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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远程办公迎来加速发展期，云视频行业借势崛起 
 

一、远程办公短期需求爆发，国内 SaaS环境迎来深远影响 

疫情影响之下，远程办公需求短期迅速增加。根据百度热度指数，远程办公
搜索指数今年 2月份同比增长 491%，环比 1月份增长 317%。2月 5日，阿里
旗下移动办公应用“钉钉”首次超过微信，跃居苹果 App Store排行榜第一，
这也是苹果应用商店办公类应用产品历史上首次跃居第一，国内 TO B 端市
场展现巨大潜力。 

这次疫情的影响我们认为不仅仅是简单短期的板块性催化，更是一次非常好
的用户习惯的培养机遇期，市场应重视此次事件对行业的长期影响。国内的
企业 SaaS行业一直被市场诟病为付费意愿不足，没有美国成熟的商业环境，
整体行业发展相对缓慢。目前各大厂商均在推行免费的体验，SaaS类软件的
下载和客户注册量迎来高增，预计后续很多会转化成付费用户，从而加速行
业发展。 

二、云视频借势强势崛起，行业化应用是未来新的增长点 

远程办公的需求增长将极大的带动云视频行业的发展。传统视频会议通过 
MCU 的扩容提供扩展性，形成层级式架构，建设投资成本较高。云视频可以
通过“平台提供灵活、快速和低成本的动态配置能力，系统容量可以平滑扩
展，优势明显。如近期钉钉和腾讯会议针对短期需求暴增，短期内快速实现
扩容。钉钉在 2月 3日通过阿里云紧急扩容 1万台服务器后，4日再度扩容 1
万台云服务器。腾讯 1月 29日至 2月 6日，日均扩容云主机接近 1.5万台，
8天总共扩容超过 10万台云主机，投入的计算资源超过 100万核。 

根据 Frost&Sullivan统计，2014年至 2017年我国视频会议市场（包括云视
频、传统专网视频会议）从 52.3 亿元增长至 110.4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28.28%。预计 2022年国内视频会议市场规模达到 445.7亿元。 

以云视频为代表的现代办公服务已经突破了传统应用的场景范畴（如视频会
议），向智慧教育、智慧医疗、远程培训等新应用场景渗透。以教育为例，2019
年中国教育信息化整体市场规模预计突破 4300亿元。教育信息化 2.0时代，
除标准化硬件以外，云 SaaS软件和服务市场也将蓬勃发展，市场处于赛道抢
占期，云视频服务商迎来新的市场增长点。 

竞争格局：行业尚处发展初期，巨头培养用户习惯做大蛋糕，未来参与方或
呈现差异化。目前国内远程办公渗透率仍然较低，云视频会议行业规模相对
较小，当前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培养用户做大行业蛋糕。我们认为未来巨头
主要针对企业办公需求，第三方云视讯厂商的市场增量除了视频会议以外，
行业化应用如教育、医疗等是潜在的差异化市场。 

三、产业链重点公司 

短期事件催化行业加速发展，同时远程办公和云视频是行业未来长期大趋势。 

视频应用: 重点推荐：亿联网络、会畅通讯、星网锐捷；关注：齐心集团（轻
工覆盖）、二六三、苏州科达（计算机覆盖）、三爱富（商社覆盖）； 
建议关注： 
视频编解码：当虹科技（科创）、捷成股份（传媒覆盖）、数码视讯； 
显控设备：淳中科技（计算机覆盖）、兴图新科（科创）； 
远程办公：金山办公（科创）、致远互联（科创）、泛微网络（计算机覆盖）； 
风险提示：远程办公行业发展速度低于预期；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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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核心观点 

疫情影响之下，远程办公需求短期迅速增加。目前各大厂商均在推行免费的体验，软件的
下载和客户注册量迎来暴增，预计后续很多会转化成付费用户。这次疫情的影响我们认为
不仅仅是简单短期的板块性催化，是一次非常好的用户习惯的培养机遇期，市场应重视此
次事件对行业的长期影响。 

