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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４日，由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１３位知名量子计算专家组成
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公布了一份长达２０５页的《量子计算：进展与前景》报告，概述了量子计
算的原理、优势与缺陷，客观地评估了量子计算的进展、风险及前景，给出了相关研究结论和
建议，本文为该报告的概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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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属于物理学的子领域，它描述极小粒

完全隔离，并且能非常精确地控制。

子的行为，为新的计算范式奠定了基础。量子计算

在过去的２５年中，许多创新技术使得研究人员

（ＱＣ）最初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作为一种改进超小型

可以构建能逐步为量子计算提供所需隔离与控制的

（“量子”）物理系统计算建模的方法而提出的。

物理系统。２０１８年，在大多数量子计算机中使用了

上世纪９０年代，随着Ｓｈｏｒ算法的出现，人们对该领

两种技术（由超导电路产生的囚禁离子和人造“原

域的兴趣不断增长。如果Ｓｈｏｒ算法在量子计算机上

子”），但是针对量子位基本物理实现（或称“物

实现，其将以指数方式加速一类重要的密码分析，

理量子位”）的许多不同技术当前也都正处于探索

从而潜在地威胁到某些用于保护政府和民用通信及

之中。虽然该领域进展迅速，但仍需要重大改进，

存储数据的加密方法。事实上，量子计算机是唯一

现在就“投注”于量子计算的一种技术还显得为时

已知可比当今计算机快指数级的计算模型。虽然这

过早。

些结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非常令人振奋，但它们只是

即使能够制造出很高质量的量子位，要成功创

理论上让科学家感兴趣：没有任何人知道如何构建

建和使用量子计算机还是会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台量子计算机系统。大约２５年后的今天，人们在

它们使用与传统计算机完全不同的运算，需要新的

创建和控制量子信息位或称“量子位（ｑｕｂｉｔ）”方

算法、软件、控制技术和硬件抽象。

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许多研究组织已经演示了小规
模的原理验证型量子计算机。这一进步重振了该领
域，并吸引了大量的私营部门投资。

２． 技术风险
（１）量子位在本质上无法杜绝噪声
传统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之间的主要区别之

１． 为什么制造和使用量子计算机具有挑战性

一，就在于如何处理系统中不需要的小偏差，或

传统计算机使用位（比特）来表示它正在

称“噪声”。一个传统的位不是１就是０，即使该值

运算的值；量子计算机则使用量子比特或量子位

稍有偏差（即系统中有些噪声），该信号上的运算

（ｑｕｂｉｔ）。一个位可以是０或１，而量子位可以同

也能很容易地消除噪声。实际上，目前在位上运算

时表示值０、１或两者的组合（称为“叠加”态）。

并被用来创建计算机的传统门具有非常大的噪声容

传统计算机的状态是由一组位的二进制值确定，而

限，它们可以摒弃输入中较大的偏差，仍然可以生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具有相同数量量子位的量子计

成干净、无噪声的输出。由于量子位可以是１和０的

算机的状态可以跨越相应传统计算机的所有可能状

任意组合，所以量子位和量子门不能很容易地杜绝

态，因此可在一个呈指数级增加的问题空间中工

物理电路中发生的小错误（噪声）。其结果就是，

作。然而，利用这个空间的能力必须要求所有量子

创建所需量子运算时的小错误或是任何进入物理系

位本质上相互连接（称为“纠缠”），与外部环境

统中的杂散信号，最终都可能导致计算中出现错误

15

16

《高性能计算发展与应用》

２０１９年第一期

总第六十五期

的输出。因此，对于在物理量子位上运行的系统，

算机的研发时间。事实上，使用早期工具来完成端

最重要的设计参数之一就是其错误率。低错误率很

到端设计（应用设计到最终结果）有助于阐明隐藏

难实现，即使到２０１８年，在具有５个以上量子位的系

的问题并推动设计获得整体成功，这也是传统计算

统上进行２量子位运算的错误率也超过了数个百分

机设计中所采用的方法。

点。较小规模的系统有着更低的错误率，但是量子

（６）量子计算机的中间状态无法直接测量

计算要想取得成功，就要把这种更好的运算保真度

调试量子硬件和软件的方法至关重要。目前，

转移到更大规模的量子位系统上。
（２）无错（Ｅｒｒｏｒ－Ｆｒｅｅ）量子计算机需要量子纠
错

传统计算机的调试方法依赖于内存和读取机器的中
间状态。对于量子计算机，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量子态不能简单地复制（根据所谓的“无克隆”定

