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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者华为 

——重塑中国数字底座系列报告之三 
 

 华为数字底座已然成型，全栈化产品打造国产化基石。2020年 3月 27日，

华为举行了 2020 开发者大会，展示了包括鲲鹏芯片在内各类自研产品及服

务的最新进展以及对外合作情况。华为已通过鲲鹏生态打造了自底层芯片至

上层应用的全栈式国产化生态，有望在国产化大潮中建立优势地位，重塑我

国 IT 系统“数字底座”。 

 

 服务器：行业国产化替换的绝对主力。服务器是华为全栈生态的主要硬件依

托之一。目前华为已打造“鲲鹏+昇腾”打造超强芯片组合。华为鲲鹏集成及

整机业务广泛开展，鲲鹏生态基地遍地开花。为提高整个华为硬件生态可用

性，华为加大自研力度，推出了服务器操作系统 openEuler 和新型数据库

GaussDB。同时加强对外合作，进行广泛基础软件适配，包括中间件、办公

软件、GIS 等。在服务及应用方面，鲲鹏生态结合行业背景高效落地，除提

供以基础云服务衍生的各类面向 ToB及 ToG服务器外，还与各行业解决方

案龙头企业通力合作。 

 

 PC：潜力无穷的增量市场。在基础硬件及集成业务方面，鲲鹏台式机主板

问世，迈出进军 PC市场关键一步。多款鲲鹏 PC整机产品问世，台式机产

能释放在即。在基础软件方面，鲲鹏与 UOS、麒麟两大国产操作系统龙头

进行适配，并与包括金山办公在内的应用软件加强合作。 

 

 移动端：踏乘 AIoT巨浪，补全移动端拼图。华为推出了立足于 AIoT 时代

的手机芯片——麒麟芯片。麒麟芯片多代迭代，臻至完美，并采用自研达芬

奇架构的 NPU，实现自主化。同时，华为推出了对标谷歌 GMS 的 HMS 移

动服务。华为投入巨额资金支持 HMS 服务生态的发展，建立了规模 10亿美

元的全球基金用于资助开发者。HMS 服务类型广泛，基本覆盖谷歌 GMS 功

能。相比于谷歌及苹果等巨头移动端操作系统百亿美元级别的营收，华为

HMS 服务具备 10倍以上的成长空间。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华为鲲鹏有望重塑我国 IT 系统数字底座。作为未来

的国产化数字底座，华为鲲鹏生态具备巨大的溢出效应，将有望带动整个产

业链条的发展。同时，华为在移动端发力推出芯片及 HMS 服务，将加快面

向国内消费端的替换业务以及国内软件、服务厂商的出海尝试。持续推荐华

为鲲鹏集成商及生态合作伙伴东华软件、常山北明、神州数码、诚迈科技、

东方通、海量数据、金山办公、用友网络、超图软件、长亮科技等，以及华

为 HMS 生态合作伙伴中科创达、四维图新、梦网集团、科大讯飞等。 

 

 风险提示：华为自研产品及服务落地不及预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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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为数字底座已然成型，全栈化产品打造国产化基石 
 

2020 年 3 月 27 日，华为举行了 2020 开发者大会，华为云与计算 BG总裁侯金龙对外宣布

了鲲鹏芯片的最新进展以及对外合作情况。为加强开发者社区建设，华为推出面向开发者的

激励方案“沃土计划 2.0”，并将在今年投入 2 亿美元。同时，各类云相关应用取得有效进展。

我们认为，华为已通过鲲鹏生态打造了自底层芯片至上层应用的全栈式国产化生态，将有望

在国产化大潮中建立优势地位，重塑我国 IT 系统“数字底座”。 

 

图 1：华为全栈式数字底座梳理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2. 服务器：行业国产化替换的绝对主力 

2.1. 芯片：鲲鹏+昇腾打造超强组合 
 

我们在报告《华为：鲲鹏展翅，壮志凌云》深入剖析了华为的鲲鹏战略，以及其作为国产化

生态系统数字底座的角色。2019 年华为全联接大会上，鲲鹏芯片再次成为焦点，多场主题

演讲及专题演讲均围绕鲲鹏展开。鲲鹏包括服务器和 PC 机芯片，鲲鹏 920 是业界首颗 64

核的数据中心处理器，性能比业界主流处理器高 25%、内存带宽高 60%；同时把 CPU、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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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网络和磁盘控制器“4 合 1”，是业界集成度最高的数据中心处理器。鲲鹏芯片按照“量

产一代、研发一代、规划一代”的节奏发展，从 2007 年走到现在已历时 12 年，鲲鹏 920

已发展至第三代芯片。我们认为，鲲鹏芯片不仅仅是国产化领域的数字底座，也将充当智能

计算领域的数字底座，是华为战略的重要一环。 

 

图 2：鲲鹏 920  图 3：鲲鹏及昇腾产品演进 

 

 

 
数据来源：2019华为全联接大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2019华为全联接大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完美搭佩昇腾芯片，双引擎驱动智能计算。预计到 2025 年，AI算力将会占据数据中心算力

的 80%以上。同时，万物互联的时代正在开启，将带来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海量存储和密集

计算将成为常态化需求。IDC预测，未来计算产业发展方向必然是多种计算架构共存，云服

务的普及将会加速这一进程。鲲鹏作为华为自研的通用型计算芯片，能够最好地与 AI 昇腾

芯片匹配，共同打造华为智能计算的异构体系。 

 

图 4：鲲鹏+昇腾双引擎 

 
数据来源：2019华为全联接大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打造集成产品，渗透民商两用。鲲鹏不仅仅是一款单一的芯片，更通过集成硬件进行了大量

的产品拓展。鲲鹏芯片在云端的主要承载是 TaiShan 系列服务器，是当前兼容 ARM架构的

最强算力的通用服务器。面向数据中心分布式演进需求以及边缘计算需求。2019 华为全联

接大会，华为再次展出了鲲鹏主板，包括 PC端与服务器端两款，并开放给合作伙伴。华为

鲲鹏主板采用多合一 SoC、xPU高速互联、100GE 高速 I/O 等关键技术。它不仅搭载了鲲

鹏处理器，还内臵了 BMC芯片、BIOS软件。目前，华为已与清华同方等合作伙伴展开合作，

------------------------------------------------------------

http://ipoipo.cn/


行业深度分析/计算机 

6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开发出自有品牌的服务器和台式机产品。 

 