云视频服务商有望借势强势崛起，行业化应用是未来新的增长点。目前国内视频会议市场
超过百亿，但云视频占比较小，未来仍然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另外，以云视频为代表的
现代办公服务已经突破了传统应用的场景范畴（如视频会议），向智慧教育、智慧医疗、
远程培训等新应用场景渗透，进一步打开市场空间。我们认为目前远程办公仍然处于发展
初期，行业参与方共同培养用户习惯做大市场，巨头在企业办公领域拥有优势，云视讯服
务商或在行业化应用市场形成个性化、差异化竞争。 

 

行业前景展望（乐观） 

国内远程办公迎来快速发展期，企业习惯和付费意愿养成，用户数和 arpu值迎来高增长，
行业规模迅速扩大； 

巨头和云视讯厂商细分明确，产品形成差异化市场，良性发展； 

 

行业前景展望（悲观） 

远程办公仍然局限于一部分企业群体，付费意愿不足，行业规模增长缓慢； 

巨头和云视讯服务商同质化恶性竞争； 

 
与市场预期差 

此次行业的长期影响有望超预期，企业 SaaS在国内迎来大规模发展期； 

以云视频为代表的现代办公服务已经突破了传统应用的场景范畴，向智慧教育、智慧医疗、
远程培训等新应用场景渗透，显著打开行业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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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远程办公短期需求爆发，国内 SaaS环境迎来深远影响 

1.1. 短期远程办公需求陡增，SaaS付费意愿、用户习惯迎来最佳培养期 

疫情影响之下，公司纷纷号召员工在家办公，远程办公需求短期迅速增加。根据百度热度
指数，远程办公搜索指数今年 2月份同比增长 491%，环比 1月份增长 317%；移动端搜索
指数同比增长 690%，环比增长 337%。 

 

图 1：远程办公关键词热度搜索  

 
资料来源：百度，天风证券研究所 

 

国内的企业 SaaS行业一直被市场诟病为付费意愿不足，没有美国成熟的商业环境，整体
行业发展相对缓慢。这次疫情的影响我们认为不仅仅是简单短期的板块性催化，而是对整
个国内的 SaaS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全国持续几个月、超大范围的 SaaS软件的操作体
验，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深远的用户习惯的培养。 

目前各大厂商均在推行免费的体验，SaaS 类软件的下载和客户注册量迎来暴增，预计后
续很多会转化成付费用户。我们认为市场不要低估此次事件对行业的长期影响。 

 

2月 5日，阿里旗下移动办公应用“钉钉”首次超过微信，跃居苹果 App Store排行榜第
一，这也是苹果应用商店里，办公类应用产品历史上首次跃居第一，国内 TO B端市场潜
力无限。5 日凌晨，在苹果手机端应用商店和 MAC 电脑端应用商店，钉钉下载量均跃居
免费排行榜总榜第一名。 

 

短时间巨大的用户需求也反映在各家系统快速扩容上。 

2 亿人在家办公、视频会议的需求，给钉钉后台系统带来巨大压力。阿里云披露，钉钉在
3日通过阿里云紧急扩容 1万台服务器后，4日再度扩容 1万台云服务器，以应对群直播
和语音视频会议的流量洪峰。 

 

据 TechWeb报道，从 1月 29日至 2月 6日，腾讯会议每天都在进行资源扩容，日均扩容
云主机接近 1.5万台，8天总共扩容超过 10万台云主机，投入的计算资源超过 100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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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苹果商店下载排行版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apple store ，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巨头及云视讯厂商纷纷推出免费远程办公工具体验 

1.2.1. 华为 welink 

1月 25日，华为云宣布 2020年 6月 1日以前对有需要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免费WeLink企
业协同服务，具体服务包含 1000个基础账号、100方会议并发、50G企业云空间、消息
翻译、精品知识、基础协同应用、企业邮箱联接，助力企业高效远程协同办公。 

华为云WeLink助力企业无边界协同：华为云 welink应用主要有审批、企业服务、财务报
销、会议会务、培训学习等。很多应用通过和第三方合作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例如 OA中
的审批业务，通过和致远互联合作。 

图 3：华为 welink精品应用  

 
资料来源：华为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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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WeLink目前生态合作伙伴包括WPS、中软国际、致远互联、泛微网络、用友网络、
视源股份的 maxhub等。  

图 4：华为 welink生态合作伙伴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apple store ，天风证券研究所 

 

