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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麒麟软件有限公司（简称“麒麟软件”）

英文名称：KylinSoft Corporation（简称“KylinSoft”）

注册资金：1.94亿元人民币，总部天津

主营业务：操作系统、云计算、高可用集群软件的研发、销售和服务

旗下品牌：中标麒麟、银河麒麟

员工规模：1000，研发人员70%，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操作系统企业

股权结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国有控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麒麟软件以安全可信操作系统技术为核心，旗下的麒麟操作系统，
既面向通用领域打造安全创新操作系统和相应解决方案，又面向国防
专用领域打造高安全高可靠操作系统和解决方案，现已形成了服务器
操作系统、桌面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麒麟云等产品，能够同
时支持飞腾、龙芯、申威、兆芯、海光、鲲鹏等国产CPU。企业坚持
开放合作打造产业生态，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国产化解决方案。



历史沿革

军队最高安全等级

公安部最高安全等级

“核”：核心电子器件

“高”：高端通用芯片

“基”：基础软件

         操作系统：

          数据库：

          中间件：

          办公组件：



历史沿革（续）

麒麟操作系统获国务院2018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荣誉资质

www.gbase.cn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CMMI V5级评估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Ø WQZB科研生产二级BM资格证书

Ø ZB承制单位资格证书

Ø WQZB科研生产许可证



知识产权

www.gbase.cn

l GB/T 25645-2010 信息技术 中文Linux服务器操作系统技术要求

l GB/T 20272-2019 信息安全技术 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l GJB 7721-2012 JY桌面服务器操作系统应用编程接口要求

l GJB 7722-2012 JY桌面服务器操作系统硬件兼容性要求

l GJB 7698-2012 JY桌面\服务器操作系统安全要求

l GB/T 25655-2010 信息技术 中文Linux桌面操作系统技术要求

麒麟软件已申请专利320余项，其中授权专利138项；

登记软件著作权340余项；

主持和参与起草国家、行业、联盟技术标准30余项。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媒体声音
• 2013年11月5日，习主席视察国防科大，指出“安全第一，命根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出特殊的贡献”

• 2018年2月11日，习总书记在成都，勉励中国电子要抢抓机遇，积极发展军民融合产业

• 2019年1月17日，习总书记在滨海-中关村协同创新中心参观了麒麟、飞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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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体系

操作系统技术体系：
由CCN开源创新联合实验室与麒麟公司主导开发的全球开源优麒麟
(Ubuntu Kylin)，拥有永久授权。从13.04版本开始，每年发行两个版本，
成为ubuntu的官方衍生开源社区版。麒麟通过重构安全内核形成商业
版本，适用于桌面。开源centOS适用于服务器。
CSIP:  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

CANONICAL: UBUNTU的母公司

NUDT: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云计算技术体系：openstack

强大的技术团队和雄厚的技术储备
●技术委员会主要以国防科大专家为主
●建立院士工作站
●主导建立和运维一支拥有了4.2万人的优
麒麟操作系统开源社区，下载超过2300万
份拷贝。

●参与186个国家共600个厂商的openstack
社区，麒麟云（KylinCloud）技术团队代码
贡献占全球排名TOP 10



公司产品基础

同源支持四种技术路线的六大国产CPU平台

同源构建内核、核心库和桌面环境

兼容一致的开发与运行接口

完全一致的用户使用体验

飞腾处理器

龙
芯
处
理
器

鲲
鹏
处
理
器

兆芯处理器

海
光
处
理
器

申
威
处
理
器

同源代码构建

ARM     飞腾、华为

X86       兆芯、海光

MIPS     龙芯

Alpha    申威

国产基础设施技术体系选取原则：
  

1、当前性能及技术前景
2、应用生态丰富程度
3、能否兼容原有应用逐步移植



产品核心竞争力

国内最高安全等级，安全等级显著高于Windows同类产品（C2级），实现：

Ø 系统管理三权分立，防止黑客一步登天。
Ø 内核级防火防毒，防止“缓冲区溢出攻击”、“木马注入攻击”。
Ø 结构化保护，实行用户角色权能、程序权能和文件权能访问控制；多级机密保护；完整性保护。 