图 5：鲲鹏主板  图 6：数据中心成本分析 

 

 

 
数据来源：2019华为全联接大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2019华为全联接大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2. 集成及整机业务：鲲鹏生态基地遍地开花 
 

华为鲲鹏整机攻城略地。从 2019 华为全球开发者大会公布全新计算战略，宣布打造鲲鹏计

算产业生态至今，短短半年时间，华为已经在包括北上广等在内的国内各大主流省市实现鲲

鹏生态的落地。未来华为将与当地政府、企业以及整机合作伙伴一起通力打造鲲鹏计算产业

生态，共同为各行各业提供基于鲲鹏处理器的领先 IT 基础设施及行业应用。天时、地利、人

和齐聚，我们有信心鲲鹏将重塑国内计算产业生态。 

 

表 1：华为鲲鹏整机合作伙伴 

整机合作伙伴  合作内容  

东华软件  携手华为打造“鹏霄”服务器，推动宁波鲲鹏 5G产业生态建设 

神州数码  
公告与厦门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在鲲鹏超算中心、自主可控的服务器与 PC

生产基地、智慧城市、运营总部、资本合作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助力厦门建设鲲鹏产业生态基地 

拓维信息  

公告对外投资设立湖南湘江鲲鹏，与华为签署《合作备忘录》，研发制造基于华为鲲鹏主板的自主

品牌的服务器整机、PC等产品，托依湘江鲲鹏的销售报务网络以及在政府与教育、烟草、交通、

智慧园区等领域的行业优势，面向全国市场推广销售基于华为鲲鹏主板的服务器、PC等产品和

解决方案 

山西百信  与华为联手共同研发的基于鲲鹏架构的恒山服务器、基于鲲鹏的太行 PC整机 

四川长虹  联手华为，推出基于华为鲲鹏处理器的长虹天宫 PC、服务器 

同方股份  作为国内第二大电脑整机厂商，与华为联手， 使用鲲鹏主板开发整机产品 

深圳宝德  
深圳宝德公司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签署陕西鲲鹏硬件制造合作项目，在西安高新区建设年产 PC

机 15万台、服务器 2万台的生产基地 

黄河科技集团  携手华为，推出基于鲲鹏芯片、欧拉操作系统的河南自有品牌“HUANGHE牌”终端产品 

数据来源：华为智能计算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2：华为鲲鹏生态落地省市 

合作省市  合作项目  

厦门  华为首个鲲鹏生态基地及超算中心，超算中心项目预计总规模达 15亿元左右 

成都  华为鲲鹏天府实验室及鲲鹏生态基地 

重庆  成立鲲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心 

上海  华为上海鲲鹏产业生态创新中心 

深圳  加快建设鲲鹏产业生态基地，包括建设产业创新中心、共建鲲鹏开放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 

北京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与华为签署合作协议，共同筹备组建北京鲲鹏联合创新中心，打造北京鲲鹏计算产

业生态 

江苏  与江北新区签订深度合作协议，华为鲲鹏生态产业基地正式落户江北 

四川  四川省国资委与华为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鲲鹏生态建设，加快四川国资国企的信息化建设及数字化转型 

湖北  成立鲲鹏生态湖北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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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成立吉林省鲲鹏计算产业联盟 

山西  华为技术和山西百信将共同建设年产 60万台台式机的大型生产基地 

陕西  西安市与华为公司签署鲲鹏计算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鲲鹏生态创新示范园区 

广西  广西自治区政府与华为签订了鲲鹏计算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鲲鹏计算产业在广西的落地，成立广西鲲鹏产业生态联盟 

广州  广州市政府与华为签署“鲲鹏+昇腾”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鲲鹏+昇腾”生态创新中心 

福建  成立福建鲲鹏生态创新中心，福建鲲鹏计算产业联盟 

浙江  成立浙江省鲲鹏计算产业联盟 

河南  成立河南鲲鹏产业联盟以及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 

湖南  湖南省政府与华为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发力鲲鹏计算产业；成立湖南鲲鹏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宁波  成立宁波鲲鹏生态创新中心以及宁波鲲鹏生态产业园 

天津  成立天津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和天津鲲鹏计算产业联盟 

数据来源：华为智能计算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3. 基础软件：“自研+适配”构建高可用性系统 

2.3.1. 完善软件体系 
 

自研软件，高效对接用户需求。为降低企业级用户业务实现门槛，并加快华为在 AI 领域的

布局，鲲鹏芯片同样对华为已有的自研软件 openEuler和 GaussDB进行了对应的定向适配

与改造工作。 
 

（1）服务器操作系统：openEuler。华为自研的企业级 Linux操作系统平台，能够满足客户

从传统 IT 基础设施到云计算服务的各种需求。openEuler 具备高安全性、高可扩展性、高性

能等优势，同时秉持着开源开放的态度。openEuler 已经通过公安部信息安全技术操作系统

安全技术要求四级认证，对 ARM64 指令集架构进行了完美的支持，同时提高了多核并发能

力，并对 Docker 等各类虚拟化容器技术进行了支持。openEuler 不仅可以在华为泰山服务

器上搭载，也可以使用在企业的私有云和存储方案中。 

 

图 7：openEuler 

 
数据来源：华为，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着力打造开源社区，与多家国产厂商推出合作产品。在 2020 华为开发者大会上，华为云与

计算BG总裁侯金龙发布了服务器操作系统OpenEuler的最新进展以及其开源社区相关建设。

同时，作为一款开放产品，OpenEuler 同样与多家国产厂商进行合作进行社区和产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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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正式宣布首批基于 OpenEuler 的商业化操作系统发布： 
 

麒麟软件：麒麟软件是 OpenEuler 的重要合作伙伴，并推出了基于 OpenEuler 银河麒麟服

务器操作系统。 
 

普华：参与了 OpenEuler的社区建设，发布了首个商业发行版，普华服务器鲲鹏版。 
 

统信软件：deepEuler是公司基于 OpenEuler推出的服务器操作系统鲲鹏版。 
 

中科院软件所：深度参与 OpenEuler社区建设，正式推出奥莱操作系统发行版。 

 