尽管物理量子位运算对噪声敏感，但是可以在

理）以供后续检查，并且任何对量子态的测量都会

物理量子计算机上运行量子纠错（ＱＥＣ）算法来模拟

使其崩塌成一组传统位，从而使计算终止。新的调

无噪声或“完全纠错的”量子计算机。没有量子纠

试方法对于开发大规模量子计算机至关重要。

错，就不可能有复杂的量子程序（例如一个实现Ｓｈｏｒ
算法的量子程序）能在量子计算机上正确地运行。

３． 实现量子计算的时间表

然而，量子纠错会在两个方面产生显著的开销：一

预测未来总是有风险的，但是当感兴趣的产品

是为了模拟更可靠和稳定的所谓“逻辑量子位”所

相比当前设备并不跨越太多数量级时，则可以尝试

需的物理量子位数量；二是为了模拟逻辑量子位上

预测未来。然而，要创建一台能够运行Ｓｈｏｒ算法以在

的运算而必须在物理量子位上执行的原始量子位运

１０２４位ＲＳＡ加密消息中查找私钥的量子计算机，则需

算量。所以，尽管量子纠错对于未来创建无错误的

要制造一台比现有机器大五个数量级，且错误率好

量子计算机至关重要，但短期内它们由于资源消耗

两个数量级的机器，此外还要开发软件环境来支持

太密集而无法使用；近期的量子计算机很可能都会

这台机器。

有错误。这类机器被称为“嘈杂中型量子（ＮＩＳＱ）
计算机”。

填补此差距所需的进展使得人们无法预测实
现大型纠错量子计算机的时间表，而且尽管这些领

（３）量子计算机无法高效地加载大量数据输入

域正在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无法保证能够克服

虽然量子计算机可用少量量子位来表示呈指数

所有挑战。在弥补这一差距的过程中，还可能会暴

级增长的数据，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方法可将大量的

露出意料之外的挑战，需要尚未被发明的技术，或

传统数据快速转换为量子态（如果数据能用算法生

是由于基础科学研究出现新成果而改变人们对量子

成，则不受此限制）。对于需要大量数据输入的问

世界的理解。该委员会没有推测给出一个具体的时

题，创建输入量子态所需的时间通常会占用绝大部

间表，而是确定了将会影响技术创新速度的相关因

分计算时间，并大幅减少量子优势。

素，并提出了用于监测本领域之进展的两个衡量指

（４）量子算法的设计非常困难

标和若干里程碑。

测量量子计算机的状态会使大规模量子态“崩

鉴于量子计算机的独有特性和挑战，它们不太

塌（ｃｏｌｌａｐｓｅ）”成为一个传统的结果。这意味着人

可能直接取代传统计算机。事实上，它们需要许多

们从量子计算机中提取的数据量，只等同于从相同

传统计算机来控制它们的操作并执行量子纠错所需

规模的传统计算机中提取的数据量。为了发挥量子

的计算。因此，它们目前被设计作为与传统处理器

计算机的优势，量子算法必须利用干扰和纠缠等独

互补的专用设备，类似于协处理器或加速器。

特的量子特征来得出最终的传统结果。因此，实现

在快速发展的领域，往往存在着许多未知和

量子加速需要全新的算法设计原则和非常精巧的算

难题，其整体发展的速度取决于整个业界利用新方

法设计。量子算法开发是该领域一个极为关键的方

法和提出新见解的能力。而在那些研究结果保密或

面。

设有专利限制的领域，进展则要缓慢得多。幸运的
（５）量子计算机需要一种新的软件栈

是，许多量子计算研究者一直在公开分享他们的最

对于所有计算机而言，建造一台有用的设备都

新进展，这一理念将使该领域受益匪浅。

要比仅仅发明硬件复杂得多——人们需要工具来创
建和调试量子计算机专用的软件。由于量子程序与

重要结论：一个可以实现思想和群体自由交流
的开放生态系统，将会推动技术的快速发展。

传统计算机程序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众所周知，某一技术的进步取决于投入其中

软件工具栈。由于软件工具能推动硬件发展，因此

的人力和资本。虽然许多人认为会有一个类似于摩

同时开发硬件和软件工具链可有效缩短实用量子计

尔定律的法则适用于系统中量子位数量的扩展，但

综合评论

务必记住的是，摩尔定律是从良性循环中产生的：

上难以处理的任务，无论该任务是否具有实用性。

技术进步产生了指数级增长的利润，促进了对研发

虽然有几个团队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但都未能得

（Ｒ＆Ｄ）的再投资，吸引了新的人才和行业加入创

到证实（截至２０１８年中）。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

新，从而又将技术提升至更高一级。如果像硅工业

创建一台具有商业价值的量子计算机，这要求量子

一样，类似于摩尔定律的量子位持续指数级增长需

计算机能比任何传统计算机更有效地执行至少一项

要指数级增加的投资，那么就需要量子计算机有类

实际任务。尽管理论上后一个里程碑比实现“量子

似的良性循环来维持这种投资，即让小型机器取得

霸权”难——因为其应用必须比现有传统方法更

足够的商业成功以吸引增加对整个领域的投资。如

好、更有用——但实际上，证明“量子霸权”更不

果没有可以产生商业利润的中间进展，那么就只能

容易，尤其是对于模拟量子计算而言。因此，在证

依靠政府机构不断地增加对该领域研究的资助。即

明“量子霸权”以前，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有效的

使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实现中间里程碑也是极为重

应用。在量子计算机上部署量子纠错，以创建错误

要的。

率显著降低的逻辑量子位，是又一个重要的里程

鉴于量子纠错的开销，近期的机器几乎肯定都

碑，也是创建完全纠错系统的第一步。

是嘈杂中型量子（ＮＩＳＱ）计算机。尽管大型纠错量
子计算机会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应用，但对于ＮＩＳＱ

