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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近日，美国能源部发布了题为《建立全国量

子网 引领通信新时代》的报告，提出10年内建成

全国性量子互联网的战略蓝图，并希望借此确保

美国处于全球量子竞赛前列，引领通信新时代。

美国能源部方面称，量子互联网利用量子

力学定律，能比现有网络更安全地传输信息，

“几乎不可破解”，未来将对科学、工业以及国家

安全的关键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消息一出，就引发了众多疑问：量子互联网

究竟是什么？它将给世界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带

来哪些影响？在发展量子互联网的路上，会遭

遇哪些“拦路虎”？

上海交通大学集成量子信息技术研究中

心（IQIT）主任金贤敏解释说，量子互联网由

大规模分布的量子节点和链接各个节点的量

子信道组成，用于实现各类量子增强的通信、

计算和计量等技术。“一直以来，实际可用的

量子互联网是量子信息科学领域追寻的目标

之一。”金贤敏说。

早在 2018 年，《科学》杂志就曾发表文章

《量子互联网：发展愿景》，其中描述了量子通信

网络的发展蓝图。文章称，量子互联网不是现

有互联网的简单替代，而是为其加上“盾牌”的

新型基础设施。中国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军人

物、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 2019年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提到了量子互联网，他说：“众所周知，

互联网是用于传递、处理和储存经典信息的全

球性系统。量子互联网则可以对量子信息进行

同样的传递、处理和存储。量子比特和量子纠

缠（量子比特互相关联的状态）将是量子互联网

的基本资源。”

美国能源部的报告中提到，由于量子互联

网具有特殊的访问方式，每一次访问都会留下

不可磨灭的“痕迹”，因此其被称为“最安全的互

联网”。据潘建伟解释，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

看，量子互联网的首要任务是以一种无条件安

全的方式进行全球性的密钥共享，如果将随机

产生的密码编码在光子的量子态上，依据量子

不可克隆定理，一个未知的量子态不能够被精

确地复制，一旦被测量就会被破坏。因此，一旦

有人窃取并试图自行读取量子密钥，就一定会

被发现。

据了解，量子互联网不仅可用来传输加密

信息，还能支持基于云的量子计算，有望在多个

领域大显身手。美国能源部的报告显示，其筹

备建设的量子互联网将首先应用于银行和医疗

服务部门，未来还有望在国家安全和飞机通信

领域施展拳脚。报告中还提到，“最终，手机内

使用量子网络技术可能会对每个人的生活带来

广泛影响”。

另外，创建超级灵敏的量子传感网络还有

助于更好地检测和预测地震，或者寻找地下的

石油、天然气或者矿产。

据专家介绍，量子互联网是一步一步向前

演进的，不断把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测量等各

类功能融入进来，最终的目标是形成包括量子

安全网络、分布式量子计算和量子传感网络在

内的“全量子网络”。美国能源部在报告中称，

人们正在形成一个共识——量子互联网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前沿之一。

信息无法被窃取复制，安全系数最高

鉴于量子互联网安全性高、应用领域广泛

的特点，全球多个国家都在研发这种新型通信

方式。

据悉，今年 2月，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

室和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在芝加哥郊区成功建

立了一个 52英里的纠缠光子“量子环”，这是美

引发全球关注，各国竞相布局

本报记者 刘 霞

然而，量子互联网的发展之路并非一条坦途。

金贤敏指出：“对于量子互联网发展中的挑

战，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

是光子通过长距离光纤传输，在传播中的损耗

会随距离呈指数型增加；二是光量子态的产生

具有概率性。这两个问题使得量子互联网的实

际运行效率很低。”

据了解，量子互联网需要量子通信、量子精

密测量、量子计算等领域全方位的突破。金贤

敏表示，从长远来看，将真正的全量子互联网推

向实用化的关键仍然在于量子中继器。

简单来说，处于纠缠态的两个量子不论相

距多远都存在一种关联，其中一个量子状态发

生改变（比如人们对其进行测量），另一个的状

态会瞬时发生相应改变。假设信息的接收方和

发送方各有一个光量子，它们再各自派出一个

与之纠缠的光量子作为“中介”，让两个“中介”

