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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是最具全球化特征的软件产品，全球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巨头玩家。

 所谓技术国产本身就错误理解了现代技术发展规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国际化的本土企业主导，才能开发出一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国产

操作系统和生态，放眼国内似乎只有华为。Linux内核由全球各地技术人员开发和维护，并不属于任何国家。微软、谷歌、苹果等国际化巨头也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们共同开发，它们的国际影响力使得它们的产品普及全球。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国际化的本土企业，只有这

样的企业才能拥有全球的人力资源来进行技术研发，全球的市场来销售产品，以及全球的影响力来培植一个生态体系。没有这样的企业主导，

我们无法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国产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作为应用生态的控制者，世界级操作系统无一例外都建立完成了统一的技术体系（从软件开发包到软件应用服务）和配套的商业模式，

这也是鸿蒙系统必须要建立完成的。

 根据公开数据和我们测算，2025年中国IOT设备连接数120亿个，鸿蒙渗透率将非线性增长，相对保守假设鸿蒙2025渗透率20%，测算2025

年鸿蒙硬件市场空间1308亿元，软件市场约为硬件的25%，总市场规模约为1700亿元。

 我们看好鸿蒙产业链中的供应链端环节：芯片、硬件开发（模组、板卡）、软件开发（系统适配、应用开发套件及中间件）、产品生态认证。

由于下游IOT设备开发商涉及领域和产品众多，但大多不具备底层硬件和鸿蒙系统特性技术能力，因此看好供应链端的芯片、硬件开发商（板级

组件）、软件开发商（系统组件）、认证机构相关计算机上市公司：润和软件、中科创达、中国软件国际等。

 润和软件：涉及硬件开发、软件开发、产品生态认证；中科创达：涉及硬件开发、软件开发；中国软件国际：涉及硬件开发、软件开发。

风险提示：鸿蒙系统推广应用不及预期；相关公司产品项目落地不及预期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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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华为HarmonyOS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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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最具全球化特征的软件产品
 全球操作系统发展重要里程碑

1946 1960-1970 1970-1980 1980-1990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16

操作系统诞生计算机诞生

v
1980年
DOS诞生
QNX诞生标志
RTOS诞生

1963年
Multics

1969年
UNIX

1976年
CP/M

1977年
BSD Unix

1981年
MS-DOS

1983年
Vx-works

1984年
Macintosh OS

1985年
Windows 1.0

2008年
Android 1.0
iPhone OS

1990年
Windows 3.0

1991年
Linux

1993年
FreeBSD
Window NT

1995年
Windows 95

1998年
Windows 98

1997年
Mac OS 7.6

2000年
Windows ME
Mac OS 9

2001年
Windows XP
Mac OS X

2006年
Windows Vista

2009年
Windows 7
Chrome OS

2011年
Android 4.0

2012年
Windows 8
Tizen 1.0

2013年
IOS 7
Tizen 2.0

2017-至今

2015年
Windows 10

2016年
Android 7.0

2017年
Android 8.0

2018年
Flutter 1.0

2019年
Android 10.0
HarmonyOS 1.0

2020年
HarmonyOS 2.0

2021年
Android 12.0

资料来源：技德，中信建投



操作系统—最具全球化特征的软件产品
 操作系统产品结构及分类

 操作系统分为分时操作系统和实时操作系统，区别是是否在特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任务的执行。现在流行