５． 度量标准

计算机而言，目前并没有实际的应用。为ＮＩＳＱ计算

基于门的量子计算进展可以通过跟踪确定量

机创建实际应用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需要

子处理器质量的关键属性来进行监控，这些属性包

开发新型量子算法。到２０２０年初为ＮＩＳＱ计算机开发

括：单量子位和双量子位运算的实际错误率、量子

出商业应用，对于启动良性投资循环至关重要。

位之间的连通性，以及单个硬件模块中包含的量子

重要结论：研究和开发ＮＩＳＱ计算机的实际商业

位数量。

应用是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项工作的成果将

重要结论：基于本委员会目前获得的信息，现

对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的发展速度和量子计算机商用

在要预测可扩展量子计算机出现的时间表还为时尚

市场的规模和稳健性产生深远影响。

早。不过，短期内的进展，可以通过监控在恒定的

量子计算机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模拟量子

平均门错误率下物理量子位的扩展速度来了解，其

计算机”直接操控量子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不

扩展速度使用随机的基准测试进行评估；而长期的

会将这些动作分解为原始的门操作。模拟量子计算

进展，则可以通过监控一个系统的逻辑（纠错）量

机包括量子退火器、绝热量子计算机和直接量子模

子位有效数量来跟踪。

拟器等。“数字ＮＩＳＱ计算机”通过在物理量子位上
使用原始的门操作来执行感兴趣的算法。这两种类

跟踪逻辑量子位的规模和扩展速度能让人们更
好地预估未来里程碑出现的时间点。

型的机器都存在噪声，这意味着其质量（以误差率

重要结论：如果研究界都采用明确的报告规

和量子位相干时间测量）将制约它们所能解决问题

范，以实现不同设备间的比较，并能转化成如本报

的复杂度。“完全纠错型量子计算机”是一种基于

告中所提出的度量标准，那么就能更容易地监控该

门的量子计算机，由于部署了量子纠错（ＱＥＣ）而更

领域的发展状况。一套能够在不同机器之间进行比

加鲁棒，使得有噪声的物理量子位能够模拟稳定的

较的基准测试应用有助于提高量子软件的效率并改

逻辑量子位，从而保证了这类计算机能够可靠地进

进底层量子硬件的架构。

行任何计算。

６． 构建和使用量子计算机的参与方
４． 里程碑

显然，全世界都在努力开发量子计算机和其它

量子计算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模拟和数字系

量子技术。要开发出一台成功的量子计算机，必须

统的简单理论验证。小型的数字ＮＩＳＱ计算机于２０１７

进行规模庞大、协调一致的研究工作，以实现基础

年问世，拥有数十个量子位，其错误率高到无法校

科学的进步和工程领域的新策略，这将横跨多个传

正。量子退火研究工作大约在十年前就开始了，采

统学科。

用一种相干时间较低但可以更快速扩展的技术来构

重要结论：虽然一直以来美国都在开发量子技

建量子位。因此，到２０１７年，实验性量子退火器已

术方面发挥着领头作用，但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现

经发展到具有大约２０００个量子位。以此为起点，量

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领域。鉴于除美国之外的多个

子计算的进展可以用几个可能的里程碑来划分。其

国家最近都确定了对该领域的巨额投资，美国要想

一是证明“量子霸权”，即完成一项在传统计算机

保住其领先地位，持续的国家支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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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私营企业目前在美国量子计算研发的生
态系统中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重要结论：如果近期量子计算机无法取得商业
上的成功，为了防止量子计算研发的大幅萎缩，政
府的投资就会变得至关重要。

有价值，从而有助于促进人类对宇宙的理解。与所
有基础科学研究一样，该领域的发现会带来变革性
的新知识和新应用。
构建大型纠错量子计算机的挑战十分巨大。成
功的量子计算需要对量子相干性进行前所未有的控
制，实现这一点需要改进现有工具和技术，或开发

７． 量子计算机与密码技术
密码技术依靠难以计算的问题来保护数据，量
子计算将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用来保护几乎所

