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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企业为何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通过量子计算获得业务优势的五
步路线图

IBM 如何提供帮助
IBM 正在为商界和学术界构建第一台通用量子计
算机。通过 IBM Q Experience and Qiskit，大众
可以免费访问 IBM 量子计算机、模拟器、教育资
源以及参与探索量子计算的协作社区。通过加入
IBM Q Network，企业可借助 IBM Cloud 协作开发
和访问更高级的技术，包括更大规模的 IBM Q 量
子系统。IBM Q Consulting 能够帮助客户制定量
子战略，动员咨询顾问、量子科学家和行业专家，
共同定义高性能的量子计算如何创造优势。如欲了
解更多信息，请访问：ibm.com/ib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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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量子计算完成飞跃

何为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已接近商业化阶段，有很大的潜
力改变我们的世界。利用量子计算的独特
能力来解决特定类型问题的早期采用者，
有可能在建立新型业务模式方面实现突
破。富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已经开始调整战
略方向，为新兴的量子计算生态系统做好
准备，成为“量子就绪型企业”。这些具有前
瞻性思维的企业正在探索用于解决复杂业
务问题的用例和相关算法。本报告将讨论
量子计算给企业带来的模式转变，说明企
业为何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并提出五项建
议，推动企业走上利用量子计算创造业务
优势之路。

量子计算利用了自然科学中发现的量子力学定律，有潜力从根本上改变
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量子行为的两个特性，也就是叠加和纠缠，使量
子计算机有能力解决目前的常规或传统机器无能为力的问题：
–

叠加。传统计算机使用的是只包含“1”或“0”的二进制位。而量子计算机
则使用量子位，可以描述“1”、“0”或者量子位的可能状态的任意组合
（称为“叠加”）。因此，具有 n 个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机通过这些量子位
彼此叠加，形成了 2n 种可能性。这使量子计算机具有指数级数量的状
态，因此能够比传统计算机更有效地解决一些特定类型的问题。

–

纠缠。在量子世界，甚至相距光年的两个量子位仍能以强相关的方式发
挥作用。量子计算正是借助这种纠缠特性，利用量子位之间的相互依赖
性破解问题。

量子的叠加和纠缠特性使量子计算机能够快速研究一系列可能性，以确
定有助于推动业务价值的最佳答案。由于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在计算某些
问题时，速度要比传统计算机快上几个指数级（见图 1），因此有望解决
极为复杂的业务难题。尽管传统计算机存在局限性，但在可以预见的未
来，量子计算机并不会完全取代它们的作用。相反，结合了量子与传统
架构的混合型计算机有望浮出水面，将一部分难题“外包”给量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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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传统计算机的理论计
算能力翻一番， 需要将晶
体管数量增加一倍。要使量
子计算机的理论计算能力翻
倍，只需为某些应用额外添
加一个量子位即可。

未来的量子处理器可模拟
咖啡因分子 — 传统计算机
要想做到这一点，个头要比
地球大上 10% 才行。

近期内，量子计算机也许
可以帮助设计一些新材
料， 用于在将来创建更强大
的量子计算机。

图1
量子计算为运算加速的潜力远远超过传统计算机 1
范围类型

解决问题所需的时间

采用指数运行时的传统
算法

10 秒

2 分钟

330 年

3300 年

宇宙的寿命

采用多项式运行时的量
子算法

1 分钟

2 分钟

10 分钟

11 分钟

约 24 分钟

量子计算有潜力彻底转变某些行业。例如，鉴于传统计算机无法精确求
解方程，导致当前的计算化学方法严重依赖于近似值。而量子算法有望
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准确的分子模拟，从而实现目前无法做到的精
确建模。这有助于更快发现能够挽救生命的药物，并显著缩短药物开发
周期。
此外，量子计算还有望解决当前令人束手无策的复杂的物流优化问题，
从而实现可观的成本节省，显著减少碳排放。我们以量子计算帮助价值
数万亿美元的航运业改善全球航线为例。即使量子计算只能将集装箱利
用率和运输量提高哪怕一点点，也能为运输企业节省数亿美元的成本。
为了利用量子计算的优势获得更多利润，领先竞争对手，前瞻性的企业
已开始培养专业能力，探索能给自己的行业带来好处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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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优势迎来曙光
量子计算机能够解决传统计算机无能为力的一些业务问题 — 我们通常
将这种能力称之为“量子优势”，而实现这一优势的时刻离我们越来越近
了。例如，“恒定深度”的量子电路已展现出远超传统电路的优势。2 图 2
说明了面向特定业务用例的量子优势。确切地说，由于面向特定用例的
量子优势尚不明确，因此，有关未来五年内量子计算市场价值的预测也
天差地别 — 从大约 5 亿美元到 290 亿美元不等。3
由于人们对这项新技术所能创造的商机充满期待，导致量子计算生态系
统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初创企业不断涌现，研究机构与技术提供商之
间的合作层出不穷，大家都在希望将量子研究成果转化为商用能力。开
发量子计算机的科技公司已经开始与企业合作，以确定潜在用例，开发
量子算法，并在真正的量子计算机上测试解决方案。随着量子技术的商
业合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第一批量子商业应用指日可待。

