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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Table_Summary] 华为在 8 月 9 日举行的 2019 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正式推出了 Harmony（鸿蒙） OS，将会率先部署在智慧大屏、车机、

穿戴等智能终端上，随时有可能应用于手机，并预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使用开源的鸿蒙 OS，2020 年推出 2.0

版本用于 PC 操作系统等。 

国信计算机观点：华为鸿蒙 OS 的发布，代表着微内核操作系统走出实验室迈向商业市场，应用于以消费级场景为

核心的全场景智能终端，填补手机等终端 OS 系统的国内空白。华为通过时延引擎、IPC 技术的升级，全面发挥微

内核架构的低时延、低内存、高效率、高安全性优势，有望成为 IoT 时代的主流 OS 技术架构之一。我们认为华为

鸿蒙主要面向消费级场景，与国产 PC、服务操作系统厂商主要是合作关系，此外，华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合作伙

伴涉及较为广泛，鸿蒙 OS 的推出有望拉动生态发展，利好产业链核心公司。我们核心推荐中国软件（600536）、

中国长城（000066）、中科曙光（603019）、用友网络（600588）、启明星辰（002439）、长亮科技（300348）。 

评论： 

 微内核操作系统走出实验室迈向商业市场，应用于全场景智能终端 

鸿蒙 OS 的设计初衷是为满足 IoT 时代全场景智慧体验的连接要求，低时延、低内存、高效率、高安全性成为新连接的

标签。为此，华为提出了 4 大特性的系统解决方案。 

表 1：鸿蒙 OS 技术特性 

技术特性 简介 

分布式架构首次用于终

端 OS，实现跨终端无缝

协同体验 

 分布式 OS 架构和分布式软总线技术通过公共通信平台，分布式数据管理，分布式能力调度和虚拟外设四大能

力，将相应分布式应用的底层技术实现难度对应用开发者屏蔽，使开发者能够聚焦自身业务逻辑，像开发同一终

端一样开发跨终端分布式应用，使最终消费者享受到强大的跨终端业务协同能力为各使用场景带来的无缝体验。 

确定时延引擎和高性能

IPC 技术实现系统流畅 

鸿蒙 OS 通过使用确定时延引擎和高性能 IPC 两大技术解决现有系统性能不足的问题。确定时延引擎可在任务执

行前分配系统中任务执行优先级及时限进行调度处理，优先级高的任务资源将优先保障调度，应用响应时延降低

25.7%。鸿蒙微内核结构小巧的特性使 IPC（进程间通信）性能大大提高，进程通信效率较现有系统提升 5 倍。 

基于微内核架构重塑终

端设备可信安全 

鸿蒙 OS 采用全新的微内核设计，拥有更强的安全特性和低时延等特点。微内核设计的基本思想是简化内核功能，

在内核之外的用户态尽可能多地实现系统服务，同时加入相互之间的安全保护。微内核只提供最基础的服务，比

如多进程调度和多进程通信等。另外，鸿蒙 OS 将微内核技术应用于可信执行环境（TEE），重塑可信安全。 

通过统一 IDE 支撑一次

开发，多端部署，实现

跨终端生态共享 

鸿蒙 OS 凭借多终端开发 IDE，多语言统一编译，分布式架构 Kit 提供屏幕布局控件以及交互的自动适配，支持

控件拖拽，面向预览的可视化编程，从而使开发者可以基于同一工程高效构建多端自动运行 App，实现真正的一

次开发，多端部署，在跨设备之间实现共享生态。 

资料来源: HDC 2019，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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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内核操作系统走出实验室，多种优势决定成为 IoT 时代的 OS 技术架构。 

宏内核：将内核服务作为整体，将 CPU 调度、内存管理、终端处理设备驱动、应用管理进程调度、文件系统等控制计算

机正常运行的各个模块，都聚集在内核之中。宏内核是一个庞大的进程，各模块独立在进程地址空间运行，模块间的通

讯是通过直接调用其它模块中的函数实现的。 

微内核：提供必要服务的操作系统内核，其中这些必要的服务包括任务、线程、交互进程通信（IPC，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以及内存管理等等，其他服务都由外围服务完成。大部分内核都作为独立的进程在特权状态下运行，

它们通过 IPC 传递进行通讯。在典型情况下，每个模块都有一个进程。 

微内核的特性决定了其具备宏内核所不具备的优势： 

（1）能够使得不同的 API、文件系统，甚至不同的操作系统的特性在一个系统中共存。 

（2）系统非常灵活，当运行一个应用程序时，只需把选定的系统服务加载到系统中即可，而且修改服务不影响系统的运

行。 

（3）削减服务之间的依赖关系，提高系统稳定性。 

（4）能够应用在所有的应用程序和服务上，通过微内核接口对接更多模块的系统结构。 

（5）有效减少内存占用，例如 Android 有超过 1 亿行代码，内核就超过 2000 万行，但一般用户用到的代码不到 8%，

整体比较冗余，微内核有效避免。 

微内核的缺点有望随着技术进度而得到解决： 

一直以来，微内核执行效率较低是商业应用较大的阻碍。宏内核所有服务都“伸手即得”，而微内核大部分服务是通过外

围服务完成，内核与外围服务直接需要通过 IPC 进行通讯后才能返回给应用程序。鸿蒙 OS 通过精巧的内核结构设计，

大幅提升了 IPC 的效率，达到传统的 5 倍，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提高微内核的执行效率。 