光量子在中继器纠缠起来，那么两个留下的光

量子也会形成纠缠关系。

在信息通信领域中，量子中继器是一个广

泛的概念，它就像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加油站”，

主要通过纠缠交换、纠缠纯化和量子存储等基本

技术实现对量子态的纠缠操纵，帮助信息传输到

更远的距离，从而突破量子通信距离的限制。

今年 3 月，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

究人员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其

中提到，本质上来讲，量子中继器是一种小型的

专用量子计算设备，它必须能够有效地捕获和

处理量子信息，并将其存储足够长的时间，以将

信息传输至数千公里之外。

金贤敏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量子中继器走

向实用化的关键问题研究，并实现了一种混合

架构的、可在室温下运行的宽带量子存储网络，

这对于量子互联网的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该成果已于今年上半年在《科学》杂志

子刊《科学进展》上发表。

金贤敏进一步指出：“构建可实际应用的量

子存储器，挑战来自于需要同时满足高存储带

宽、长寿命、高效率和低噪音等指标，更重要的

是能够在室温条件下工作，这是艰难而又意义

深远的一步。”

在量子技术日趋成熟和接近商用的今天，

我国的量子技术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未来，我

们期待充分挖掘基于实际可用的量子中继器的

量子互联网，能够通过构建更多节点和提升节

点性能的方式，使得量子互联网具有完全可扩

展性和丰富的量子信息处理能力。通过共同努

力，最终实现全球量子互联网。”金贤敏如是说。

走向实用化，关键在中继器

“现在互联网开始进入下半场，从消费领域

逐步进入到实体经济，例如工业互联网、能源互

联网等都在加紧建设。现在技术上遇到一个很

大的挑战，因为传统互联网是‘尽力而为’去传输

数据的一种架构，能传好就传好，一次不行就两

次。但是在实体经济当中不允许这样。因此，确

定性是未来网络的刚性需求。”

近日，在南京举行的第四届未来网络发展大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兼首

席科学家刘韵洁，在发布全球首个确定性广域网

创新试验成果时说道。

确定性网络可满足绝大
多数需求场景

据了解，广域网指的是连接不同地区局域网

或城域网计算机通信的远程网，通常跨接很大的

物理范围，所覆盖的范围从几十公里到几千公

里，它能连接多个地区、城市和国家，或横跨几个

洲并能提供远距离通信，形成国际性的远程网

络。网络的确定性指在一个网络域内给承载的

业务提供确定性业务保证的能力，这些确定性业

务保证能力包括时延、时延抖动、丢包率等指标。

此次发布的全球首个确定性广域网创新试

验成果，依托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和长三角综合试

验环境，构建了覆盖北京、南京、上海、郑州、武

汉、合肥等 13 个核心节点的大规模测试环境，该

创新试验实现全球首个跨 2000 公里以上传输距

离、100微秒级的时延抖动控制。

“例如工业控制需要 250微秒的时延抖动，也

就是说工业控制每250微秒就要发1条指令，如果

时延抖动大于 250微秒，这个指令就丢了，生产线

就会出问题。从目前来看，100微秒的时延抖动足

以满足绝大多数的需求场景。”刘韵洁介绍说。

据悉，全球首个确定性广域网创新试验由紫

金山实验室主导，联合华为、北邮等多家专业机构

共同建构。“我们通过对整个网络的演算，能够精

确地计算出每一个节点，要做到什么样的时延，怎

么样去控制服务质量。通过全网的协同，节点之

间的协同，解决核心的抖动问题。”华为公司全球

数据通信产品线总裁胡克文解释说。

刘韵洁认为，该成果可以满足未来工业自动

化、工业遥操作、全息通信、车路协同等业务微秒级

时延抖动保障需求，比如远程操控机器动手术、远

程生产控制、无人驾驶高铁等，对推进我国智能制

造战略，提升国家未来网络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应对互联网下半场竞争
中国已有行动
“互联网经过 50 年的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

