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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组织

本次行业调查持续时间：2013年 12月 5日-2014年 6月 20日
收集有效调查问卷：共计 20420人

主办单位

支持单位

媒体支持

专家顾问

为了能够更加科学、严谨的完成此次调查报告，也为了能够让此次调查报告真正的对嵌入式行业、或

是即将进入嵌入式行业的爱好者有所帮助，华清远见专门组织成立了一个集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领军企业

技术精英及高校著名教授在内的权威专家顾问团队，他们全部是目前中国嵌入式专业领域最知名的技术专

家、资深学者，对国内外嵌入式行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尤其

是对嵌入式行业人才的需求状况及培养成长情况有着非常清楚的掌握和了解。由这些资深专家学者共同参

与了整个调查过程中，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和最终报告的撰写及修订，有效地确保了报告整体的专业性和

权威性。

http://www.csip.org.cn/
http://www.nite.org.cn/bos/web/framework/desktop/index.html
http://www.arm.com/chinese/
http://www.microsoft.com/zh/cn/
http://www.cn.redhat.com/
http://www.eetchina.com/
http://www.eepw.com.cn/
http://group.ednchina.com/
http://www.21ic.com/
http://www.mcuol.com/
http://www.eefocus.com/
http://www.csdn.net/
http://linux.chinaunix.net/lds2009/
http://www.chinaitlab.com/
http://www.51job.com/
http://www.zhaopin.com/
http://www.chinahr.com/index.htm
http://www.telehr.com/
http://www.sohu.com/
http://www.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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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善勤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主任

·吴雄昂

ARM 中国总裁

·庞长富

Atmel 中国技术总监

·金宇杰

NXP 大中华区市场总监

·申功璋

教育部高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高林

教育部电子信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郭淳学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式系统分会秘书长

·魏洪兴

中国电子学会嵌入式系统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王新霞

中国电子学会物联网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时昕

ARM 中国大学计划部经理

·殷钢

Freescale 中国业务拓展总监

·谢凯年

Xilinx 中国大学计划部经理

·栾跃

谷歌中国市场部经理

·黄亚昌

Intel 中国 SMG 市场经理

·王志良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邝坚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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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一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

·张有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罗红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林金龙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教授

·陈渝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陶品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李朱峰

北京师范大学物联网与嵌入式系统研究中心主任

·周立功

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小庆

北京麦克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调查背景

在嵌入式、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热门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以实现智能化为核心目标的典型技术，

已经成为了整个信息产业毋庸置疑的主旋律。特别是近 1 年，以智能家居、智能医疗、可穿戴设备等为

首的大量智能硬件批量的进入到人们的生活，更让这一场智能技术的变革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事实上，

随着产业的变革和发展，IT 行业也已经被重新定义，从 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领域发展

为 Intelligent Technology（智能技术）领域。嵌入式系统正是这些热门产业应用技术中最核心、最关

键的部分，是推动这些产业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嵌入式行业更是凭借其“应用领域广、人才需求大、

就业薪资高、行业前景好”等众多优势成为时下最热门、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之一，与此同时，嵌入式

研发工程师更是以突出的优势成为 IT 职场的紧缺人才。

为了让更多想从事和即将从事嵌入式研发工作的朋友们能够更好地、更充分地了解嵌入式专业领

域，特别是最近一年的行业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华清远见教育集团先后连续 5届,联合多家业内专业媒

体及研究机构共同开展了“2008-2009 年中国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大调查”、“2009-2010 年中国嵌入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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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从业人员大调查”、“2010-2011 年中国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大调查”、“2011-2012 年中国嵌入式开发

从业人员大调查”及“2012-2013 年中国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大调查”，并连续 5 年隆重推出了中国嵌入

式领域最具广泛性、代表性、权威性和实用性的产业调查报告。由于调查报告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广泛

性和专业性获得了公众的普遍认可，每一届调查活动及权威报告的推出都获得了业内企业及专家学者的

高度关注，也得到广大嵌入式从业人员的支持和共鸣，起到了很好的行业指导和从业规划的建议作用。

特别是报告中汇总呈现的、描述中国嵌入式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实际现状的专业数据，更是成为整个行业

状况的真实体现和实时反映，成为嵌入式专业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分析报告。目前，此报告已被国际多家

权威专业媒体转载或引用，成为中国嵌入式行业发展现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日益成为嵌入式技术典型应用领域

的时代背景下，华清远见再次联合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国际国内知名嵌入式企业、数十家业内专