全新的工具和技术。同样依赖于量子相干性控制的
其它技术，例如量子传感和量子通信等，也将受益
于这些进步。

有因特网通信和加密存储数据的非对称密码，在大

重要结论：虽然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尚

型量子计算机上运行的Ｓｈｏｒ算法将大幅减少从中提取

不确定，但开发一台实用量子计算机的努力仍将带

私钥所需的计算。在这样的量子计算机出现之前部

来重大好处，并且会持续溢出至量子信息技术的其

署后量子密码技术，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企业和

他近期应用，例如基于量子位的传感技术等。

政府都无法承受未来其私密的通信被解密，哪怕是

除了知识和潜在的社会效益之外，量子计算也

在３０年以后。鉴于此，必须尽可能快地启动向后量

会影响国家安全。任何一个拥有大规模实用量子计

子密码技术过渡，要知道仅仅是作废现有Ｗｅｂ标准，

算机的实体都可以破解当今的非对称密码系统，这

就需花费超过十年的时间。

是一项重大的信号情报优势。意识到这种风险，促

重要结论：鉴于量子计算目前的状态和近期的

使人们致力于开发和部署能够对抗量子密码分析的

发展速度，未来１０年内，基本不可能出现能破解ＲＳＡ

加密系统，目前已经有几种方案被认为能够实现量

２０４８或类似基于离散对数的公钥密码系统的量子计

子安全。但是，在政府和民用系统中部署后量子密

算机。

码技术只能保护后续的通信，却无法消除之前已被

重要结论：即使还要十多年后才会出现能够

敌方所截获加密数据被破解的安全风险，尽管其风

破解当前密码的量子计算机，其危害也是足够严重

险程度会随着有能力运行Ｓｈｏｒ算法的量子计算机姗姗

的，而过渡到新安全协议的时间漫长且充满着不确

来迟、数据变得不那么相关而逐渐减弱。此外，新

定性，因此优先开发、标准化和部署后量子密码技

的量子算法或工具会带来新的量子密码分析技术；

术，对于最大限度地降低潜在安全威胁和隐私灾难

与网络空间安全一样，后量子可恢复性（弹性）也

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持续的安全研究。

鉴于量子计算机使现有协议面临严重危险，人

但是，国家安全问题超越了密码学。更大的战

们正在积极研发后量子密码技术，即量子计算机无

略问题是未来的经济和技术领导力。从历史上看，

法破解的非对称密码。这些技术有可能在本世纪２０

传统计算曾对社会产生变革性影响。尽管将量子算

年代实现标准化。在早期的量子计算研究中，利用

法用于工业和研究应用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但量子

Ｓｈｏｒ算法潜在地破解现有密码是一个主要推动因素，

计算显然具有超越当前计算边界的潜力。量子计算

但是抗量子密码算法的存在将降低量子计算机对密

有望能够提高多个计算领域的效率，因此在美国支

码分析的效用，因此从长期来看，它将减小密码破

持建立一个强大的量子计算研究社区具有战略价值。

译对量子计算研发的推动作用。

９． 结束语
８． 追求量子计算的风险和效益

基于对迄今为止量子计算领域进展的公开信息

研制实用的量子计算机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技

评估，该委员会认为原则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原因阻

术障碍，而且不能保证这些障碍一定会被克服。构

碍构建一台大型容错量子计算机。然而，要建立这

建和使用量子计算机，不仅需要先进的器件工程，

样一台系统并将其部署到实际应用中，依然存在着

还需要在多个融合科学领域取得根本性进展，包括

巨大的技术挑战。此外，未来的投资决策不仅要看

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和材料科学等。

美国和全球研究社区的力量和开放性，还取决于能

这些努力都会带来潜在的益处。例如，量子计算的

否实现近期成功和商业应用，这些都将影响在公开