鸿蒙 OS 目前主要面向消费级场景。华为第一款搭载鸿蒙 OS 的产品是智慧屏产品，华为表示未来三年，除完善相关技

术外，鸿蒙 OS 会逐步应用在可穿戴、智慧屏、车机等更多智能设备中。余承东则表示，鸿蒙系统随时可用到手机上，

但考虑到生态原因，优先使用谷歌生态。如果不能用安卓，会使用鸿蒙，比安卓更强大。迁移到鸿蒙系统，开发量非常

小。即“将安卓系统迁移到鸿蒙 OS，只需 1-2 天即可实现。但考虑到生态和合作伙伴我们手机会优先安卓系统”。同时

据华为时间表，2020 年推出 PC 桌面操作系统。 

 

 华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合作伙伴涉及较为广泛，鸿蒙 OS 的推出有望拉动生态发展 

鸿蒙 OS 使用微内核架构填补了我国在手机等智能设备 OS 系统的空白，有望与合作伙伴一道推动自主可控行业发展。

据华为官方表示，鸿蒙 OS 将向全球开发者开源，并推动成立开源基金会，建立开源社区。并且余承东表示：华为鸿蒙

系统将兼容 Linux、Unix 和安卓系统。 

生态决定操作系统真正的竞争力，优秀的产品需要优秀的生态才能够真正打下市场。 

类比国内 PC、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历经数十年发展，PC、服务器端的国产操作系统在 Linux 系统上的定制开发已趋

于成熟，在技术和体验方面，已经与国外产品水平相当，但关键差距在于生态构建。目前中国主流国产操作系统是基于

Linux 开源系统的定制开发，历经数十年的发展，技术和体验的差距已不明显。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曾在接受《人民邮

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国产桌面操作系统在技术和体验方面，已经与国外产品水平相当，目前与国外的差距

主要体现在生态系统方面。”倪院士一针见血的支指出，目前国产操作系统的核心应用瓶颈在于软件生态。这个软件生态

即包括中间件、数据库、办公软件等基础软件，也包括聊天工具、娱乐工具等应用软件。围绕国产操作系统的生态构建

成为当下要务。 

智能终端 OS 系统亦存在生态构建问题。宏内核对于“专供”应用的效率提升有非常高的友好度，这也导致谷歌的安卓

生态关系非常紧密。鸿蒙 OS 如何生态突围，仍需一段长时间的探索。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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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在服务器自主可控市场以鲲鹏和昇腾芯片为核心，已建立起包括服务器与部件、OS&虚拟化、存储、数据库、

中间件、大数据平台、云服务、管理和服务、行业应用等 9 大产业环节的生态。鸿蒙 OS 的推出，或有望复制这一

生态构建路径，拉动整个生态的发展。 

图 1：华为鲲鹏产业生态圈 

 

资料来源：HDC 2019，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鸿蒙主要面向消费级场景，与国产 PC、服务操作系统厂商主要是合作关系 

站在计算机行业的角度，我们认为在 PC 操作系统市场华为有望逐步成为消费级场景的主流厂商之一，而在服务器操作

系统市场，华为或更倾向于与银河麒麟深入合作。 

首先，华为鸿蒙 OS 目前涉及的应用场景以消费类场景为主，并未涉及上市公司主要参与的党政军市场。在党政军市场

更多的是生态合作关系。 

其次，在服务器 OS 系统方面，银河麒麟是上市公司中国软件的控股子公司天津麒麟旗下的国产操作系统品牌。2014 年

天津麒麟成立，产品体系和技术路线上与中国软件另一家控股子公司中标软件（中标麒麟 OS）处于一种特殊的竞合关

系，天津麒麟为了体现国防科大的技术传承和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恢复使用“银河麒麟”品牌。天津麒麟是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国防科技大学、天津市滨海新区联合发起成立的国有控股企业。银河麒麟操作系统也称为麒麟操作系统，

起源于国防科技大学，是在“863 计划”和核高基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下，研制而成的国内安全等级最高的操作系统。中

国电子 2017 年底在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式发布“PK 体系”，即是指银河麒麟操作系统与飞腾处理器的组合，是“Wintel”

组合的最强挑战者。银河麒麟品牌在中国电子及国家政策支持下，已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在 PC、服务器领域国产操作

系统市占率第一，生态构建较为完善。目前华为鲲鹏系列服务器与银河麒麟合作紧密，未来趋势有望延续。 

最后，在 PC OS 系统方面，目前也是银河麒麟、中标麒麟占据国产化市场的主要份额。但根据华为时间表，2020 年即

将推出 PC PS 系统。我们预计华为有望主要面向 2B、2C 市场进行推广，逐步成为消费级场景的主流厂商之一。 

 核心推荐安全可控行业“核心资产” 

华为鸿蒙 OS 的发布，代表着微内核操作系统走出实验室迈向商业市场，应用于以消费级场景为核心的全场景智能

终端，填补手机等终端 OS 系统的国内空白。华为通过时延引擎、IPC 技术的升级，全面发挥微内核架构的低时延、

低内存、高效率、高安全性优势，有望成为 IoT 时代的主流 OS 技术架构之一。我们认为华为鸿蒙主要面向消费级

场景，与国产 PC、服务操作系统厂商主要是合作关系，此外，华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合作伙伴涉及较为广泛，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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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OS 的推出有望拉动生态发展，利好产业链核心公司。我们核心推荐： 

基础软件：中国软件（600536） 

基础硬件：中国长城（000066）、中科曙光（603019） 

ERP 国产化：用友网络（600588） 

网络安全：启明星辰（002439） 

银行核心系统国产化：长亮科技（300348） 

 

 风险提示 

1、党政市场安全可控采购不及预期的风险；2、安全可控产业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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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计算机行业 2019 年 7 月投资策略：ETC 信息化、云计算、医疗信息化板块业绩突出，关注优质赛道龙头》 —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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