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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瑞士联邦统计局；datacentermap, 
2018年

21.7
Mbps 

家庭用户网速 

第5名
 拥有最多 

数据中心的国家

第1名
人均宽带 
接入数量 

（在48个国家中排名第1）

瑞士作为数据中心
要点概述
当前,企业所面临的数据量越来越大,而且必须安全、及时地保存这些数据。 瑞士很早就意
识到了这种变化,从而开发了能够存储敏感数据的数据托管中心。 瑞士在数据安全方面的
高标准及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共同构成了理想的框架条件。 这其中包括数据中心的良
好的可用性、一流的服务器基础设施、高速的互联网连接、稳定低廉的电流供应及高素质
的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人才。

西欧数据中心
数量排名

资料来源： 数据中心地图，2018年

国家  数量

 英国 249

 德国 190

 法国 147

 荷兰 95

 瑞士 73

国家  数量

 意大利  69

 西班牙 58

 瑞典 51

 比利时 32
 丹麦 29

BrainServe
CKW LuZ
Colt
Datahub
Equinix
e-shelter

EveryWare
Green DC
Interxion
IWB
Swisscom
SafeHost

瑞士境内可用的托管数据中心运营商

资料来源：asut, 2018年

官方项目



研究和开发(R&D)
• 在全球范围内比较，瑞士人的创新能力更强。 从欧洲各国的专利

注册数量来看，瑞士在 2017 年以每百万人口 884 项专利的成绩
高居欧洲各国之首。

• 瑞士在密码学领域拥有大量的专业知识。 许多瑞士公司,如
Crypto、Omnisec、Qnective和Adeya等,在信息安全方面处于国
际领先地位。

• 瑞士拥有大量热衷新技术和互联网的高素质人才。 在网络就绪
指数（WEF）、数码竞争力指数（IMD）或国际创新力指数（IN-
SEAD）等相关领域，瑞士也总是名列国际前茅。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负责在校培训信息安全、系统安全和网络安
全等领域的专家。 苏黎世信息安全和隐私中心(ZISC)也是其中的
一部分。 瑞士的高校与 armasuisse、 Credit Suisse和Kaba等公司
展开紧密合作,携手推动现代信息安全领域的研究与教育。

成本和融资
• 瑞士的电力供应价格适中且稳定。 此外,在能源供应方面,瑞士具

备较高的自给率,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瑞士对进口电力的依赖性
较低。

• 建立一个新的数据中心,每平方米的平均费用为1万至2万瑞士法
郎。 瑞士每年投入大约2至4亿瑞士法郎,用于建造数据中心。

• 瑞士的经济发展政策分别对国家级和联邦州级的项目提供了各
种支持。 例如在联邦州级的初创公司或新驻扎的外国公司,可在
长达十年的时间内都享受全部或者部分豁免企业税和资本税的
待遇。

框架条件和市场准入
• 随着虚拟化技术、云服务和外包/托管服务的使用逐渐得到普及，

数据中心的实际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瑞士商业供应商（第三方供
应商）的数据中心总面积约为 200,000 平米，比 27 个足球场的面
积还要大。 在欧洲，瑞士在第三方供应商数据中心的数量方面遥
遥领先，位列前十。

• 每百万居民的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在欧洲范围内的比较中，
瑞士排名第五。

IT MT CH UK IE LV EU28 BEDE GR

资料来源： 瑞士联邦统计局，2018年

2017年欧洲各国工业用电价格
单位：瑞士法郎/千瓦时，中压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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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安全互联网服务器
2017年欧洲每百万居民的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

国家  数量

 列支敦士登 11,018

 曼岛 4,825

 摩纳哥 4,234

 爱尔兰 3,162

 瑞士 3,063

 荷兰 2,906

 卢森堡 2,634

 挪威 2,077

 马耳他 1,906

 芬兰 1,791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2017年



• 过去几年中,瑞士的数据中心面积以10–15 %的幅度连续增长。 据
预测,全球数据量到2020年将增加十倍。 再加上可通过虚拟化提
高效率,瑞士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在国际上可跻身安全一流的
数据存储基地之列。

• 瑞士拥有出色的数据托管基础设施。 配以先进基础设施且能够
很好抵御物理风险和网络攻击危险的数据中心供应商,是一个快
速增长的市场。 2018年，瑞士拥有约73家数据中心，即由多家企
业共同使用且连接至瑞士全境的所谓主机托管中心。 