1.2.2. 阿里钉钉：国内 SaaS龙头，超过 1000万企业组织用户 

根据阿里 2019年发布的《协同·在线·赋能——钉钉商业生态及经济社会价值报告》，截
至到 2019年 6月末，钉钉企业组织数已超过 1000万,超过 2亿人在钉钉上工作。平均每 4

家企业组织中就有一家正在使用钉钉,平均每 6人就有 1人使用钉钉。 

针对中小微企业，钉钉提供的基本上都是免费协同软件，主要涉及轻 OA（日志、审批、
签到以及报表)、邮件、TIM聊天工具、网络电话等，是轻量级办公软件，此外，钉钉也积
极地引入第三方软件供应商，丰富其平台功能，如金山办公的WPS。 

图 5：阿里钉钉精品应用  

 

资料来源：阿里钉钉，天风证券研究所 

1.2.3. 腾讯：在线文档+企业微信+腾讯会议 

2019年 12月，企业微信 3.0上线； 

2018 年 4 月，腾讯推出在线文档；腾讯文档是一款可多人协作的在线文档。支持 Word、
Excel 和 PPT 类型，打开网页就能查看和编辑，云端实时保存；可多人实时编辑文档，权
限安全可控。 

2019年 12月 26日，腾讯云正式发布“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近期宣布，2020年 1月 24日起至纾难结束，腾讯会议面向所有用户免费开放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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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限时会议功能。 

图 6：腾讯云会议 

 

资料来源：腾讯会议，天风证券研究所 

1.2.4. 第三方云视讯  

亿联云视讯 

亿联网络云视讯在疫情期间免费开放，注册用户可享受 100方视频会议，单次会议不限时
长通话。 

亿联网络云视讯的强项除了优秀的 SaaS 服务外，还在于其传统的硬件优势。其针对从小
型会议室到大型会议室的场景均有相关硬件配套。 

图 7：亿联云视频 

 

资料来源：亿联网络云视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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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畅通讯 

会畅通讯面向所有单位提供 100方的云视频会议免费使用账号 直至疫情结束。 

会畅云视频平台提供安全、可靠、可扩展的云端服务，让企业使用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使用任何设备均可高效的发起和参与大型跨国云视频会议，网络研讨会，在线培训，
及全球视频直播服务等。具有极高的音,视频质量和舒适的用户体验. 它能够兼容目前所有
主流厂商的终端及会议系统。同时，还支持灵活的商业模式（共享和专属会议室）及部署
方法 －私有云，公有云，及混合云部署。 

 

图 8：会畅通讯云视频 

 

资料来源：会畅通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2. 云视频借势强势崛起，行业化应用是未来新的增长点 

2.1. 企业协同办公市场仍然处于发展初期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数据，2018年我国协同管理软件市场持续增长。协同管理软件销售总额
2018年达到了 118.3亿元，同比增长 15.2%，目前国内协同管理软件厂商已近 500家，其
中自有品牌超过 40个，泛微网络、致远互联、华天动力、蓝凌等厂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图 9：中国协同软件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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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传统视频会议到云视频，成本更低、弹性扩容 

视频会议是由语音通信、数据通信发展而来的，可以进行点对点或多点之间的双向视频、
语音和多媒体的同步交流，实现近似面对面的交流效果，融合了语音通信和数据通信的功
能，是远程通信发展的必然趋势。 2003 年的 SARS 事件开启了我国视频会议市场快速发
展的窗口。之后在技术不断进步、政府信息化建设全面启动、互联网带宽提速和资费下降
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视频会议市场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 

在系统结构上，传统专网视频会议大多采用 MCU 架构，即以 MCU（多点控制单元）作
为中心平台设备，负责所有视频会议终端的接入、数据处理、网络处理以及会议管理，并
以多台 MCU 的多级级联或者同一层级的多机堆叠进行大规模组网。 

 

图 10：传统视频会议MCU架构  

 

资料来源：苏州科达，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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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级联和堆叠技术形成的树状多层 MCU 架构，用户可构建覆盖全国范围的大型视频会
议系统，有效解决了用户内部下达指令、部署工作的需求。但是由于 MCU 架构的层级结
构限制，会议的召开通常需要通过中心点进行统一召集，从而限制了下级部门之间的相互
沟通。 

