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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权威机构 TPC（国际事

务处理性能委员会）官网披露，阿里

巴巴旗下的中国蚂蚁金服自主研发

的 金 融 级 分 布 式 关 系 数 据 库

OceanBase 打破美国巨头甲骨文保

持的 9 年世界纪录，成为首个登顶

数据库世界榜单的中国产品，引起

业界的广泛关注。

传统集中式数据库

有两点不足

互联网时代，海量数据的处理

成为各公司面临的问题，而传统集

中式数据库因惊人的硬件购置费和

高额软件许可费、服务费，提供的

IT 服务缺乏扩展性、性价比，限制

了互联网企业、云计算技术的发展。

一是传统数据库不能满足互联

网企业新需求。互联网企业因业务

快速扩展，需实时处理海量数据，并

发访问量非常大。传统数据库基于

专用服务器和高端存储构成共享存

储环境，设备造价昂贵，且性能和扩

展性极其有限，无法满足互联网行

业对数据库高并发、实时在线需求。

二是传统数据库不能适应云计

算技术新需求。云计算公司依托技

术积累，发起由 IOE 架构向基于廉

价 PC 服务器技术的变革，降低 IT

服务支出，倡导以软件为中心的架

构演变，降低数据库维护升级的风

险。传统数据库环境是集中在一个

地点的高稳定、高可靠、高可用高端

企业级设备，制约云计算企业未来业

务发展，增加长期运营成本。

OceanBase分布式数据库

拥有两大亮点

OceanBase 是一个高可用、高可

扩展、高性能、功能完备的金融级分布

式关系数据库系统。其主要优势为：

一是OceanBase数据库架构较为

先进。OceanBase的分布式架构的部

署方案由基线数据、基线数据和修改

增量架构、Paxos 协议、多地部署构

成。其优势体现在实现无损容灾不

丢数据、30 秒内故障排除不停服务，

在保障系统整体稳定和数据可靠一

致的同时，又可以较好地实现扩展。

二是OceanBase数据库支持丰富

的服务功能。OceanBase丰富的服务

功能体现在可支持异步化处理、读写

分离和管理运维标准化。其优势体

现在实现存储资源的弹性设计、云环

境的兼容部署，在保障系统事务快速

处理和数据强大挖掘一致的同时，又

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OceanBase推广应用

面临两大挑战

OceanBase应用于通用关系型数

据库领域依然在多应用场景面临着

诸多挑战。

一是此次突破直接撼动传统巨

头的领导地位依然较难。阿里数据

库想要突破传统数据库巨头的垄断

封锁，依旧任重道远。传统数据库

厂商凭借先发技术优势、大量研发

投入和后期场景积累，依托软硬件

协同发展，逐步加高数据库产品壁

垒 。 阿 里 数 据 库 尽 管 晋 升 为

GARNTER 魔力象限挑战者，但也

主要是自研自用，数据库系统依然

存在部分对国外软硬件组件和框架

的需求，对传统数据库巨头甲骨文

等来说，产生的威胁有限。

二是应用场景的丰富性有待市

场检验。阿里数据库在金融领域实

现了突破，不等同于在其他领域也

实现生态建设的全面突破。阿里数

据库尽管在互联网交易、互联网核

心系统和互联网保单系统等金融领

域实现了突破，但在其他行业领域

是否也能满足实际需求，并通过测

试和稳定运行，依然有待市场考验，

多应用场景商业化尚待推进。

综合来看，阿里数据库是我国

在基础软件领域的一大突破，为进

一步推动阿里数据库的技术发展与

推广应用，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

夯实技术深度，紧密围绕全球计算

平台和计算环境的变化趋势，追踪

动态，分析演进趋势，提前布局新的

技术领域，推动OceanBase的创新发

展。二是拓宽应用广度，结合我国

丰富的应用市场和环境，以应用带

动发展，推动OceanBase数据库应用

于更多的行业领域，以金融为支点，

向其他各个行业拓展。

美国制造业就业呈现

“两降”趋势

一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总量下

降。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达到

峰值，提供了 1950 万个工作岗位，

从此之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呈现下降

趋势，到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

位减少了800多万个。从2010年开

始，美国制造业就业开始缓慢复苏，

到 2018 年年底，美国制造业约有

128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已难达到

美国制造业就业的顶峰。

二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下

降。1953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

高达32%；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

总 量 到 达 顶 峰 时 ，吸 纳 了 美 国

26.4％的劳动力；到2018年，美国制

造业就业仅占美国劳动力就业的

8%，较最高值下降了24%。

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

四大原因

一是美国劳动力逐渐老龄化。

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65岁及以上

的美国劳动力人口比例已经从 20

世纪90年代的12％增长至18％，导

致从事制造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减

少。与此同时，制造业中老年劳动

力在不断减少，比例在不断降低。

根据数据显示，仅有 7.3%的老年劳

动力从事制造业工作，远低于美国

劳动力从事制造业10.5%的比重。

二是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

升。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制

造业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处于

11.3%~13.6%之间，2015年为11.7%，

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维持着与经济部

门同步的发展速度。其根本原因是

美国制造业技术的创新、生产率不

断提升，同时这也导致了美国制造

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从 2010 年到

2016年，制造业产量增长了10％到

20％，而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长只

有2％到5％。

三是美国工人培训与制造业所

需的新技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德勤和美国制造业研究所的研究表

明，2018—2028 年可能会有 240 万

个制造业岗位空缺，其主要原因是

找不到具有所需技能的工人，这将

造成制造业 4540 亿美元的损失。

目前，80％的制造商称需要或急需

合格的员工来填补技术熟练的岗

位，并且员工技能不足的现象将进

一步恶化。

四是存在社会偏见导致不愿从

事制造业。一方面，对没有接受高

等教育的美国人来说，制造业已经

不再是进入中产阶级的较好就业

机会。另一方面，美国教育体系导

致学生对先进制造业的认知还停

留在传统制造层面。另外，美国家

庭反对子女从事制造业，认为制造

业工作不安全、职业道路有限、收入

水平低。

影响未来美国制造业

就业率的四大因素

一是技术变革。面对机器人、

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的发展，

高技能工人将从中受益，而生产力

的提高会减少对低技能工人的需

求，甚至淘汰低技能工人。例如，自

动驾驶技术将影响美国500万个相

关就业岗位。此外，自动化和技术

进步也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到

2022 年自动化和新技术将会创造

1.33亿个新工作岗位。

二是企业的需求变化。制造业

内部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低技能、低

薪的工作到高技能、高薪工作的发

展。目前，企业无法找到接受过高

技能制造培训的工人，仍有39万个

制造业工作岗位空缺尚未填补。

三是美国的教育体系。美国教

育机构应顺应技术发展需求，满足

时下制造业技能发展的需求，甚至需

