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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服务器系列报告之一：下游需求多点

开花，行业拐点即将来临

计算机行业2020年上半年投资策略：

聚焦三大赛道，掘金优质个股

TMT 行业 2020 年上半年投资策略：5G

商用元年激活产业链，精选各细分行

业龙头布局

投资要点：

此前，我们已发布《服务器系列报告之一：下游需求多点开花，行业拐点即

将来临》，指出在云计算、运营商以及人工智能对服务器需求的巨大拉动下，

行业拐点即将来临。此次《系列报告之二》将着眼于云计算厂商，从白牌厂

商的崛起、以及品牌厂商的求变，探究云计算厂商对服务器的核心需求。

 云计算驱动服务器市场，白牌厂商最为受益。上轮服务器的上升周期

（2017Q2至2019Q1）主要由云计算厂商所驱动。随着云计算厂商在

2017Q2逐步加大资本开支的投入，全球服务器市场的需求开始加速释

放，出货量、销售额的同比增速均在2018Q1达到高点。在此轮上升周期

当中，白牌机表现亮眼，销售额增速基本高于同期的品牌机；同时，市

场份额由2017Q1的10.4%迅速提升至20%以上。而白牌机销售额、市场份

额双向提升背后的推手正是云计算厂商对白牌机采购量的加大。随着白

牌厂商开始绕过品牌厂直接对接下游终端客户，产业链原有的分工模式

逐渐被打破。

 把握云计算厂商核心需求，白牌厂商乘势而起。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云

计算厂商更加关注服务器的集群性能，弱化了单体服务器的性能指标；

同时，为了进一步降低运维成本，需要对服务器进行模块化、集约化设

计；再者，随着近年云业务的快速扩张，服务器的交付效率也成为了云

计算厂商的核心需求之一。基于以上的个性化需求，云计算厂商陆续牵

头成立开放计算组织，通过统一标准、硬件开源的方式引导上游设备厂

商生产、组装符合其核心需求的服务器。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白牌厂商

抓住了硬件开源的机遇，积极参与到三大开放计算组织当中，依托技术

开源绕开了品牌厂商，直接对接云计算厂商。此外，与主流品牌厂相比，

白牌厂的成本管控力较强，服务器单机价格极具性价比。在硬件开源、

成本优势的助推下，白牌厂商逐渐获得云计算厂商的青睐，并在上一轮

服务器上升周期中脱颖而出。

 品牌厂商改变策略，JDM模式弯道超车。面对白牌厂商不断侵蚀市场的

局面，品牌厂商开始改变策略，陆续入局开放计算组织，向云计算厂商

提供所需要的定制化产品。其中，浪潮除了加入三大计算组织外，还积

极开拓了JDM模式，主动参与到客户的需求定制当中，打通了“需求、

研发、生产、交付”全流程，不仅能够生产更加符合云计算厂商的服务

器，而且交付效率也有明显提升。随着JDM模式优势不断显现，浪潮全

球服务器的市占率从2017Q2的3.3%提升至2019Q3的9%，稳坐行业的第三

把交椅。

 投资策略：维持推荐评级。通过对白牌厂和以浪潮为代表的品牌厂进行

比较，我们认为云计算厂商的关注点在于设备厂商是否能够生产满足其

核心需求的服务器，而并非着眼于设备厂究竟是白牌厂或是品牌厂的身

份。因此，我们认为与云计算厂商保持紧密合作关系、能够满足云计算

厂商核心需求的服务器厂商有望进一步抢占市场。标的上建议关注浪潮

信息、紫光股份、中科曙光等。

 风险提示：疫情加剧；宏观经济下行；国际贸易争端；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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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计算驱动服务器市场，白牌厂商最为受益

回顾上轮服务器上升周期，云计算为主要驱动力。全球服务器市场经历 2016Q1 至 2017Q1

连续五个季度的萎缩后，在 2017Q2 率先出现反弹，重新开启连续八个季度的上升周期。

从销售额口径来看，2017Q2 全球服务器销售额为 156.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77%，增

速较 2017Q1 提升 21.39 个百分点。从出货量口径来看，2017Q2 全球服务器出货量为

282.37 万台，同比增长 2.40%，较 2017Q1 提升了 6.61 个百分点。此后，全球服务器市

场进入快速上行通道，2018Q1 销售额、出货量的同比增速分别高达 59.40%和 17.32%。

图 1：全球服务器销售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IDC，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2：全球服务器出货量情况