图 8：openEuler系商业发行版操作系统  

 
数据来源：华为开发者大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新型数据库：GaussDB：华为自研的数据库解决方案产品，具备高安全性、高可扩展

性、高性能、高可用等特性。GaussDB 除了应对普通的单机及分布式应用场景，也为满足

银行、金融、政府、企业等客户的各种需求做了对应的改进。目前，GaussDB 已具备金融

企业数据仓库、警务大数据、运营商经分&BOM 融合分析等特定行业解决方案案例。同时，

GaussDB还是一款原生的人工智能数据库产品。GaussDB通过与华为业界性能第一的分布

式存储FusionStorage 8.0技术融合，能够实现分布式数据库全生命周期的人工智能自运维、

自管理、自调优、故障自诊断和自愈。同时，分布式数据库所需的异构计算能力也让鲲鹏芯

片有了更好的施展平台。 

 

图 9：华为 GaussDB无共享架构 

 

------------------------------------------------------------

http://ipoipo.cn/


行业深度分析/计算机 

9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数据来源：华为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3.2. 加强对外合作，进行广泛基础软件适配 
 

加强对外合作，与多款国产基础软件适配兼容。为快速补齐鲲鹏生态在软件方面的欠缺，华

为鲲鹏与多款重点基础软件厂商建立合作，包括中间件、办公软件、GIS等。 
 

中间件：中间件是除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外最为重要的服务器基础软件之一。根据 CCW 

Research 的统计，2019 年我国中间件市场总体规模达到 72.4 亿元，同比增长 11.4%。目

前，鲲鹏已与国内中间件市场的领跑者东方通建立合作。2019 年 7 月，东方通作为鲲鹏云

生态伙伴，受邀参加“华为云鲲鹏凌云伙伴计划”发布会。根据华为官网披露，华为 TaiShan

服务器与东方通消息中间件 TongLINK/Q、交易中间件 TongEASY两款应用支撑类中间件正

式完成互认证测试，并合作推出面向金融、电信及政务领域，共同打造稳定、高效和灵活的

IT 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图 9：东方通中间件登陆华为云商城 

 
数据来源：华为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办公软件：办公软件是应用类基础软件的重要一员。目前，2019 年 7 月，国产化办公软件

龙头企业金山办公加入华为云鲲鹏凌云伙伴计划，并率先完成华为云鲲鹏云服务兼容性测试

认证。 
 

GIS：GIS 软件是面向地理信息系统的专业应用基础软件，在农业、大气、交通等领域均具

备广泛应用。2020 年 1 月 3 日，美国政府发布了旨在限制 GIS类等软件出口的条例，再次

凸显了 GIS 软件的重要性。目前，鲲鹏已与国产化 GIS 软件龙头企业超图软件建立合作。

根据华为官网披露，超图软件三款核心产品 SuperMap iServer 9D、 iManager 9D、iPortal 9D

已经移植到华为云鲲鹏云服务上，并获得了华为云鲲鹏云服务兼容性证书。同时，在华为推

出移动端 HMS服务后，超图软件官方也第一时间表示了支持。2020年 3 月，超图软件最新

的跨平台桌面解决方案 SuperMap iDesktopX 10i 产品和华为云 FusionAccess 鲲鹏桌面云

V8 正式通过技术兼容性测试并共同输出证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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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超图软件 SuperMap iDesktopX 10i技术认证书 

 
数据来源：华为，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广泛适配，打通基础软件任督二脉。为保障鲲鹏芯片在市场上快速推广，华为为鲲鹏打造了

鲲鹏软件栈，并提供配套的指导服务。目前，鲲鹏软件栈已覆盖操作系统、中间件、web、

大数据、数据库等业务类软件，管理和监控、应用工具等运维类软件，以及开发工具、编译

工具等开发类软件。这其中既包括 CentOS、nginx、Spark等国际流行的软件及框架的支持，

也重点对国产基础软件中标麒麟 OS、东方通 TongWeb、人大金仓数据库 KingbaseES等进

行适配。在完成适配工作的同时，华为也提供了对应的文档及服务，帮助用户了解如何将软

件移植到鲲鹏上运行，获取操作指导和工具。鲲鹏芯片广泛的基础软件适配，为开发者切换

到鲲鹏生态打下了良好基础。 

 

表 3：鲲鹏芯片基础软件适配整理  

应用领域  软件类型  支持产品  

业务类  

操作系统 CentOS、Ubuntu、中标麒麟 OS、深度 OS、普华 OS、Asianux 

中间件 Memcached，Redis，Kafka，RabbitMQ，ZooKeeper，ActiveMQ，Mycat  

w eb nginx，Apache， ，HAProxy，Node，JBOSS，keepalive，Jetty  

大数据 Hadoop，Hive，Hbase，Spark 

数据库 MySQL 5.6，Mariadb，PostgreSQL，Cassandra，mongodb，SQLite，LevelDB  

运维类  

管理和监控 Graylog，Ansible，Gradle，Kubernetes，Zabbix，Jenkins，Logstash，Maven  

应用工具 
ElasticSearch，YARN，Tesseract，FastDFS，Docker，Kibana，Robot 

Framew ork，Samba  

开发类  
开发工具 Open JDK，GDB，JMeter，Junit，OpenSSL，Opus，Libxml2，Shc  

编译工具 Ruby，Perl，Python，PHP，Linaro GCC，Lua，TypeScript  

数据来源：华为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2.4. 服务及应用：结合行业背景高效落地 

2.4.1. 打造优质自有服务 
 

基础云服务：华为通过整合鲲鹏芯片、底层硬件、中间件，进一步推出了通用化的鲲鹏云服

务。针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和体系架构，鲲鹏基础云服务包括弹性云服务器 ECS、裸金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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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 BMS、云手机 CloudPhone、云容器引擎 CCE、云容器实例 CCI： 
 

（1）弹性云服务器 ECS：云服务所需硬件服务器，可随时自助获取、可弹性伸缩。 
 

（2）裸金属服务器 BMS：云上物理服务器，定位于核心数据库、关键应用系统、高性能计

算业务。 
 

（3）云手机 CloudPhone：华为公有云上基于泰山服务器提供的仿真手机服务，无缝兼容

Android 原生 App，无缝对接公有云服务。 
 

（4）云容器引擎 CCE：提供高可靠高性能的企业级容器应用管理服务，支持 Kubernetes

社区原生应用和工具。 
 

（5）云容器实例 CCI：提供基于 Kubernetes的 Serverless容器服务，兼容 K8s和 Docker

原生接口。 

 