业媒体共同推出“2013-2014 年中国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大调查”，并在 2 万多名嵌入式从业人员的积极

参与和支持下，通过调研结果数据的横向时间对比，结合业内上千家企业的深入访谈调研，并参考数十

位行业知名专家学者的分析和判断，正式推出了《2013-2014 年中国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调查报告》，期

待帮助正在关注或从事嵌入式领域专业工作的各位研发工程师及技术爱好者，更加充分地了解中国嵌入

式行业的整体状况、发展趋势及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的现状，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认识和定位自我，

更有效地规划职业发展，适应整个 IT 产业的最新成长需求。

做为业界知名的专业嵌入式培训机构，经过 10 年的专注和努力，华清远见已经成功培养了 10 万

多名专业嵌入式研发工程师，他们分布在工控、医疗、汽车电子、通讯、安防、消费电子等各个不同领

域内的嵌入式产品研发的企业中，从而为本次行业调查提供了最基础和最可靠的数据。与此同时，作为

嵌入式技术推广、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和实施者，自 2004 年成立以来，华清远见已举办上千场线上

及线下的“公开讲座”活动，每场讲座的报名注册人数都在 500 人以上，俨然已成为嵌入式行业最受欢

迎的专业品牌活动之一；而华清远见公开出版的专业图书的发行量每年超过 20 万，读者注册数非常庞大，

这些都有效确保了华清远见推出并组织这样一份调查报告的针对性和专业性，能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

映中国嵌入式开发人群的整体水平和工作情况。

而针对本次调查特别成立的最具代表性和专业性的专家顾问团队，也共同见证了本次调查的公正

性和公开性。作为目前中国嵌入式行业的知名专家和资深学者，顾问团队的专家们对国内嵌入式行业发

展现状有着充分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他们共同参与了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并承担了最终报告的撰写、

审核和修订，这些都进一步确保了报告的真实性、有效性和权威性。

本次调查活动继续秉承六年来一直坚持的专业、严谨、客观、实用的原则，问卷部分的问题都是

经过了非常严格的设计和筛选，分别从嵌入式工程师个人基本情况、嵌入式行业研发公司的基本情况、

嵌入式工程师获取信息的途径、嵌入式工程师对职业生涯的看法等四个不同的角度进行问题设置，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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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虑到近一年来嵌入式技术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领域更加深入的应用和发展，在本次调

查问卷中也专门调整增加了相关的题目和选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馈数据的汇总、统计和分析，以呈

现出行业发展的专业性趋势和普遍的关注点，力争再次打造出 2013-2014 年度中国嵌入式专业领域最具

广泛性、权威性和实用性的产业调查报告。欢迎广大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并提出更

多更好的建议和想法，与华清远见及众多国内外业内知名企业携手，共同为提升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整

体价值，推动中国嵌入式行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行业调查总结报告

一、嵌入式工程师个人基本情况

在“2013-2014 度中国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调查”活动中，针对行业内嵌入式工程师个人基本情

况的调查，除了延续前五届调问卷的专业角度和务实的关注点，对公众普遍关注的工作经验、学历、

薪资范围等关键项着手进行数据的汇总和分析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嵌入式工程师地域分布的调查和个

人最理想的嵌入式方向的调查，同时综合之前调查汇总的结果数据，通过纵向的对比和分析，力求更

全面地呈现出一个直观的、在时间跨度上的变化趋势。

1、工作经验

来自华清远见 2013-2014 年度的行业调查数据的结果显示，目前从事嵌入式开发“不到 1 年”和“1-2

年”的工程师所占的比例依然是最大的，分别是 38%和 20%，占总参与调研人数的 58%，对比去年增加

了 4 个百分点，而具备相对丰富开发经验的嵌入式工程师（2 年以上工作经验）则占总调研人数的 42%。

对比 2008 至 2013 年这几年的调查数据，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伴随着整个嵌入式行业的快速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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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嵌入式专业领域内技术研发人才分布已经呈现出日趋合理的比例结构，过去的一年，有更多

的一线研发工程师投身到嵌入式这一热门行业中，并且继续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结合本报告后面

关于“企业人才需求现状”的调查结果，我们也不难分析出，嵌入式企业的发展速度和专业人才的成

长速度依然有一定的差距，行业内专业研发工程师供不应求的状态扔将会持续。嵌入式开发涉及领域

极广，嵌入式产品在日趋智能的工作和生活中也无处不在，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将为更多投身嵌入式

