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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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低代码现状报告 – 中国

该研究展现了低代码行业的状况以及在疫情后的全球低代码采用情况，反映出低代码在2021年已成为主流，
并探索了低代码在降本增效方面的益处，以及在新领域重塑关键任务解决方案和应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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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ix公司研究由独立研究公司Reputation Leaders于2021年5月10日至6月21日开展，对2025名中国IT专业人士进行了10分钟的在线调查，包括1209名中国IT决策者和816名软件

开发人员（美国1012人、欧洲503人、中国510人）。所有中国IT专业人士都受雇于拥有50名以上员工的中小型企业。中国IT决策者被定义为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或首席数据官

/数据主管/数据管理主管并在涉及技术和IT资源的决策中起到主要作用。在95%的置信度下，2025个总样本的误差率为2.2%。在美国的误差率为+/-3.1%，在欧洲和中国的误差率为

+/-4.4%。

研究方法

Mendix 公 司委托对中国、比利时、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这6个国家的2025名IT专业人士（1209名IT决
策者和816名软件开发人员）进行研究。

在中国，有510名中国IT专业人士（302名中国IT决策者和208名软件开发人员）接受了此次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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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这个数字化程度惊
人的世界，85%的中
国IT决策者表示，低
代码是一项其所在企
业机构不容错过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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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IT决策者直面技术变革
所带来的挑战

• 59%的IT决策者表示，疫情期间的数字变革速度超过了预期

• 85% 的IT专业人士认为企业对应用/软件的需求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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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的专业IT人士认同其所在企业的软件开发速度将加快

• 86% 的IT专业人士表示，对开发人员的需求已经达到了白热化

• 中国的IT决策者对新的需求变化感到激动，开发人员则感到新的

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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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的中国IT决策者表示，疫情期间的数字变革速
度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59%

40%

1%

数字变革速度超出预期 数字变革速度符合预期 数字变革速度低于预期

回顾过去两年（即2020-2021年），您所在行业的数字变革速度超出、符合还是低于您的预期（包括在
疫情期间）？

80%的中国金融业IT决策者
63% 的中国制造业IT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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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ix公司：低代码状况报告（中国部分）；问题8：回顾过去两年（即2020-2021年），您所在行业的数字变革速度超出、符合还是低于您的预期（包括在疫情期间）？摘要；筛

选；中国IT决策者和中国；未加权；基数n =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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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7: How much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Top 2 Agree)
Q27: How much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Top 
2 Agree)

86% 85% 85% 84%
81% 7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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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fever-pitched
demand for

software
developers

Our
organization is

seeing
increased

demand for
apps/software

Low-code has
the potential to

put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back on

its feet

Low-code is a
trend that our
organization

can't afford to
miss

Adoption of
low-code has
helped tear

down
walls/silos in

our
organization

Low-code is
our go-to work-

around
development
solution since
we can't keep

up with the
intense

demand for
developers.

Our
organization
has relied on
non-technical
staff to relieve
pressure on

the IT
department in

light of COVID-
19

Our
development

backlog is
increasing

Low-code is
not for serious

software
develop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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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的中国IT专业人士认为他们所在的
企业机构对应用/软件的需求正在增加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7：您对以下叙述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是多少？（同意程度最高的前两类人群）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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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的中国IT专业人士认同其企业的软件开发速度
将加快
展望未来两年（2022-2023年），贵公司是否计划加快、维持或减缓软件开发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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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的中国IT决策者
90%的中国软件开发者
超过美国（90%），远高于欧洲（74%）

27%

66%

7%

0%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
the pac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Accelerate the pac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Maintain the current pac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Slow the pac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slow down
the pac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加快软件开发速度
保持当前的软件开发
速度

减缓软件开发速度 大幅减缓软件开发速
度

93%

大幅加快软件开发速度

0%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10：展望未来两年（2022-2023年），贵公司是否计划加快、维持或减缓软件开发速度？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n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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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的中国IT专业人士表示，
对开发人员的需求已经达到
了白热化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7：您对以下叙述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是多少？（同意程度最高的前两类人群）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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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47%

