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FP图片

■ 责编：郭宏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383 E-mail:zbs@zzb.com.cn

■ 2016年5月

13

日 星期五

产业透视

ndustry� Insights

A08

I

上市公司

积极布局量子通信领域

□本报记者 王荣

Wind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

A

股市场共有

14

家量子通信

概念公司，包括三力士、科华恒盛、神州信息等。市场人士指

出，量子通信产业链逐渐完善，市场前景较好，但短期很难

体现到相关公司的业绩上。

神州信息对量子通信网建设参与较深。资料显示，神州

信息中标了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技术验证及应用示范

项目的相关标段，中标金额合计

6104.46

万元。 据悉，“京沪

干线”技术验证及应用示范项目建设分为量子设备定型、室

内联试阶段以及工程建设和应用示范阶段三个阶段。

三力士拟出资

6000

万元设立子公司，推动山西量子通

信保密网络建设。 公开资料显示，山西省将量子通信保密

网络建设项目作为科技创新标志性示范项目，政府将给予

大力支持。 公司此前公告，拟与王增斌团队共同出资设立

三力士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其中，公司

出资

70%

，王增斌团队出资

30%

。同时，拟发起设立“三力士

量子科技产业基金”，募集规模约为

10

亿元，公司投入自有

资金出资总额度不超过

5

亿元， 基金重点投资量子通信干

线网络建设、卫星新兴业务应用、量子器件制造、量子计算

等领域。

科华恒盛与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了《合

作备忘录》，双方共同开发量子通信应用市场，规划相关产

品和技术，针对已有和潜在数据中心用户，结合量子通信

技术与数据存储的服务需求和技术方案进行初步调研，推

动相关业务尽快落地。 科大国盾由中科大发起组建，是国

内最大的量子通信设备制造商和子信息系统服务提供商。

据介绍，科华恒盛的数据中心分布于北上广地区，双方合

作在“京沪干线”起始节点的北京和上海部署基于量子保

密通信技术的新型数据中心，打造国内首个量子通信示范

数据中心。

Wind

统计数据显示，

A

股市场中，新海宜、蓝盾股份、浙

江东方、皖能电力、华工科技、华夏幸福、中信国安等公司积

极布局量子通信领域。其中，华工科技子公司华工正源正在

研制量子点激光器； 浙江东方持股

49%

的浙江国贸东方投

资管理公司与中科大量子通信技术潘建伟团队合作， 在浙

江省杭州市海创园内设立 “浙江神州东方量子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合资公司将作为浙江省量子通信产业化平台。

中信证券分析师指出， 量子通信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国

盾量子等少数企业手中，

A

股公司更多是与核心企业合作，

拓展相关业务。

卫星7月发射 京沪干线年底建成

量子通信市场有望爆发

□本报记者 王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大常务副校长

潘建伟5月9日出席 “新未来人工智能论

坛”时表示，量子通信卫星将按照原定计划

在7月份发射。 如果此次卫星成功发射，中

国将在全球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

子通信， 结合地面已有的光纤量子通信网

络，将初步构建广域量子通信体系。

近年来， 高效安全的信息传输日益受

到人们的关注， 量子通信这一前沿技术成

为资本市场的一个热点。 目前，量子通信产

业链生态已逐渐成形。 据业内人士测算，

2020年量子通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00亿

元，将广泛应用于国防、金融等领域。

走在世界前列

量子通信是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

息传递的一种新型通讯方式， 属于量子论

和信息论相结合的新型交叉学科， 主要涉

及量子密码通信、 量子远程传态和量子密

集编码等。 由于其相关特性，量子通信的安

全性以及高效性都有很大提高。

无线、 宽带等传统通信方式在信息传输

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而量子通信，据潘建

伟介绍，其具备不可分割、不可克隆的特性，

可以抵御窃听密钥的分发， 确保通过其加密

的内容不可破译。由于在该领域的杰出贡献，

2016年1月，潘建伟团队的“多光子纠缠及干

涉度量”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推进量子

通信发展战略。 欧洲发布了量子信息处理

与通信计划； 日本提出了以新一代量子信

息通信技术为对象的长期研究战略， 计划

在2020年至2030年间建成安全保密的高速

量子信息通信网络。

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研发起步早，技

术积淀较深，目前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3月

份发布的国家“十三五” 规划中，量子通信

成为其中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当前的量子通信解决方案主要还是采

用现有的光纤通信线路， 在其上面添加核

心量子设备，建立QKD（量子密码通信）中

心。 据潘建伟介绍，量子通信“京沪干线”