表 4：鲲鹏基础云服务对比 

 
弹性云服务器

ECS 

裸金属服务器

BMS 

云手机

CloudPhone 

云容器引擎  

CCE 

云容器实例  

CCI 

定位  弹性部署 核心应用 手机云化 企业级容器 中小用户级容器 

应用场景  

通用场景、内存密

集场景、高性能计

算场景、大数据场

景、计算加速场景 

核心数据库、高性

能计算、大数据 

云端游戏、应用托

管、移动办公 

集群弹性伸缩、

Istio流量治理、一

站式容器化交付、

混合云、AI容器 

人工智能、生物基

因、DevOps 持续

交付、高弹性业务 

售价  
332元/月- 1926.7

元/月（基础配臵） 

4860元/月-61790

元/月 
免费公测 

1262.40元/月（50

个节点） 

按时收费 

0.00012元/小时

/CPU 

0.000029元/小时

/GB内存 

数据来源：华为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EI 企业智能：华为同样基于鲲鹏芯片完成了针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定向智能云产品开发，

包括弹性大数据 MRS、数据仓库服务 DWS、云搜索服务 CSS、智能数据湖运营平台 DAYU、

数据湖探索 DLI： 
 

（1）弹性大数据 MRS：提供租户完全可控的企业级大数据集群云服务，轻松运行 Hadoop、

Spark、HBase、Kafka、Storm等大数据组件。弹性大数据 MRS适用于各类企业应用场景。 
 

（2）数据仓库服务DWS：实时、简单、安全可信的企业级融合数据仓库，可借助DWS Express

将查询分析扩展至数据湖。基于华为 GaussDB 产品的云原生服务，兼容标准 SQL 和

PostgreSQL/Oracle 生态 
 

（3）云搜索服务 CSS：基于 Elasticsearch 且完全托管的在线分布式搜索服务，为用户提供

结构化、非结构化文本的多条件检索、统计、报表。完全兼容开源 Elasticsearch 软件原生

接口。 
 

（4）智能数据湖运营平台 DAYU：数据全生命周期一站式开发运营平台，提供数据集成、

数据开发、数据治理、数据服务等功能，支持行业知识库智能化建设，支持大数据存储、大

数据计算分析引擎等数据底座，帮助企业客户快速构建数据运营能力。 
 

（5）数据湖探索 DLI：基于 Apache Spark 生态，完全托管的大数据处理分析服务。企业使

用标准 SQL 或 Spark程序就能轻松完成异构数据源的联邦分析，挖掘和探索数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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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鲲鹏 EI企业智能服务对比 

 
弹性大数据  

MRS 

数据仓库服务

DWS 

云搜索服务  

CSS 

智能数据湖运营

平台 DAYU 

数据湖探索  

DLI 

定位  大数据集群 数据存储 搜索服务 大数据 大数据处理分析 

应用场景  通用场景 数据仓库 
日志分析、站内搜

索 

数据集成、数据开

发、数据治理、数

据服务 

游戏运营数据分

析、车企数字化服

务转型、地理大数

据分析 

售价  37元/月（2个核） 
2889元/月（基础

配臵） 

520.8元/月（基础

内存优化型） 
免费公测 

2400元/月（4队

列） 

数据来源：华为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一站到底，面向 B端业务的解决方案提供。为帮助各行内企业实现高效的业务平台搭建，华

为这对于各具体应用场景提供全栈的鲲鹏解决方案。鲲鹏解决方案集成鲲鹏全栈技术与生态，

践行行业应用创新升级，使能业务全面云化和智能化。 

 

图 11：鲲鹏行业解决方案 

 
数据来源：华为，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个性服务，鲲鹏移植专家服务。大型软硬件系统整体向鲲鹏体系移植必然需要大量工程，对

鲲鹏体系也需要有极深的理解。为此，华为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业务系统鲲鹏云化服务，包括

移植咨询、方案设计、应用改造支持、测试验证、移植实施及售后保障。鲲鹏移植专家服务

可以实现业务系统鲲鹏云化转型、全栈国产化方案、鲲鹏产业云、鲲鹏云服务技术培训。该

方案适合大型企业在国产化自主可控转型过程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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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鲲鹏移植专家服务  

 
数据来源：华为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4.2. 广泛对外合作 
 

打造鲲鹏计算产业，网罗优质上下游企业。基于 openEuler 的 OS以及配套的数据库、中间

件等平台软件是鲲鹏计算产业的基础。为壮大鲲鹏计算产业，华为建立了 openeuler.org 社

区，开源 OS源代码，并提供各种基础工具，缩短厂家构建基于 openEuler 的发行版OS的

开发周期。同时，鲲鹏计算产业将对合作伙伴进行转向支持，联合合作伙伴 9 个月完成 3000+

应用的代码迁移和性能优化，计划 2020 年 Q1 完成重点行业标杆项目建设，可满足 20%业

务场景迁移至鲲鹏计算平台，形成重点行业重点业务的技术架构部署参考设计。鲲鹏在服务

器、数据库、公有云等领域与大量 A股上市公司建立广泛合作，共同推进产业发展。 

 

图 13：鲲鹏生态合作伙伴  

 
数据来源：2019华为全联接大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拓展商业应用，鲲鹏 To B项目扬帆起航。鲲鹏芯片不断拓展自己的业务场景，在电力、金

融、电信等领域均进行了积极的拓展。 
 

鲲鹏与南方电网在 2019年 9 月 4 日宣布在深圳供电局实现该局 IDC）软硬件资源全栈国产

化的成功测试，是我国电力行业首次部署应用华为鲲鹏生态系统，同时涵盖操作系统、处理

器、服务器和存储等，并自研应用迁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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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鲲鹏与南方电网展开合作  

 
数据来源：深圳卫视，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鲲鹏与用友网络在 2019年 8月 1日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NC Cloud+GaussDB”