“云视频”通过网络将庞大的计算任务自动分拆成无数个较小的数据，再由多部服务器组
成的大型平台进行处理，具有处理效率高、资源共享、架构灵活、减小终端处理负担的特
征。基于“云计算”的视频会议系统不再是一个层级式的架构，而是一个以网络为纽带，
无层级的网状架构： 

传统视频会议通过 MCU 的扩容提供扩展性，形成层级式架构，建设投资成本较高，而在
“云视频”模式下，可以通过“云平台”提供灵活、快速和低成本的动态配置能力，系统
容量可以平滑扩展。例如最近钉钉和腾讯会议由于远程办公需求爆发，短时间平台登陆用
户高速增长。钉钉在 3日通过阿里云紧急扩容 1万台服务器后，4日再度扩容 1万台云服
务器，以应对群直播和语音视频会议的流量洪峰。据 TechWeb报道，从 1月 29日至 2月
6日，腾讯会议每天都在进行资源扩容，日均扩容云主机接近 1.5万台，8天总共扩容超过
10万台云主机，投入的计算资源超过 100万核。 

图 11：云视频会议架构  

 

资料来源：苏州科达，天风证券研究所 

传统视频向云视频转变，核心技术在于视频编解码技术，传统视频主要是基于 H.264/AVC

技术，云视频基于 H.264/AVC扩展而来的 SVC技术（柔性编解码），目前主流的视频云厂
商部分或已经支持最新的 H.265标准。视频编转码运用较多的标准包括国际电联的 H.26x 

系列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运动图像专家组的 MPEG 系列标准和我国自主研发的 AVS 标
准等。H.26x 系列标准由 ITU-T 下属 VCEG 制定，主要包括 H.261、H.262、H.263、H.264、
H.265，应用于实时视频通信领域。相比 H.264，H.265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在维持画质基本
不变的前提下，将视频传输的带宽减少到 H.264 的一半，在码率减少的同时，H.265 视频
画面质量甚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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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视频编转码的行业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当虹科技，天风证券研究所 

 

2.3. 视频会议快速增长，高清化、视频融合是未来大趋势，行业化应用空间
巨大 

从国内视频会议市场看，根据 Frost&Sullivan 统计，我国视频会议市场持续呈现快速增长
状态。2014年至 2017年，我国视频会议市场（包括云视频、传统专网视频会议）从 52.3

亿元增长至 110.4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28.28%。预计 2022 年国内视频会议市场规模达
到 445.7亿元。 

 

图 13：国内视频会议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Frost&Sullivan，视联动力，天风证券研究所 

 

随着视频作为底层技术的发展，视频融合作为更综合的功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应用，
和视频会议共同发展。视频融合即在同一个应用平台上将多种视频源整合后统一应用、统
一调配。目前国内视频融合主要体现为在视频会议系统的基础上接入监控、多媒体点播、
数据传输、信息发布等多种功能。 

 

根据 Frost&Sullivan 统计，2017年中国视频通信市场规模达到 518.50 亿元，主要由视
频会议及视频融合两个细分市场组成。2018-2022年，中国视频通信市场将以年均复合增
长率 20.75%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到 2022 年，中国通信市场规模可以达到 1430.30 亿
元。 

 

图 14：国内视频通信市场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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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rost&Sullivan，视联动力，天风证券研究所 

 

自 2014 年开始，中国视频通信市场正式迎来了高清时代，高清市场规模比例超过标清市
场，达到了 51.5%。随着高清技术进一步发展，2017 年，我国高清视频通信市场占整体
视频通信市场规模比例达到了 76.6%。 

 

图 15：国内视频通信市场高清化占比 

 

资料来源：Frost&Sullivan，视联动力，天风证券研究所 

 

随着高清技术、视频融合技术的演进，以视频通信业务为基础的行业应用正在发生“细分
化”的裂变。以政府和企业为主要用户的视频会议市场、伴随平安城市发展壮大的提供多
种视频整合解决方案的视频融合市场成为国内视频通信市场的两大细分领域。2017 年，
中国视频通信市场中，视频会议市场及视频融合市场占比分别为 21%及 79%。 

 

图 16：视频会议、视频融合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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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rost&Sullivan，视联动力，天风证券研究所 

 