的PC、服务器都采用分时操作系统，代表产品有Linux、Unix、Windows等；实时操作系统主要应用于

过程控制、数据采集、通信、多媒体信息处理等对时间敏感的场合，代表产品有Vx-works、QNX等

 按照不同应用场景，操作系统又可能分为端侧OS和服务器OS，端侧OS包括Windows、Android、IOS、

ChromeOS、iPadOS、HarmonyOS；服务器OS主要基于Linux开源，包括各类Linux发行版

类别 定义 特征

分时操
作系统

将系统处理机时间和内存
空间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
轮流地切换给各终端用户

的程序使用。

交互性、
多路性、
独立性、
及时性

实时操
作系统

保证在一定时间限制内完
成特定功能，并控制所有
实时任务协调一致运行的

操作系统

高精度计
时、多级
中断、实
时调度

资料来源：csdn，中信建投

表：分时、实时操作系统对比图：操作系统结构

资料来源：csdn，中信建投



操作系统—最具全球化特征的软件产品

大型机 PC机 服务器 移动智能终端

I/O批处理

智能汽车、IOT、
机器人、工业制造

操作系统

计算设备

视窗操作系统 复杂处理操作系统 移动网络操作系统 下一代多系统（端）
融合操作系统

网络通信 无 Internet Internet 蜂窝移动
通信、Wifi

Ethernet、
NFC、蓝牙

 全球操作系统发展伴随着计算设备变化和网络通信发展

图例

资料来源：pconline，中信建投



操作系统—最具全球化特征的软件产品

IBM Intel/AMD 苹果/高通/海思
/MTK/三星

OS/360操作系统

通用计算
芯片厂商

Windows/Linux Android/IOS 物联网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发展离不开通用计算芯片的全力支持，本质上是形成统一CPU ISA+OS kernel的全球计算平台

通用计算芯
片指令集架
构（ISA）

ARMX86
首次实现
指令集可
兼容

ARM/RISC-V

多元算力（驱动
程序，无通用ISA） 无 GPU GPU、FPGA、ASIC

统一
ISA+OS

kernel计
算平台

苹果/高通/海思
/MTK/三星

代表组合

 DOS（1983）  8086、80286

 Windows 3.x  80386、80486

 Windows 95  奔腾Pentium

 Windows 98  Pentium2、Pentium3

 Windows 2000  Pentium4

 Windows XP  酷睿、酷睿双核

 Windows 7（2009）  酷睿四核

 Windows 10  酷睿™八核

 Android 2.2  ARMv5

 Android 4.0（2010）  ARMv7

 Android 5.0（2014）  ARMv8

 Android 12（2021）  ARMv9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



操作系统—最具全球化特征的软件产品
 全球范围内操作系统趋同，全球生态格局清晰，近40年来世界级的操作系统均是全球化的通用软件

人才/研发
全球化

产品销售
全球化

全球影响力

Linux 微软 谷歌 苹果 华为

Linux开源社区开发
者来自全球各个国
家和地区

各发行版本广泛应用
于不同的应用环境

依托Red Hat渠道。
Linux内核在IDC、
超算等领域全球份
额绝对领先

190个国家和地区
建分支机构。英国
剑桥、中国北京等
地设立研究院

全球最大的电脑软
件提供商。桌面操
作系统全球份额
70%+

提升世界生产力、
改变了全人类生活
方式

搜索引擎、Gmail
遍布全球；安卓移
动端操作系统全球
份额70%+

瑞士、波兰、中
国、新加坡等地
设立研发中心

塑造人类知识获
取、交通出行、
社交互动

吸纳全球人才；
库克执掌后，在
欧洲、亚太多国
设立研发中心

25个国家和地区
的511家零售店；
IOS移动端全球份
额近30%

重新定义智能手
机、引领全球消
费电子时尚潮流

业务遍及170多个
国家和地区，服务
全球30多亿人口

海外研发中心覆盖
印度、俄罗斯、土
耳其、欧洲、北美；
外籍员工超3万人

通信领域引领世
界；智能产品成
为世界新选择

资料来源：pconline，中信建投



操作系统—最具全球化特征的软件产品

 下一代操作系统应该具备以下5点特性

2
实时+分时

RT+TS

1
超微内核

Ultramicro kernel

5
可信安全

Trusted security

4
人工智能

AI

3
多系统融合
Multisystem 

integration

 我们认为下一代操作系统应该具备以下5点特性，HarmonyOS兼具这5点特性

微内核（几百K的

系统内核），提供
硬件高精度时钟微
秒级的实时响应速
度

系统支持实时和分
时应用的同时运行，
满足复杂场景如无
人驾驶车控和乘客
娱乐的兼容性

系统支持不同硬件
系统设备， UI自动

适应不同终端和使
用习惯，多终端之
间操作互联互通

支持人工智能
运行/开发环
境

系统提供高可
靠性和高安全
性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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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我们理解华为HarmonyOS的发展规划