图2
量子用例的商业化

量子准备程度

量子优势

用例开发

用例商业化
量子计算

能力

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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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选择合适的量子计算机

量子 — 最小的物质的量或单位，
尤其指能量。4

量子计算机各不相同，解决的问题也各有偏重。从限制最多的类型到最
通用的类型，量子计算机主要分为三类：量子退火、嘈杂中型量子
(NISQ) 计算，5 以及容错型通用量子计算。
科学界普遍认为，相较于传统计算，量子退火法的提速效果并没有多么
明显。6 此外，量子退火计算机最终也无法发展成为容错型通用量子计
算机。 因此，量子退火计算机不能算作真正的量子计算机。
在短期内，NISQ 计算机最有可能创造业务优势，并且业界已针对这种
计算机调整了许多新的算法。此外，随着 NISQ 计算机不断扩展，它们
正朝着量子计算的终极目标迈进 — 成为容错型通用量子计算机，能够
处理重要的商业和科学问题，而且计算速度通常比传统计算机有指数级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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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未来的冲击 — 为何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为何需要立即开始为量子计算做准备？在技术力量和竞争力量的双重作
用下，量子时代的到来要比你想象中早得多。若能立即开始关注量子计
算，企业就能占得先机，拉开与同行之间的距离。以下是企业应该立即
开始备战量子计算的三个理由：
–

量子计算机具有转变行业价值链的潜力，特别是在化学、生物、医疗
保健、材料科学、金融和人工智能 (AI) 等领域。

–

由于量子计算的学习难度非常大，因此，“快速跟随”的方法不仅花费
巨大，而且只会被先行者越拉越远。

–

建立内部“量子能力中心”需要一定时间。

量子计算机具有转变行业价值链的潜力
量子计算机有潜力解决传统计算机无能为力的超级复杂的问题，因此有
望转变整个行业的面貌。未来的量子计算机有能力在化学、生物、医疗
保健、金融、人工智能和材料科学等领域实现产品突破，帮助富有战略
眼光、采用量子计算的企业快速抢占市场份额，提高盈利能力。因此，
量子计算的问题解决能力能够彻底重新定义竞争优势，转变企业运营模
式和价值链，最终彻底颠覆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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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
相关的事物也会发生变化。”
马克斯·普朗克，量子物理之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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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物流系统的优化通常基于“中心辐射”型网络模型。要在大规模物流
网络中，设计一条能够满足各种不同需求的点到点最优路线，是非常复
杂的问题，完全超出传统超级计算机的能力范围。即使对于只有几百个
集散地的物流网络，要逐一探索所有的可能性，传统计算机也要花上数
十亿年的时间。而量子计算有能力显著缩短这种探索所需的时间。例
如，为了优化航空公司的调度工作，量子计算可以创建专为在特定日期
飞往数百个目的地的数千名乘客而量身定制的每日航班时刻表，从而帮
助旅客缩短旅行时间、避免空中交通拥堵并降低航空燃油成本。如果企
业能为物流网络设计优化工作开发量子解决方案，那么，在物流作为关
键成功因素的所有行业，这样的企业都能够迅速成为市场领导者。
“快速跟随”的方法不仅花费巨大，而且只会被先行者越拉越远
量子计算不同于线性或渐进式的技术进步，“快速跟随”的方法不太可能奏
效。原因有以下几点：
–

