芯才有力。华为于 2019 年 1 月发布了基于 ARM 架构的鲲鹏
920 服务器芯片，实现了国产芯片领域的自主创新。鲲鹏 920 芯片基于
ARM v8 架构，由华为自主研发和设计，采用 7nm 工艺制造，可以支持
32/48/64 个内核，主频可达 2.6GHz，支持 8 通道 DDR4、PCIe 4.0 和
100G RoCE 网络，内存带宽超过现有产品的 46％，总带宽为 640 Gbps，
系统集成也显着增加。此外，单槽速度是现有产品的两倍，有效地提高了
存储和各种加速器的性能。鲲鹏 920 芯片做到了高性能、高吞吐、高集成、
高能效等方面的创新突破，在提供更高的计算性能的同时，降低了功耗，
达到了业内领先的水准，把计算推向新高度，旨在满足数据中心多样性计
算、绿色计算的需求。 

 在中美贸易冲突及计算产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华为鲲鹏计算产业应运
而生。鲲鹏计算产业是基于鲲鹏处理器构建的全栈 IT 基础设施、行业应用
及服务，包括 PC、服务器、存储、操作系统、中间件、虚拟化、数据库、
云服务、行业应用以及咨询管理服务等。2019 年 9 月 19 日，华为发布
《鲲鹏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其中提出，数字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和近十年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均清晰地验证了一个事实，不同的产业阶段对 IT 基础架
构和计算能力提出不同的挑战和要求，新应用、新技术、新架构是未来数
字化转型的关键，计算平台创新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出，华
为大力发展计算产业是因为随着产业和技术的发展，新的计算架构或将更
为适用于各类新场景，这为整个国产基础软硬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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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华为鲲鹏计算产业架构 

 
来源：《鲲鹏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国金证券研究所 

 面向多样性计算时代，华为提出了鲲鹏伙伴计划，并将携手产业合作伙伴
一起构建鲲鹏计算产业生态，共同为各行各业提供基于鲲鹏处理器的领先
IT 基础设施及行业应用。华为将聚焦于鲲鹏和昇腾处理器、鲲鹏云服务和
AI 云服务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通过硬件开放和软件开源，使能伙伴，加速
推动产业链的整合与升级，形成面向全球的产业竞争力，共同做大计算产
业。同时，华为还推出了三个子计划，鲲鹏凌云伙伴计划、鲲鹏展翅伙伴
计划以及鲲鹏智数伙伴计划。 

 其中，鲲鹏凌云伙伴计划是华为云围绕鲲鹏云服务（含公有云、私有云、
桌面云）推出的一项合作伙伴计划，华为云为构建鲲鹏云生态投入了超过
1 亿的资金，为合作伙伴提供培训、技术、营销、市场的全面支持。鲲鹏
展翅伙伴计划是华为智能计算围绕泰山服务器推出的一项合作伙伴计划，
旨在帮助更多的合作伙伴将应用迁移到泰山服务器上，并和华为共建鲲鹏
生态，智能计算为合作伙伴提供培训、技术、营销、市场的全面支持。鲲
鹏智数伙伴计划是华为推出的面向智能数据产业，携手千行万业合作伙伴，
共建开放鲲鹏生态的行动计划。为实现鲲鹏生态下智能数据产业繁荣，各
类第三方软硬件产品与华为智能数据与存储解决方案互联互通，生态互助，
商业成功，华为愿为合作伙伴提供全面技术与生态支持。 

图表 3：鲲鹏伙伴计划及其子计划 

 
来源：华为云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行业周报 

- 5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国产计算产业是万亿级蓝海赛道。计算产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根据
IDC 预测，2023 年全球计算产业的投资额将超过一万亿美金，而中国的整
体投资空间也将达到 1043 亿美金，接近全球的 10%，是全球计算产业发
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增长点，其中包括了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等硬件基础设施、
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应用软件等软件系统以及云服务、数据中心
管理服务等业务。国内计算产业市场长期依赖国外进口，一直被海外巨头
厂商占据主导地位，国产计算产业远远落后于海外，尤其是基础软硬件的
国产化最为薄弱。新计算平台的出现使得中国计算产业迎来机遇，近万亿
元的市场为鲲鹏计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华为将携手合作伙伴从
底层架构到上层应用，重新构建中国计算产业生态，开拓万亿级蓝海市场。  

