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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HarmonyOS布道师的使命和收获

二、从零开始，已为你准备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三、HarmonyOS最新开发者活动



一、HarmonyOS布道师的使命和收获



核心使命：帮助更多同学学习HarmonyOS新技术，提升技术能力，带领同学们一起成长

• 发布文章，视频，授课

• 参会演讲分享经验

• 积极解答同学的问题

• 运作校园自学组织

• 统筹HarmonyOS活动

• 发展更多布道师

HarmonyOS校园布道师

组织运作技术布道学习与实践

• 学习HarmonyOS新技术

• 实践中应用HarmonyOS

• 组队参加创新大赛



为什么要成为HarmonyOS校园布道师？

知识分享了才有生命力 为你的学校代言比你想得简单帮助他人的成就感



HarmonyOS校园布道师部分权益

官方宣传

获得官方多渠道个人宣传支持，

活动及成果展示，建立个人影响力。

大会受邀

活跃的校园布道师每年将有机会受邀参加官

方会议和活动，提供主题分享机会。

产品体验

有机会参与华为产品内测，优先体验最新

的HarmonyOS产品和版本。

专家交流

打造专家交流圈，与HarmonyOS专家、行

业大咖进行技术讨论，累积业内资源

等级晋升

享受专属激励，在等级晋升通道中获得个人

发展及丰厚激励。

官网展示

在官网展示个人信息，

优秀者提供独立的展示页面。



二、从零开始，已为你准备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Ha rmonyOS开发者三大成长阶段与学习资源一览

动手阶段

Codelabs 挑战赛 视频教程 组件库 工具链 应用上架

Samples
应用开发
在线体验

应用模板 API参考 Demo示例训练营

……

学习阶段

官方公众号 开发者文档 知识地图 三方社区 视频课程 先行者说

官方网站 HDC、HDD 社区直播 社区沙龙 开发者说官方论坛

……
零经验

起步

进阶阶段 社区

成为HarmonyOS社区技术专家

…技术分享 社区明星金牌讲师

大赛

开发者创
新大赛

……
开设专栏

￥ 百 万
奖 金

校园

布道师 样例共建
加入HarmonyOS开发者样例共建计划，

共同创造全场景智慧生活开源
参与开源
项目

贡献代码

https://developer.harmonyos.com/cn/documentation/codelabs/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forum/topic/0201697127022460928?fid=0101303901040230869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training/result?type1=101603094347460003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forum/topic/0202576122525950364?fid=0101303901040230869
https://device.harmonyos.com/cn/docs/documentation/guide/tools_management-0000001141455367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service/josp/agc/index.html#/myProject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app_samples?_from=gitee_search
https://playground.harmonyos.com/#/cn/onlineDemo
https://playground.harmonyos.com/#/cn/onlineDemo
https://developer.harmonyos.com/cn/develop/deveco-studio
https://developer.harmonyos.com/cn/docs/documentation/doc-releases/harmonyos_release_3_202110-0000001167203136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forum/topic/0201701352875650019?fid=0101587866109860105
https://developer.harmonyos.com/cn/docs/documentation/doc-guides/document-outline-0000001064589184
https://developer.harmonyos.com/cn/documentation/codelabs/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training/result?type1=101603094347460003&courseType=3
https://device.harmonyos.com/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hdc/hdc2021/index.html
https://www.harmonyos.com/cn/activity/hdd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training/result?type1=101603094347460003&courseType=3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forum/block/yingyongkaifa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activity/digixActivity/digixdetail/301633681676946535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activity/digixActivity/digixHome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activity/digixActivity/digixHome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


丰富学习资源应有尽有，满足HarmonyOS开发者各类学习需求

媒体与活动： HarmonyOS官方网站、开发者公众号，以及HDC、HDD、HDG等活动全年覆盖，让您全方位了解HarmonyOS开发实践

课程：已开设360门视频教程、513个极客视频、120场直播（可回看）、超200份资料供下载……

书籍：已上市发行7本技术图书，2021年预计10+本HarmonyOS书籍

编号 书籍名称 作者 出版社

1 鸿蒙手表开发 张荣超 人民邮电出版社

2 HarmonyOS物联网智能硬件开发实战指南 润和 机械工业出版社

3 鸿蒙操作系统应用开发实践 郑森文 清华大学出版社

4 鸿蒙操作系统开发入门经典 徐礼文 清华大学出版社
5 鸿蒙生态-万物互联智慧新世界 李洋 电子工业出版社
6 鸿蒙跨设备应用开发入门到实战 李宁 人民邮电出版社
7 鸿蒙手机应用开发 张荣超 人民邮电出版社
8 面向智慧物联网的鸿蒙系统应用开发 许昱玮 华章