数据来源：IDC，东莞证券研究所

通过比较全球服务器市场的走势以及北美三大云计算巨头（亚马逊、谷歌、微软）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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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开支情况，我们发现在 2017Q1 之后，两项指标的走势逐步趋同。具体来看，北美三

大云计算巨头在 2017Q2 重新开启新一轮资本开支高增长周期，并在 2018Q1 达到资本开

支总和的增速高点，与服务器市场的走势相一致。同时，随着三大云计算厂商资本开支

总和增速在 2018Q2 开始出现阶段性回落，无论是全球服务器市场的销售额，还是出货

量，均开始出现不同程度萎缩。因此，我们认为上一轮服务器的上升周期，主要系受云

计算厂商资本开支扩大所推动，三大厂商云业务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加大数据中心等互

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从而带动服务器采购放量。

图 3：北美三大云计算巨头资本开支增速与全球

服务器收入增速对比

图 4：北美三大云计算巨头资本开支增速与全

球服务器出货量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IDC，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IDC，东莞证券研究所

白牌服务器最为受益，销售额及市占率双向提升。受益于行业景气的整体上行，品牌机

（戴尔、惠普、IBM、联想等）与白牌机在上轮服务器上升周期中（2017Q2 至 2019Q1）

的销售额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以白牌机增速尤为亮眼。具体来看，自 2017Q2 起，

白牌机销售额连续四个季度出现三位数增长，2017Q2 至 2018Q1 分别为 230.66%、

218.86%、267.85%和 275.21%，增速明显高于同期的品牌机。2018Q2 后，伴随云计算厂

商资本开支增速放缓，白牌机、品牌机销售额增速不可避免出现下滑的迹象，但白牌机

的销售额增速仍基本高于同期的品牌机。

图 5：白牌机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IDC，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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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品牌机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IDC，东莞证券研究所

从市场份额来看，2017Q1 前，白牌机的市占率处于缓慢提升的过程中，从 2013Q1 的 4.1%

上升至 2017Q1 的 10.4%。2017Q2 之后，受益于销售额的高速增长，白牌机的市场份额

迅速提升至 20%以上，并在 2018Q3 达到 26.5%的高点，市场份额提升显著。而同期品牌

机的市场份额则出现一定程度下滑，从 2017Q2 的 63.3%下滑至 2019Q1 的 55.1%。

图 1：白牌机、品牌机市场份额情况

数据来源：IDC，东莞证券研究所

具体到公司层面，以白牌厂商纬颖科技以及全球服务器龙头戴尔为例，由于戴尔 2016Q3

前并没有单独拆分 Server & Networking 业务收入，因此选取了 2016Q3 及之后的数据

作为比较。我们发现在上轮服务器的上升周期当中，纬颖科技的营业收入自 2017Q3 起

连续五个季度保持三位数增长，而同期戴尔的 Server & Networking 营收增速明显逊于

纬颖，进一步佐证白牌服务器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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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纬颖科技营收情况 图 8：戴尔 Server & Networking 业务营收情

况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随着白牌机兴起，产业链开始重构。与 PC 机一样，过去服务器的产业链基本是遵循 ODM

厂商（如纬颖科技、广达等）、品牌厂（戴尔、惠普等）、下游客户三位一体的垂直模

式。其中，品牌厂主要是负责产品的设计，服务器的生产及组装则交由自有产线或者 ODM

厂商完成。同时，品牌厂还需向终端客户提供服务器的软硬件支持、维修等售后工作。

而在上一轮的服务器上升周期中，白牌机销售额、市占率出现双向提升，背后的推手正

是云计算厂商对白牌机采购量的上升。随着白牌厂商开始绕过品牌厂直面下游终端客

户，产业链原有的分工模式逐渐被打破。

图 1：服务器原有产业链

数据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

总结：上轮服务器的上升周期（2017Q2 至 2019Q1）主要由云计算厂商所驱动。随着云

计算厂商在 2017Q2 逐步加大资本开支的投入，全球服务器市场的需求开始加速释放，

出货量、销售额的同比增速均在 2018Q1 达到高点。在此轮上升周期当中，白牌机表现

亮眼，销售额增速基本高于同期的品牌机；同时，市场份额由 2017Q1 的 10.4%迅速提升

至 20%以上。而白牌机销售额、市场份额双向提升背后的推手正是云计算厂商对白牌机

采购量的加大。随着白牌厂商开始绕过品牌厂直接对接下游终端客户，产业链原有的分

工模式逐渐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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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握云计算厂商核心需求，白牌厂商乘势而起