将于今年年底建成， 中国研制的世界首颗

量子通信卫星已完成载荷、平台产品研制，

正在开展发射前的集成测试等工作， 并将

在今年七月发射。

据悉，“京沪干线” 是连接北京、上海

的高可信、可扩展、军民融合的广域光纤量

子通信网络，中间还有合肥、济南等重要节

点。 除了“京沪干线” ，浙江、上海、安徽等

省内以及若干省际的量子通信网络也有望

于今年陆续启动建设。 量子通信卫星将在

国际上首次实现高速星地量子通信， 并连

接地面的城域量子通信网络， 初步构建中

国的广域量子通信体系。

多个项目落地

去年10月， 浙江神州量子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宣布投入1.7亿元，建设“杭沪量子

商用干线” 。这是国内首条量子通信商用干

线，建成后可实现沪杭区域内政府、企业、

金融机构等通信数据的加密传输。

由于其安全性较高的特性， 量子通信

在国防、保密、金融等领域有着巨大需求。

兴业证券分析师指出，以国防领域为例，量

子通信可以应用于通信密钥生成与分发系

统，构成作战区域内机动的安全通信网络，

能用于改进光网信息传输保密性， 由此提

高信息保护和信息对抗能力， 也能应用于

深海安全通信领域， 为远洋深海安全通信

开辟新途径。

在金融领域，工商银行已成功应用量子

通信技术实现其北京分行电子档案信息在

同城间的加密传输。这也是量子通信技术在

国内银行业的首次成功应用。工商银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为进一步提升信息安全水平，