• 在供电质量方面,瑞士排名全球第一 。 高稳定性的供电对数据中
心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即使配有应急发电机,在断电情况下,数据
中心也只能继续运行有限的时间。

• 瑞士向来高度重视数据保护和隐私。 比如国家想要访问私人数
据时就会受到限制。 与瑞典和美国等国家不同,瑞士政府部门必
须获得法院许可才能访问私人数据。

• 根据数据保护法,瑞士设有数据保护和信息专员,他们还负责监
督联邦机构及个人。

• 瑞士的宽带连接数量比例居全球首位: 每100名居民中约52名已
接入宽带。 互联网网速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与欧洲国家相比，
瑞士拥有第三快速的互联网连接速度。

• 瑞士电信协会(asut)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专业小组是瑞士国家
级的能力中心,其宗旨在于促进工业部门的整体发展。该中心从
事研究和工作的主题包括经济发展、能源效率、电力、服务及数
据中心设施管理和运营。

• 数据中心风险指数用于分析和评判一个国家是否适宜成为数据
中心基地。 2016 年，在 37 个参评该指数的国家中，瑞士位列第 3 
位。  在经商便利度标准方面，瑞士名列前茅。 该指数显示，在瑞
士可以确保长期且可靠的数据存储。

供电质量
能源建筑性能指数，2017年

国家  排名

 瑞士 1

 挪威 2

 瑞典 3

 丹麦 4

 法国 5

 奥地利 6

 西班牙 7

 哥伦比亚 8

 新西兰 9

 乌拉圭 10

资料来源： 世界经济论坛（WEF），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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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kamai，2017年

互联网连接速度
欧洲各国家庭用户平均网速，单位：Mbps，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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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据中心的吸引力排名
数据中心风险指数排名，2016年

国家  排名

 爱尔兰 1

 挪威 2

 瑞士 3

 芬兰 4

 瑞典 5

 加拿大 6

 新加坡 7

 韩国 8

 英国 9

 美国 10

资料来源： Cushman & Wakefi eld «2016年数据中心风险报告»



最新动态
• 联邦委员会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出台了全新的《瑞士网络风险

防范政策——2018 至 2022 年国家战略》（NCS）。 该战略的重点
包括提高信息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深化知识储备、促进事故和危
机管理领域的国际合作及网络犯罪诉讼领域的合作，以及在抵
抗网络攻击时安排必要的军队部署。 

• 由于近年来技术发展迅速，瑞士有关部门也在着手对数据保护
法律进行相应的修订。 为确保瑞士和欧盟就个人数据采取同
等级别的保护措施，瑞士也将根据欧盟最新出台的数据保护法

（GDPR）对本国法律进行调整。  

联系方式和其他信息

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
联邦通讯局
www.bakom.admin.ch

联邦电信与计算机科学办公室
www.bit.admin.ch

联邦数据保护和信息委员会
www.edoeb.admin.ch

出版物和其他信息
Datentresor Schweiz
www.asut.ch

活动 - 服务器空间和数据中心降低
用电、提高效率
www.energieschweiz.ch

Data Center Map
www.datacentermap.com

协会和网络
www.asut.ch
www.biometrics-center.ch
http://greenit.s-i.ch
www.ictswitzerland.ch
www.idiap.ch
www.sik.ch
www.swissict.ch
www.theark.ch

创新和创业资助高科技初创企业融
资平台
www.digitalswitzerland.com
www.fongit.ch
www.investiere.ch
www.masschallenge.org

S-GE 资源
投资人手册
www.s-ge.com/
handbookforinvestors

本简介编撰得到Asut (瑞士电信协
会)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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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数据中心行业将继续蓬勃发展，不管是过去还是
将来，必将构成所有数字传输重要问题的物理基
础： 大数据、云存储、工业4.0或者虚拟现实。 为应
对这一挑战必须建立灵活、高效、可靠和安全的数
据中心。 对此，瑞士已经先人一步，并且在未来也
将提供卓越的框架条件。 能源消耗在瑞士经济中
不断上升的敏感性也需要专业化运营的数据中心，

而数据中心对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

FRANK BOLLER
green.ch AG首席执行官
www.greendatacent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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