研发成果已经促进了物理学（如量子引力领域）进

领域创建实用量子计算机的时间表。不论大型量子

步；通过量子算法研究，推动了传统计算机科学进

计算机何时出现或者是否会出现，对量子计算和量

步。

子技术的持续研发都将拓展人类科学认知的边界，
重要结论：量子计算对于推动基础性研究非常

那些尚未收获的成果将会改变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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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集锦
ＨＰＥ以１３亿美元价格收购超级计算机制造商Ｃｒａｙ
ＨＰＥ近日宣布，已经以１３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Ｍｏｏｒｈｅａｄ表示：“高性能计算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之

Ｃｒａｙ，这一举措有望将ＨＰＥ推向不断增长的超级计算市

一，ＨＰＥ已经表达了在了这个市场中做得更好的意图。

场的前沿。

所以对这次收购我并不感到惊讶，收购能否成功取决于

１３亿美元的价格相当于每股３５美元，比Ｃｒａｙ的周四
收盘价溢价１７％。这次收购也是ＨＰＥ自２０１５年从惠普公
司分拆出来成为独立公司以来的最大一笔收购。

两家厂商的整合。”
除了Ｃｒａｙ的客户群和人才之外，此次收购还将为
ＨＰＥ带来一系列超级计算技术。Ｃｒａｙ开发了一种名为

Ｃｒａｙ由超级计算机行业开创者Ｓｅｙｍｏｕｒ Ｃｒａｙ于１９７２

Ｓｈａｓｔａ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专门用于百亿亿级超算系

年创立，迄今为止打造了很多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统。此外，Ｃｒａｙ还出售一种名为Ｓｌｉｎｇｓｈｏｔ的超级计算机

ＴＯＰ５００榜单中的多套超级计算机。最近Ｃｒａｙ还在美国

优化网络技术，以及存储设备和人工智能软件等产品。

政府推动的“百亿亿次级”计算项目中发挥了关键作

ＨＰＥ本身对高性能计算市场也并不陌生。ＨＰＥ已经
为匹兹堡超级计算中心和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品生产商巴

用。
Ｃｒａｙ目前正在为美国能源部建设两个百亿亿级超级

斯夫集团等组织打造了超级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系统，第一个将耗资５亿美元，服务于位于芝加

Ｍｏｏｒｈｅａｄ表示：“ＨＰＥ带来了更大的规模和一些

哥的阿贡国家实验室，第二台超级计算机预计耗资６亿

独特的消费模式，Ｃｒａｙ则带来了专业知识和独有的接入

美元，将为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提供１．５ｅｘａ－

ＩＰ。”

ｆｌｏｐｓ的性能。

ＨＰＥ表示，完成收购收购会之后将向ＧｒｅｅｎＬａｋｅ产

ＨＰＥ在百亿亿级超计算机领域看到了巨大的收入机

品阵容中增加一系列新的高性能计算产品，这将让企业

会。ＨＰＥ在收购公告中表示，预计未来５年将有超过４０

能够以付费即用的方式购买高性能计算硬件，此外ＨＰＥ

亿美元的百亿亿级项目。反过来，高性能计算市场规模

还计划推出针对人工智能工作负载优化的高性能计算解

将从２０１８年的２８０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２１年的３５０亿美元。

决方案。

Ｍｏｏ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总裁兼首席分析师Ｐａｔｒｉｃｋ

（陈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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