工行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施了“量子保

密通信京沪干线技术验证及应用示范项

目” ，同时开展北京、上海同城及京沪异地千

公里级量子通信金融应用落地工作。

阿里巴巴旗下阿里云与中科院旗下国

盾量子于去年10月联合发布了量子加密通

信产品。 这也是量子安全通信产品首次落

地公共云领域。 中信证券分析师陈剑指出，

这标志着“云+量” 作为基础设置与服务开

始面向更广泛领域进行应用。

作为通信技术的未来演进方向， 量子

通信业终将进入广域网、 城域网等公网市

场。据陈剑测算，预计2020年国内量子通信

市场规模将达210亿元。其中，专网市场105

亿元，公网75亿元，其他领域30亿元；预计

2020年国内量子通信设备领域市场规模为

30亿元，建设运维领域规模为30亿元，运营

市场规模将达150亿元。

产业链逐渐完善

陈剑表示，在海外量子通信领域，已形

成一批涉及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高科技企

业， 包括美国的MagiQ公司及瑞士IDQ公

司等， 提供初步商用化的量子密钥分析系

统器件、终端设备和整体应用解决方案。

诱人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众多参与者，

量子通信产业链生态正在逐渐形成。 以三

力士为例，公司拟出资6000万元，设立山西

三力士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推动量子

保密通信网、 云计算等战略新兴产业的落

地和产业化。

去年7月， 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量子

计算实验室宣布成立。 该实验室结合阿里

巴巴在计算算法、 架构和云计算方面的技

术优势，以及中科院在量子计算和模拟、量

子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优势， 探索下一代超

快计算技术。

此外，中科院牵头，联合中科大、科大国

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

有限公司、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信息技术研究所等单

位发起成立了中国量子通信产业联盟。

陈剑指出， 量子通信产业链主要包括

元器件、设备、建设运维、运营应用四个环

节。 其中，元器件方面大部分与传统通信所

使用的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核心器件，如单

光子探测器仍主要依赖进口， 近距离设备

国产可大致代替进口， 而长距离设备需要

一年或更长时间实现进口替代。

中游核心设备包括量子网关和量子交

换机， 国内的科大国盾掌握了部分核心技

术；问天量子等机构也在参与其中，研发量

子通信核心设备，推动产业发展。

随着更多城际干线启动， 将引入更多

商业化运作， 带动量子通信网络建设和运

营需求。 这需要在现有光通信网络中添加

相关设备， 开辟单独的通道以确保信号稳

定性等。 这些工作通常由网络建设和系统

集成商承担。

陈剑认为， 随着以量子加密为代表的

量子通信技术日趋成熟， 行业将进入高速

发展期，从发展进程、技术门槛以及未来潜

力等角度看， 当前网络运营应用与核心设

备最具投资价值。

太平洋保险：专注保险主业 二十五载砥砺前行

1991年5月13日，上海，美丽的黄浦

江畔，太平洋保险应运而生。 当历史的

时针指向2016年，太平洋保险迎来了自

己25周岁的“生日” 。

成立25年来，太平洋保险专注保险

主业，目前已拥有寿险、产险、资产管

理、在线服务、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农

业保险等专业子公司，实现了保险业务

全牌照经营，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营销网

络和多元化服务平台。 截至2015年末，

太平洋保险已拥有近10万名员工和近

50万名营销员，为超过9,400万名客户

提供全方位保障解决方案、投资理财和

资产管理服务。

转型突破 全面升级

2011年，“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的

战略转型在太平洋保险开启。 转型伊

始，太平洋保险高层便明确了“关注客

户需求、改善客户界面、提升客户体验”

的三大转型目标。 转型近五年来，从贡

献点子到参与项目，太平洋保险先后有

3000余人参与具体项目，上万人参与到

转型的相关工作中，60万太保人共同见

证了一个个转型项目的开花结果，分享

了转型带来的各种创新优势。

在关注客户需求方面，太平洋保险

通过开展集团及79家分公司的客户脸

谱绘制工作，发现客户的保障缺口和财

富管理需求， 为仅有一张长险保单客

群、仅为孩子投保客群以及缴费期满客

群实施精准销售策略，2015年分别实现

保费收入81.4亿元、55.7亿元、44.8亿

元； 为车险低出险和女性等优质客户，

及新车首次出险客户提供 “金钥匙” 、

“引导理赔” 、“小额理赔授信” 等度身

定制的精细服务。

太平洋保险各地分公司在战略转

型的牵引下积极行动起来， 在精准销

售、 精细服务方面收获满满———在山

东、上海、浙江、山西、广东、广西、吉林、

江西、苏州、宁波等地，寿险机构积极开

发缴费期满、给付、贷款客群，促成老客

户加保；借助移动保全技术，实现老客

户保障升级；借助激活卡和大白卡接触

客户、服务客户；将客户数作为营销员

成长的重要抓手，帮助营销员提升获客

能力； 借助优生优育项目获取新客户。

产险机构通过推广道路救援服务，提升

客户续保率；为优质车险客户提供“金

钥匙” 一站式理赔、“续保关爱，年检无

忧” 、“玻璃破损、一站直赔” 等增值专

属服务；通过“小额赔案，快速理赔” 服

务，提升客户体验；挖掘女性车主需求，

持续开展观影乐享生活活动。

通过识别客户，开展精准营销和精

细服务，近年来太平洋产、寿险多张保

单客户持续增长，3年净增50万；两单及

以上投保人客户三年增长34%；车险三

年不出现客户突破200万； 女性车主客

户数同比增长10.3%； 在金玉兰中高端

理财规划师团队获取的客户中，25-34

岁占比达55.5%； 保障需求推动长险客

户平均重疾保障从5.1万提升至7.6万；

推动车险三责保额50万及以上客户占

比从三成提升至近六成；“中国太保”