以云视频为代表的现代办公服务已经突破了传统应用的场景范畴（如视频会议），向智慧
教育、智慧医疗、远程培训等新应用场景渗透。 

以教育为例，2019年中国教育信息化整体市场规模预计突破 4300亿元，未来两年持续增
长。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硬件设备自上而下的推广和购买。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处标准化硬件以外，软件和服务市场也将蓬勃发展，市场处于赛道抢占期。未
来，随着 5G、AI、VR/AR 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新的硬件升级、覆盖于整个教学活
动的软件服务以及 C端用户的付费场景增加等，整个教育信息化市场将迎来一波新的高速
增长机会点。 

整体来看，教育信息化 1.0时代主要是硬件厂商，2.0时代将是硬件+云 SaaS软件服务的
竞争形势，我们认为行业竞争格局将有所变化，具备云+端的企业将享受 2.0 时代的行业
发展。 

图 17：教育信息化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天风证券研究所 

2.4. 竞争格局：行业尚处发展初期百花齐放，未来或呈现差异化 

目前，行业参与者众多，现有协同软件市场竞争格局中，钉钉以及企业微信在企业协同工
具及服务领域拥有大量的中小和小微企业客户，在轻量级协同工具与服务、移动端以及客
户数量等方面构建起了竞争优势。 

专业协同管理软件厂商产品基本覆盖中小企业与中大型企业，系统集成商（SI）与独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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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商（ISV）以各自基于自身在不同行业的客户资源为基础，聚焦包括政府、能源、制
造、金融、电信、医疗等中大型客户，提供定制化协同管理解决方案和项目，其应用较复
杂，项目周期较长。 

图 18：企业协同管理软件市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天风证券研究所 

行业尚处发展初期，巨头培养用户习惯做大蛋糕，未来参与方或呈现差异化。目前国内远
程办公渗透率仍然较低，云视频行业规模很小，当前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培养用户做大行
业蛋糕。我们认为未来第三方云视讯厂商的市场增量除了视频会议以外，行业化应用如教
育、医疗等是潜在的差异化市场。 

2.5. 全球云视频龙头 Zoom发展启示 

2.5.1. 发展历程 

Zoom此前是硅谷云视频会议的明星独角兽，美股 IPO上市首日上涨 72.22%,目前市值
达到 200亿美金。 

Zoom 成立于 2011 年，由华人袁征创立。2011 年初，视频会议赛道充分竞争，行业
竞争对手包括 Apple的 FaceTime、思科的Webex、微软等。在这样的背景下，Zoom的业
务仍然取得了高速发展。不断推出新的增值服务，zoom服务的视频会议时长自 2013年以
来取得几百倍增长。 

2013年发布其基础产品 Zoommeetings，年底即实现 2亿分钟市场的视频会议；2014

年发布其他产品，ZoomChat，ZoomVideoWebinarand，ZoomRooms；2015 年升级移动
端的屏幕分享，推出 ZoomVideoBreakoutRooms，同时和 slack、salesforce合作；2016年，
ZoomRooms实现触屏和三屏操作，年度会议时长达到 60亿分钟，较 2013年增长 30倍；
2017 年发布 ZoomDeveloperPlatform，同时在澳洲和英国成立分部；2018 年，发布
ZoomPhone,ZoomAppMarketplace，和 AtlassianandDropbox合作；2019年月度视频会议
时长达到 50亿分钟，年化估计 600亿分钟，较 2016年增长 10倍。 

图 19：zoom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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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zoom招股说明书，天风证券研究所 

 

2.5.2. 围绕视频办公，多产品矩阵 

Zoom核心产品为视频通讯云平台,可以基于电脑、平板、手机、电话和公司视频会议
室多终端无缝接入，实现同时大规模接入、高可靠低延时的视频会议。从公司发展历程我
们可以看到，在最早的 Zoommeetings基础产品之后，公司基于客户需求不断研发新的产
品，除了包括 Rooms，Chat，Phone等自有应用产品外，公司还开发了可以对接第三方应
用的 AppMarketplace，与美股 SaaS巨头 slack、salesforce等均有合作。 

ZoomMeetings：核心基础产品，将其他所有产品联系在一起。在电脑、手机、平板、
会议室等多终端之间无缝提供视频、语音、聊天和内容分享。同时，公司的 ZoomMeetings

