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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动态 

华为开发者大会前瞻系列五：华为智能联

网汽车战略定位 Tier1，助力车企造好车  
 

2019 年 6 月，华为成立汽车 BU，致力于成为面向智能网联

汽车的增量部件供应商。面对新一轮产业变革，华为明确了自己

的战略选择，“华为不造车，聚焦 ICT 技术，帮助车企造好车” 

华为的车战略总体从“端、管、云”三维度切入，“端”是

车联网的“器官”，主要指智能汽车终端，涵盖智能驾驶舱、智

能驾驶、智能动力和智能网关等不同场景；“管”是车联网的“神

经”和“血脉”，通过智能联网实现车与车、车与人、车与路侧

单元（RSU）以及车与云的互联互通和相互协同；“云”是车联网

的“大脑”，包括自动驾驶训练系统和车联网云平台，为车联网

提供云端算力和服务内容。 

为在智能联网汽车领域提供了包括云服务（Outopus 基于华

为云的自动驾驶云服务），智能网联（4G/5G 车载移动通信模块，

T-BOX，车载网络），智能互联（HiCar 人-车-家全场景无缝互联解

决方案，mPower 多形态电池电驱管理系统），自动驾驶（MDC

车载计算平台和智能驾驶子系统解决方案）等多种解决方案。 

5G 时代，智能网联电动汽车正在成为人类社会新的革命性发

展引擎。汽车产业正在把 ICT 技术定位为新的主导性汽车技术。

随着汽车产业与 ICT 产业的深度融合，智能网联电动汽车正在成

为人类社会新的革命性发展引擎，其影响远远超出两个行业本

身。预计华为在智能汽车电子零部件的销售有望在未来十来年的

时间内达到 500 亿美金的量级，成为和博世比肩的汽车电子巨

头。 

产业链中有望受益的环节有，高清地图，摄像头/传感器，毫

米波/激光雷达，计算平台，电池/电控/电机厂商，算法平台等。 

 

    
 

武超则 

wuchaoze@csc.com.cn 

010-85156318 

执业证书编号：S1440513090003  

发布日期： 2019 年 08 月 08 日 

 

相关研究报告 
  
 

 海外研究 
 



 

  

1 

  

 

行业动态研究报告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5G 时代，车联网及自动驾驶为中国汽车产业带来腾飞机会 

5G 时代，智能网联电动汽车正在成为人类社会新的革命性发展引擎。汽车产业正把 ICT 技术定位为新的主

导性汽车技术，随着汽车产业与 ICT 产业的深度融合，其影响将远远超出两个行业本身。汽车电子产业链 Tier1

系统集成厂商目前处于国际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全球前十大汽车电子供应商拥有 70%市场占有率。即使国内

市场也被博世、大陆、电装等国际 Tier1 巨头所垄断。智能网联汽车对于中国汽车行业来讲是弯道超车的机会。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中国车联网行业市场规模将从 2017 年的 2696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4014 亿

元，用户数将从 1164 万增长至 4097 万，渗透率将会提高到 21.1%。其中自动驾驶领域的市场规模将连续保

持 10%以上的高增长，2022 年将达到 1275 亿元。自动驾驶与车辆网的驱动将带动智能汽车行业的发展。 

图表1： 车联网全球及中国市场规模及渗透率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2： 智能汽车+车联网趋势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华为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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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成立汽车 BU，“端、管、云”三维度布局智能汽车+车联网 

2019 年 6 月，任正非签发华为组织变动文件，批准成立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隶属于 ICT 管理委员会管理。

华为称该部门的定位是提供智能汽车的 ICT 部件和解决方案，做全球 Tier1 供应商，帮助车企造好车。 

作为全球领先的 ICT 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华为在 2013 开始就涉足汽车部件领域。2013 年，华为

推出车载模块 ME909T，成立“车联网业务部”。之后华为在车联网的端（车载智能及联网设备）、管（车联网

基础设施）、云（车联网平台）等领域相继推出相关产品。2019 年 4 月上海国际车展期间，华为首次以 Tier1 供

应商的身份登台亮相。 

华为的车战略总体从“端、管、云”三维度切入，“端”是车联网的“器官”，主要指智能汽车终端，涵盖

智能驾驶舱、智能驾驶、智能动力和智能网关等不同场景；“管”是车联网的“神经”和“血脉”，通过智能联

网实现车与车、车与人、车与路侧单元（RSU）以及车与云的互联互通和相互协同；“云”是车联网的“大脑”，

包括自动驾驶训练系统和车联网云平台，为车联网提供云端算力和服务内容。 

 

在华为的车战略布局中，提出①智能网联汽车要成为持续创造价值的平台，从拥有汽车转变为拥有＋出行

服务。②车内娱乐系统与智能终端的产业链和生态相融合，从总线＋分散控制到分布式网络＋域控制器。③数

字技术将主导未来汽车，从舒适到可信。 

同时，华为强调要将车内娱乐系统与智能终端的产业链和生态相融合，智能终端和车机共享。产业链和生

态通过以人为中心，打通手机、车机和家庭，构筑无缝的全场景体验，构筑第三生活空间体验，实现从“人找

•华为通过自研 AI 芯片和基于 AI芯片的计算平台，推动汽车终端智能化。

•2018 年 10 月，华为发布 AI 芯片昇腾 310 和昇腾 910 以及能够支持 L4 级
别自动驾驶能力的计算平台——MDC600。

•2019 年 4 月，华为推出基于昇腾 AI 芯片的 Atlas 人工智能计算平台。

•华为正依托自研 AI 芯片和计算平台加速汽车终端智能化落地。

端：自研AI 芯片，赋能
智能终端

•C-V2X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要求车载单元和路边单元进行稳定可靠的连接，
其中基带芯片和通信模块是连接的基础。