量子计算的学习难度非常大

–

与“追赶”领先者相关的成本过高

可以考虑以下用例：通过量子计算机为电子或运输行业设计比现有物质
更轻、更强韧的专用材料，而且与传统计算机相比，解决问题的速度呈
指数级提升（见图 2）。这种革命性材料的加速发展可以帮助制造商在短
时间把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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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量子技术成功上位的新晋市场领导者以既有知识为基础，学习难度
相对较低，因此能够更上一层楼，进一步优化其突破性的材料，以及发
现专为其他应用领域量身定制的新材料，不断扩大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虽然只是假设，但这个示例却生动说明了由于存在巨大的学习难度，使
得所谓的“快速追随者”极难赶上先行企业，从而可能导致某些行业出现
“赢者通吃”的情景。即便对于特定用例，快速追随者有可能追上先行企
业，也需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例如，培养内部专业知识，采购最合适
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实力派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和/或收购具有相关能力
的企业等。
建立内部“量子能力中心”需要一定时间
尽管大多数企业现在都听说过量子计算，但他们中有许多都因缺乏相关
人才和专业知识而无法充分利用即将到来的业务转型的优势，而且获得
量子计算技术也并非易事。量子计算的人才供不应求，高技能资源更是
炙手可热。
即使招聘到了合适的人才，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深入了解量子计算
对特定业务的潜在影响。 最近发生的技术转变，例如，为加速处理大
数据工作负载而迁移到图形处理器 (GPU) 的过程花了近十年时间，使
得我们深深了解到，为采用新技术而培养专业能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鉴于量子计算有潜力彻底转变行业，能够以指数级提升解决问题的速
度，再加上量子领域的专业人才难以获得，因此，领先的企业应考虑立
即采取行动。

8

量子计算，即将到来

把握量子优势，助推企业前进

“任何巨大的技术进步都无异于
魔法。”

量子计算的商业化对贵公司意味着什么？从中短期看，量子计算可在以
下三个方面带来商业利益：量子模拟、量子优化和量子辅助机器学习
（见图 3）。

Arthur C. Clarke，未来主义者和作家 8

量子模拟
鉴于量子力学描述了自然界最基本的运行原理，因此，量子计算非常适
合模拟自然界中出现的过程和系统（请参阅第 9 页的“IBM 案例研
究”）。这种强大的能力可帮助电动汽车制造商开发出寿命更长的电
池。生物科技初创企业能够为个别患者量身定制对症之药。电力公司能
够降低输电成本。化肥厂能够更高效地生产肥料，从而对全球农作物种
植产生惊人的影响。
图3
NISQ 量子计算的预期用途

机器学习
抽样
自适应供应商/
客户互动
决策支持
培训

模拟
化学
制药
材料
电池

优化
旅行和运输
物流/供应链
网络基础设施
空中交通管制
工作安排
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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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优化
解决优化问题需要从可能存在的诸多答案中找到最佳或“最优”的解决方
案。我们以制定包裹投递时间表为例。从数学上讲，在相邻时段安排
10 次包裹投递可能有超过 360 万种选项。9 但是，根据收件人的时间要
求、可能产生的延误以及所运货物的保质期等变量，哪个时间表才是最
佳解决方案呢？即使应用近似值技术，可能的选项对传统计算机而言仍
然太多而无法处理。
因此，目前的传统计算机采用大量的快捷方式来解决大规模的优化问
题。遗憾的是，这些解决方案往往并不理想。可受益于量子优化的企业
包括：
–