27%

24%

12%

1%

0%

Excited

A new sense of urgency

Worried we can't keep up

Surprised

Calm

Overwhelmed

Unconcerned

激动

新的紧迫感

担心无法跟上

惊讶

冷静

不知所措

不关心

IT决策者：78%
开发者：56%

中国的IT决策者对需求作出兴奋的反应，而开发人
员则感到新的紧迫感
您会用哪种感受来形容公司内部对数字化加速和软件开发需求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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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决策者：38%
开发者：63%

IT决策者：20%
开发者：40%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9：您会用哪种感受来形容公司内部对数字化加速和软件开发需求的反应？汇总；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n =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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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代码将使各类人群都能够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和在以前从未尝试
过的领域进行软件开发

• 78% 的受访者同意低代码是他们在无法跟上开发人员强烈需求时所常用

的变通开发方案

• 78% 的企业机构因新冠疫情而依靠非技术人员缓解IT部门的压力

• 42%的中国IT决策者表示所属部门将变得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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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的受访者同意低代码是他
们在无法跟上开发人员强烈需
求时所常用的变通开发方案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7：您对以下叙述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是

多少？（同意程度最高的前两类人群）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510

78% 的企业机构因新冠疫情而依靠非技术
人员缓解IT部门的压力



42%

42%

41%

40%

38%

34%

26%

Our IT department will become more diverse
as more people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enter the IT field

We are offering more training to upskill
internal staff to help with the talent shortage

Hiring people with soft skills like strong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s more

important in every department

We need to hire more developers who can
manage and supervis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develop software themselves

We are more interested in hiring people with
technical skills, even if they are not formally

part of the IT department

Hiring talented software developers is more
demanding than before the pandemic

We are more likely to hire developers without
formal IT qualifications

随着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加入到IT行业，我们IT部门将
变得更加多元化

我们正在提供更多的训练增强内部人员的技能，缓解
人才短缺问题

雇用具有强大协作和沟通能力等软实力的人员对于各
个部门更加重要

我们需要雇用更多可以管理和监督开发工作以及自己
能够开发软件的人员

我们更希望雇用具备技术型技能的人员，即便他们不
是正式的IT人员

相比疫情前，现在更加需要雇用有才华的软件开发人
员

我们更希望雇用不具备正式IT资质的开发人员

42%的中国IT决策者表示他们的部门将变得更
加多元化
新冠疫情如何影响您企业机构的招聘和雇用？

制造业53% 和IT行业
47% 的人表示其所在
企业机构也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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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63%的人表示其
所在企业机构也将如此

制造业68% 的人表示
其所在企业机构也将如
此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4E：新冠疫情如何影响您企业机构的招聘和雇用？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n = 302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



中国IT决策者表示，按部就班的
软件开发无法满足当前开发人员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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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的大型软件项目进度落后于计划

• 56% 中国IT专业人士的开发工作积压数量正在增加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



58%

11%

19%

11%

0.3%

0.3%

0%

On or ahead of schedule

Behind schedule, but delivered within a month of the original
deadline

Delivered one to two months after the original deadline

Delivered two to three months after the original deadline

Delivered three to six months after the original deadline

Delivered six to twelve months after the original deadline

Delivered over a year after the original deadline

制造业：67%
远低于欧洲（81%）或美国（72%）
IT：27%

五分之二（42%）大型软件项目进度落后于计划
您的企业机构所参与的大型软件项目比原定期限平均晚了多少个月？（仅询问IT决策者）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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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为四舍五入后的结果

按时或提前

落后于计划，但在原定期限后的1个月内交付

在原定期限后的1-2个月内交付

在原定期限后的2-3个月内交付

在原定期限后的3-6个月内交付

在原定期限后的6-12个月内交付

在原定期限后的1年内交付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6E：您的企业机构所参与的大型软件项目比原定期限晚了多少个月？（仅询问IT决策者）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n =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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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中国IT专业人士的开发
工作积压数量正在增加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7：您对以下叙述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是多少？（同意程度最高的前两类人群）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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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代码：
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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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的中国IT专业人士认为低代码是一项他们不能错过的趋势