图表 4：2023 年全球计算产业投资额（美元） 

 
来源：IDC咨询，国金证券研究所 

 华为此前多次公开表态，要开放多个能力给合作伙伴，扶持合作伙伴共同
打造鲲鹏生态。生态战略是科技巨头的共同选择，从海外巨头成长历史看，
不管是英特尔，还是苹果，都是采取了生态化的战略，除了最核心的技术
部分自主掌控外，其他大部分业务都会依托生态伙伴完成。对于全新的鲲
鹏生态而言，合作伙伴的作用将显得更加重要。 

 鲲鹏计算生态的建设为国内厂商提供了多个优质赛道，我们认为，从中长
期角度看，基础软件是最优异的赛道，其次是有壁垒、有垄断性的应用软
件赛道，最后是服务器、PC 整机等硬件赛道。在整个鲲鹏计算生态的多个
赛道中，除了开源操作系统、芯片、存储和数据库等少数赛道，其他赛道
华为均会开放给合作伙伴共同发展。 

 操作系统赛道。华为推出了自研的欧拉服务器操作系统，欧拉是一个开源
的操作系统，并不适用于大部分 B 端客户。我们认为操作系统的最大难点
不在于开发，而在于如何建立起基于该操作系统的生态体系。在行业早期，
华为更需要借助合作伙伴的能力进行大量的行业以及应用软件的适配，逐
步搭建生态。所以在操作系统领域，欧拉与诚迈科技的统信 UOS、中国软
件的麒麟操作系统的存在并不矛盾，统信、麒麟的商业版操作系统在未来
依然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数据库赛道。数据库是壁垒最高的一个赛道，目前 A 股上市公司所做的数
据库大部分是分析型数据库，难度较低，而能够用于计算产业底层的数据
库是关系型数据库，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研发难度极大。目前，人大金
仓、达梦、南大通用等国产关系型数据库与国外数据库产品相比差距仍较
为明显，在金融、运营商等对数据库要求较高的行业内难以大规模应用。
而华为推出的高斯数据库以及阿里推出的 oceanbase 数据库是目前国产数
据库领域的龙头，由于数据库业务的难度壁垒较高，我们判断该领域未来
主要是华为、阿里等巨头市场。 

 中间件赛道。国内中间件主要厂商包括东方通、宝兰德、普元信息等，其
中东方通是华为首批鲲鹏生态合作伙伴，目前主要市场在政府领域，且整
体市占率最高。而宝兰德和普元信息的优势领域分别是电信市场及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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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同时在云计算时代，各云巨头均在推出自有的云中间件，中间件市场
竞争相对激烈。 

 服务器、PC 整机赛道。服务器/PC 整机相对来说技术含量较低，初期华为
泰山服务器会树立标杆，使能产业链，条件成熟时泰山将逐步退出整机市
场，仅以主板、部件等方式全面支持、服务整机厂商，推动整机厂商共同
发展。2019 年以来众多厂商公布与华为进行合作，推出基于鲲鹏芯片/主
板的自主品牌服务器、PC 产品，市场普遍认为整机领域壁垒较低，竞争过
于激烈，同时对整机业务利润情况有所顾虑。我们认为，以上各企业与华
为的合作可以反映出几方面情况，一是各地政府对华为鲲鹏的支持力度，
其次是华为打造鲲鹏生态的决心，华为全力拥抱、支持各类有资源的合作
伙伴，三是服务器/PC 整机市场空间足够大（至 2023 年，我国服务器/PC
整机市场整体规模将超过六千亿元），且基于鲲鹏的服务器/整机业务利润
空间可观。一方面，华为在《鲲鹏计算产业白皮书》里明确表示要重塑硬
件价值分配体系，提升整机厂商盈利水平，对于全新生态而言，让利合作
伙伴，带领合作伙伴共同发展是华为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与 X86 服务
器主要零部件均来自海外厂商不同，鲲鹏整机的最大成本项芯片来自于华
为，华为具备主观控制成本的能力，我们判断鲲鹏整机业务的利润空间要
远高于 X86 整机业务。 