•2013年，华为发布支持 4G 的车载模块 ME909T，并应用于多款汽车。

•2018 年 2 月，华为发布4.5G 基带芯片 Balong 765，并成功应用于自身
LTE - V2X 车载终端和 RSU 产品上。

•2019年 1 月，华为发布 5G 基带芯片 Balong 5000，预计支持 5G 通信的车
载单元和路边单元也即将落地。

•华为多年来依托自身 ICT 优势，逐渐在接入网领域打下坚实基础。

管：深耕基带芯片和通
信模块，奠定连接基础

•华为布局接入网和智能终端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云”上布局，主要部
署云端算力并打造车联网生态联盟。

•2017 年 9 月，华为发布智能云硬件平台 Atlas，该平台面向公有云、AI
（人工智能）、HPC（高性能计算）等场景。

•2018 国际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上，华为发布了 OceanConnect 车
联网云平台，致力于为车企转型提供“四个使能”：联接使能、数据使
能、生态使能和演进使能。

•华为正在通过搭建车联网平台，推动车联网生态落地。

云：依托华为云，打造
车联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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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到“服务找人”。 

华为在智能网联汽车提供了几个解决方案： 

第一，最传统的连接，用 4G、5G 把车连到网络里面去，华为已经为众多车厂提供 4G、5G 通信模块。 

第二，提供 MDC（移动数据中心），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大脑，是一个计算平台或智能驾驶的子系统。 

第三，为开发者在华为云上提供自动驾驶云服务 Octopus（八爪鱼），包括数据处理、训练、仿真、测试等。 

第四，HUAWEI HiCar 人-车-家全场景无缝互联解决方案，将整个智能终端的生态和车、家结合起来，把车

打造成第三生活空间。 

图表3： 华为智能网联汽车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总体来讲，华为定位就是，基于 ICT 技术，成为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供应商，“华为不造车，聚焦

ICT 技术，帮助车企造好车”。 

HiCar：人-车-家全场景无缝互联 

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期间，华为对外展示了人-车-家全场景无缝贯通的 HiCar 智能互联解决方

案。车企现有的车载 IVI 系统可通过集成华为终端提供的智能助手、应用市场等智慧服务方案和无感智能连接功

能，并接入多样化的车企及三方服务等，让消费者在驾车环境下享受全场景移动互联体验。 

华为将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芯-端-云”协同优势，以用户为中心构建 1+8+N 全场景服务生态，为用户提

供更便捷的自然交互、更智慧的信息与服务触达、以及跨设备跨场景的无缝接续体验，链接 10 亿人，50 亿物

与 100 万服务，携手全球 56 万+合作伙伴。 

HUAWEI HiCar 以用户为中心，致力于打通智能家居、移动办公、智慧出行、运动健康、影音娱乐等手机、

车机和家庭全场景，让服务找人更精准，让人找服务更便捷。将智能网联汽车车内娱乐系统与智能终端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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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和生态相融合，将华为终端及其终端云服务的丰富体验，贯穿到智能汽车的用户体验，带来手机+车机能力叠

加的超强体验。同时，包括华为快服务智慧平台在内的多个华为云端服务平台将联合广大合作伙伴打造智慧体

验，共同为用户提供丰富的服务内容，让智能终端和车机共享产业链和生态，最终为消费者带去全场景无缝联

接，服务随行、资源共享的高品质智慧生活体验。 

在本周末的华为开发者大会上，华为将发布 HUAWEI HiCar Smart Connection 白皮书，与喜马拉雅，酷狗娱

乐，自行科技，科大讯飞等车载娱乐与生态服务厂商共同探讨更加安全，更加智能，更加具有人文温度的车空

间生态服务。 

华为寻求多方合作，深化生态联盟 

从开始布局车联网至今，华为积极与大型整车厂、ICT 厂商、芯片厂商以及 AI 技术厂商合作，加速车联网

生态联盟建设。一方面，华为与广汽、上汽、一汽等大型整车厂商在车联网、智能汽车、国际化业务拓展等多

个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扩大生态联盟；另一方面，华为也与众多软件厂商在自动驾驶、远程控制和城市交通安

全等方面展开合作，优化解决方案。2016 年华为与奥迪、宝马、戴姆勒、爱立信、英特尔、诺基亚及高通联合

宣布成立“5G 汽车联盟”，旨在整合各巨头间资源，加快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进度，调配研发过程中所需的互

联设备。 

图表4： 华为积极同各方开展车联网深度合作 

 

资料来源:华为，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华为作为车联网行业整合者，产业链公司或将受益。华为“端、管、云”的布局之下延伸出众多细分节

点。终端产业链包括智能驾驶舱、智能驾驶、智能动力和智能网关，云端包括 IVI 车载娱乐系统和云端训练

系统。华为在车联网产业链中更多的是利用自身 ICT 优势，以“管”为抓手，做行业的整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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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华为布局下的车联网产业链全景图 

 

资料来源:华为，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基于华为在 5G、IoT、通讯领域的技术优势以及近年来的深入布局，华为有望在智能汽车及车联网领域获

得一定市场份额，收入增量有望达到数百亿美元。预计华为在智能汽车电子零部件的销售有望在未来十来年的

时间内达到 500 亿美金的量级，成为和博世比肩的汽车电子巨头。 

产业链中有望受益的环节有，高清地图，摄像头/传感器，毫米波/激光雷达，计算平台，电池/电控/电机厂

商，算法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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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做任何担保，没有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

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据本报告做出的任何决策与本公司和本报告作者无关。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

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类似的金融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本报告。任

何机构和个人如引用、刊发本报告，须同时注明出处为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节和/或修改。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且本文作者为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注册的证券分析师，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

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本文作者不曾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

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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