应用软件
APP

行业解决方案
Solution

计算机&手机
PC&Mobile

机器人
Bots

智能汽车
Intelligent 

vehicle

其他物联终端
Other device

工业互联网
Industrial Internet

HMS 华为应用市场

鸿蒙操作系统（分布式，实时+
分时）

HarmonyOS（RT+TS）

大数据

云计算

HarmonyOS+

人工智能
AI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操作系统本源——为什么操作系统能够控制应用生态？

应用生态控制
者

微软 苹果 谷歌

软件开发工具
包

.NET 
Framework

iOS SDK Android SDK

编译器 Visual Studio gcc jdk

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xCode Android ADT

软件包规范 .exe .ipa .apk

软件应用服务
Microsoft
Store、

WSOffice、IE

IOS Core
（App Store、
iTunes Store、

Maps、
HomeKit等）

GMS Core
（Android 
Market、

Maps、Search、
Gmail、

YouTube等）

无论是Wintel体系、Apple体系、Android

体系，均建立了基于固定CPU+OS组合计

算平台的统一技术体系和配套商业模式。

 统一的技术体系，包括软件开发工具包、

编译器、开发工具、软件包规范、软件

应用服务

 配套的商业模式，包括计算平台

“CPU+OS”提供商暨应用生态控制者、

整机提供商、软件提供商、应用服务商、

用户等产业要素合作共赢

 对于华为而言， HarmonyOS 兼 容

Android 应 用 ， 但 是 无 法 使 用 GMS

Core服务
资料来源：AOSP，苹果，微软，中信建投

表：微软、苹果、谷歌技术与服务对比



 首先，华为HarmonyOS做到兼容过去，能够流畅安装运行Android原生应用

 华为曾经深度参与AOSP（Android开源项目）和Android系统开发，帮助Android走向成功，对Android内

核有深刻理解和掌握

 HarmonyOS Kernel兼容Android内核，天然适配ARM芯片，同时也支持RISC-V及可适配专用芯片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兼容Android内核

图：鸿蒙系统结构图 图：鸿蒙系统UI界面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中信建投



 首先，华为HarmonyOS做到兼容过去，能够流畅安装运行Android原生应用

 在移动端，即使是Android原生应用，HarmonyOS在系统性能和应用运行响应测试表现要略优于EMUI11（

Android），但用户感官体验并不明显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图：华为 P40 Pro分别搭载Android和HarmonyOS流畅度测试数据对比（Android原生应用）

资料来源：鲁大师，中信建投



 首先，华为HarmonyOS做到兼容过去，能够流畅安装运行Android原生应用

 而如果是基于HarmonyOS开发的原生应用，系统性能、文件大小和应用运行响应则有更明显优化

 移动端HarmonyOS系统大小约6G，小于Android系统，同时基于HarmonyOS开发的原生应用软件安装包

大小远小于Android原生应用（央视影音、新浪新闻等）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表：8GB+256GB华为MateX2
分别搭载不同系统状况对比

EMUI11
Harmony

OS 2.0

已使用ROM 182GB 176.22GB

8GB RAM在
3小时内平均
使用率

66% 58%

用户可用内
存

2.44GB 3.03GB

图：鸿蒙原生应用与Android原生应用安装包大小对比
图：华为mate 20搭载
EMUI10系统大小约13G

资料来源：bilibili，中信建投



 其次，华为HarmonyOS并非移动智能操作系统，而是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

 从技术角度尤其是设计理念来看，HarmonyOS和Android有本质区别，虽然都是基于Linux内核，但是

HarmonyOS采用微内核设计，同时基于分布式架构和组件设计，能够实现弹性部署（不同设备选取原生操

作系统不同组件进行拼装）、同时支持实时（无人驾驶车机）和分时（生活娱乐）、虚拟化快速连接（不同

终端从底层OS就是联通的）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鸿蒙 iOS 安卓

硬件载体
手机之外，还可以搭载在电视、
手表、车机、智能家居等众多

IoT设备
手机为主 手机为主

增长空间 IoT设备潜力大 有限 有限

优点 流畅、开源、分布式能力 流畅 开放

缺点 新生系统、处于增长期 封闭 碎片化、卡顿

开发者开发App 一次开发多端适配 单独适配 单独适配

表：鸿蒙HarmonyOS 2.0与安卓/iOS的区别

资料来源：华为，中信建投



 其次，华为HarmonyOS并非移动智能操作系统，而是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

 对消费者而言，HarmonyOS采用分布式技术，能够将生活场景中的各类终端进行能力整合，形成一个“超

级虚拟终端”，可以实现不同终端设备之间的快速连接、能力互助、资源共享，匹配合适的设备、提供流畅

的全场景体验，解决大量智能终端体验割裂问题。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图：大量智能终端用户体验割裂