微信服务号关注客户数与绑定客户数

均大幅增长，2015年超1.1亿人次访问

微信服务号；在线服务功能使用量突破

1000万。

在改善客户界面方面，太平洋保险

积极应用移动互联新技术改善服务流

程， 形成中后台支持前端的强大生产

力。 建成了业内首家以移动互联技术落

地应用为标志的专业化移动应用实验

室———中国太保移动应用实验室，充分

运用大数据、云技术、互联网平台、移动

终端、社交媒体等新技术，优化业务流

程，缩短端到端的距离，更快更好地响

应客户需求， 实现线上线下一个客户、

多个产品、多个界面的服务，打造出以

“神行太保” 和“中国太保” 为两大支

柱的企业级智能移动保险生态系统。

目前，“神行太保” 已成为太平洋

寿险营销员的“标配” ，加载了云投保

等62项功能，覆盖销售、契约、服务、管

理四个类型，截至2016年一季度，累计

平板设备达到22.8万台，手机版累计用

户超过23万人。 与此同时，客户可以通

过“中国太保” 微信服务号实现理赔、

查询、保单贷款、信息变更等全流程自

助服务。 截止2016年一季度，“中国太

保” 微信服务号粉丝数突破600万，其

中，460万是拥有太平洋寿险保单的绑

定客户。

在提升客户体验方面，太平洋保险

充分聆听客户的最真实需求，深入挖掘

具有优化潜力的产品服务模式、流程与

环节，针对客户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保

险需求和财富管理需求， 植入生活场

景，创新推出多款业内领先的创新型产

品；针对城区中高端客户希望获得高品

质服务的需求，“金玉兰” 理财规划师

团队应运而生， 有效提升了客户体验。

在农业保障方面，太平洋保险创新开发

了多款价格、气温、风力指数保险产品，

如宁波茶叶气象指数保险、杭州蔬菜综

合保险、台州南美白对虾保险、金华生

猪保险、 广西糖料甘蔗价格指数保险，

拓宽了“三农” 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此

外，太平洋产险积极推进“e� 农险” 体

系建设，创新应用无人机航拍、卫星遥

感定损等新技术，打造农险专业化竞争

优势，并保持较好的承保盈利水平。

在太平洋保险看来，“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 的战略转型，从本质上讲就是

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过提高

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

性， 更好满足内外部客户的保险需求，

从而实现可持续价值增长。 在全司上下

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太平洋保险坚持

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短板，以项目为抓

手，开展创新实践，为超过9,400� 万名

客户带来了“在你身边” 的良好体验。

承诺如一 在你身边

在全面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太平洋

保险聚焦关键短板，以项目驱动，将企

业社会责任全面融入公司的经营战略，

二十五年来始终如一地践行着对各方

的承诺，通过创新实践，为股东、客户、

员工、行业、社会、环境等利益相关方创

造共享价值。

对于股东，太平洋保险承诺“价值

创享， 在你身边” 。 “以客户需求为导

向” 的战略转型为价值增长注入了源源

不断的动力。 持续推进组织健康及多维

度的风险管理，以稳健的经营回报让股

东相信， 投资于中国太保是安心的、值

得的。

对于客户，太平洋保险承诺“守护

幸福， 在你身边” 。 客户每一次选择太

保，都蕴含着深深的信赖。 为了不辜负

这份沉甸甸的信赖，太平洋保险紧跟时

代发展趋势，关注客户需求，改善客户

界面，提升客户体验，全心全意为客户

提供“在你身边” 的优质服务。

对于员工，太平洋保险承诺“携手

同行，在你身边” 。 公司的每一次成长，

都归功于所有太保人的共同努力及默

默无闻的付出，为此，公司珍视与每一

位员工携手同行的机会,关注他们的需

求、尊重他们的价值,� 让温暖、机遇、

动力伴随员工不断成长。

对于社会，太平洋保险承诺“不负

所托，在你身边” 。病有所医、耕有所获、

老有所养、蒸蒸日上的创业之路、不断

完善的基础设施……都是人们美好的

盼望。 中国太保以产品及服务的保障、