• 75% 的企业正以某种方式使用低代码

• 在使用低代码的企业机构中，39%的企业在低代码的帮助下开发关键任务应用

• 49%的员工正在使用基于低代码平台构建的应用

• 标准化数据安全是低代码的主要用途，其次分别是数据建模、可视化、自动化以

及生产力应用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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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代码是一项我们不容
错过的趋势！

85%的中国IT决策者
81%的中国开发者
总体84%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7：您对以下叙述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是多少？（同意程度最高的前两类人群）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510



是,75%

否, 23%

不确定, 2%
80% 制造业
美国低于80%

在我们的调查中，75%的企业机构正以某种
方式使用低代码
据您所知，您的企业机构是否通过这些或任何其他低代码或无代码工具/平台将低代码用于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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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12：据您所知，您的企业机构是否通过这些或任何其他低代码或无代码工具或平台将低代码用于软件开发？摘要；筛选；中国

；未加权；基数 n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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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低代码的
企业机构中，
39%的企业机构
在低代码的帮助
下开发关键任务
应用

在使用低代码的
企业机构中，
49% 的员工正
在使用基于低代
码平台构建的应
用

39% 49%

低于美国（60%）和欧
洲（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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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18B：在您企业机构的关键

任务应用中，有多少比例是在低代码的帮助下开发的？（如果使用低代码的话）

摘要；筛选：使用低代码和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385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17B：在您的企业机构中，

有多大比例的员工使用基于低代码平台构建的应用？（如果使用低代码的话）

摘要；筛选：使用低代码和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385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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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数据安全是低代码的主要用途，其次分别是
数据建模、可视化、自动化以及生产力应用

您的企业机构将低代码用于以下哪种应用？

49%

48%

44%

43%

40%

40%

39%

37%

35%

34%

32%

29%

标准化数据安全

数据建模和可视化

现有工作流程的自动化

生产力应用（例如自动化数据采集和管理）

电子商务应用的开发

智能制造（即供应链管理）

开发关键软件解决方案

商业物联网（IoT）

自动化/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开发复杂的企业级软件解决方案

开发客户门户（例如聊天机器人）

扩展遗留系统的功能

制造业：58%

制造业：58%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13B：您的企业机构将低代码用于以下哪种应用？摘要；筛选：使用低代码和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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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加速了低代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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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使用低代码的企业表示在疫情之后增加了低代码的使用

• 由于疫情，低代码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关键任务解决方案中

• 9% 使用低代码的企业使用低代码平台构建了与新冠疫情有关

的应用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



89% 使用低代码的企业表示在疫情之后增加了低代
码的使用
在您的企业机构中，低代码的总体采用相比新冠疫情之前是更多、更少还是相同？

89%

高于欧洲（78%）或美国（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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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76%

10%

1% 0%

大幅增加 增加 与疫情前相比没有变化 减少 大幅减少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3B：在您的企业机构中，低代码的总体采用相比新冠疫情之前是更多、更少还是相同？（如果使用低代码）摘要；筛选：使

用低代码和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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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0%

30%

28%

28%

27%

24%

21%

20%

20%

19%

18%

标准化数据安全

数据建模和可视化

现有工作流程的自动化

生产力应用（例如自动化数据采集和管理）

电子商务应用的开发

智能制造（即供应链管理）

开发关键软件解决方案

商业物联网（IoT）

自动化/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开发复杂的企业级软件解决方案

开发客户门户（例如聊天机器人）

扩展遗留系统的功能

由于疫情，低代码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关键任
务解决方案中

在您的企业机构中，新冠疫情对低代码在不同应用中的使用会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为此使用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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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14B：在您的企业机构中，新冠疫情对低代码在应用中的使用有什么影响？(如果为此使用低代码）摘要；筛选：使用低代码和

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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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使用低代码的企业机构使用低代码平
台构建了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应用