领域的工程师提供更为广阔的职业发展平台，我们相信，伴随着未来几年更多的专业嵌入式人才的加

盟，这个行业将在坚实的步伐中高昂挺进全盛期。

2、学历要求

来自 2013-2014 年度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的学历仍然以本科（65%）和硕士

（22%）居多，占所有参与调查人员的 87%，较去年增长 4 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在整个嵌入式行

业的从业人员中，本科生和研究生凭借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良好的综合素质，依然是嵌入式开发从业

者的主要群体，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将持续稳居此项调查的前两位。同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得

出结论：在社会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大学生就业率更低、难度更高的今天，高校专业学科建设和教学

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嵌入式及相关专业在大学校园内的普及和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高

校更加贴近用人企业真实需求的实训模式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电子、自动化等相关专业及

物理、数学、信息工程等基础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始将自己的职业规划定位到高薪诱人且发展前

景极为广阔的专业嵌入式开发领域。而作为一个具有庞大基数的群体，本科生势必将成为未来解决嵌

入式人才供不应求问题的一个巨大突破口，而对于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专业领域来说，也势必将为更

多大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从而有效推动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人才真实需求的无缝

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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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域分布

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等一线城

市，分别占总调研人数的 19%、9%、16%、5%、4%，总计占 53%，与去年的情况相比，一线城市从业人

员比例下降了 10 个本分点。这一调研数据显示，高新技术企业密集的大城市仍然是广大嵌入式开发者

获取更多工作机会及长远职业发展空间的首选。但是随着智能产品的迅猛发展以及更多创新产业园和

国际知名企业在二三线城市落户，武汉、西安、南京、沈阳、大连等城市也将呈现越来越旺盛的嵌入

式人才需求，相信这将为更多的嵌入式开发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地域发展空间及就业机会，任何城市经

济的发展，都离不开众多专业人才的加入。

4、嵌入式开发前的研发方向

在从事嵌入式开发前的研发方向是 2013-2014 年度新增的一个调查方向，从数据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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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到，大部分从事嵌入式的人员在之前主要是从事软件开发、单片机开发、硬件设计等工作，比例分别

占 38%，33%和 16%，占总人数的 87%。通过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主要从事嵌入式开发的人群大

部分是有一定的软件或硬件基础的从业者，但是也有一定比例的从业人员是从事 IT 类非技术岗位与非 IT

行业的。这说明，嵌入式并不像很多学生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是下定决心想要学习嵌入式就一定能够学会。

另外，现在的学习资料越来越开放，很多基础类课程都提供免费的学习视频、资料、电子书等方便学生了

解。

5、薪资水平

华清远见 2013-2014 年度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嵌入式行业从业人员月薪为 3000-8000 元的比例占

到 66%，与去年下降了 3 个百分点，月薪 3000 以下的比例与去年持平，8000 元以上高薪部分的比去年

增加了 3 个百分点。结合本次调查在职工程师“工作经验”项目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工作在 1-2 年

的工程师薪水基本会在 3000-8000 元的范围，而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薪资水平也会有较明显的提高。

“经验”对于嵌入式工程师来说会显得尤为重要，相比其他 IT 从业人员，嵌入式工程师的开发经验将

会使薪水增长更快。当然对于新入行的嵌入式工程师来说，也将面临巨大的机遇，从个人职业发展角

度来看，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该项调查通过客观的数据分析结果，全面反映了嵌入式开发从

业人员的一个整体薪资待遇情况，显然由于整个嵌入式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必然使得专业人才的

薪资发展空间与其个人专业技术经验的积累直接相关。人才永远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嵌入式工

程师作为一个高薪诱人、极具成长空间及发展潜力的专业技术岗位，也必将成为推动整个嵌入式行业

更加快速地向前迈进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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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嵌入式行业公司的基本状况

接下来的调查是针对与技术工程师息息相关的嵌入式行业中众多产品研发企业的发展现状，以期能

够帮助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借助更广阔的视野来分析了解整个嵌入式行业的现状。结合嵌入式企业

在研发产品应用及核心技术领域的特点，本部分调查内容主要从“软件开发语言、从事领域、公司规

模、软件开发平台、软件开发调试工具、硬件开发平台、处理器芯片、软硬件人员安排、未来最热门

的嵌入式选择方向”等方面展开，其中未来最热门的嵌入式选择方向是本年度调查中新增的项目，用

来帮助大家更加全面而有针对性地了解嵌入式行业内，专业研发企业的整体状况及未来的技术发展趋

势。

1、软件开发语言的选择

我们从 2013-2014 年度华清远见的调查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C 语言仍是在嵌入式产品研发的软件

