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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021年 5月 18日上午，华为在上海举办 HarmonyOS Connect伙伴峰

会，是鸿蒙硬件生态品牌升级正式为 HarmonyOS Connect品牌的正式发布会。 

 

核心观点 

⚫ 鸿蒙硬件生态品牌升级，不同终端基于统一操作系统技术，终端智联有望得

到实质推进。鸿蒙为不同的设备智能化、互联以及协同提供了统一的语言，

让多终端能够协同在一起，一起为消费者带来简捷、流畅、连续、安全可靠

的全场景交互体验，实现一套系统能够满足所有智能硬件的要求。同时，鸿

蒙 OS也对于生态伙伴产品的快速开发和认证、提升联网效率、复用华为渠

道销售能力方面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我们认为，此次峰会彰显了华为推动

鸿蒙生态体系的决心，华为鸿蒙终端智联体系有望得到实质推进。 

⚫ 用户体验的优化、生态伙伴利益的保障有望形成正向循环。从技术角度，鸿

蒙操作系统在各终端的统一，直接降低了各终端协同工作的技术难度，也有

利于整个生态链的一致发展。从功效角度，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终端有望经

历 2方面的升级：单点性能提升+联接效率提升，这都将直接优化各场景中

的用户体验度，而用户体验度的提升自然会推动鸿蒙生态的认可度，从而实

现正向循环。 

⚫ 智能互联有助于发掘华为硬件终端市场潜力，联接智能有望超越单点智能

之和。目前，智能终端的用户价值仍主要依赖于终端单点本身，而非联接产

生的协同效应。鸿蒙生态旨在推进多终端智能联合趋势的实现，各场景下的

终端实现有效和高效联接，有望产生类似“蜂群智慧”的效果，从而导致联

接体的整体智能强于单点的简单叠加，有望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催生新的场

景需求，突破当前终端产品设计的现实瓶颈和想象力瓶颈。 

⚫ 鸿蒙生态伙伴也有望受益于竞争边界的重构红利，形成鸿蒙生态整体利益

共同体。鸿蒙生态伙伴产品之间可以凭借相同的底层技术实现互动和互联，

这本身就是新的商业联合体的形成，从而改变了各终端产品之前各自为战

的分散局面，形成统一合力。单个生态伙伴的竞争力将不仅来源于企业自身

的研发和产品实力，而更依赖于整个鸿蒙生态的市场影响力，直接导致企业

竞争边界的重构，特别是对鸿蒙生态圈之外的竞争企业的优势将得到强化。 

投资建议与投资标的 

⚫ 建议关注在鸿蒙生态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标的：中科创达(300496，未评

级)、中国软件国际(00354，未评级)。 

风险提示 

⚫ 鸿蒙生态推进不及预期；疫情反复影响实体经济；国际贸易局势朝着不利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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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鸿蒙生态品牌升级，强化终端智联生态建设 

2021年 5月 18日上午，华为在上海举办 HarmonyOS Connect伙伴峰会。这是鸿蒙硬件生态品

牌升级正式为 HarmonyOS Connect品牌的正式发布会。鸿蒙生态战略可概括为：以鸿蒙操作系统

为技术的核心载体，与应用生态伙伴以及硬件生态伙伴一起，为消费者打造极致的终端体验。 

图 1：华为 HarmonyOS Connect伙伴峰会：携手伙伴共享万物互联时代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未来 10~20年，华为看好万物互联和数字化这 2个趋势，原因为 3点：1）市场空间大，中国 AIOT

市场空间超过万亿；2）万物互联时代，从单体设备向融合的多设备智慧体演进，终端的形态必然

发生改变；3）随着终端形态的演进，消费者体验和服务内容、形式也必然发生改变。 

图 2：华为智慧全场景生态战略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华为表示，做成生态的核心是能否为合作伙伴带来商业价值，能否给合作伙伴带来全面的技术到商

业的支持。目前，华为有超过 7亿部手机设备、超过 2亿部非手机设备、智慧助手月活超过 2亿，

是华为能给生态伙伴带来的生态圈规模。 

www.hibor.com.cn


LYiXlXeVXY0V9P9R7NmOqQpNmNiNrRsMlOqQnR8OmNpRxNpMrQxNmMuN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HeaderTable_TypeTitle 计算机行业动态跟踪 ——  华为鸿蒙智联生态品牌升级，终端智联有望进入新时代 