通过国际电信运营级CGL 5.0认证，即“5个9”协同调度天河二号上32000颗CPU和48000颗GPU。

Ø 功能定制：驱动定制、内核定制、API及ABI定制，裁剪定制、安装形态定制。

Ø 安全定制：强密码策略定制，强制访问规则定制，细粒度审计定制，可信度量定制。

由通用的100毫秒指令延时优化到1毫秒，超越电力调度50毫秒和卫星发射指控8毫秒门槛值。

拥有完善的产品研发测试软件工具，包括C、C++、GCC编译器、jerit和git代码管理平台、benchmark、

Loadrunner等性能测试工具。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安全架构



公司产品图谱

 麒麟操作系统

    麒麟集群系统

麒麟云计算

● 服务器操作系统

● 桌面操作系统

● 实时操作系统

● 云管理平台软件

● 容器云软件

● 云桌面软件

● 高性能计算集群

● 高可用集群管理

● 负载均衡系统



公司产品版本
原天津麒麟公司产品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国防版. x86）V4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国防版.飞腾）V4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政企/国防.x86）V4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政企版.x86）V4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政企版.飞腾）V4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飞腾版）V4（BG定制）

银河麒麟云平台软件 V4（x86）
银河麒麟云平台软件 V4（飞腾）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安全版）V4
银河麒麟高可用集群管理系统V2.0
银河麒麟负载均衡系统 V1.0（飞腾版）
银河麒麟集中监控软件 V4

原中标软件公司产品

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V7.0
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龙芯64位）V7.0
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ARM64版）7.0
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海光版）V7.0
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申威版）V7.0
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兆芯版）V7.0
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Power版）V7.0

中标麒麟安全操作系统软件V7.0
中标麒麟高可用集群软件（龙芯版）V7.0
中标麒麟虚拟化平台软件V7.0
中标麒麟服务器虚拟化系统软件V7.0
中标麒麟安全邮件服务器软件V5.0