开发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最普遍使用的语言，其市场份额继续保持领先（82%），这一统计结果再一次表

明，无论是在传统的工业控制领域、通信领域，还是迅猛发展的消费电子，安防控制、信息家电等领

域，C 语言均是嵌入式开发语言的首选。对比去年的调研数据， Objective-C 的使用比例有所下降，究

其原因不难看出，Android 智能手机的大量生产和推广推动了 java 语言的广泛使用，成为在嵌入式领

域内最受欢迎的高级语言，而 iOS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开发虽一定程度上拓展了 Objective-C 语言的开

发人群，但是由于 iOS 系统所应用范围的局限性，造成了总体比例降低。另外，C++所占比例为 9%，

位列第二，汇编语言占 2%,跟去年相比降低 1 个白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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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属行业分布情况

嵌入式技术作为智能终端或产品核心的基础，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人们的生活。同时，

由于嵌入式技术的成熟应用，也进一步加速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的产业化进程。我们在

2013-2014 中国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调查报告中看到，目前嵌入式产品应用最多的三大领域依然是“工

业控制、消费电子与通信设备”，所占比例分别是 25%、17%和 13%，三大领域所占比例之和占 55%，

跟去年的情况基本持平。而占据 9%的“其他”一项选择中，参与调查者主要选择的是“电力设备、智

能电网、物联网、仪器仪表、教育” 等行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都充分表明，未来嵌入式系统将

会走进 IT 产业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整个产业发展的核心中坚力量。

3、公司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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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规模”调查项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100 人以内的小型公司所占比例为 52%，比去年增加

3%，100-500 人的中型公司所占比例为 24%。这种公司规模的比例和传统 IT 行业公司规模比较差距较

大，这说明了嵌入式系统充分结合行业应用、具有灵活定制性的特点。嵌入式系统应用领域越来越广

泛，在每个典型的应用领域内都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专注性和专业性，这与传统的 IT 行业经常会在某

个领域内出现垄断的大型企业的局面有所不同。

4、软件开发平台的选择

来自华清远见 2013-2014 年度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嵌入式产品研发的软件开发平台的选择上，

嵌入式 Linux 以 55%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于其他嵌入式开发软件平台，比去年增长 13 个百分比，这已

经是连续 4 年比例增长。由此可见，Linux 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广泛的应用领域，依然成为众多嵌

入式企业研发团队的首选。而作为移动互联网的重要切入点，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平台也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开发者加入， Android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平台以绝对的优势（19%）成为手机操作系统平台首选，

比去年增加 3 个百分点。对比去年的调研数据 iOS 操作系统在过去的一年中比例有所下降，大部分的

原因是在过去的一年中，Android 系统的应用除了在手机上，更多的体现在其他的智能终端上，应用领

域越来越广泛。在新兴物联网领域，嵌入式作为物联网产品的核心技术之一，也将为嵌入式系统提供

更为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嵌入式 Linux 的长远发展空间、Android、iOS 等平台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

物联网的巨大产业发展空间，所有这些与嵌入式相关的行业新动向，无疑为更多迈入嵌入式开发的初

学者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前景。

5、软件开发调试工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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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3-2014 调查统计的数据结果显示，keil 和 IAR 分别以 48%、19%的比例成为嵌入式开发者的

主要调试工具，总计占所有参与调研人数的 67%。合适的调试工具的选择使用，可以大大加快产品的

开发进度。这也使得在调试工具层面的技术支持和发展成为研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同时，

这个调查结果也为初学者如何选择开发工具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6、硬件开发平台的选择

从 2013-2014 年度的调查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 ARM 处理器（包括 ARM7/9/11、Cortex-M 系列、

Cortex-A 系列）毫无疑问地占据了嵌入式处理器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78%），在 ARM 及其合作伙伴

的市场推动下，ARM7/9/11 较前一年的统计结果，出现了连续的下滑，市场份额下降了 4 个百分点，

而最新的定位高端的 ARM-A 系列、定位低端的 ARM-M 系列则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已毋庸置疑地成

为 ARM 处理器应用的主流。随着物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低功耗微控制器的需求必然会更进一步



专业始于专注 卓识源于远见

- 15 –

地推动 Cortex-M 系列处理器的快速应用，而高性能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更多智能终端设备的开速普

及则使得 Cortex-A 系列处理器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7、处理器芯片的选择