已经集成到包括 office365、email、浏览器等第三方应用中，和 slack等企业协同办公软件
也是相同的，提升用户体验。 

图 20：ZOOM产品矩阵 

 

资料来源：zoom招股说明书，天风证券研究所 

 

Zoom在 2017-2019会计年度期间，收入和净利润均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2017-2019

分别实现收入 0.61、1.52 和 3.31 亿美元，2018、2019 年分别同比 149%和 118%。和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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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公司普遍亏损不同，公司在收入体量不大时即实现了盈利，2017-2019年分别实现净
利润-1.4、-382.2和 758.4万美元。2019年跨过盈亏平衡点。 

从单季度收入来看，Zoom自 2018Q1的 2700万美元收入以来，2019Q4实现收入 1.06

亿美元收入。季度收入环比增速超过 15%。从近两个季度 2019Q3、2019Q4的收入增速来
看，环比增速分别达到 20%、17.7%，同比增速为 119.51%和 107.84%，仍然维持在一个非常
高的增速水平。 

图 21：ZOOM营收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ZOOM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5.3. 大客户持续渗透，国际化 

Zoom上市的目标也是拓展大客户市场。 

公司客户范围比较广泛，在 2017-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内，前十大客户贡献收入比例
均不超过 10%。 

公司发展初期，主要定位几个人的小型企业和团队，但是价值量终究有限。从近两年
的发展来看，公司中大型客户的拓展快速增长。超过 10 个员工数的企业客户占比持续提
升，从 2017年的 10900个增长到 2019年 50800个。 

从收入贡献来看，超过 10个员工的客户数量占公司整体客户数量不到 10%，但是收入
比例 2017-2019年分别为 69%、75%和 78%，是公司客户价值量最高的群体。 

目前公司在全球 180个国家实现客户拓展。2018年 APAC/EMEA地区收入占比 17%，
2019年 APAC/EMEA地区收入占比达到了 18%，其中新拓展了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
和新加坡的新市场。中国由于政策限制，zoom 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和代理的方式来拓展国
内市场。 

未来公司仍然希望拓展更多的市场。美国本土以外的市场占比有望持续提升。 

 

 

 

 

图 22：ZOOM大客户及国际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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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ZOOM招股说明书，天风证券研究所 

 

3. 远程办公及视频产业链重点公司 

我们分别梳理远程办公及视频产业链重点公司。 

远程办公包括金山办公、致远互联、泛微网络等； 

视频产业链我们分为视频编解码、显控设备和应用三个子领域。 

视频编解码主要有当虹科技、捷成股份等； 

显控设备主要有淳中科技、兴图新科； 

应用子领域主要有亿联网络、会畅通讯、星网锐捷、齐心集团、二六三等。 

图 23：远程办公及视频产业链重点公司  

 

资料来源：金山软件，当虹科技，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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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 

亿联网络 

公司是全球 SIP话机龙头，云视讯平台新业务方面（即 VCS高清视频会议系统）持续突破，
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公司基于全新架构升级的全球企业通信平台亿联云视讯，获得国家
权威机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颁发的业内首张泰尔安全 5星证书。另一方面，继公司与电
信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后，公司公布了与腾讯云、索尼（中国）达成的战略合作，共同
拓展“互联网+云视频会议”新模式，打造“云+端+网+屏”的端到端视讯生态。公司在
企业通信领域深耕多年，具备多年积累的方案和产品优势，得到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的
认可。同时，5G的正式商用给视频会议市场打开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云视频会议将带来
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加丰富的服务形态。 

会畅通讯： 

公司云视频业务将受益于视频云化大趋势保持快速增长；同时通过收购明日实业和数智源，
实现了云+端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明日实业作为国内领先的视频硬件终端，受益于下游客
户的视频需求爆发；同时，三者协同拓展教育信息化等市场。明日实业作为国内视频终端
龙头，近期公告供应华为高清摄像机，将分享下游客户在云视频领域的持续发展。明日产
品广泛应用于政务系统、网络教育、远程医疗以及会议办公等领域，客户包括星网锐捷、
视联动力等。 

 