资料来源：华为，知乎，中信建投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

图：分布式架构实现应用无需跨OS平台自然连接

应用1 应用2 应用3

OS1 OS2 OS3

3

应用1 应用2 应用3

OS1

跨
平
台

跨
平
台

直
连

直
连



 其次，华为HarmonyOS并非移动智能操作系统，而是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对应用开发者而言，能够实现一次开发，多端部署。HarmonyOS采用了多种分布式技术，使得应用程序的

开发实现与不同终端设备的形态差异无关，降低了开发难度和成本。这能够让开发者聚焦上层业务逻辑，更

加便捷、高效地开发应用。

HarmonyOS提供了用户程序框架、Ability 
框架以及 UI 框架，支持应用开发过程中多终
端的业务逻辑和界面逻辑进行复用

HarmonyOS支持
一次开发多端部署

图：一次开发、多端部署架构图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其次，华为HarmonyOS并非移动智能操作系统，而是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对设备开发厂商而言，对设备开发者而言，HarmonyOS采用了组件化的设计方案，可以根据设备的资源能

力和业务特征进行灵活裁剪，满足不同形态的终端设备对于操作系统的要求。

 搭载HarmonyOS的IOT智能设备厂商不再需要单独开发APP就能实现对设备控制

表：鸿蒙HarmonyOS裁剪示意图 图：手机一碰便进入美的烤箱控制页面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第三，华为HarmonyOS对标世界级操作系统打造统一技术体系

 HarmonyOS打造统一技术体系：包括SDK、工具链（编译器）、开发工具、软件包规范、HMS软件应用服务。

 其中最关键的HMS（华为移动服务Huawei Mobile Services）包括华为帐号、应用内支付、华为推送服务、华

为云盘服务、华为广告服务、消息服务、付费下载服务、快应用等服务。

应用生态控制者 谷歌 华为

软件开发工具包 Android SDK Harmony OS SDK

编译器 jdk 方舟（LLVM）

开发工具 Android ADT HUAWEI DevEco Studio

软件包规范 .apk .hap

软件应用服务
GMS Core（Android Market、

Maps、Search、Gmail、
YouTube等）

HMS（HUAWEI AppGallery、
Browser、Mobile Cloud、
Themes、Music、 Video、

Reader等）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资料来源：华为，中信建投

表：谷歌、华为统一技术体系（开发&运行）



 第三，华为HarmonyOS对标世界级操作系统打造统一技术体系

 HarmonyOS打造统一技术体系：包括SDK、工具链（编译器）、开发工具、软件包规范、HMS软件应用服务

 其中最关键的HMS（华为移动服务Huawei Mobile Services）包括华为帐号、应用内支付、华为推送服务、

华为云盘服务、华为广告服务、消息服务、付费下载服务、快应用等服务。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图：HarmonyOS应用开发流程

图：构建开发全场景应用的完整平台工具链与生态（统一技术体系）

适合全场景
应用框架

复杂跨设备操作
封装为简单接口

一次开发
多端部署

多设备、多语言
编译（Java/JS）

全场景创
新应用

HarmonyOS应用框架 13000+ APIs 方舟编译器HUAWEI DevEco

分布式应用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SDK 编译器开发工具API .hap及HMS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基于自主底层的芯片（麒麟）和操作系统（鸿蒙），