9 物联网系统软件开发与实践 郑江滨 清华出版社

10 移动应用交互设计实践 卢思洋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 操作系统原理与实现 吴帆 人民邮电出版社

12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安全 张艳 电子工业出版社

13 HarmonyOS项目驱动式开发教程 陶文寅 人民邮电出版社
14 实战鸿蒙应用程序开发 董昱 清华大学出版社

HarmonyOS官方书籍

HarmonyOS公共书籍

书名

《HarmonyOS原理与架构》

《HarmonyOS设备开发篇》

《HarmonyOS应用开发篇》

学习阶段



代码示例

快速上手
Codelabs

指南

常见问题

API参考

特色专题

学习阶段

“知识地图”全新上线，开发者资料一站式便捷获取



学习阶段

130个示例代码

47个Codelabs教程

7个场景在线Playground

零门槛在线体验应用开发

逐步丰富的示例代码、技术教程，助您实现快速学习



应用模板：36个上手即用的应用模板，方便开发者迅速组合出各种功能丰富的基础应用

组件库：800+开源组件库，包含UI、动画图形、框架、安全、工具、网络、文件数据、多媒体、图片缓存和基础功能等10大类全部可用

技术训练营：10分钟快速体验HarmonyOS分布式应用，在线完成训练营作业，即可解锁更多HarmonyOS开发技能

挑战赛：参与Codelabs开发挑战，抢先体验HarmonyOS应用开发的新能力、新组件，帮助开发者快速构建有用、有趣的HarmonyOS应用程序

动手阶段

从模板、到组件，提供全面开发支持



官方沉淀常见问题，集成IDE界面UA/智能助手，助您快速解决开发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动手阶段

官网/论坛FAQ汇总，让您快速解决问题累计29000+人次咨询63500+个问题

扫码尝鲜

智能助手随时随地想问就问

IDE提供开发者随需的精准帮助信息

HarmonyOS论坛与更多开发者讨论

HarmonyOS工单专业支持



参与到HarmonyOS生态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样例共建：欢迎开发者加入HarmonyOS开发者样例共建计划，共同创造全场景智慧生活

社区贡献：开发者社区将月度评核TOP10累积贡献者，月度/季度/年度评核明星贡献者

开源贡献：在Gitee等开源社区参与开源项目，贡献开源代码，为开源事业尽一份力

开发者大赛：参加每年举办的HarmoyOS开发者创新大赛等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提高自己的进阶开发水平

进阶阶段



这些同学，也在默默进阶中

同济大学大三学生
用QEMU模拟开发板，移

植LiteOS

深圳大学大二学生
深大“木棉花”学习小组，

多个作品

9岁小学生开发者
开发多个Demo案例/

社区直播

河北师范大学大三学生
HarmonyOS创新大赛创新

科技奖



三、HarmonyOS最新开发者活动介绍



HarmonyOS技术训练营 线上Codelabs系列挑战赛 HarmonyOS技术征文



第二届HarmonyOS开发者创新大赛

2021.10.22—2022.4

单项奖金最高15w等你来拿

报 名 通 道 已 开 启

50位导师 50+场辅导 ￥155万奖金
开发者社区知名导师赋能指导 线上直播课+线下专场赋能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activity/digixActivity/digixdetail/301633681676946535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activity/digixActivity/digixdetail/301633681676946535


首届OpenHarmony开源开发者成长计划

2021.10-2022.4

专家交流

获得赋能培训及社区导师的专业指导

与开源大咖交流技术经验，获取最新开源资讯

经费资助

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

多样的实习机会

权威认证

领取社会实践证书，获得官方认证

官网展示个人成就，为优秀者提供展示页面

OpenHarmony 开源开发者成长计划，为开发者提供OpenHarmony开源项目实践机会及经费资助，鼓励开发者积极参

与开源软件的开发维护，帮助开发者在开源项目中成长，首届活动面向高校学生群体。

个人成长

深入了解开源项目的参与方法

丰富的实践任务内容



角标 15pt

每月汇聚社区精选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正在筹建

OpenHarmony教育兴趣组

已聚集236位共建伙伴

目前已有44页内容，每月刷新

各大活动免费发放

欢迎全国学校/学生邮寄订阅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16个共建伙伴已提交贡献

内容贡献地址：https://gitee.com/openatom-university/openharmony-oer/tree/feature             《生态内容专刊》下载地址：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docs/tree/master/zh-cn/resources



未来可期，有迹可循

扫码加入HarmonyOS本次公开课微信群
与我们联系，及时获取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