星网锐捷： 

星网锐捷作为国内优质的企业网龙头之一，在远程办公/云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业务
深耕市场多年（锐捷网络、升腾资讯、星网智慧为业务主体），市场地位凸出，公司的云
桌面、云视讯业务正处高速增长通道。子公司锐捷网络深耕教育市场 19 年，信息化产品
覆盖广（网络、安全、云桌面、教学软件、白板等），服务 2600余所高校，覆盖率达 98%，
112所 211高校全覆盖；子公司升腾携手小鱼易连创新性将云桌面、云视频等先进产品技
术紧密融合，应用在培训、在线会议和企业办公等场景，全面落实“桌面云 2.0”理念，
形成了高度整合、深度融合的解决方案。  

齐心集团： 

公司“齐心好视通”是云视频会议细分领域领导品牌，根据 IDC报告，2016-2017年“齐
心好视通”在国内云视频会议领域市场占有率持续排名第一。公司以云视频服务为核心，
推出了齐心好视通云音视频 PaaS开放平台。 

二六三： 

公司企业通信业务在“视频+”战略的指引下，不断深入探索新产品与各应用场景的融合，
在各行业形成不同的解决方案。视频会议产品持续布局教育市场，打造的直播网校、双师
课堂产品已经初见成效。在内部融合方面，电话接入直播业务、视频会议的同时做直播发
布，产品上的融合已经凸显业务竞争威力，为大型企业提供了具有完整方案服务的能力。
“263 双师课堂”产品优化更适用授课场景视频布局模式，增加点名广播等互动功能。开
发专属双师课堂管理站点，便于老师排课和进行课程管理。 

金山办公：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办公软件和服务提供商，主要从事WPS Office办公软件产品及服务的设
计研发及销售推广。公司拥有办公软件领域 30 余年研发经验及技术积累，旗下主要产品
及服务皆由公司自主研发，对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2018年 12月，公司主要产品
月度活跃用户数(MAU)超过 3.10亿，其中WPS Office桌面版月度活跃用户数超过 1.20亿，
领先其他国产办公软件；WPSOffice移动版月度活跃用户数超过 1.81亿；公司其他产品(如
金山词霸等)月度活跃用户数接近 0.10亿。WPS Office移动版已覆盖全球超过 220个国家
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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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互联： 

公司是中国领先的协同管理软件提供商,集协同管理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及服务为一体，
专注于企业级管理软件领域，为客户提供协同管理软件产品、解决方案、协同管理平台及
云服务。公司自主研发出了领先的协同管理平台 V5。在此基础上，公司打造了面向中小企
业组织的 A6产品、面向中大型企业和集团性企业组织的 A8产品，以及面向政府组织及事
业单位的 G6 产品。主要客户包括中国建筑、中国医药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粮集
团、中核集团、中国移动、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星巴克、壳牌石油、今日头条、滴滴出
行等大型国内外企业。 

 

当虹科技：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视频技术算法研究，面向传媒文化和公共安全等行业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为自主研发独立及嵌入式智能视频处理软件并进行销售，同
时为客户提供以视频处理为核心的多功能视频云服务。公司在传媒文化领域提供视频内容
采集、生产、传输分发和终端播放等相关产品及服务；在公共安全领域为公安、司法等政
府部门提供人像大数据实战应用平台、移动视频警务等产品。公司是国内视频编转码软件
开发市场中少数具有高端产品自主研发能力的高科技企业，系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
标准工作组会员，是 4K超高清实时编码器产品的核心供应商。 

 

兴图新科： 

公司是一家基于网络通信的军队专用视频指挥控制系统提供商，专注于视音频领域的技术
创新和产品创新，主要产品包括视频指挥控制系统、视频预警控制系统，重点应用于国防
军队，并延伸至监狱、油田等行业。公司形成了大规模视音频综合服务平台，同时公司针
对性开发了特定应用环境下的窄带高清和多源处理的编码设备、解码设备、服务设备、终
端设备等专用型嵌入式硬件，实现了视频指挥、视频会议、战场要素感知、图文情报分析、
呈现与控制等业务功能，很好地满足了国防军队用户高质量、高实时、复杂网络、大容量
的实战、实训各类应用场景的指挥控制需求。 

风险提示：远程办公行业发展速度低于预期；竞争加剧； 

 

 

 

 

 

 

 

 

 

 

 

 

 

 

 

 

 
 

http://ipoipo.cn/


 
 

行业报告 | 行业专题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1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我们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本报告所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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