2.1 需求：三维度看云计算厂商核心需求，开放计算组织成立剑指服务器定制化

前文提到白牌机在上轮服务器上升周期中表现亮眼，销售额、市场份额均出现双向提升。

那为什么白牌厂商能够在此轮由云计算厂商驱动的服务器周期中突围而出，或者说为什

么云计算厂商更加青睐于白牌厂商？我们首先从需求角度出发，探讨云计算厂商对服务

器的核心需求。

业务需求：服务器集群化部署，弱化单台性能指标。过去，大型、高频的计算任务往往

需要购买一台超高性能的服务器才能满足，而且单台服务器的性能固定，并不能根据任

务的大小进行适时分配，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或过载。而云计算通过建立服务器集群的模

式，利用虚拟化技术将众多独立的服务器融合成一个庞大的资源池，并且能根据计算任

务的需求动态分配计算资源。因此，相对于单台服务器的计算能力，云计算更看重的是

集群化服务器的整体性能，单台服务器的性能指标逐渐弱化。即使是性能较低的服务器，

在集群化的方式下，同样能够承担超高性能服务器才能完成的任务。

图 1：服务器集群化示意图

数据来源：Cloud Developer，东莞证券研究所

成本需求：模块化及集约化设计，降低运维成本。服务器长期处于高速运转状态，一方

面需要提供稳定的供电作为支撑，另一方面也需要采取持续的物理降温，两方面叠加导

致数据中心的电力支出十分庞大。以数据港为例，据其招股说明书透露，其全年的电力

支出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在 60%左右。而随着云计算厂商不断加大数据中心的建设，

成本支出、特别是电力支出也相应出现急剧增长。对此，为了降低能耗，云计算厂商对

服务器的功能模块与支撑模块进行分离，由整机柜对机柜内的服务器进行集中供电和散

热，一方面相较于分别供电和散热，能够减少电源和风扇的数量，从而减少用电量、降

低运维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服务器进一步瘦身，能够在有限的机柜空间内部署更多的

服务器，降低边际成本。据信通院数据显示，整机柜服务器通过整机柜集中供电、集中

散热、模块化运维的方式，能够使 TCO 降低 10%至 20%，整体能效提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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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SR 整机柜展示图（前） 图 10：SR 整机柜展示图（后）

数据来源：浪潮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浪潮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时间需求：业务扩张速度快，关注交付及部署效率。随着企业及个人上云渗透率的不断

提升，云计算厂商近年的业务发展十分迅速。由于谷歌 2019Q4 前没有单独拆分云业务

收入，我们以亚马逊 AWS、微软 AZURE 为例，通过分析两者近 3年的营收数据，发现无

论是 AWS、还是 AZURE，整体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以 AZURE 尤为迅猛。在业务不断加

速扩张之下，云计算厂商必然需要增加相应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服务器

等。据中国科技网信息显示，目前业界主流的标准机架式服务器平均单日交付 500 至 600

台，而国内 BAT 的年服务器需求量接近 20 万台，照此交付速度，至少需要 333 天至 400

天的交付周期，完全无法满足云计算厂商的业务需求。

图 1：亚马逊 AWS、微软 AZURE 营收同比增长率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开放计算组织陆续成立，硬件开源助力定制化需求。为了更好地满足业务、成本及时间

三方面需求，2011 年，Facebook 率先联合英特尔、Rackspace、高盛和 Arista Networks

等四个公司成立开放计算组织 OCP（即 Open Compute Project），旨在为组织内部成员

制定与数据中心建设相关的硬件标准，并且提供产品的具体设计方案。前文我们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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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白牌厂主要根据品牌厂的设计标准进行生产及组装，自己本身是没有服务器的开发

与设计能力。而随着 OCP 向组织内部成员统一硬件标准及硬件开源，参与 OCP 的白牌厂

商开始获得服务器设计方案，为绕过品牌厂、直接对接云计算厂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

持。目前，OCP 的成员已经包括微软、谷歌、IBM、HPE、纬颖等超过 200 家的全球知名

云计算及设备厂商。随着生态成员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厂商在 OCP 标准下推出相关的

定制化产品；其中，目前针对服务器的开源设计共有 47 个，广达、纬颖分别贡献 20 个

和 12 个。

图 11：广达 Rackgo X Tioga Pass-1x L10 Sled 图 12：纬颖 Yosemite V2

数据来源：OCP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OCP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受 OCP 的影响，BAT 在 2011 年成立天蝎计划，并制定了国内定制化整机柜的技术标准。