 行业应用赛道。2019 年信创主要在政府等领域推进，而 2020 年随着华为
入局，信创将向行业端加速推进。从华为鲲鹏计算产业体系的规划可以看
出，第一阶段华为将在政府、金融、电信等标杆行业试点，第二阶段扩展
到政务、电力、银行、证券等 18 大行业进行全面推广，第三阶段是完成全
行业全场景，实现全产业链打通。行业端的拓展可能会优先从银行、办公
软件以及 GIS 等行业展开。尤其对银行业而言，每年 IT 投入超过 1100 亿，
其中硬件投入占 50%，银行业从基础软硬件到应用层面的国产适配都将会
带来巨大的存量市场替换空间，神州信息、长亮科技、宇信科技等银行解
决方案提供商将明显受益。 

行业回顾与展望 

一周行情回顾 

 上周上证综指下跌 4.85%，深证成指下跌 6.49%，中小板指下跌 6.79%，
创业板指下跌 7.40%。中信计算机指数（CI005027）下跌 5.09%，在中信
30 个行业中涨幅排名第 12 位。 

图表 5：上周计算机指数涨跌情况 

 3 月 6 日收盘 3 月 13 日收盘 本期涨跌 年初以来涨跌 

计算机(中信) 6540.03 6207.24 -5.09% 16.32% 

上证综指 3034.51 2887.43 -4.85% -5.33% 

深证成指 11582.82 10831.13 -6.49% 3.84% 

沪深 300 指数 4138.51 3895.31 -5.88% -4.91% 

中小板指数 7566.09 7052.24 -6.79% 6.33% 

创业板指数 2192.94 2030.58 -7.40% 12.93% 

自主可控 9135.15 8806.09 -3.60% 19.34% 

云计算  6625.72 6387.53 -3.60% 23.74% 

网络安全 16894.88 16554.68 -2.01% 21.23% 

人工智能 6179.44 5898.03 -4.55% 12.80% 

互联网金融 3836.11 3609.09 -5.92% 0.07%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迪普科技、宝兰德和奥飞数据表现相对较好，全周分别上涨
17.69%、上涨 17.43%和上涨 16.47%；而石基信息、*ST 荣联和道通科技
表现欠佳，全周分别下跌 18.82%，下跌 14.94%和下跌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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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上周计算机板块个股涨幅前五（单位：元） 

 3.6 收盘  期间最低价 期间最高价 3.13 收盘 本期涨跌 年初以来涨

跌  

迪普科技 43.25 39.90 51.12 50.90 17.69% 39.57% 

宝兰德  152.00 134.95 179.50 178.50 17.43% 80.01% 

奥飞数据 58.91 54.02 69.99 68.61 16.47% 97.38% 

高新兴  7.06 6.78 8.65 8.22 16.43% 38.62% 

神州泰岳 4.02 3.88 4.60 4.60 14.43% 41.10%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7：上周计算机板块个股跌幅前五（单位：元） 

 3.6 收盘  期间最低价 期间最高价 3.13 收盘 本期涨跌 年初以来涨
跌  

石基信息 42.88 32.70 41.50 34.81 -18.82% -10.74% 

*ST 荣联  7.83 6.52 7.93 6.66 -14.94% 7.07% 

道通科技 50.27 41.50 49.76 42.99 -14.48% -41.98% 

博信股份 13.58 11.22 13.38 11.64 -14.29% -45.35% 

卓易信息 115.88 90.00 113.89 99.34 -14.27% 15.30%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一周行业重点公告 