负责任的投资推动经济民生和社会发

展，以公益促进社会和谐，回报给社会

充满希望的未来。

对于行业，太平洋保险承诺“合作

共赢，在你身边” 。 近年来，保险行业不

断改革、突破，作为业界一员，公司将

“贡献行业发展” 时刻铭记于心，与外

界深化合作， 在前沿领域贡献力量，并

深入社区和农村，为实现惠普金融不懈

努力。

对于环境，太平洋保险承诺“盎然

绿意，在你身边” 。 随着保险业在各个领

域渗透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们可能会发

出这样的感慨， 原来险企也可以为环境

贡献这么多。环境友好型产品及服务、绿

色投资、 无纸化运营……以持续的探索

和创新，回报给环境以绿意盎然的明天。

25年来， 太平洋保险不忘初心，始

终发挥着“社会稳定器” 的作用。 把握

政策机遇， 力争让更多人病有所医、耕

有所获、老有所养；在“东方之星” 客轮

翻沉、天津爆炸等突发灾害面前，它总

是在第一时间建立快速理赔机制、暖心

开展灾后心理疏导。

2016年，太平洋保险迎来了公司的

25岁“生日” ，青春年华，感恩有你一路

同行，感念与你共同成长。 全体太平洋

保险人由衷的自豪感不仅源于价值的

增长、组织的健康，同时也源于社会责

任的履行、人间大爱的彰显。

25年的发展历程中， 太平洋保险

不断超越自我。 2015年，其在《财富》

世界500强排名较2014年跃升56位，达

到第328位。 Interbrand中国品牌价值

位居行业前三； 总市值在国内上市保

险公司中位列第三， 在全球上市保险

公司中位列第十三； 太平洋保险集团

实现净利润177.28亿元， 同比大涨

60.4%，居主要同业首位；组织健康全

球对标得分75，从2007年时的25-50%

区间跻身到前25%区间；发展质量和效

益得到明显提升，价值增长超出预期，

寿险个人业务保持高增长， 业务结构

成功转型，大个险格局形成；产险承保

质量上升，实现了承保盈利；资产管理

业务建立委托受托市场化机制， 面对

市场波动不断优化大类资产配置，实

现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使集团净利润

创新高。 未来，在朝着客户数过亿、总

资产过万亿的发展新时空迈进的历史

新征程中， 太平洋保险又将书写怎样

的华美篇章？ 令人拭目以待。

基层营销员学习使用“中国太保”微信服务号为客户提供保险服务

太平洋产险业内率先打造基于“互联网

+

”的全新农险运营管理体系“

e

农险“

———企业形象———

卫星7月发射 京沪干线年底建成

量子通信市场有望爆发

本报记者 王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5月9日出席“新未来人工智能论坛”时表示，量子通信卫星将按照原定计划在7月份发射。 如果此次卫星成功发射，中国将在全球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结合地面已有的光纤量子通信网络，将初步构建广域量子通信体系。

近年来，高效安全的信息传输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量子通信这一前沿技术成为资本市场的一个热点。 目前，量子通信产业链生态已逐渐成形。 据业内人士测算，2020年量子通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00亿元，将广泛应用于国防、金融等领域。

走在世界前列

量子通信是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息传递的一种新型通讯方式，属于量子论和信息论相结合的新型交叉学科，主要涉及量子密码通信、量子远程传态和量子密集编码等。 由于其相关特性，量子通信的安全性以及高效性都有很大提高。

无线、宽带等传统通信方式在信息传输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 而量子通信，据潘建伟介绍，其具备不可分割、不可克隆的特性，可以抵御窃听密钥的分发，确保通过其加密的内容不可破译。 由于在该领域的杰出贡献，2016年1月，潘建伟团队的“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推进量子通信发展战略。 欧洲发布了量子信息处理与通信计划；日本提出了以新一代量子信息通信技术为对象的长期研究战略，计划在2020年至2030年间建成安全保密的高速量子信息通信网络。