的联合解决方案。GaussDB配合鲲鹏为应用底层打下基础，NC Cloud 将进行各类上层应用

的拓展。华为 GaussDB数据库基于分布式实现，采用鲲鹏处理器，能够实现故障快速恢复，

有效应对 5G、IoT、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井喷式数据量增长。NC Cloud 主要处理上层业务，

一共包括了新零售、数字化工厂与智能制造、财务共享、企业绩效管理、人才管理、企业社

交智慧协同、智慧税务与电子发票在内的等十八大企业数字化场景解决方案，并覆盖十四大

行业。 

 

图 15：鲲鹏与用友展开合作 

 
数据来源：华为，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同时，华为也与大量其他国内上市公司合作伙伴开展了各领域的合作： 

在电信领域，鲲鹏宣布与东方国信合作，改造东方国信大数据应用系统支持华为泰山服务器； 

在金融领域，长亮科技加入由华为牵头的金融生态联盟，并且和华为联合成立大数据实验室，

共同联合开发基于 GaussDB 200 之上的金融数据仓库解决方案，为金融客户提供数据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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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座，数据仓库；同时，鲲鹏也与神州信息进行合作，开展云上银行相关合作 

 

2.5. 鲲鹏服务器业务市场空间几何？ 
 

我们认为，鲲鹏服务器业务能够带来的增量市场主要来源于鲲鹏服务器集成业务、openEuler

操作系统业务、GuassDB数据库业务、鲲鹏中间件业务。 
 

一、鲲鹏产业链相关业务 
 

华为鲲鹏服务器出货量有望放量，未来市场空间巨大。随着华为鲲鹏芯片持续投产，相关服

务器有望在未来三年实现放量。根据鲲鹏整机合作伙伴公开的产能规划数据，我们预计鲲鹏

服务器在 2020年的产量在 50-60万台，单价为 60000元，则潜在市场空间达 300-360亿元。

随着鲲鹏服务器产品持续提升，未来市场空间有望达到千亿级。因而，华为鲲鹏产业链相关

合作公司将受到鲲鹏服务器出货量的带动，在未来 2-3 年分享巨大的增量市场。 

 

表 6：鲲鹏服务器潜在市场空间测算 

 鲲鹏服务器预计产量（万台）  鲲鹏服务器假设单价（元） 潜在市场空间（亿元）  

2020 50-60 60000 300-360 

2021 80-90 55000 440-495 

2022 150-200 50000 750-1000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预测 

 

二、openEuler操作系统业务 
 

openEuler 作为一款着重打造开源社区的开放性产品，目前已与麒麟软件、统信软件、普华

等建立合作，并推出首批商用化产品。根据鲲鹏整机合作伙伴公开的产能规划数据，我们预

计鲲鹏服务器在 2020-2022 年的产量分别为 50/90/150 万台，每台服务器均需搭配与鲲鹏芯

片适配的 openEuler 定制版服务器操作系统，则产品采购量约为 50/90/150 万套。参考政府

采购服务器操作系统产品的报价，假设考虑 openEuler 定制版服务器操作系统产品报价约为

7000 元，则华为 openEuler 对应的服务器操作系统 2020-2022 年的市场规模分别为

35/63/105 亿元。 

 

表 7：服务器操作系统报价梳理 

产品名称  所属厂商  产品售价  

中标麒麟   V6.0 麒麟软件 8200 

深度操作系统服务器版软件 V15 统信软件 7000 

中兴新支点   V4 中兴新支点 6500 

中电科普华   V4.0 普华 4500 

Windows Server V2016 标准版  微软 6300 

数据来源：中央政府机关采购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三、GuassDB数据库业务 
 

随着华为鲲鹏芯片持续投产，其服务器将在未来三年快速放量。根据鲲鹏整机合作伙伴公开

的产能规划数据，我们预计鲲鹏服务器在 2020-2022 年的产量分别为 50/90/150 万台。根据

目前政府及企业公开招标的数据，我们预计数据库装机量与服务器产量比例约为 1:20，则

GuassDB产品采购量约为 2.5/4.5/7.5 万套。参考政府采购国产化数据库产品的报价，假设

公司 GuassDB产品报价约为 9-10 万元，则华为 GuassDB数据库对应的 2020-2022 年的市

场规模分别为 25/45/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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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国产化数据库报价梳理 

产品名称  所属厂商  产品售价  

Kingbase ES V8.0 企业版  人大金仓 198000元 

DM V8.1 企业版  武汉达梦 216000元 

GBase 8a 南大通用 80000元 

数据来源：中央政府机关采购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四、鲲鹏中间件业务： 
 

伴随华为鲲鹏服务器持续推广，与鲲鹏芯片适配的中间件产品有望同步推广。根据鲲鹏整机

合作伙伴公开的产能规划数据，我们预计鲲鹏服务器在 2020-2022 年的产量分别为

50/90/150 万台。根据目前政府及企业公开招标的数据，我们预计中间件装机量与服务器产

量比例约为 1:3，则中间件产品采购量约为 17/30/50 万套。参考政府采购国产化中间件产品

的报价，假设与鲲鹏适配的中间件产品报价约为 3 万元，则对应的中间件产品 2020-2022

年的市场规模分别为 50/90/150 亿元。 

 

表 9：国产化中间件报价梳理 

产品名称  所属厂商  产品售价  

 东方通 31200 

InforSuite MQ V9.1 中创软件 30000 

BES MQ V1.2 宝兰德 35800 

普元 V6 普元信息 20000 

数据来源：中央政府机关采购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 PC：潜力无穷的增量市场 

3.1. 基础硬件及集成业务 
 

鲲鹏台式机主板问世，迈出进军 PC 市场关键一步。2019 年 9 月华为全联接大会上，华为

正式推出了基于鲲鹏 920 的台式机主板。根据华为官网相关披露，鲲鹏台式机主板基于鲲鹏

920 处理器开发，面向办公应用，兼容业界主流内存、硬盘、网卡等硬件，支持 Linux桌面

操作系统，提供机箱、散热、供电等参考设计指南，具有高性能、接口丰富、高可靠性、易

用性等特点。鲲鹏台式机主板目前仅针对企业用户销售，由合作伙伴拓展整机市场。 

 