要中期职业教育。例如，美国公立中

学更多地专注于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STEM）的教育，缺乏在职业或

技术培训中对STEM技能的应用。

四是政府的劳动力计划。联邦

政府在提高劳动力技能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美国劳工部管理着许多不

同的劳动力计划，并直接和间接地

资助由州、地方政府和公私合作伙

伴共同组织的培养计划，例如学徒

计划，旨在提高美国工人面向下一

个制造业时代的技能。

前三季度，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以下简称软件业）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业务

收入增长较快，利润总额增速小幅回升，从业

人数稳步增加。中部地区软件业增速较快，

东部地区软件业保持集聚和领先发展态势。

总体运行情况

软件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

度，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51896 亿

元，同比增长 15.2%，增速同比提高 0.2 个百

分点。分季度看，第一、二、三季度全行业软

件业务收入增速分别为14.4%、15.5%、15.6%，

呈逐季上升态势。

利润总额增速小幅回升。前三季度，全

行 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651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8%，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软件出口增速小幅回落。前三季度，软

件业实现出口344亿美元，同比增长2.8%，增

速同比回落 0.1 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其中，外包服务出口收入同比增

长9.5%，增速较上半年回落2.7个百分点；嵌

入式系统软件出口同比增长1.2%。

从业人数继续增加，工资水平小幅回

落。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

647万人，同比增长5.1%，增速与去年同期持

平。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12.5%，增

速较去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人均工资同

比增长7.0%。

分领域运行情况

软件产品收入平稳发展，工业软件增长

迅速。前三季度，软件产品实现收入 14643

亿元，同比增长 14.4%，增速同比提高 1.9 个

百分点，较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低于全行

业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收入比重的

28.2%。其中，工业软件产品实现收入1277亿

元，同比增长19.8%，增速较上半年持平。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较快增长，电子商务

平台技术服务收入增势突出。前三季度，信

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 30670 亿元，同比增长

17.2%，增速同比回落1.3个百分点，较上半年

持平，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在全

行业收入中占比为 59.1%。其中，云服务收

入同比增长 12.9%，较上半年回落 1.7个百分

点；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22.0%，比上半年提

高1.5个百分点；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增长 30.2%，同比提高 12.9个百分点；集成电

路设计服务收入增长 12.7%，同比提高 5.4个

百分点；其他信息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设

计服务、系统集成、运维服务、运营服务等）增

长14.8%。

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稳步增加。前

三季度，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共实现收入

869亿元，同比增长 10.0%，增速比上半年回

落0.8个百分点。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增速回升。前三

季度，嵌入式系统软件实现收入5713亿元，

同比增长8.5%，增速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

比上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在全行业收入

中占比为11.0%。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东、西部地区软件业收入保持较快增

长，中部地区增势突出。前三季度，东部地

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41455 亿元，同比增长

15.3%，增速较去年同期持平。中部地区完

成软件业务收入2630亿元，增长26.4%，增速

同比提高 8.6 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1.2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

入 6000 亿元，增长 15.0%，增速同比提高 0.2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811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同比回落1.4

个百分点。四个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在全国

总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 79.9%、5.1%、11.5%

和3.5%。

主要软件大省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部

分中西部省市增长迅速。前三季度，软件业

务收入居前列的广东（同比增长 13.3%）、北

京（增长15.4%）、江苏（增长14.8%）、浙江（增

长 16.6%）、上海（增长 12.5%）和山东（增长

18.4%）完成业务收入合计 37235 亿元，占全

国比重为71.7%，其中浙江、山东增速分别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1.4%和 3.2%。增速居前 5

名的省份有广西（增长 100.4%）、江西（增长

64.1%）、海 南（增 长 60.3%）、安 徽（增 长

33.7%）和宁夏（增长27.0%）。

中心城市软件业务收入增速加快。前

三季度，全国 15 个副省级中心城市完成软

件业务收入 28294 亿元，同比增长 14.7%，

增速同比提高 0.4 个百分点，较上半年提

高 0.1 个百分点，占全国软件业务收入比

重 为 54.5% 。 中 心 城 市 软 件 业 利 润 总 额

4083 亿元，同比增长 11.7%，增速同比回落

1.6 个百分点。中心城市软件业人均工资

同比增长 10.2%，高出全国平均增速 3.2 个

百分点。

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收入同比增长15.2%

数据来源：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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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数据库面临两大挑战

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贾阳光 钟新龙

四大原因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率下降

赛迪智库世界工业研究所 李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