对已经部署使用的原银河麒麟和中标麒麟产品持续维护，坚持5+5的10年维护，并提供操作系统的免费升级服务。

中标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V10中标麒麟桌面操作系统V10



Ø 经典系统图形界面，兼顾既有操作习惯

Ø 实现BMC显卡和AMD Radeon显卡同时显示

Ø 相对于直接采用开源代码方案性能大幅提升

● 2D优化 较优化前性能显示提升＞40%

● 3D优化 较优化前显示提升＞100%

Ø 支持并优化景嘉微、709所等多款国产显卡

图形显示性能优化

桌面操作系统特色



Kydroid：
高兼容性的安卓运行环境

原生支持安卓应用

安卓应用快速启动

多App多窗口运行

窗口全屏与任意缩放

直接硬件加速、效率最高

安卓扩展生态

桌面操作系统特色

麒麟基于arm架构的飞腾cpu，推出kydroid应用平台，继承了手机

银行、股市、游戏等200余万款的移动端android应用，远超wintel 
35万款桌面应用。基于麒麟飞腾终端在成都举行2018、2019两届

WEC国际女子电子竞技锦标赛。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法国

、英国等27国选手进行《穿越火线》、《QQ飞车》、《炉石传说

》、《皇室战争》等电游竞赛。



桌面操作系统特色

 麒麟面向终端用户，随机预装麒麟软件中心软件，内含办公、图形图像、开发工具、影音播放、网络工具、游戏、教育、科

学工程等11大类3500款单机小程序，可以通过局域网、互联网下载安装。

首页 下载页 windows替换对照表软件库

麒麟软件中心

麒麟安全管理工具

支持扫描，一键清理历史
痕迹、浏览器Cookies、软
件包缓存。

一键开启系统的安全模式；
配置执行程序和共享库白名
单、文件保护和内核保护。

对系统文件和用户数据进行备
份，提供全局备份和增量备份，
全局还原和部分还原故障恢复。

麒麟备份还原工具麒麟助手 第三方应用

无需登录，即有超过400
款第三方应用供您在软件
商店下载。



        基于自主软硬件、密码技术的内核与应

用一体化的内生本质安全体系：

ü 自研内核安全执行控制机制KYSEC

ü 自研生物识别管理框架和安全管理工具

ü 支持多策略融合的强制访问控制机制

ü 内核层和系统层支持国密算法SMx

ü 支持可信计算TCM/TPCM、TPM2.0

内生安全

服务器操作系统特色

       基于社区LTS内核版本4.19，实现对飞腾、

鲲鹏、龙芯、申威、海光、兆芯等平台良好兼容

及优化支持；并在内生安全性、虚拟化及云原生

支持、高可用性、性能、可靠性等方面进行了有

针对性的增强。



产品定位

党政军／行业自主安全专有云解决方案

• 完备的IaaS层支撑能力

ü 基础设施虚拟化服务

ü 容器编排服务

ü 大数据支撑服务

ü 高性能计算服务

• 协助完成数据中心的国产化自主创新

ü 由于麒麟飞腾架构支持与windows混合云技术，

    使原有应用的与国产应用共用终端并逐步移植到

    国产平台，保护了用户原有投资。

麒麟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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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联盟

序号 名称

1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

2 开源和基础软件通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 安全可靠技术和产业联盟

4 中国高端芯片联盟

5 中国开源云计算联盟

6 中国大数据产业应用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7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8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

9 中日韩东北亚开源论坛

10 安全自主软硬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积极与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进

行合作，参与71个国产化产业合

作创新联盟，并担任重要角色



麒麟承担国家科研项目

2008年至今，天津麒麟与中标软件共牵头/联合参与科技项目超过70项，覆盖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
级项目，操作系统研发及产业化、行业示范应用占比近70%。仅承担的核高基项
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1 面向党政的基础软件集群平台研制及应用-操作系统集群

2 自主可控原生开源社区建设与统一操作系统规范研究—天津麒麟子课题

3 超级计算机处理器研制-软件与应用

4 面向党政办公的基础软件升级优化及办公平台研制——基础软件平台天津麒麟子课题

5 面向互联网应用的服务器核心软硬件研发与应用推广

6 服务器操作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7 桌面操作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8 工业互联网安全操作系统产业化及规模化应用
9 面向大型行业应用的共性云计算基础软件平台研制与应用
10 面向党政办公的基础软件升级优化及办公平台研制——基础软件平台



软硬件厂商生态

应用软件

台式机
一体机
笔记本

芯片

固件

操作系统

OEM ODM

麒麟终端全栈生态图谱



软硬件厂商生态

整 机设备 网 络设 备 存 储 设 备 安 全 设 备

通用操作系统生态

Linux  Containers

嵌入式实时OS

云桌面服务

移动OS

Guest 
OS

宿主OS

芯片

云计算

硬件
设备

固件

麒麟服务器全栈生态图谱（1）



软硬件厂商生态

商业大数据软件 开源大数据软件

主要集成商

中间件

大数据
生态

芯片

数据库

麒麟服务器全栈生态图谱（2）



行业生态联合实验室（金融\央企）

关基行业：电信、广电、能源、金融、公路水路交通、铁路、民航、邮政、水利、应急、卫健、社会保障、国防科工



行业生态联合实验室（区域信创）

   