 3 月 9 日，易华录发布 2020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3 月 10 日，锐明技术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乐鑫科技发布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3 月 11 日，奥飞数据发布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3 月 14 日，春秋电子、辰安科技发布 2019 年度业绩快报。数据港发布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3 月 14 日，数据港发布对外投资暨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公告，向河源数据港
增资 9,090 万元人民币。                                                                                                                                                                                                                                                                                                                                                                              

一周行业新闻 

 银行 IT 

 科创板日报：目前，首批八家香港虚拟银行均已经进入内测/准试业阶
段，其中，众安银行将率先成为香港首家试业的虚拟银行。 

 网络安全 

 格隆汇：金卡智能已于 3 月 12 日获得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
商品安全认证，收到其颁发的商品安全保障证书。 

 中国社会科学网：3 月 11 日，美国参议院在会议上讨论了针对增强关
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漏洞的法案，在国土安全新时代确立新的网络
安全措施。 

 云计算 

 RFID：谷歌于本周发布了针对电信产业所打造的全方位策略，并发布
全球移动边缘云计算平台（GMEC）与 Anthos for Telecom 解决方案。 

 金融界：华为云核心网产品线副总裁马亮 3 月 9 日在发布会上表示，
华为 2020 年将发布新一代超融合云化硬件及新一代超融合云化系统。 

 人工智能 

 金十数据：3 月 9 日，科技部发函，支持西安、重庆、成都、济南建
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唯样资讯：滴滴出行于 3 月 12 日宣布，将与 NVIDIA 合作，开发 AI
自动驾驶以及云计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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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网：3 月 13 日工信部副部长在发布会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快
5G 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基础设施建设。 

 区块链 

 Bitcoin86：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从政府获得 470 万美元融资到其区块
链贸易融资平台，将用于研究和发展项目。 

 Bitcoin86：中国信通院于近日推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企业复工平台，
并推出“企信码”。 

 

行业内重点公司解析 

信创：神州数码 

 公司是国内 IT 分销龙头企业，自 17 年开始坚定转型云服务，依靠云服务+
信创双轮驱动增长，云服务业务近年连续翻倍高速增长，国内领先；同时
公司深度绑定华为，拟投资基于华为鲲鹏的自主品牌服务器、PC 产线及厦
门鲲鹏超算中心，前景可期。 

信创：诚迈科技 

 公司专注嵌入式软件技术研发与创新，与华为展开长期稳定合作；参股子

公司统信软件在国内操作系统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国产操作系统替代空间

广阔，公司在该领域持续发力，日益完善性能，有望成为国产操作系统主

力。 

信创：东方通 

 公司是中国国产中间件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市场份额领先，公司先后收购

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通信安全领域的公司微智信业和聚焦于 DNS系统和

数据安全、应急安全产品及服务业务的泰策科技，公司业绩双轮驱动。 

信创：金山办公 

 金山办公是国内办公软件龙头，公司主要提供包括 WPS 办公软件和金山

词霸等产品，借助云化和移动化趋势，公司在中国市场与微软 Office 平分

秋色，在国产化大趋势下，公司成长前景广阔。 

信创：神州信息 

 神州信息作为金融科技全产业链服务商，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分布式与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与华为合作发布金融行业联合解决方案，坚

定推进金融科技战略。 

 

投资建议 

 随着鲲鹏计算产业生态的逐渐落地，推荐关注操作系统厂商诚迈科技、中

国软件，服务器/PC 整机厂商神州数码、东华软件，存储厂商易华录，中

间件厂商东方通，以及应用软件领域的金山办公、神州信息、长亮科技、

宇信科技、超图软件等。 

 

风险提示 

 华为鲲鹏生态推广不及预期。华为鲲鹏生态是计算领域的全新生态，目前
全球计算产业底层架构被 X86 架构垄断，Windows+Intel 生态成熟，华为
鲲鹏作为新的生态，在推进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各类阻碍，鲲鹏生态推广可
能出现不及预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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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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