“商业物联网，通过信息传感将物体与信息链接，更
加方便管理公司的各方面信息。”

“开发了我们公司内部小组的远程在线协助程序来帮
助我们进行工作，让我们变得更加方便。”

“远程交换工具软件的开发与使用。”

“员工每日体温，身体状况报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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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15B：据您所知，您的企业机构是否使

用低代码平台构建了任何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应用？（如果使用低代码）摘要；筛选：使用低

代码和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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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代码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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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IT和业务员工都积极接受低代码的使用

• 所需的开发人员数量和资金投入正在增加

• 中国IT专业人士认为低代码的益处是更加灵活，实现了更快、

成本更低的开发

• 使用低代码后：

• 软件开发成本下降47%

• 软件开发项目加快47%

• 53%的低代码项目是IT和用户之间的协作项目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



56%

69%

40%

42%

26%

54%

2%

5%

6%

IT决策者

IT开发者

业务用户

欣然接受 接受 不情愿地接受 抵制 没有反应/未参与

98%

95%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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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IT和业务员工都积极接受低代码的使用

您认为您企业机构中的这些不同员工群体对在企业机构中使用低代码作何反应？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19B：您认为您企业机构中的这些不同员工群体对在企业机构中使用低代码作何反应？摘要；筛选：使用低代码和中国；未加权

；基数n =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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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68%

53%

0%

The number of staff needed
to develop software has

increased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needed to develop software

has increased

The time to develop
software has increased

None of the above所需软件开发人员
数量增加

软件开发时间增加软件开发所需资金
投入增加

所有结果均高于美国或欧洲。在中国，对增加员工数量的需求大幅提高。

所需的开发人员数量和资金投入正在增加

在过去的两年中，你的企业在软件开发方面的成本或资源是否有所增加？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5E：在过去的两年中，你的企业机构在软件开发方面的成本或资源是否有所

增加？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302

27

以上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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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6%

46%

45%

44%

40%

39%

38%

37%

35%

21%

更快的开发速度

能够快速、灵活地响应业务需求

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

增加IT和业务部门之间的合作

能够根据特定需求开发自定义应用

通过以客户为中心的应用产生收入

提高内部和外部客户的满意度

加速AI、物联网等其他技术的使用

通过赋能业务用户，缓解IT资源限制

实现核心遗留系统的转型

减少影子IT

中国IT专业人士认为低代码的益处是更加
灵活，实现了更快、成本更低的开发

您的企业机构从使用低代码中获得了什么益处？（如果使用低代码）

28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0B：您的企业机构从使用低代码中获得了什么益处？（如果使用低

代码）摘要；筛选：使用低代码和中国；未加权；基数 n =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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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3%

53%

49%

49%

48%

47%

47%

46.5%

低代码使影子IT减少了多大程度

有多大比例采用了AI、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

平均有多少比例的项目是由IT和业务部门合作完成的

您使用低代码构建的以客户为中心的应用增加了多少收入

内部开发团队通过让业务用户编码他们的解决方案，大约节省了多少星期的工作

有多大比例的解决方案在没有低代码的情况下无法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交付

在您的遗留系统中，有多少比例的系统已经被低代码应用所改变或取代

您的企业使用低代码开发软件解决方案的速度加快了多少

低代码平均节省了多少软件开发成本

29

53% 的低代码项目是IT和用户之间的AI、大数据、
物联网等技术协作项目

您的企业使用低代码获得了多大程度的益处？（如果使用低代码）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1B：您的企业机构使用低代码获得了多大程度的益处？（如果使用低

代码）摘要；筛选：使用低代码和中国；未加权；基数 n =1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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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48%

48%

44%

41%

38%

38%

37%

36%

27%

25%

低代码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满足强烈的软件开发需求

使我们能够在软件解决方案中使用AI、大数据和物联网等其他技术

低代码提高了软件开发的速度

低代码使我们能以更低的成本开发更多的软件解决方案

开发人员可以专注于开发为业务带来变化的创新解决方案

低代码使我们能够将软件解决方案与更多类型的工具集成

减少员工培训时间

增加IT和业务部门的合作

一些应用开发工作可以留给公民开发者

改变遗留系统

减少影子IT

中国软件开发人员喜欢低代码是因为这有助于他们
满足紧张的软件开发需求

您为什么喜欢低代码或低代码理念？(仅询问软件开发人员)