据调查统计数据的结果显示，TI（德州仪器）和 SAMSUNG（三星），成为最受开发者欢迎的嵌入

式处理器芯片提供商，占据了接近一半（43%）的市场份额，其他知名厂家处理器芯片所占市场份额

分布为：Freescale（飞思卡尔）8%、Qualcomm（高通）7%、NXP（恩智浦）7%、Atmel（爱特梅尔）

7%、Intel（英特尔）6%、Renesas(瑞萨)2%、Nvidia、（英伟达）1%、，除以上厂家之外的其他处理器

则占总体市场份额的 19%。值得一提的是 Freescale（飞思卡尔）的芯片占比例今年有大幅度提升。

8、软硬件人员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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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的调查数据显示，有一半从事嵌入式产品研发的企业都是采用软硬件人员分工合作

完成产品的开发方式（54%），与去年的调查数据对比看，这一选项所占的比例与去年几乎持平。而“人

员不分开，要求员工同时具备硬件和软件开发能力，可独立完成项目”的公司所占比例，由去年的 29%

上升到今年的 35%（上升了 6 个百分点），而这个数据在 2012 年的时候是 22%的比例。从这一转变，

我们可以看到：嵌入式系统作为一个软硬件结合的系统，需要嵌入式开发工程师在软件和硬件两个方

面都不断深化学习，同时具备软硬件开发能力的工程师，将在求职过程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以及更

大的成长空间。同时，从各大招聘网站的最新搜索数据中也可以看出，目前嵌入式软件开发人才的需

求量远远大于纯硬件开发人才，嵌入式系统项目研发差不多 80%以上的工作量都是在软件部分，软件

是嵌入式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体现嵌入式系统优势的最关键部分，企业对嵌入式软件开发人才的

需求必将持续上涨。

9、未来嵌入式操作系统首选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嵌入式 Linux 仍然是未来几年内，嵌入式工程师认可的最具发展潜力的首选嵌

入式操作系统，所占比例为 60%，比去年再次增加 13%。而 Android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也受到了越来

越多嵌入式工程师的关注，并对其在移动手机操作系统中广阔的发展空间及发展潜力充满了期待。由

此可见，作为开源系列的两款优秀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 Linux 及 Android），其开源的特性，无

疑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具备了最强大的竞争优势及用户基础，用户就是王道。

10、最想选择的嵌入式应用方向



专业始于专注 卓识源于远见

- 17 –

“个人未来最想选择的热门嵌入式应用方向”是 2013 年-2014 年调查问卷中新增加的题目，我们

从调查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57%的嵌入式工程师未来想从事物联网方向的研发，这个结果与现在物联

网的发展速度和涵盖范围的密不可分的。在未来，物联网的产业结构会越来越成熟，对于物联网方向

的专业人才需求也会越来越大。此外，移动互联网方向的比例位居第二，云计算 9%位居第三，其他方

向 5%。

三、嵌入式工程师获取信息的途径

本环节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嵌入式工程师在使用网络获取专业行业信息方面的一些特点和偏好，比如

“经常光顾的网站、获取专业知识的途径、首选的搜索引擎、微博平台的选择”等，希望通过此部分

的调查让更多的人了解绝大多数嵌入式工程师如何利用网络来学习，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1、获取专业知识的途径



专业始于专注 卓识源于远见

- 18 –

来自 2013-2014 年度的调查数据显示，“专业论坛、访问业内门户网站、厂商网站、行业研讨会、

技术图书”依然是嵌入式工程师获取知识的几个主要途径，在参与调研的所有嵌入式工程师中，有 63%

的人会浏览专业论坛交流，58%的人会通过访问业内门户网站获取最新行业资讯，26%的人会通过网络

搜索获取针对性问题的相关知识。除了以上几大主要的途径之外，部分工程师也会通过专业技能培训、

行业展会/技术研讨会、微博/博客/群组、杂志/期刊/报纸、电子邮件订阅、微博/博客/群组/SNS 社区等

途径获取信息。从 2004 年至今，华清远见对外公开提供的免费电子图书、视频教程等资料每年平均下

载次数已达到 20 万之多，特别是 2013 年开始推出的华清远见 10 年特献电子书赠送活动，更是受到了

众多嵌入式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图书订阅索取量激增，到 2014 年 7 月已经突破 5 万名申请用户！这也

