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计算 2022：话题满满，
但是否用处多多？
量子计算的未来尚未到来。但兵马未动，不等于企业不应粮草先行。

尽

本、德国、荷兰、加拿大和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对
量子技术的投资可能会使今年的总投资金额跨过
50亿美元大关。2然而，尽管我们预计大量新闻报
道会纷至沓来，但同时我们也预测，全球范围内只
有不到十来家公司会真正将QC用于日常运营，3且
其应用范围仍将止于与优化问题相关的有限案
例。2022年，QC相关软硬件和QC即服务领域的总
收入可能不足5亿美元。4

管量子技术方兴未艾，但在2022年，量子
计算的媒体热度或仍将远超其实际应用
水平。德勤全球预测，多家量子计算机
（QC）制造企业旗下QC的量子体积——即可用于
计算的量子位 （qubit）的数量和可靠性——将在
2021年的基础上翻番。2021 年，创投资本在该领
域投入了超 10 亿美元，其中一家公司甚至以数十
亿美元的估值敲钟上市。1此外，包括中国、印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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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潜力巨大，但执行并非易事

请别误会。这些公司正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展研发，
也正锐意探索工程和科学领域的新疆界，并且，当
真正实用的量子计算机在某一时点被打造出来之时，
它们在2022与2023年间取得的成就将被证明是推
动QC迈向实用的关键步伐。但无论是制造更多量
子位还是制造更稳定的量子位，抑或双管齐下，均
不大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带来具有广泛用途的QC。

当前QC所处的阶段与1903年12月17日机身重于空
气的飞机首次升空的阶段大致相当。当时，没有人
怀疑飞机具有广泛用途，所有人都为动力飞行的实
现而兴奋不已……然而，莱特兄弟造出的飞行器在
当天最好的一次飞行距离仅达到255米，持续了约1
分钟，速度约15公里/小时，机上仅有一名飞行员，
未搭载任何货物，也没有任何转向。这虽是历史性
的成就，但却无甚实际用处。

那么，我们应该对量子计算机视若无睹吗？非
也。QC其实已经在少数领域中发挥了实际作用，相
关资金投入亦已到位。这些领域包括：

尽管如此，十多年后，
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今时代的发展速度更是今
非昔比。只是，量子计算能否走上同样的道路仍未
可知。

• 优化。目前已有公开消息显示，一种特殊的QC
更被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优化问题，例如公交
线路优化和无线通信蜂窝小区规划等。但其中
大部分更像是处于概念验证阶段的试验，尚未
进行大规模或实质性的部署。6换言之，这一技
术是可行的，效益是有的，但相关解决方案似乎
未得到持续运用，原因在于采用传统技术也可
以实现同样的优化，且更具成本效益。然而最
近，一家加拿大连锁生鲜超市成功利用QC将优
化运算时间“从25小时缩短到几秒钟”，并计
划“在日常生产环节中启用量子技术”。7在未来
几年内，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物流和供应链
方面的实际应用落地。

尽管QC比五年前提升了好几个数量级，但在解决现
实问题方面仍不具备经济效益。QC目前所执行的
任务中，有许多均可通过普通笔记本电脑都完成，
而后者所需的成本却远远更低。5QC实用性方面的
问题并非缺乏应用案例、资金、投入甚至发展进程，
而是在于当前的QC还不足以强大到能处理传统计
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尚不清楚真正能为QC
带来实用性的量子体积（即拉动QC计算能力的量
子位数量和可靠性）究竟需要达到怎样的量级。

• 量子化学和材料科学。原子层面的新材料设计
对于传统计算机而言难如登天，而QC却在模拟
量子效应方面——无论是新半导体材料、工业
制造用催化剂，还是医疗应用——具有先天优
势。最早的意见认为，对一个包含上千个原子的
大分子进行有意义的研究需要的量子位数量为
800-1,500个，而这需要多年之后才能实现。8但
从近期硬软件领域的创新来看，这一估计可能
趋于保守；现实世界的应用可能在3到5年内即
可成真。9