2014 年，天蝎计划升级为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即 ODCC），吸引了包括电信、移动、

曙光、浪潮、英业达等多个会员。除服务器、数据中心项目外，目前 ODCC 还下设网络、

新技术与测试、边缘计算等多个项目组。此外，2016 年 LinkedIn 发起成立 OPEN 19，

同样是针对数据中心标准的设计与统一。随着三大开放计算组织相继成立，数据中心及

其相关硬件的设计标准渐趋完善，三大组织通过技术开源的方式，进一步引导设备厂商

生产满足云计算厂商所需要的硬件设备。

图 1：ODCC 工作组

数据来源：ODCC，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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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供给：受益硬件开源及成本管理，白牌厂商先拔头筹

积极参加开放计算组织，依托技术开源直面云计算厂商。随着三大开放计算组织相继成

立，符合云计算厂商需求的服务器标准逐步统一、设计获得开源。在开源设计的技术支

撑下，参与开放计算组织的白牌厂商开始具备打破原有分工模式、绕开品牌厂商，直接

向云计算厂商提供服务器的能力。截至目前，OCP 组织内部有 7个服务器设备提供商，

其中 6 个为白牌厂，包括纬颖、广达等。ODCC 内部则有云达科技（广达子公司）、富士

康、英业达等白牌厂商；OPEN 19 会员则包括纬颖、FLEX 等白牌厂商。

成本管控力强，单价具备性价比。由于过去白牌厂主要以代工厂的身份为品牌厂生产和

组装服务器，在面对品牌厂的强势地位时，白牌厂往往不具备议价能力，因此成本管控

显得尤为重要。而多年代工的经验，也造就了白牌厂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通过比较近

三年的服务器售价可以发现，在 2017Q2 至 2018Q2 期间，白牌厂的服务器单价基本低于

HPE，略高于服务器龙头 DELL。2018Q3 后，白牌厂服务器的单价开始下探至 7000 美元

以下，单价大幅低于同期的 DELL 以及 HPE，并且与浪潮的价差逐渐缩小，在同类型产品

中的性价比逐步凸显。

图 1：白牌厂与主流品牌厂服务器单价情况

数据来源：IDC，东莞证券研究所

总结：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云计算厂商更加关注服务器的集群性能，弱化了单体服务器

的性能指标；同时，为了进一步降低运维成本，需要对服务器进行模块化、集约化设计；

再者，随着近年云业务的快速扩张，服务器的交付效率也成为了云计算厂商的核心需求

之一。基于以上的个性化需求，云计算厂商陆续牵头成立开放计算组织，通过统一标准、

硬件开源的方式引导上游设备厂商生产、组装符合其核心需求的服务器。从供给的角度

来看，白牌厂商抓住了硬件开源的机遇，积极参与到三大开放计算组织当中，依托技术

开源绕开了品牌厂商，直接对接云计算厂商。此外，与主流品牌厂相比，白牌厂的成本

管控力较强，服务器单机价格极具性价比。在硬件开源、成本优势的助推下，白牌厂商

逐渐获得云计算厂商的青睐，并在上一轮服务器上升周期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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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牌厂商改变策略，JDM 模式弯道超车

品牌厂商陆续入局开放计算组织。面对白牌厂商依托开放计算组织的强劲攻势，以及主

流品牌厂不断下滑的市场份额，包括惠普、新华三、浪潮、思科等多家品牌厂商选择加

入到开放计算组织当中，提供云计算厂商所需要的定制化产品。其中，在 OCP 组织中，

HPE 贡献了 9个交换机设计；浪潮贡献了 5 个开源设计，其中 3个为服务器设计。

图 13：HPE 贡献的交换机设计之一 图 14：浪潮贡献的服务器设计之一

数据来源：OCP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OCP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从 ODM 到 JDM，浪潮实现弯道超车。与 ODM 根据定制需求单向生产服务器不同，浪潮提

出的 JDM（Joint Design Manufacture）模式跳出了设备厂商单纯作为供应商的角色，

主动参与到客户的需求定制当中，这种双向协同打通了“需求、研发、生产、交付”全

流程，使得供需业务链获得深度融合。通过 JDM 模式，浪潮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云计算

厂商的核心需求，生产更加符合云计算厂商的服务器，而且需求端、研发端、生产端的

实时对接，也使得服务器的交付效率明显提升。据浪潮公告显示，2019 年公司实现了 1

万台服务器 8小时上线的业界服务器部署最快速度。随着 JDM 模式优势不断显现，浪潮

全球服务器的市占率从 2017Q2 的 3.3%大幅提升至 2019Q3 的 9%（按销售额口径），稳

坐行业的第三把交椅。

图 15：JDM 模式 图 16：浪潮市场份额（按销售额口径）

数据来源：浪潮官方资料，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IDC，Statista，东莞证券研究所