希望升级网络基础设施的电信公司

–

希望优化患者治疗效果的医疗服务提供方

–

希望改善空中交通管制的政府机构

–

希望定制营销推荐的消费品和零售企业

–

希望加强风险优化的金融服务公司

–

希望制定员工工作时间表的企业

–

希望安排课程的大学院校

IBM 研究人员在量子计算机上模拟有史
以来最大的分子
2017 年 9 月 14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封面
上，刊登了 IBM 科学家在量子计算机上模拟
有史以来最大的分子“氢化铍” (BeH2) 的照
片 。 10 通 过 使 用 7 量 子 位 IBM Q 系 统
（NISQ 计算机）中的 6 个量子位，研究人
员能够测量出 BeH2 的最低能态，这也是理
解化学反应的一个关键指标。虽然这个
BeH2 模 型 也 能 在 传 统 计 算 机 上 进 行 模 拟
（用于验证量子计算机的结果），但这一成
就标志着近期量子系统在模拟更复杂的化学
反应方面又更进了一步。随着更强大量子系
统的建立，以及相应的工具和技术的不断发
展，化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有望实现突破性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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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探索量子优势
面对大量的投资工具、投资组合及潜在金融
方案，目前的金融顾问无法建立和管理定制
的金融投资组合，因为这需要对几乎所有可
能的选项进行评估。
但量子计算机能评估海量的投资选项，根据
每位客户的具体绩效标准对其运行量身定制
的估值和风险方案。
摩根大通与 IBM 合作，已经开始量子计算试
验，在贸易战略、投资组合优化、资产定价
和风险分析等领域利用量子优势。 11 这事关
重大。如果金融机构能够通过量子计算获得
竞争优势，那么，在竞争对手赶上之前，他
们很有可能已经为客户和股东积累了数十亿
美元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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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没有数学方法可以证明量子计算能够以指数级提升优化问题的解
决速度，但研究人员正努力通过启发式方式来证明这一点。富有远见的
企业已开始探索如何利用量子计算来解决优化问题，以期超越竞争对
手。一旦量子优势在解决优化问题方面的能力得到确认，这些企业的远
见卓识便会给他们带来切实的回报（请参阅摩根大通案例研究）。
量子增强型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可以探索传统计算机无法处理的海量可能性，因此有助于提升
人工智能的熟练度。事实上，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之间的共生关系已开
始在这两个领域实现良性循环。例如，量子算法可增强机器学习在数据
聚类领域的能力，12 而机器学习则可用于更好地理解量子系统。13
基于量子的认知计算机最终能够渗透到几乎所有行业，主动为专业人士
提供高级决策支持；为员工提供针对性的响应式培训；为客户提供专门
定制的自适应式供应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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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五项战略迎接量子的未来
NISQ 的早期采用者通过颠覆性地创新运营模式，打造首创产品，让同
行望尘莫及。如果您想率先成为量子就绪型企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见图 4）。

“ 大自然并不适合用传统计算方
式 去 理 解 ...... 如 果 要 模 拟 大 自

然，最好采用量子力学的方
法......”

图4
通往量子未来之路

Richard Feynman，美国物理学家，198114

市场发展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选择量子精英

确定用例

试用

绘制路线图

灵活地调整

团队

成为量子 获得量子
就绪型企业 优势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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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启动企业的量子计算路线图

1. 选择量子精英团队
贵公司可能需要进一步了解量子计算的预期收益。以下是入门方法：

为了帮助企业绘制量子计算的采用路线图，
您需要：

–

将企业内的一些领军专业人才指定为“量子精英”。

– 了解量子计算是什么及其如何影响您的

–

为这些“量子精英”充电，帮助他们了解何为量子计算、对行业的潜在
影响、竞争对手的应对方式以及贵公司的业务如何从中受益（请参阅
侧边栏）。

–

要求“量子精英”定期向高层领导汇报工作，以便在整个企业中开展量
子计算教育，确保该计划始终与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行业。
– 确定可通过量子计算获得竞争优势的业务

挑战。
– 评估 NISQ 计算技术在应对业务挑战方面

可以为贵公司带来哪些潜在的业务价值。
– 制定与贵公司战略意图相符的量子计算路

线图，包括后续步骤。
IBM Q Consulting 会举办互动研讨会，旨在
动员顾问、量子科学家和行业专家，帮助贵
公司了解如何将量子计算融入业务战略，推
动未来发展。15

2. 开始确定量子计算用例和相关价值主张
待量子精英团队了解了量子计算的原理及其如何助您应对业务挑战和把
握机遇之后，让他们开始确定贵公司可在哪些领域借助量子计算领先竞
争对手。
根据量子系统的独特能力及其加速解决问题的优势来评估机遇。要求量子
精英团队监控量子应用的进展，确定哪些用例可以更快地实现商业化。为
确保量子探索与业务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请选择前景最光明的量子计算
应用，例如创建突破性产品和服务或者以全新方式优化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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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用真正的量子系统
通过试用真正的量子计算机，揭开量子计算的神秘面纱（请参阅侧边
栏）。要求量子精英团队了解量子计算如何解决业务问题，以及如何与
现有工具互动。单一量子解决方案并不能“包治百病”。量子精英团队应
专注于解决传统计算机无法有效解决的最高优先级用例。
4.绘制量子路线图
绘制量子计算路线图，包括可行的后续步骤，目的是解决可能会对企业
参与竞争以及获得可持续业务优势产生巨大阻碍的问题。为了加速备战
量子计算，应考虑加入新出现的量子社区。这样能够帮助您更好地接触
了解技术基础架构、不断发展的行业应用，以及有助于增强特定量子应
用开发能力的研究人员。
5.灵活敏捷地应对未来量子格局的变化
量子计算在迅速发展。应寻找有望成为行业标准并且推动生态系统整合
的技术和开发工具包。应认识到，新的技术突破可能会促使企业调整量
子开发方法，包括更换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应留意企业的量子计算需求
如何与时俱进，特别是当您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哪些业务问题可从量子计
算解决方案中获得最大收益之后。