企业测量量子体积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目前来看
同类可比的量子体积每隔几年便会翻番甚至更多，
这似乎预示着某种进步。但要使QC真正具备多种
现实应用的量子体积需达到一千、一百万还是十亿，
目前尚无从知晓。
通常在预测报告的这一部分，我们会讨论为何读者
应关注这一主题。某些行业的确需要关注并主动涉
足量子领域——对此类行业企业而言，安排小团队
打打头阵不失为一个对冲风险的好办法。但在此我
们要特别指出，对许多行业的大部分读者而言，他
们无需关注各家量子计算公司在未来一两年发布
的种种新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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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QC并非唯一对特定目的具有
实用价值和经济可行性的量子设备。尤其是，量子
技术目前正被用于两个比QC开发更早、市场规模更
大（至少目前如此）的应用领域：

量子传感器有可能在许多应用领域取代现有传
感器，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矿藏的定位及监测、
建筑工地勘察以及环境、地震或天气变化的精
细探测等。基于这一系列现有和将来的现实世
界应用，2020年量子传感市场的规模超过了4亿
美元——已经大于2022年QC市场预期的总体
规模10 ——且仍在持续增长。

• 量子传感。亚原子粒子可用于制造高灵敏度传
感器，其精度和性能均高于传统传感器。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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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通信。量子通信是一种基于硬件的解决方
案，利用量子力学原理打造防干扰的安全通信
网络，可有效侦测通信拦截或窃听。量子密钥分
发（QKD）是目前最成熟的技术，可提供极高水
平的安全防护。采用QKD技术的通信可通过光
纤网络、无线电或卫星进行传输。11尽管在速度、

距离、对中继器的需求和成本方面存在多种局
限，不少国家/地区的公共（军队和政府）及私营
部门团体均已开始采用QKD。12虽仍属于小众市
场，但预计到2030年QKD市场规模将达到30
亿美元。13

小结
与同态加密和联邦学习等其他新兴技术（见《2022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报告相关部分）一样，
即便2022年对大部分企业而言QC依然没有实用价值，各大企业仍应开始着手衡量QC的相关影响：
了解对行业的冲击。量子技术可能为企业所在及邻近行业带来何种冲击？QC或许能够解决传统计算机
无法破解的复杂问题，但这从战略、运营和竞争角度而言对企业有何意义？要了解这一点，领导者必须
紧跟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密切关注同行、竞争对手和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如何开展相关的投资与实验。14
制定战略。领导者应当召集具备丰富的相关知识的专业人才共同制定量子战略。这一战略的现阶段策
略可能是按兵不动，但却可通过识别未来预示需要开始或加大量子投资与探索的触发事件（如竞争格
局变化或技术发展），为应对未来挑战做好准备。重要的一点是指派兼具技能、知识和组织地位的人才
在时机来临之时扛起战略执行的大旗。15
探索实验。现已存在多种经济实惠且灵活便捷的相关服务，可让企业体验和尝试量子算法，甚至对不同
的量子硬件架构进行对比。16
关注技术和行业发展。量子战略应该随技术和市场态势的变化而演变。领导者应该根据这些变化相应
调整企业战略，避免未能及时采取行动而与触发事件擦肩而过。17
有人说，量子计算发展成为更实用技术的过程正如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冲刺。这种说法既对也错——
对于量子力学而言，这并非毫无道理。和马拉松一样，QC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之路确有可能任重道远、
困难重重。但在真正的马拉松比赛中，虽然最后100米之前常常无法预知谁会获胜，但我们都清楚知道
赛程有多长，半程线在哪里，以及如果参赛者能在一小时内跑完前21.1公里，则其很可能将在两小时内
跑完全程。而我们对量子技术马拉松却一无所知。没有人知道如今赛程是否已经过半，也看不到何处
才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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