华为打造与“Android-谷歌GMS”类似的“鸿蒙OS-

华为HMS”体系。对标GMS，华为HMS奉行”上不碰

应用，下不碰数据”的策略。

 基于五大引擎，助力七大服务。HMS的核心是支付服

务、搜索引擎、AI引擎、地图引擎、Ads引擎。五大引

擎赋能HMS Core 5.0覆盖七大领域的服务，包括：应

用服务（App Services）、图形（Graphics）、媒体

（Media）、人工智能（AI）、智能终端（Smart

Device）、安全（Security）、系统（System），拥

有全面的生态基础开放能力，提供出行、电商、金融

、游戏、影视娱乐、智能创意营销、人脸签到等解决

方案。

 第三，华为HarmonyOS对标世界级操作系统打造统一技术体系

HarmonyOS提供了一个可以有效保护应用和用户数
据的执行环境。遵循GAPP、GDPR及当地法规3个区
域、15个数据中心、20+合规性认证

图：安全保障示意图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操作系统—应用生态的控制者，华为HarmonyOS要建立统一技术体系

 鼓励开发者及合作伙伴共同创新、合作共赢。HMS Core提供端、云开放能力。华为在全球设立了7个DigiX

Lab,支持真机调试/开发能力体验/工具体验等,打造与开发者深度合作、打造极致用户体验的平台；节省成本，

免费开始、易于上手，灵活、丰富的开放能力，从开发至上架，一站式服务体验，最多3人天即可完成单个kit

服务的集成对接；华为开发者联盟作为全球化开放服务平台,为开发者创新提供覆盖应用和服务开发全生命周

期的一站式高效运营支持服务；华为通过耀星计划,设置10亿美元激励资源；HMS Core Sparkle线下行业沙龙

将前沿行业动向及HMS Core的全新开放能力与服务赋能给开发者。

 集结全球开发者、认可度高：截止2021年第一季度,华为终端云服务全球注册开发者已经超过了270万,全球集

成HMS Core应用的数量也已经超过13.4万,其全球分发、高效接入、安全可信、精准触达的特性被广为认可。

 第三，华为HarmonyOS对标世界级操作系统打造统一技术体系

图：HarmonyOS论坛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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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华为打造HarmonyOS开源版本Open Harmony，帮助友商及合作伙伴二次开发

操作系统—建立生态需要配套的商业模式，HarmonyOS生态打造之路

Google

开发

安卓

EMUI、
MIUI等

基
于

AOSP

（开源社区）

开源支持

华为

代码贡献

开
发

断供系统及GMS服务

开发

HarmonyOS Open Harmony

闭源
交付开源

开源

友商开发黑：美国制裁前
红：美国制裁后

1+8+N

1（手机）+8（车机、音
箱、耳机、手表/手环、
平板、大屏、PC、AR/VR）
+ N（泛IOT设备）

工信部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开源
支持

 应对美国制裁，华为通过Open
Harmony开源强势求生

 开源生态是操作系统大势所趋。
Open Harmony基于同一套系统能
力、适配多种终端形态的理念，支
持多种终端设备上运行

 Open Harmony作为国家项目，华
为已放弃了鸿蒙系统所有权。国家
将给予支持以应对“卡脖子”难题

资料来源：华为社区，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中信建投



 其次，推出HarmonyOS Connect品牌计划，启动智能硬件合作伙伴计划

操作系统—建立生态需要配套的商业模式，HarmonyOS生态打造之路

 合作伙伴分为生态产品合作伙伴和生态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按照生态伙伴提供的产品类型又分为硬件开发商（芯片、模组、板卡）、软件开发商（OS适配定制