表 10：鲲鹏台式机主板产品规格  

组件  规格  

主板型号  D920S10 

处理器型号  1个鲲鹏 920处理器，4/8核，2.6Ghz 

本地存储  6*SATA 3.0硬盘接口，支持 2个 M.2 SSD插槽 

内存插槽  4个 DDR4-2666 UDIMM插槽，最大容量 64GB 

PCIe 扩展  支持 1个 PCIe3.0 X16、1个 PCIe3.0 X4以及 1个 PCIe3.0 X1插槽 

板载网络  支持 2个板载网卡，支持 GE网口或光口 

USB 支持 4个 USB 3.0，4个 USB 2.0 

数据来源：华为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多款鲲鹏 PC整机产品问世，台式机产能释放在即。2019 年全联接大会上，同方电脑已公布

与华为鲲鹏在 PC整机上展开的相关合作。同方股份首席运营官指出，同方作为国内第二大

电脑整机厂商，年产能达 1000+万台。根据芯智讯等科技媒体披露，山西百信于 2019 年 11

月宣布与华为达成合作，将生产基于鲲鹏处理器的的台式机，并将共同建设年产 60 万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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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机的大型生产基地。山西百信推出产品太行 220s，具有独立显卡，并与 UOS和麒麟等国

产操作系统适配。此外，广电运通、长虹等集成商也推出了对应的鲲鹏 PC整机产品。 

 

图 16：鲲鹏 PC整机产品 

 
数据来源：华为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3.2. 基础软件 
 

UOS与麒麟是国产操作系统两大杰出代表。其中，UOS国产统一操作系统是由诚迈科技参

股子公司统信软件与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以旗下武汉深之度的原有深度操作系统产品为主体。

麒麟操作系统由中国软件参股子公司麒麟软件打造，以旗下中标麒麟和天津麒麟的两款麒麟

操作系统整合而成。 
 

通过对 UOS与麒麟两大国产操作系统产品体系的分析调研，我们认为两者存在以下特点： 
 

UOS具备开发及生态拓展优势。UOS国产统一操作系统源自Deepin Linux技术团队，Deepin 

Linux 是真正由民间技术爱好者建立起的用户驱动操作系统产品。研发开发团队一直与市场

化运作接轨，并充分融入到国际开源社区体系中，对 Linux版本发行、管理、维护更为深刻

的理解。同时，UOS继承了 Deepin Linux的 Deepin-wine 兼容性技术，能够大幅将Windows

应用移植扩充到 Linux体系，因而具备强大的生态拓展优势。 
 

麒麟系具备硬件适配优势。麒麟系国产操作系统源自于国防科技大学科研项目，又依托于中

国软件这一具备国资背景的平台，因而对国产化适配具备先天的优势。飞腾芯片属于股东中

国电子旗下公司的平台，而麒麟系也早已完成了对中科院体系龙芯的适配工作。同时，根据

天津麒麟官网披露，麒麟系的银河麒麟深耕军工、能源领域多年，积累大量适配经验。总体

而言，麒麟系国产操作系统相关工作开展早，股东背景深，从而保证在国产化硬件适配上具

备强大优势。 

 

表 11：两大国产操作系统对比 

 UOS 麒麟系  

国资 /民资  国资、民资均有参与 完全国资 

适配国产芯片平台  龙芯、申威、鲲鹏等 龙芯、兆芯、鲲鹏等 

所属 Linux家族  Debian 推测为 Red Hat 

是否开源  完全开源 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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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免费下载  提供社区版 提供社区版 

主要特点  
打造自主桌面环境 

潜在生态拓展能力 

适配多款国产芯片 

股东国资背景强大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UOS与麒麟均对鲲鹏生态展开适配。根据统信软件及麒麟软件官网披露，UOS和麒麟操作

系统很早就展开了对华为鲲鹏芯片的适配工作。根据 IT 之家披露，统信软件 2019 年 12 月

27日与华为云 FusionAccess桌面云展开合作，共用打造了以鲲鹏芯片架构为基础基于UOS

的桌面云联合解决方案。 
 

应用端持续延拓，与金山办公 WPS适配提高可用度。WPS是金山办公旗下优质的全国产化

办公软件产品，提供企业一站式文档与协作解决方案，对在线办公等应用场景进行优先布局。

根据华为云官网披露，金山办公是首批加入华为云鲲鹏凌云伙伴计划的合作伙伴之一，并率

先完成华为云鲲鹏云服务兼容性测试认证。金山办公副总裁肖玢指出，金山与华为都是历史

悠久并且技术领先的民族品牌，双方合作将有望打造更强的国产化生态。金山办公 WPS 云

文档能与华为云鲲鹏云服务有望形成优势互补，实现产业国产化升级。 

 

3.3. 鲲鹏 PC业务市场空间几何？ 
 

国产化替换空间巨大，鲲鹏在行业应用上竞争优势明显。根据财政部 2014 年统计数据，央

企从业人员 1762.9 万人，地方性国企从业人员约 1935.5 万人。考虑到国有企业基层员工具

备一定比例，以手操类业务为主，假设人均 PC数为 0.8 台，对应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关键

行业电脑替代台数约 3000 万台。鲲鹏芯片作为华为云的核心硬件产品之一，能够充分受益

于华为在各类行业应用拓展中积累的技术经验与客户资源，结合自身性能优势和合作伙伴群

体，有望在以国企为主的行业应用中取得竞争优势。 
 

基础软件有望受益，操作系统与办公软件空间广阔。我们认为，华为鲲鹏 PC整机所存在的

竞争优势，将有望为相关基础软件厂商打开市场空间。根据目前政府及企业公开招标的数据，

假设鲲鹏 PC整机在 2020-2022 国产化替换市场中占据的份额分别为 40%/50%/55%。参考

中央政府采购和个相关厂商官网的报价，国产操作系统产品单价约为 300-400 元，国产办公

软件产品单价约为 1500-2000 元。因而，国产操作系统 2020-2022 市场规模约为

14.40/26.25/11.55亿元，办公软件 2020-2022市场规模约为 57.60/112.50/49/50亿元。 

 

表 12：国产操作系统市场规模测算 

 2020 2021 2022 

国产化替换台数（万台）  900 1500 600 

鲲鹏 PC市场份额  40% 50% 55% 

操作系统产品单价（元）  400 350 350 

市场规模（亿元）  14.40 26.25 11.55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预测 

 