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研发起步早，技术积淀较深，目前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3月份发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中，量子通信成为其中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当前的量子通信解决方案主要还是采用现有的光纤通信线路，在其上面添加核心量子设备，建立QKD（量子密码通信）中心。 据潘建伟介绍，量子通信“京沪干线”将于今年年底建成，中国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已完成载荷、平台产品研制，正在开展发射前的集成测试等工作，并将在今年七月发射。

据悉，“京沪干线”是连接北京、上海的高可信、可扩展、军民融合的广域光纤量子通信网络，中间还有合肥、济南等重要节点。 除了“京沪干线” ，浙江、上海、安徽等省内以及若干省际的量子通信网络也有望于今年陆续启动建设。 量子通信卫星将在国际上首次实现高速星地量子通信，并连接地面的城域量子通信网络，初步构建中国的广域量子通信体系。

多个项目落地

去年10月，浙江神州量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宣布投入1.7亿元，建设“杭沪量子商用干线” 。 这是国内首条量子通信商用干线，建成后可实现沪杭区域内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通信数据的加密传输。

由于其安全性较高的特性，量子通信在国防、保密、金融等领域有着巨大需求。 兴业证券分析师指出，以国防领域为例，量子通信可以应用于通信密钥生成与分发系统，构成作战区域内机动的安全通信网络，能用于改进光网信息传输保密性，由此提高信息保护和信息对抗能力，也能应用于深海安全通信领域，为远洋深海安全通信开辟新途径。

在金融领域，工商银行已成功应用量子通信技术实现其北京分行电子档案信息在同城间的加密传输。 这也是量子通信技术在国内银行业的首次成功应用。 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提升信息安全水平，工行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施了“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技术验证及应用示范项目” ，同时开展北京、上海同城及京沪异地千公里级量子通信金融应用落地工作。

阿里巴巴旗下阿里云与中科院旗下国盾量子于去年10月联合发布了量子加密通信产品。 这也是量子安全通信产品首次落地公共云领域。 中信证券分析师陈剑指出，这标志是“云+量”作为基础设置与服务开始面向更广泛领域进行应用。

作为通信技术的未来演进方向，量子通信业终将进入广域网、城域网等公网市场。 据陈剑测算，预计2020年国内量子通信市场规模将达210亿元。 其中，专网市场105亿元，公网75亿元，其他领域30亿元；预计2020年国内量子通信设备领域市场规模为30亿元，建设运维领域规模为30亿元，运营市场规模将达150亿元。

产业链逐渐完善

陈剑表示，在海外量子通信领域，已形成一批涉及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高科技企业，包括美国的MagiQ公司及瑞士IDQ公司等，提供初步商用化的量子密钥分析系统器件、终端设备和整体应用解决方案。

诱人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众多参与者，量子通信产业链生态正在逐渐形成。 以三力士为例，公司拟出资6000万元，设立山西三力士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推动量子保密通信网、云计算等战略新兴产业的落地和产业化。

去年7月，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实验室宣布成立。 该实验室结合阿里巴巴在计算算法、架构和云计算方面的技术优势，以及中科院在量子计算和模拟、量子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优势，探索下一代超快计算技术。

此外，中科院牵头，联合中科大、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 (中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信息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发起成立了中国量子通信产业联盟。

陈剑指出，量子通信产业链主要包括元器件、设备、建设运维、运营应用四个环节。 其中，元器件方面大部分与传统通信所使用的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核心器件，如单光子探测器仍主要依赖进口，近距离设备国产可大致代替进口，而长距离设备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实现进口替代。

中游核心设备包括量子网关和量子交换机，国内的科大国盾掌握了部分核心技术；问天量子等机构也在参与其中，研发量子通信核心设备，推动产业发展。

随着更多城际干线启动，将引入更多商业化运作，带动量子通信网络建设和运营需求。 这需要在现有光通信网络中添加相关设备，开辟单独的通道以确保信号稳定性等。 这些工作通常由网络建设和系统集成商承当。

陈剑认为，随着以量子加密为代表的量子通信技术日趋成熟，行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期，从发展进程、技术门槛以及未来潜力等角度看，当前网络运营应用与核心设备最具投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