 

3 

图 3：HarmonyOS定义为万物互联时代打造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华为给出了 HarmonyOS 的定义：为万物互联时代打造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终端从传统设备，

到如今的单点智能设备(比如智能手机)，再到未来的多设备协同的发展过程中，鸿蒙为不同的设备

智能化、互联以及协同提供了统一的语言，让多终端能够协同在一起，一起为消费者带来简捷、流

畅、连续、安全可靠的全场景交互体验，实现一套系统能够满足所有智能硬件的要求。 

图 4：一个 OS满足未来 1+8+N全场景智慧生活需求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鸿蒙系统 3个核心的 DNA： 

1）不同设备统一的语言，一套操作系统可大可小，鸿蒙系统已经解耦成 9000 多个模块，可以按

照不同设备灵活组装到各类智能设备下，保证所有的设备统一语言； 

2）支撑所有的设备，即使物理形态有差别，也像是同一个 PCB板上的零件一样，硬件可以互动，

形成超级终端； 

3）服务跨端流转，脱离单设备依赖。 

领域拓展实现一横一纵。横向拓展：去年主要是在家居领域，今年要拓展到全场景。纵向拓展：从

品牌厂家拓展到全产业链，华为纵向集成了芯片、模组和解决方案类的厂家，提供完整的技术解决

方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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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鸿蒙生态横向和纵向拓展方向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从数量来看，华为预计 2021年底搭载鸿蒙系统的智能硬件将超过 3亿台。 

图 6：华为预计 2021年底搭载 HarmonyOS智能硬件将超 3亿台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同时，鸿蒙硬件生态品牌升级正式为 HarmonyOS Connect。这次升级意味着鸿蒙面向生态伙伴硬

件产品做到 4个统一：统一品牌、统一体验、统一方案、统一平台。 

图 7：鸿蒙硬件生态品牌正式升级为 HarmonyOS Connect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统一品牌：原来有 2个品牌，一个是 HUAWEI HiLink，一个是 HarmonyOS，将 2个品牌统一为

HarmonyOS Connect； 

统一体验：面向万物互联，做到极致的体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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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方案：提供完整的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从模组到软件服务到运维服务，到渠道共建。 

统一平台：华为提供了面向硬件生态伙伴的全生命周期的平台，全部数字化。新的鸿蒙的 OEM伙

伴服务平台已经于 5月 17日上线。 

此次升级，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变化，其内涵是做到 2 个升级：对消费者的体验升级，对生态伙伴

的商业合作升级。消费者体验升级有 4点内容：极简链接、万能卡片、极简交互、硬件互助，共同

产生消费者的极致体验；对生态伙伴的商业合作升级，华为认为，转型做生态和做产品的最大的变

化是首先要让生态伙伴赚到钱，让伙伴享受到商业价值。华为将从 3 个方面为鸿蒙生态伙伴提供

商业价值：做好产品、卖好产品、运营好产品。 

图 8：HarmonyOS Connect赋予消费者、合作伙伴的价值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做好产品：实际走访交流发现，过去的智能终端产品存在 3个问题：智能特性使用率很低、设备卖

完之后联网率很低、产品同质化严重。 

平均来看，95%的用户在买回智能终端产品之后，仅仅把智能设备当成传统工具来用，主要源于 3

个限制因素：连不上网、App下载安装之后用不了、使用了之后留不住用户习惯。 

华为认为，解决上述问题，是要解决怎么样更易用，怎么样更好用。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设备，联

网率提升 2-4倍；万能卡片确保使用率和激活率大幅提升，免安装服务，秒开，精准直达；极简交

互，带来更多入口，跨端联动。 

图 9：HarmonyOS旨在让设备更易用，以简单的交互带来不简单的体验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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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设备到单点智能化到多设备智慧体，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以传统手机为例，在功能机

时代，用户只能通过手机壳、挂链、手机铃声追求个性化；在智能手机时代，个性化得到了充分增

强，手机通过 APP实现了软件的个性化；而如今智能手机单体时代已见顶，手机用户量和 APP使

用时长已经触顶，单体机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未来，要发挥多设备协同的优势，基于场景、多设备、