表 13：办公软件市场规模测算 

 2020 2021 2022 

国产化替换台数（万台）  900 1500 600 

鲲鹏 PC市场份额  40% 50% 55% 

办公软件产品单价（元）  1600 1500 1500 

市场规模（亿元）  57.60 112.50 49.50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预测 

 

4. 移动端：踏乘 AIoT巨浪，补全移动端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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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麒麟芯片：立足于 AIoT时代的手机芯片 
 

多代迭代，臻至完美。麒麟芯片由华为海思自主研制，已经历了超过 12 代产品迭代。麒麟

芯片的前身是 2012 年推出的华为手机芯片 K3V2。经过两年的技术完善，第一款正式的麒麟

芯片产品麒麟 910 于 2014 年初推出。麒麟 910 是全球首款 4 核手机处理器，搭载了

Mali-450MP4 的 GPU。其后，麒麟芯片针对高端应用和低端应用手机产品分别推出了一系

列产品，大幅提高了各方面性能。至麒麟 970，AI技术成为麒麟芯片标配，并持续迭代至今。

麒麟芯片的最新产品是麒麟 990，其首款 7nm EUV工艺打造的芯片，进一步强化了 AI功能。 

 

图 17：麒麟芯片产品迭代图谱 

 
数据来源：华为，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NPU自主化，打造独立自主麒麟芯。麒麟芯片的 AI功能最早从寒武纪获得技术支持，通过

IP核授权的方式，麒麟 970 和麒麟 980 分别搭载了采用寒武纪 1A和寒武纪 1H两款架构设

计的 NPU。自麒麟 810 芯片起，麒麟芯片开始搭载基于自研达芬奇架构的 NPU。最新的麒

麟 990 搭载了 NPU大核+NPU微核架构设计，其正是昇腾架构的分支版本 Ascend Lite 和

Ascend Tiny。华为在麒麟 810、麒麟 990 两款芯片的转变充分说明了华为已打通手机 AI芯

片的底层技术，同时华为的昇腾架构也将逐步由服务器等云侧高性能计算场景逐步向端侧终

端设备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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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麒麟芯片 NPU架构变化 

 
数据来源：华为、寒武纪，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麒麟 990 5G综合 AI能力第一，彰显 AI实力。根据《中国电信 2019 年终端洞察报告》及中

国电信自主研发的 AI评测工具 AIT 3.0，相比业界其他 AI芯片性能，在主力网络模型、多模

式调校，浮点性能和硬件算力等维度上的测评中，麒麟 990 5G 综合表现业界最佳，与此同

时，麒麟 810 也展现出强劲的 AI能力。 

 

图 19：麒麟 990 5G表现出众 

 
数据来源：华为、寒武纪，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2. 移动服务：对标谷歌 GMS的生态服务 
 

2020年 1 月 16 日，华为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面向全球发布 HMS Core 4.0。华为 HMS 4.0

服务在原有产品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了华为帐号、支付、云空间、广告、定位等服务，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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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 AI相关的机器学习服务、情景感知服务等。HMS 4.0 是华为继麒麟芯片、鸿蒙 OS之

后在移动终端的又一次发力，补齐了华为在软件侧的短板。2 月 24 日，首款搭载华为 HMS

服务的机型——荣耀 V30 正式发布，这不仅是华为的一次里程碑式事件，更是国产软件的历

史性转折点。 
 

华为 HMS服务是对标谷歌 GMS服务的产品。华为 HMS服务是附着于华为手机硬件终端及

操作系统的软件服务产品，其主要参照对象是谷歌在Android操作系统上扩充的GMS服务。

通过打造 HMS 服务，华为有望类比谷歌全家桶在商店、地图、视频等各领域开拓出新兴市

场，更能够帮助各个国产软件合作伙伴打开新兴的海外市场，加速国产软件“出海”进程。 
 

图 20：华为 HMS服务 

 
数据来源：华为，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产品大幅革新，服务广泛延展。HMS Core 已经历多个版本迭代，目前已公开相关开发及功

能文档的是 2.0和 4.0 两个版本。早期的 HMS Core 2.0 版本仅实现了移动服务的雏形，包

括推送服务、支付服务和游戏服务。相比于早期版本，HMS Core 4.0 版本进一步拓展了地

图服务、广告服务、云空间服务等，使 HMS Core 服务的可用性获得大幅提升。HMS Core

是华为移动服务提供的端、云开放能力合集，从而实现跨设备、跨平台的一致性，并为平台

App应用提供核心能力支持。HMS Core 4.0月平均用户数由 2018年 6月 4.2亿增长至 2019

年 6 月的 5.3 亿，同期平台注册开发者由 45 万增长至 91 万。同时，融入 HMS Core 体系的

App 数量也由 2 万增长至 4.3 万。HMS Core 目前已在全球 170 多个国家得到应用，并严格

遵守 GApp、GDPR等安全及隐私相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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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HMS Core 月平均用户规模（单位：亿人） 图 22：HMS Core 平台 App数量 

  
数据来源：华为，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华为，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重金投入打造生态。作为移动终端服务的后进者，为加速市场拓展的加速，华为投入巨额资

金用于支持 HMS服务生态的发展，建立了规模 10 亿美元的全球基金用于资助开发者。2019

年 12 月，华为宣布将对移植到华为 HMS服务生态中的 App 提供高达 2 万美元的补助与奖

励。2020 年 1 月，华为宣布在英国提供 2.6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帮助开发者将 App 移植到华

为 HMS服务生态中。同时，华为也与印度本土多达 150 个 App 相关软件厂商进行洽谈，目

前 MakeMyTrip 和 Gaana 等印度软件厂商已在华为 HMS服务上发布相关 App。 
 

服务类型广泛，基本覆盖 GMS功能。HMS Core 共提供 22 种服务，包括华为帐号服务、广

告服务、分析服务，基本涵盖了谷歌在 GMS 中植入的功能，地图服务、云盘服务等核心业

务也已进行搭建。根据华为官网信息，我们将华为 HMS服务与谷歌 GMS服务进行了对比： 

表 14：华为 HMS服务与谷歌 GMS服务对比 

 华为 HMS服务  谷歌 GMS服务  

搜索引擎  - Google Search 

地图  华为地图 Google Map 

邮箱  - Gmail 

云盘  华为终端云 Google Drive 

视频  华为视频 Youtube 

语音助手  华为智能助手 Google Assitant 

数据来源：华为，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通过与谷歌 GMS服务的对比，我们认为华为 HMS服务存在以下几点优势： 
 