成就。进入到实体经济，又要面临巨大的变革。

互联网下半场进入核心竞争后，我们面临的重大

变革就是将互联网从‘尽力而为’的网络变成更

具确定性的网络。”刘韵洁介绍，为了应对这场变

革，科学家们提出建立新的网络架构，去年，紫金

山实验室发布的全球首个大网级网络操作系统

便是其中之一。

拥有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对于国家安全和

产业安全意义重大。

紫金山实验室研发的这套大网级操作系统，

能支持 300 多个城市 1000 多个节点，具有微架构

服务、全维度协同、确定性可控、高容灾抗毁、毫

秒级倒换等特点。

刘韵洁说，紫金山实验室和他带领的团队10年

前就开始探索，他们研究的一些成果跟现在社会的

需要，尤其跟5G垂直行业的发展比较吻合，相信中

国完全可以在互联网下半场做出更大的贡献，对国

家的制造业、实体经济起到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把这些成果都在长三角工业互联网这

个大的平台上作了发布，所有的企业都能通过该

网享受到确定性网络服务。”刘韵洁院士口中的

这张“网”，正是紫金山实验室发布的另一项重磅

成果——长三角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外网。

长三角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外网采用自研微

服务化网络操作系统，面向企业总部分支互联、

企业上云、多云互联三大场景，能够为协同制造、

云仿真、数字孪生等各类新业务提供高安全、低

时延、大带宽、确定性的高质量网络服务。

据悉，这个网络将全面覆盖长三角城市群，

同时，无损数据中心、内生安全靶场、智能无线通

信试验网络、新型城域网、多云交互平台等一系

列技术领先的新型基础设施将于南京开始建

设。该成果对推动长三角地区工业互联网开放

性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确定性成刚需
本报记者 张 晔

国迄今最长的陆基量子网络之一。该网络很快

将与能源部费米实验室连接，构成一个 80英里

的三节点试验平台。此外，石溪大学和布鲁克

海文国家实验室联手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

室，已经搭建了一个 80英里长的量子网络试验

平台，同时正积极进行网络的扩展工作。

量子互联网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的关注。荷

兰、加拿大、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以及欧盟也

在加紧部署量子网络建设。

2016年 5月，欧盟就提出了“欧洲量子技术

旗舰计划”，总投资约 10亿欧元，主要目标之一

就是利用 10年时间建成量子互联网。

此外，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今年 4 月份

报道，俄罗斯将利用俄罗斯铁路公司的基础设

施打造量子互联网平台，该平台试验区将在

2021 年启动，金融机构、国家集团、生产企业和

基础设施可能成为首批用户。

近年来，我国也在大力发展量子通信技术，

并在量子通信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17年，全长 2000余公里的世界首条量子保密

通信骨干线路“京沪干线”项目通过总技术验

收；今年 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研究团

队利用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纠缠的无中继千公里级

量子保密通信。

金贤敏认为，这些成就对于我国构建量子

互联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标志着我国量子

互联网的研究与发展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多国加紧部署量子互联网，相继推出建设计划