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业内工程师的旺盛的学习需求和主流的学习方式。

2、首选搜索引擎

在嵌入式工程师对搜索引擎使用习惯的调查中，百度和 Google 的使用率依然是最高的，其中百度

占 56%，Google 占 41%。这和这两个搜索引擎在国内市场份额的实际占有率有很大差别，也与正打得

火热的国内搜索引擎市场的实际状况有很大的不同。究其原因，这与嵌入式工程师会经常搜索国外的

最新技术资料有直接关系，Google 在搜索国外网站技术资料的广度和深度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嵌入式

技术更新非常快，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必须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善于通过各种渠道更新自身的知识

体系，关注最新技术发展热点，适应行业最新发展需求。

四、嵌入式工程师对职业生涯的看法

作为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行业，许多技术工程师和准备进入行业的技术爱好者都非常关注嵌入式领

域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行业整体的发展状况。本部分调查则主要从“企业人才需求现状、对工作薪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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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未来一年薪资涨幅、如何看待培训以及对未来职业人生的规划”等方面进行问题设置，希望

能从各个角度上展现嵌入式工程师对目前工作状态的的满意程度和真实需求。

1、企业人才需求现状

来自 2013-2014 年度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嵌入式人才需求目前仍然是供不

应求，74%左右参与调查的一线工程师均表示，自己所属的公司目前都急缺嵌入式开发方面的专业技

术人才。虽然人才缺口仍然很大，但连续 4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已在持续下降（2011 年比 2010

年低了 5 个百分点，2012 年比 2011 年低了 3 个百分点，2013 年比 2012 年低了 1 个百分点），这也表

明，随着国家政策的更加重视、市场的整体推动及多渠道的嵌入式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嵌入式

开发人才需求瓶颈的问题，在逐步得到缓解，整个嵌入式专业人才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向更健康的方

向发展和迈进。但是企业对专业人才需求量的缺口依然非常大，整个嵌入式行业的发展也需要更多专

业嵌入式人才的加盟，而且越早进入这个行业，优势越大。

2、对工作薪资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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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薪资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56%的工程师对目前的薪资水平表示非常满意或基本满意，

比去年几乎持平。另外有 44%的人对目前薪资表示了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的情况占 6%。结合“薪资分

布”调查项的结果，本年度的薪资水平与工程师的满意度基本保持了同等比例的增长，工程师对自身

能力的提升充满了信心，对行业发展的整体趋势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3、如何看待培训

在谈到“如何看待培训”这一话题时，75%参与调查的嵌入式从业人员，对参加培训都表示了较大

程度的认可，18%的工程师表示在需要的时候可能会考虑，仅有 7%的工程师表示希望通过自学来实现

职业上的提升。该项调查数据与去年调查基本持平，这表明，职业培训作为一种专业技能快速提升的

手段，已经成为从业人员进行充电的重要方式之一。嵌入式属于高新技术研发领域，入行门槛相对较

高，专业的培训机构拥有强大的师资团队以及完善的课程体系，可以提供较为系统的学习方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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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者在短期内掌握迈入相关行业所需的基本专业技能和技术经验，这也是职业技能培训的优势。在

自学与培训的选择中，个人可以综合时间、金钱以及自学能力等多方面因素考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学习方法。

五、特别声明

“2013-2014 年中国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大调查”问卷及《2013-2014 年中国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

调查报告》的所有内容、版权均属华清远见教育集团（简称华清远见）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

未经华清远见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已经得到华清远见协议授权的

媒体、网站，在下载使用时必须注明“内容/调查报告来源：华清远见/2013-2014 年中国嵌入式开发从

业人员大调查”，违者华清远见将依法追究责任。


	2013-2014年（第六届）中国嵌入式开发从业人员调查报告
	目录
	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
	支持单位
	媒体支持
	专家顾问
	调查背景
	行业调查总结报告
	一、嵌入式工程师个人基本情况
	1、工作经验
	2、学历要求
	3、地域分布
	4、嵌入式开发前的研发方向
	5、薪资水平

	二、嵌入式行业公司的基本状况
	2、所属行业分布情况
	3、公司规模
	4、软件开发平台的选择
	5、软件开发调试工具的选择
	6、硬件开发平台的选择
	7、处理器芯片的选择
	8、软硬件人员的安排
	9、未来嵌入式操作系统首选
	10、最想选择的嵌入式应用方向

	三、嵌入式工程师获取信息的途径
	1、获取专业知识的途径
	2、首选搜索引擎
	1、企业人才需求现状
	2、对工作薪资的满意度
	3、如何看待培训

	五、特别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