、应用开发套件、基础软件算法）、设备开发商（IOT厂商）

最终用户

生
态
解
决
方
案
合
作
伙
伴

软件开发商

中间生态
集成 赋能

硬件开发商

生态产品合作伙伴
芯
片
厂
商

设备开发商

提供

第三方认证机构

产品认证

资料来源：华为，中信建投



 其次，推出HarmonyOS Connect品牌计划，启动智能硬件合作伙伴计划

操作系统—建立生态需要配套的商业模式，HarmonyOS生态打造之路

 赋能产品性能提升、加强用户体验：加入 HarmonyOS Connect 生态，合作伙

伴的智能硬件产品能够基于 HarmonyOS，实现极简配网、万能卡片、极简交互

、硬件互助等能力。用户手机一碰即可将智能设备联网，无需安装 APP 也能随

时控制，解决设备智能特性使用率低等难题，实现快速、低成本连接用户。

 生态解决方案赋能产品生产：生态伙伴基于 HarmonyOS Connect 云到端的整

套智能设备解决方案，快速构建智能硬件，缩短产品上市周期，还可以与

HarmonyOS Connect 生态圈内的硬件互联互通，提升用户体验。

 HarmonyOS致力于提供全屋智能解决方案。鸿蒙与家电的融合，开启了家居生

活智能化的持续迭代升级。美的将基于华为鸿蒙系统和华为“1+8”的设备能力

，与华为共同打造更多的智慧家庭全场景。例如美的与鸿蒙米其林大厨“到你家

”项目中，根据米其林三星大厨手艺设置烹饪参数，鸿蒙赋能场景化体验，打通

用户体验体系。

图：华为全屋智能报价

资料来源：华为，中信建投
产品智能化将显著提升产品价值量



 其次，推出HarmonyOS Connect品牌计划，启动智能硬件合作伙伴计划

操作系统—建立生态需要配套的商业模式，HarmonyOS生态打造之路

 线上线下渠道帮助合作伙伴卖好产品：华为目前在全球有12家旗舰店，另外有5家在建。同时，华为在中国拥有超过5000家高端

体验店，覆盖中国每一个城市，有超过6万家零售与服务网点。华为商城（Vmall）和华为官方旗舰店等自有零售阵地店，以及

15000 多家三方销售渠道，打通全场景、多路径卖货渠道，给予伙伴全面流量扶持，帮助伙伴卖好产品。

 助力合作伙伴运营好产品：通过高频刚需的设备场景化联动以及 HarmonyOS原子化服务的智能分发将全面带动合作伙伴产品的

活跃度。同时华为将开放运营系统，提供数据运营平台，让合作伙伴产品和服务效果可视、可控，带来更好的用户转化效率。

 现有广告渠道助力提升合作伙伴产品影响力：HUAWEI Ads为泛生态合作伙伴提供付费展示服务。PPS营销平台目前已接入华为

视频、华为音乐、华为阅读、智能助手（负一屏）、浏览器、杂志锁屏、云文件夹等多个媒体，已开放开屏、锁屏、焦点图、

banner位、信息流等众多展示位，可直接触达4亿+移动用户。

图：华为渠道能力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第三，持续推动HarmonyOS搭载使用落地，打造头部品牌标杆产品，形成行业辐射影响力

操作系统—建立生态需要配套的商业模式，HarmonyOS生态打造之路

 在智能家居领域，国内美的、九阳、老板已有搭载HarmonyOS的产品上市，格力、海尔等头部厂家已有多款产

品通过HarmonyOS认证，形成头部标杆效应。同时，HarmonyOS已和博世、飞利浦等国际知名家电品牌展开

合作，为提升海外市场影响力奠定基础。

 智能汽车领域，北汽极狐车内搭载全球首款华为HarmonyOS车机，车内外全场景实现高速互联，华为HilinK加

持，ICT技术与智能网联汽车深度融合。鸿蒙OS助力实现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车主通过5G网络联控多项功能。

极狐 阿尔法S

格力智能空调 TCL智能电视

飞利浦加湿器HU4908博世洗衣机

图：部分搭载鸿蒙系统产品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公开资料，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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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家电+工业互联网推动鸿蒙快速布局

 搭载鸿蒙系统设备数量未来预计将达到数十亿量级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华为全球

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10亿，手机存

量用户突破7.3亿。以存量30%替

换率计，存量替换规模看2亿以上

移动终端 智能家电

2020年我国家电出口总量近34亿台

，内销量测算约45亿台。以未来鸿

蒙系统30%搭载率估计，家电板块将

带来20亿台/年的布局数量。

工业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连接的人、机、物
的数量远远大于消费互联网平
台连接的人的数量，到2020年
IOT设备接入量将达到500亿以
上。以1%的搭载率计，鸿蒙便
有5亿的市场空间



移动终端+家电+工业互联网推动鸿蒙快速布局

 家电行业头部效应明显，增长潜力巨大

 移动终端受制裁影响，鸿蒙系统在华为存量手机替换完成后，未来增长空

间有限。预计其他国产手机厂商部分机型将搭载鸿蒙系统。

 智能家电行业本身尚处蓝海，IDC预计2020年中国智能家居出货仅2.15亿

台，不足2020年中国家电总销量的5%。未来看好增长潜力巨大。

 家电行业头部效应明显，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细分领域前三大厂商市场

份额占50%以上。鸿蒙已与美的、格力、老板等行业龙头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多款产品已通过鸿蒙认证且开始销售。未来有望通过头部企业进一步