试用量子计算机
IBM Q Experience and Qiskit 支持大众免费
访问 IBM 的 16 量子位量子计算机、模拟
器、培训资料以及参与探索量子计算的协作
社区。16 我们的量子算法和实验是使用基于
Python 的开源编程框架 Qiskit 开发的。我们
提供丰富的资源，包括解决模拟和优化问题
的 Jupyter Notebook 教程 17 以及超过 120
篇研究论文，涉及为量子计算发现新应用和
构建新功能（如量子编译器）等诸多主题。
不熟悉量子计算的化学、人工智能和优化方
面的专家，可借助可扩展的量子算法开源库
“Qiskit Aqua”，研究真实世界的应用。迄今
为止，来自七大洲（包括南极洲）的诸多企
业和教育机构的超过 10 万名用户已借助
IBM Cloud 在 IBM Q Experience 上开展了
超过 650 万次量子实验。

量子计算，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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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是否已为建立量子优势做好准备？
加入新出现的量子计算社区
技术提供商与富有远见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关
系在不断扩大，旨在开发量子计算用例和相
应应用，以解决之前无能为力的棘手问题。
IBM Q Network 是由《财富》500 强企业、
领先的学术机构、初创企业和国家研究实验
室共同组成的全球生态系统，由 IBM 的量子
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和顾问提供支持。
参与者共同努力，推动量子计算加速取得进
步，生成早期商业应用。18
通过加入 IBM Q Network，企业将能够尝试
如何通过真正的量子计算机来解决重大问
题。现在，他们能够通过 IBM Cloud 访问
20 量子位的 IBM Q 量子处理器。将来，
IBM Q Network 还将推出 50 量子位的量子
计算机。

有些业务问题是传统计算机无法解决的 — 永远都无法解决。现在，贵
公司通过备战量子计算来把握住未来量子优势的时机已经成熟：
贵公司目前对量子了解多少？知识水平如何？
贵公司所在的行业，尤其是贵公司的价值链，可能如何被量子计算所
颠覆？
哪些模拟、优化或机器学习问题对贵公司获得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哪些量子计算用例会给贵公司带来最高的业务价值和竞争优势？
如果竞争对手抢先一步利用量子解决方案取得优势，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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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她在管理咨询、业务开发、战略规划、市场营销以及并购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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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t@us.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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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除了对已发表的研究论文和文章进行全面审阅之外，我们在编写本报告
时还采访了 IBM 高管、科学家、研究人员以及从事 IBM Q 的产品经理
和顾问。我们还与量子初创企业、风险投资公司、大学院校和量子技术
平台提供商的主题专家进行了访谈。
相关报告
Robert Sutor 与 Heather Higgins 合著，“借力量子计算完成飞跃：为何
要立即行动？”，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2018 年 2 月。
ibm.biz/whyquantum
Walid Rjaibi、Sridhar Muppidi 与 Mary O’Brien 合著，“量子计算 — 一
把双刃剑：现在着手为量子世界的网络安全做好准备”，IBM 商业价值
研究院，2018 年 7 月。ibm.biz/quantumsecurity
我们会将最新的量子研究成果发布于：ibm.biz/ibvqua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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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欲获取 IBM 研究报告的完整目录，或者订阅我们的每月新闻稿，请访问
ibm.com/iibv。
从应用商店下载免费“IBM IBV”应用，即可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执行报告。
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中国网站，免费下载研究报告：http://www935.ibm.com/services/cn/gbs/ibv/
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在 IBM，我们积极与客户协作，运用业务洞察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技术，
帮助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隶属于 IBM 服务部，致力于为全球高级业务主管就公
共和私营领域的关键问题提供基于事实的战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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