30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5F：您为什么喜欢低代码或低代码理念？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 n =208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



低代码可以在以前从
未尝试过的领域实现
软件开发

31

• 软件开发人员表示他们几乎一半的日常开发工作可以在低代码平台上完

成

• 使用低代码的障碍包括安全问题和对低代码的认知限制

• 低代码可以解决尚未使用低代码的企业机构所存在的主要痛点，包括结

合先进技术

• 44%的人表示，低代码应用可用于支持太空中的研究，例如在国际空间

站上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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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4F: What percentage of your everyday development work could be done on 
a low-code platform? (Only asked to Developers)

中国软件开发人员
表示，几乎一半的日
常开发工作可以在低代

码平台上完成

32

44%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4F：在您的日常开发工作中，有多少比例可以在低代码平台上完成？（仅询问开发人员）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 n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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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使用低代码的障碍包括安全问题和对低代
码的认知限制

您的企业机构为何不采用低代码？（没有使用低码的企业机构）

35%

27%

22%

19%

17%

17%

14%

13%

13%

10%

10%

7%

安全问题

低代码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

低代码未经证实

治理问题

低代码昙花一现

开发人员不情愿

无法摆脱遗留系统

我不相信它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业务决策者不情愿

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我们有其他优先级别更高的事情

IT决策者不情愿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13C：您的企业机构为什么不采用低代码？（未使用低代码）摘要；筛选：未使用低代码和中国；未加权；基数 n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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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代码可以解决尚未使用低代码的企业机构
所存在的主要痛点，包括加入先进技术

在您的企业机构中，开发软件解决方案时最痛苦的三个方面是什么？

36%

35%

28%

26%

26%

26%

25%

24%

24%

难以加入我们想要使用的技术，如AI、物联网和大数据等

对员工进行新系统、软件或应用培训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

所开发的软件解决方案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耗时太长

需要继续支持过时的遗留系统

IT部门和业务用户之间没有足够的合作

我们不够灵活，无法及时开发解决方案以把握机会

成本过高

非IT员工开发的软件解决方案不一定安全或合适

34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14C：在您的企业机构中，开发软件解决方案时最痛苦的三个方面是

什么？（询问未使用低代码的企业机构）摘要；筛选：未使用低代码和中国；未加权；基数 n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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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近半数人表示，低代码应用可用于支持撒
哈拉（44%）或太空（44%）中的研究
将来会有什么创新方法可以在具有挑战性的状况下或在没有IT支持的状况下在远程地点快速开发低代码
应用？

44%

44%

43%

37%

33%

使用低代码开发支持荒凉地区项目的应用，如撒哈拉、

北极地区

使用低代码开发支持太空载人基地的应用，如在月球或

火星上

使用低代码开发支持太空研究的应用，如国际空间站上

的研究

使用低代码应用支持海洋下的工作

使用低代码应用支持发生战乱或不稳定的国家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问题28：将来会有什么创新方法可以在具有挑战性的状况下或在没有IT支持的状况下在远程地点快速开发低代码应用？摘要；筛选；

中国；未加权；基数n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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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大多数受访者在IT行业大型企业工作，
其次是制造业大型企业

37

26%

15%
13%

9%

7%
6%

4%

行业、受众和公司规模

59% ↓

41% ↓
IT决策者

软件开发人

员

10%

90%

50-249名员

工

250-100000

名以上员工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行业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n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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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受访者来自中国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

38

24%

23%

22%

12%

11%

8%

华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东北

地区

9%上海
6%江苏

14%广东

5%四川

16%北京

5%辽宁

Mendix公司：低代码现状报告（中国部分）；S3：您的工作场所位于哪个区域？（中国–重新编码）摘要；筛选：中国；未加权；基数n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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