带动下游布局。

 国际知名家电品牌博世全资子公司博西家电年营收130亿欧元级，已有冰箱

、洗衣机、烘干机、烤箱、咖啡机等多款产品获得鸿蒙认证；飞利浦加湿

器在认证名单之列。未来鸿蒙系统有望借助国际知名家电品牌影响力，搭

载家电走向全球市场。

图：2017-2020年中国智能
家居设备市场出货量

资料来源：IDC，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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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家电+工业互联网推动鸿蒙快速布局

 2010-2018年全球物联网设备数量高速增长，复合增长率达20.9%，2018年，全球物联网设备连接数量约

为91亿个。

 预测2022年全球物联网设备（包括蜂窝及非蜂窝）联网设备将达到164亿个，2025年将达252亿个。2019

年我国物联网连接规模为31亿，预计2022年物联网连接规模将达到70亿个，2025年将达到120亿。

图：中国物联网设备连接规模及预测

资料来源：IOT Analytics，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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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球物联网设备连接规模及预测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中信建投

 IOT设备数量增长潜力巨大，中长期看HarmonyOS模组、开发板硬件市场规模超过千亿



移动终端+家电+工业互联网推动鸿蒙快速布局

 IOT设备数量增长潜力巨大，中长期看HarmonyOS模组、开发板硬件市场规模超过千亿

 根据公开资料，HarmonyOS模组价格约为10元；较复杂的如摄像头联网开发板价格约为200-300元；开发

套件（WiFi主板、扩展板、通用底板）根据硬件配置、开发项目的不同，价格在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

润和HiSpark IPC DIY 
摄像头开发板：299元

润和Neptune模组：9.9元
润和Taurus & Pegasus AI计算
机视觉基础开发套件：1699元

图：模组/开发板/套件价格

中软LYEVK-3861A 智能物联
网开发板套件：399元

中软Chinasoft_WIFI_IOT_
主控板：199元

四川爱联AI-Link WiFi
模块 Hi3861：9.9元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移动终端+家电+工业互联网推动鸿蒙快速布局

 以HarmonyOS硬件为参照，我们假设模组均价10元；开发板均价200元；开发套件均价500；

 我们假设85%IOT设备需要模组，10%板卡，5%开发套件；

 华为预计2021年底将有至少3亿设备搭载 HarmonyOS，其中2亿台为手机，3千万为pad、手表、智慧屏等

，预计合作伙伴IOT设备1亿台，我们预计未来3年合作伙伴IOT设备有望保持翻倍增长

 华为表示HarmonyOS用户渗透率最低线是16%，我们假设2025年HarmonyOS在IOT设备渗透率20%

全球2025E 中国2025E 鸿蒙2025E

IOT联网设备 252亿个 120亿个 24亿个

模组 2142亿元 1020亿元 204亿元

开发板 5040亿元 2400亿元 480亿元

开发套件 6300亿元 3000亿元 600亿元

总计 13734亿元 6540亿元 1308亿元

 IOT设备数量增长潜力巨大，中长期看HarmonyOS模组、开发板硬件市场规模超过千亿

表：全球、中国及鸿蒙IOT硬件市场规模

IOT项目中一
般硬件和软件
占比约为8:2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HarmonyOS产业链及相关标的

 由于IOT设备商涉及领域和产品众多，但大多不具备底层硬件和鸿蒙系统特性技术能力，看好芯片、硬件开

发商（板级组件）、软件开发商（系统组件）、认证机构相关计算机上市公司：润和软件、中科创达、中国

软件国际等。

 重点推荐关注鸿蒙产业链中生态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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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和软件：鸿蒙生态首批共建者，鸿蒙IOT全生态型选手