（1）紧密结合华为移动终端市占率优势，在可穿戴设备等领域开展业务。根据 Statista 统计，

华为手机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13%，同时已通过“1+8+N”战略在多终端进行布局，高市场

份额的自有硬件终端将为华为推广 HMS服务提供良好的用户基础。 
 

（2）华为云作为坚强后盾，同步、推送及存储业务扎实。不同于谷歌公司以搜索引擎业务

起家，华为一直紧紧依托于相关硬件及通信设备业务，打造了自芯片至应用全栈式的华为云

产品体系。考虑到移动服务的同步、推送及存储业务均高度依赖于云服务，华为 HMS 服务

在以上领域具备坚实的基础。 
 

（3）充分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相关服务领域优先布局。华为在 HMS服务中添加了大量

AI相关产品，包括机器学习服务以及可能相关的分析服务和线上身份快速验证服务等。我们

曾在报告《华为的 AI野望——任正非心中真正的大产业》中充分解析过华为在 AI自底向上

的丰厚储备。尽管竞争对手谷歌在 AI 领域同样有丰富的技术储备，但目前尚未正式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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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列入 GMS体系或提供给用户使用。 
 

新兴业务布局已然展开，未来发展前景可期。相比于谷歌 GMS服务，华为在搜索引擎、邮

件业务上仍有缺失，同时缺乏在社交领域打造产品的经验，游戏业务用户基础有限，相关服

务的提升空间很大。其中，地图业务作为移动终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华为重点布

局的一块业务。在 2019 华为开发者大会上，华为已发布了华为地图服务 Map Kit，表明其相

关技术已进行了一定的储备。同时，华为已在 2019 年 7 月完成了甲级测绘资质的相关申请，

并自研了 AR全场景空间计算 Cyberverse 技术。并在 2019 年 4 月与四维图新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双方在 2019 年 11 月宣布进行导航电子地图、自动驾驶地图等领域的广泛合作。 

 

图 23：华为甲级测绘资质认证 图 24：华为与四维图新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数据来源：自然资源部，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积极筹备加入 GDSA联盟，集众人之力挑战谷歌。据路透社报道，华为、小米、OPPO、vivo

四大国产手机厂商正联手打造一个应用平台，“全球开发者服务联盟”（GDSA）。GDSA能够

让中国以外的开发者将 App 应用同时上传到这四家手机厂商的应用商店中。该平台有望在年

内推出，并将覆盖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在内的 9 个地区。此前，小米、OPPO、

vivo 三大国产手机巨头曾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联合成立了“互传联盟”。若华为进入新的

GDSA联盟，将有望整合国产手机厂商资源，进一步挑战谷歌 GMS生态。 
 

国内市场为基本盘，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就国内市场而言，受相关政策影响，国内用

户长期使用定制版 Android，其中并不包含谷歌 GMS服务。因而，国内市场本身对 GMS不

敏感，有利于华为 HMS 服务的开拓。就发展中国家市场而言，华为正在积极开拓，并已在

印度展开了相关尝试。印度对 GMS 的依赖度不高。因此，华为 HMS 服务有望借力印度这

样的发展中国家率先打开局面。 

 

4.3. 华为移动端国产化市场空间几何？ 
 

华为 HMS 服务的推出将有望进一步完善华为在移动终端产品体系。相比于谷歌及苹果等巨

头移动端操作系统百亿美元级别的营收，华为 HMS服务具备 10 倍以上的成长空间。去年的

华为事件是国内半导体产业的重大拐点，我们认为，华为 HMS 将成为国产软件企业走向全

球的历史性转折点，意义极为重大！类比于谷歌 GMS，华为 HMS将在应用市场、语音、地

图等多个领域带来增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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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HMS Core相关应用市场规模及合作伙伴（亿美元） 

 
数据来源：Aplhabet年报、Statista等，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5.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华为鲲鹏有望重塑我国 IT 系统数字底座。作为未来的国产化数字底座，华为鲲鹏

生态具备巨大的溢出效应，将有望带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同时，华为在移动端发力推出

芯片及 HMS服务，将加快面向国内消费端的替换业务以及国内软件、服务厂商的出海尝试。

持续推荐华为鲲鹏集成商及生态合作伙伴东华软件、常山北明、神州数码、诚迈科技、东方

通、海量数据、金山办公、用友网络、超图软件、长亮科技等，以及华为 HMS 生态合作伙

伴中科创达、四维图新、梦网集团、科大讯飞、网达软件等。 

 

表 15：华为国产化生态相关标的梳理 

 细分领域  公司名称  

鲲鹏服务器&PC 

整机与集成业务 常山北明、东华软件、神州数码、拓维信息、广电运通 

操作系统 诚迈科技、中国软件 

中间件 东方通、普元信息、宝兰德 

数据库 海量数据、太极股份（人大金仓） 

应用软件 

金山办公、用友网络、超图软件、长亮科技、金蝶国际、

紫光集团、东方国信、美亚柏科、致远互联、浪潮信息、

中国长城、中科曙光、宝德科技、中微电子 

移动端  

信息推送 梦网集团 

语音 科大讯飞 

地图 四维图新 

视频 网达软件 

应用市场及开发服务 中科创达 

电子阅读 掌阅科技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6. 风险提示 
 

华为自研产品及服务落地不及预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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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东亚 北京保险组销售副总监 13911268326 jiangdy@essence.com.cn 

 张杨 北京保险组销售副总监 15801879050 zhangyang4@essence.com.cn 

 王帅 北京保险组销售经理 13581778515 wangshuai1@essence.com.cn 

深圳联系人 胡珍 深圳基金组高级销售副总监 13631620111 huzhen@essence.com.cn 

 范洪群 深圳基金组销售副总监 13922833856 fanhq@essence.com.cn 

 黎欢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5820484816 lihuan@essence.com.cn 

 聂欣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3540211209 niexin1@essence.com.cn 

 巢莫雯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8682080397 chaomw@essence.com.cn 

 杨萍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3723434033 yangping1@essence.com.cn 

 黄秋琪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3699750501 huangqq@essen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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