量子互联网时代就要来了量子互联网时代就要来了？？

“在万物互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IP 网络越来越难以满足多样化

场景对服务质量的需求，多模态智慧网络（PINet）代表着未来网络技术

与产业的发展方向。”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道。

据了解，网络最初诞生于基础数据服务，由于技术的时代局限性，

发展至今的 TCP/IP 协议仍基于端到端的传输方式提供服务，且仅支

持单一 IP 的寻址模式……单一化、同质化的技术特点，导致网络发展

在性能和安全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

为解决网络发展的瓶颈问题，适应现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网络应用

需求，邬江兴带领科研团队提出了多模态智慧网络（PINet）。它采用的

多模态寻址路由技术，在网络体系结构中内嵌了新型的寻址与路由功

能要素，支持 IP、内容标识、身份标识、地理空间标识等多模态标识的

共存与协同，能够极大地丰富网络空间的多样性。

新一代网络服务向体系结构创新转变

作为数字信息的“高速路”，互联网在当前社会中承担的任务日益

增多，终端类型更加多元，接入方式也在不断发展，人-人、人-机、机-

机、网-网通信等成为常态，这要求网络必须为海量业务提供多元、智

慧、高效、稳定的服务。

邬江兴认为，网络空间首先要解决好基础网络问题。随着摩尔定

律放缓，由硬件设备升级所带来的计算能力增长式微，计算数据和计算

能力的剪刀差越来越大，新一代网络服务正在从主要依赖工艺进步向

主要依赖体系结构创新转变。

目前，全球出现了不少新型网络技术研究成果，例如云、可重构网

络、软件定义网络、网络功能虚拟化等。但如今的局面是“满地珍珠但

不成项链”，所以新型网络技术急需主线串珠成链，进而构建多元化网

络环境。

而采用多模态寻址路由技术的多模态智慧网络通过构建具有相当

规模的真实网络平台，在智慧城市、工控网络、科学实验等方面开展应

用，通过创新网络架构体系，使网络的功能形态能够灵活高效地适应复

杂多变的社会发展需求，让传统网络中的“高延迟”“高成本”“难管控”

等问题成为历史。

多模态智慧网络有“三大法宝”

除了多模态寻址路由技术，邬江兴说，多模态智慧网络使能新基建

的核心技术还有“三大法宝”，即网络全维可定义、网络智慧化管控和网

络内生安全构造。

首先是网络全维可定义技术。新兴网络业务形态层出不穷，对底

层网络设备的承载能力不断提出新的挑战，而传统网络基础结构单一、

功能封闭，硬件设备通常无法及时完成更新和升级，导致网络服务能力

和应用业务需求之间长期存在“代沟”的问题。全维可定义技术打造完

全透明的基础平台，实现网元设备、协议控制、网络资源、节点能力、网

络接口、转发控制、承载方式等要素的全方位开放，为开展新型网络架

构研究、试验和应用提供基础环境。

第二是网络智慧化管控技术。邬江兴强调，在引入人工智能技术

后，可建立“感知、决策、适配”一体化的网络智慧化管理与控制机制，通

过网络局部节点的智能化管控实现整个网络管理与优化，整个网络可

以做到智能感知、自主决策和自动执行。

三是网络内生安全构造技术。当前，链路与节点故障、系统漏洞等

新型互联网安全威胁层出不穷。网络内生安全构造技术依据“结构决

定安全”“系统大于部分之和”的理念，构造出新型拟态防御技术，任何

的“探测”或“试错”攻击都可能导致当前防御场景改变，从而打破网络

未知威胁的周期性作用，提高网络空间的整体安全性。

IP网络遭遇困局

多模态智慧网络是未来发展方向

新华社讯 （记者余俊杰）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在京发布的

《2019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显示，去年捕获计算机恶意程序样

本超过 6200万个，日均传播次数达 824万余次；其中境外来源的恶意攻

击主要来自美国，比例为 53.5%。

报告指出，按照目标 IP 地址统计，我国境内受计算机恶意程序攻

击的 IP 地址约 6762 万个，约占我国 IP 地址总数的 18.3%，主要集中在

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等地区。

2019 年，我国境内感染计算机恶意程序的主机数量为 581.88 万

台，同比下降 11.3%。位于境外的约 5.6万个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服务

器感染影响了我国境内约 552万台主机，其中位于美国、日本和中国香

港地区的控制服务器数量分列前 3位。

据报告分析，2019年新增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样本 279万余个，同

比减少 1.4%，为过去 5年来首次增量下降。按照恶意行为分类统计，排

名前 3位的仍然是流氓行为类、资费消耗类和信息窃取类，占比分别为

36.1%、33.2%和 11.6%。

尽管新增的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有所下降，然而以仿冒 App 为代

表的“灰色”应用程序大量出现，主要以“擦边球”形式躲避监管，损害金

融、交通等重要行业的用户利益。

这些仿冒 App具有容易复制、版本更新频繁、靠蹭热点快速传播等

特点，主要仿冒公检法、银行、社交软件、支付软件等热门应用，在仿冒

方式上以仿冒名称、图标、页面等为主，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据悉，由于开发者在应用商店申请 App上架前，需提交软件著作权

等证明材料，因此仿冒 App很难在应用商店上架，其流通渠道主要集中

在网盘、云盘、广告平台等线上传播渠道。

去年境外来源的

计算机恶意攻击主要来自美国

刘 强 本报记者 乔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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