总结：面对白牌厂商不断侵蚀市场的局面，品牌厂商开始改变策略，陆续入局开放计算

组织，向云计算厂商提供所需要的定制化产品。其中，浪潮除了加入三大计算组织外，

还积极开拓了 JDM 模式，主动参与到客户的需求定制当中，打通了“需求、研发、生产、

交付”全流程，不仅能够生产更加符合云计算厂商的服务器，而且交付效率也有明显提

升。随着 JDM 模式优势不断显现，浪潮全球服务器的市占率从 2017Q2 的 3.3%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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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Q3 的 9%，稳坐行业的第三把交椅。

4. 投资策略

在上轮由云计算驱动的服务器上升周期（2017Q2 至 2019Q1）中，白牌服务器逐步获得

云计算厂商的青睐，销售额、市场份额实现双向提升。而白牌服务器崛起的背后，主要

由两个因素所推动：一是白牌厂在云计算厂商技术开源的引导下，所生产的服务器能够

匹配云计算厂商的核心需求；二是白牌厂依托自身较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单机价格与品

牌机相比极具性价比。

品牌厂在面对不断被侵蚀的市场份额时，也陆续入局开放计算组织，提供云计算厂商所

需的定制化产品。其中，浪潮除了加入三大计算组织外，还通过 JDM 模式主动参与到客

户的需求定制当中，不仅能够生产更加符合云计算厂商的服务器，而且交付效率有明显

提升。随着 JDM 模式优势不断显现，浪潮全球服务器的市占率也从 2017Q2 的 3.3%提升

至 2019Q3 的 9%。

通过对白牌厂和以浪潮为代表的品牌厂进行比较，我们认为云计算厂商的关注点在于设

备厂商是否能够生产满足其核心需求的服务器，而并非着眼于设备厂究竟是白牌厂或是

品牌厂的身份。因此，我们认为与云计算厂商保持紧密合作关系、能够满足云计算厂商

核心需求的服务器厂商有望进一步抢占市场。标的上建议关注浪潮信息、紫光股份、中

科曙光等。

5. 重点推荐标的

浪潮信息（000977）：市场份额不断提升，竞争优势逐步凸显。据 IDC 数据显示，2019Q3

全球服务器销售额为 219.93 亿美元，同比下降 5.88%；服务器出货量为 306.97 万台，

同比下降 2.90%。在全球服务器市场销售额、出货量均出现同比下滑的情况下，浪潮仍

保持逆势增长，销售额、出货量分别同比增长 15.25%和 11.07%，两项指标增速均为全

球第一。我们认为公司的出色表现与其 JDM 模式深度绑定 CSP 客户密不可分。公司通过

联合开发模式，打通了“需求、研发、生产、交付”环节，深度融合供需业务链，不仅

满足了厂商定制化需求，还在服务器单价、交付速度等方面极具性价比，竞争优势逐步

凸显。

紫光股份（000938）：产品线完善，市场地位稳固。公司旗下的新华三服务器产品线拥

有目前最新技术、最全场景化，以应用为驱动的解决方案和产品系列，包括机架式服务

器、刀片服务器、塔式服务器、高密度服务器和关键业务服务器，全面覆盖大数据、虚

拟化、云计算等主流业务需求。据 IDC 数据显示，从销售额统计口径来看，新华三&HPE

2019Q3 全球服务器市场份额为 16.8%，长年稳坐行业第二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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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截至 2020/2/25）

代码 名称
股价

（元）

EPS（元） PE（倍）
评级 评级变动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000977 浪潮信息 47.90 0.51 0.67 0.97 93.77 71.49 49.38 推荐 维持

000938 紫光股份 49.51 1.17 0.91 1.10 42.40 54.41 45.01 推荐 维持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1）疫情加剧：若冠状病毒疫情进一步加剧，部分地区停工时间可能进一步延长，工

厂生产的停滞或放缓将进一步影响服务器出货情况。（2）宏观经济下行：若宏观经济

出现明显的下行压力，云计算巨头、运营商在资本支出上可能趋于谨慎。（3）国际贸

易争端：服务器芯片主要由国外供应，部分国家若对我国采取出口限制，将对产业链造

成冲击。（4）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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