 润和软件是OpenHarmony发起单位之一、华为HarmonyOS（鸿蒙操作系统）生态共建者、海思芯片及IoT

战略合作伙伴、国际开源组织Linaro 96Boards核心会员。

 公司打造了HiHope芯片全栈解决方案平台，涵盖芯片设计服务、硬件开发生产、硬件测试认证、板级支持软

件、芯片调测软件、应用解决方案原型等的一站式芯片解决方案平台，领域涉及智慧联接、智慧视觉、智慧

工业、智慧媒体、智能计算。

 公司为HarmonyOS提供全栈IOT解决方案和产品认证服务，相关产品和认证服务今年预计进入规模化爆发

。从HarmonyOS模组、开发板，到HarmonyOS适配定制、应用开发套件和中间件，再到接入HarmonyOS

Connect的产品认证服务。

 重点推荐关注鸿蒙产业链中生态解决方案供应商

硬件开发
（模组、板

卡）

软件开发
（OS适配定

制、应用开
发套件等）

产品认证
（产品测试
认证、接入
生态认证）



中国软件国际：鸿蒙生态首批共建者，鸿蒙IOT全栈型选手

 与华为一同推进鸿蒙生态：

• 元老级参与者：中软国际全程参与鸿蒙OS从0到1的搭建，是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白金理事单位，对鸿

蒙具备“代码级”理解；

• 先发优势：中软国际是鸿蒙Connect（HiLink）生态最早的使能服务商，已经为70+设备商提供服务，

接入SKU超过100+，荣获华为HiLink“卓越合作伙伴”大奖；

• 全栈能力：从底层芯片适配到软硬件、全场景解决方案，从联合客户生态产品创新落地，到自研鸿蒙开

发套件上架销售，中软国际已具备由轻鸿蒙到富鸿蒙的软硬件能力，未来将持续打造鸿蒙万物互联的世

界，致力于成为鸿蒙生态全栈式使能服务领跑者。

 华为鸿蒙直接受益厂商，2021年有望直接看到鸿蒙相关的明显收入，收入主要来自：1）销售搭载鸿蒙系统

硬件模组；2）鸿蒙系统中间件开发；

 预计公司2021-2022年实现收入176亿、215亿元，实现净利润12.3亿、15.5亿元，当前市值对应21年19X，

22年15X。

 重点推荐关注鸿蒙产业链中生态解决方案供应商



中科创达：HarmonyOS及HMS车机版主要合作伙伴

分类 2018A 2019A 2020A 2021E 2022E
智能操作系统
收入（百万元） 849.11 966.51 1,162.15 1,394.69 1,593.64
同比（%） 13.90% 13.83% 20.24% 20.01% 14.27%
毛利率（%） 46.80% 46.60% 49.98% 50.00% 50.00%

智能物联网硬件
收入（百万元） 336.19 379.22 695.49 1,112.78 1,613.54
同比（%） 28.00% 12.80% 83.40% 60.00% 45.00%
毛利率（%） 19.55% 19.50% 22.91% 25.00% 26.00%

智能网联汽车
收入（百万元） 279.29 481.13 770.41 1,208.91 1,726.52
项目开发 211.63 378.15 626.34 967.72 1242.11 
软件许可 67.66 102.98 144.07 241.19 484.41 
同比（%） 84.00% 72.27% 60.13% 56.92% 42.82%
毛利率（%） 52.90% 52.90% 54.78% 55.18% 58.42%

合计

合计

收入（万元） 1,464.58 1,826.86 2,628.05 3,716.38 4,933.70
同比（%） 26.00% 24.74% 43.86% 41.41% 32.76%
毛利率（%） 41.71% 42.63% 44.22% 44.20% 45.10%

 座舱方面：华为车机版鸿蒙OS面向车厂

的核心合作伙伴，提供包括HMS-A面向

车机及不同车厂的定制版本开发，同时提

供Kanzi，客户包括北汽等等。

 物联网方面：基于WiFi+BLE二合一SoC

芯片开发的鸿蒙操作系统发行版，该操作

系统是业内率先完成HarmonyOS

Connect全套餐集成适配，面向嵌入式

WiFi+BLE芯片的操作系统。支持鸿蒙碰

一碰配网以及HarmonyOS Connect，能

有效缩短客户产品鸿蒙适配、HiLink对接

周期。可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智能照明

等面向个人、家庭和行业的物联网产品和

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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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鸿蒙系统推广应用不及预期

 相关公司产品项目落地不及预期

感谢左少逸对本报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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