互联能力给消费者提供极致体验，产生差异化。每一个场景中，鸿蒙都有产品组合，而不是单体产

品。产品组合中，部分由华为自行研发生产，更多的则是生态伙伴做的产品。 

图 10：智能终端发展趋势，从单设备智能化到多设备智慧体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华为提供了全栈的解决方案，一站式的研发工具。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到上层服务软件的全栈的解

决方案，让开发周期从 56天降低到 1周。 

图 11：鸿蒙助力开发者快速低成本开发  图 12：基于模板和通用组件实现无代码开发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认证周期缩短，最快一周获取华为的技术认证。结合前面的极速开发，意味着在极限情况下，从开

始做产品到通过我们认证，鸿蒙伙伴最快只需要 2周时间。 

图 13：HarmonyOS Connect技术认证周期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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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帮伙伴卖好产品：全渠道全场景帮助伙伴卖好产品，除了电商平台的华为旗舰店、华为商城，华为

预计新增 15000家第三方线下渠道店，帮所有的生态伙伴销售 HarmonyOS Connect的产品。 

图 14：全渠道全场景帮助鸿蒙伙伴卖好产品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通过高频刚需设备联动、原子化服务智能分发提升生态产品活跃度。当前最高频的设备是手机，用

户是分钟级交互时间，还有小时级(电视冰箱平板)，也有一些设备则是日级交互设备。鸿蒙用分钟

级、小时级交互设备给日级交互设备提供高频的体验和互动。设备好用，也必须要有方便有效的服

务能力，华为预计有 10家以上的原子化服务加入华为生态。 

图 15：鸿蒙生态伙伴产品活跃度提升方式 

 
 数据来源：活动现场拍摄，东方证券研究所 

 

华为对于鸿蒙生态体系建设表现出较强的诚意和决心。我们认为，此次峰会发布，表明华为在低成

本快速开发、快速认证、渠道销售等方面为鸿蒙生态伙伴提供了具有商业现实意义的全面、可落地

的支持。而峰会中不断强调商业伙伴利益的表述，也表达出合作共赢的诚意，整体来看，本次峰会

彰显了华为加速推动鸿蒙生态体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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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鸿蒙生态伙伴红利：突破市场瓶颈、竞争边界重
构 

终端用户体验的优化、生态伙伴利益的保障有望形成正向循环。从技术角度，鸿蒙操作系统在各终

端的统一，直接降低了各终端协同工作的技术难度，也有利于整个生态链的一致发展。从功效角度，

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终端有望经历 2方面的升级：单点性能提升+联接效率提升，这都将直接优化

各场景中的用户体验度，而用户体验度的提升自然会推动鸿蒙生态的认可度，从而实现正向循环。 

智能互联有助于发掘华为硬件终端市场潜力，联接智能有望超越单点智能之和。目前，智能终端的

“智能”属性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更多呈现为孤立状态或者浅层次、非规范联接状态，用户价值仍

主要依赖于终端单点本身，而非联接产生的协同效应。鸿蒙生态旨在推进多终端智能联合趋势的实

现，各场景下的终端实现有效和高效联接，有望产生类似“蜂群智慧”的效果，从而导致联接体的

整体智能强于单点的简单叠加，有望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催生新的场景需求，突破当前终端产品设计

的现实瓶颈和想象力瓶颈，从而直接扩大可能的市场空间。 

除了市场空间扩大，鸿蒙生态伙伴也有望受益于竞争边界的重构红利。鸿蒙生态伙伴产品之间可以

凭借相同的底层技术实现互动和互联，这本身就是新的商业联合体的形成，从而改变了各终端产品

之前各自为战的分散局面，形成统一合力。单个生态伙伴的竞争力将不仅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研发和

产品实力，而更依赖于整个鸿蒙生态的市场影响力，直接导致企业竞争边界的重构，特别是对鸿蒙

生态圈之外的竞争企业的优势将得到强化。 

我们认为，在鸿蒙生态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有望享受此轮红利，建议关注：中科创达(300496，

未评级)、中国软件国际(00354，未评级)。 

 

风险提示 

1）鸿蒙生态推进不及预期；2）疫情反复影响实体经济；3）国际贸易局势朝着不利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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