    麒麟软件公司与省部牵头单位合作，加紧区域适配服务布局。由于网络和云计算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地
政府委办局不再自建数据中心，而是利用社会资金建立政务云中心，目前自主安全政务云尚未启动，需要
加紧区域行业 信息创新适配/测评中心的合作建设，上联部委、服务本级、下通市县。联合省内权威咨询
测评机构、高校以及政府信息化运营机构合作，为省内信息创新立项技术决策支撑平台；二是协助建立国
产化技术考评指标体系和创新指南；三是为信创提供解决方案咨询；四是信息创新项目适配、测评、技术
验证以及组织联合技术攻关；五是信创生态建设、产业孵化及推广服务平台；六是为信创用户培训和技术
开发人才培养。
    目前已签约建成的有新疆自治区、重庆市、雄安新区，在合作的有河北省、四川省、宁夏自治区、西藏、
陕西省等。与华为合作陕西省鲲鹏适配中心、天津鲲鹏适配中心等。



  

优麒麟社区活动

• 全球累计下载量数千万次，活跃爱好者和开发者数十万人

• 累计向开源社区贡献代码数百万行，其中被Linux、Gnome、

Unity、OpenStack、Ceph接收patch近5000个

• UKUI等核心组件被Debian、Arch、Ubuntu等国际Linux发行版官

方仓库收录

• 全球首个支持ARM桌面的开源操作系统发行版

• 唯一受邀加入Linaro社区的中国操作系统团队

• 累计在全球20+城市、50+大学举行100+场线下活动，已进入多

所高校教学课堂和课程实践，培养Linux人才数万人



教育与培训

操作系统认证培训
      安全初级顾问
      操作系统工程师（初级）
      操作系统工程师（高级）
      应用开发工程师

云计算认证培训
      云计算管理工程师

集群系统管理认证培训
      集群系统管理工程师

大数据认证培训
      大数据初级顾问
      大数据管理工程师
      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教育与培训

高校麒麟技术交流活动                               代理商技术认证培训

                 大数据培训课件

年度培训任务：
专家级（方案）：50人
高级（开发）：200人
初级（运维）：500人
操作：2000人

高校学生：1000人
社区研讨：1000人
行业研讨：300人

2019累计培训73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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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应用案例

   党政军企应用案例
     ◆  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31省智能实时调度系统

◆  中国石油、中国电信

◆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查询机、建设银行总部、中国互金会监管云

◆   航天科工集团商密网办公系统

◆  通过商务部操作系统唯一出口到70国家

◆  应用于天津天河一号、广州天河二号超算中心

◆  民航总局气象HPC项目

◆  中航信电子客票系统

◆  金税三期31省国税系统

◆  全国海关30个业务系统



产品应用-信创领域

银河麒麟和中标麒麟操作系统在信息应用创新领域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是党政信创领

域国产操作系统的旗舰。



产品应用-国防领域

在国防领域，麒麟操作系统得到广泛应用



产品应用-电力领域

u2009年以来科大开发的麒麟操作系统连续八年中标；
u华中网调项目；
u湖南、西藏、黑龙江、两广、江西、云南、海南等      
   18个省调项目
u地调项目已完成100多个地调项目；
u县调项目已完成100多个县调项目；
u部署15000余套，上线15000余套。    

u2013年入围，连续中标；部署2000余套

u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5省
ü 电网运行监控系统

ü 电力二次安防系统

ü 电网电量计算控制系统

ü 电网调度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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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演进规划

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

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麒麟云

麒麟嵌入式操作系统

V10 V10U1 V10U2 V11

多平台同源、内生安全、
高可用、云原生支持 动态调优、关键业务RAS保证 智能计算、在线升级 智能管理、异构融合

V10 V10U1 V10U2 V11

同源统一、内生安全、
全新体验、安卓兼容 统一生态、智能交互 移固融合、三屏合一 云端融合

KVM、DOCKER 多云/混合云管理、
智能运维 微服务、云原生 智能云、机器学习、

区块链支持

V4 V4U2 V5V5

V4

设备远程管控和运维、软硬一体
可信安全、云边端融合

智能化、硬实时

V5V5

Qos确保、行为控制
安全防护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4年



服务体系规划

团队覆盖城市数

服务商覆盖数

认证工程师数

陕甘宁蒙分区

服务网点2年覆盖到全国所有省会城市



愿景：中国软件生态的领导者
使命：让中国软件基础设施不再受制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