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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定于明日首飞

新华社上海 5 月 3 日电(记者贾远琨)中国商
飞公司 5 月 3 日发布消息称，综合各方面因素，国
产大型客机 C919 将于 5 月 5 日在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首飞。如天气条件不具备，则顺延。

从 2007 年 2 月国务院批复大型飞机研制重
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到 2015 年 11 月 2 日 C919
总装下线，再到 2017 年 5 月 5 日首飞，科研人员
针对先进的气动布局、结构材料和机载系统，共规
划了 102 项关键技术攻关，包括飞机发动机一体

化设计、电传飞控系统控制律设计、主动控制技术
等。

记者采访了解到，C919 总装下线之后，项目
在系统集成试验、静力试验、机上试验、试飞准备
等几条主线稳步推进。为准备首飞，C919 已完成
118 个试验项目，经历了包括低滑、中滑、高滑在
内的 21 次滑行试验，并于 2017 年 3 月通过专家
技术评审，4 月通过放飞评审。

关于首飞日期的选择，中国商飞公司总经理

贺东风此前表示，何时首飞将取决于各方面条件，
包括天气状况、飞机和机组的状态等。

C919 作为着眼于最主流的航空运输市场
(150 座级)，完全按照国际主流适航标准和国际
主流市场运营标准研制的干线飞机，受到国内外
市场的关注。目前，C919 大型客机拥有中国国际
航空公司等 23 家国内外用户，订单总数 570 架，
其中包括美国通用电气租赁(GECAS)等国际客
户。

新华社上海 5 月 3 日电(记者喻菲、全晓书、
周琳)中国科学院 3 日宣布在量子计算机研究方
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构建出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
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为最终实现超越
经典计算能力的量子计算这一国际学术界称之为
“量子称霸”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位于上海的中科院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创新
研究院实验室内，3 平米的工作台上成百上千密
密麻麻元器件组成的这台光量子计算机，与人们
平日使用的计算机毫无相似之处。尽管这个量子
计算机的“婴儿”还不如你握着的手机运算速度
快，但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说，

它是量子计算机打败经典超级计算机征途中“非
常重要的一大步”。

潘建伟预计，中国有望在今年年底制造出能
与通用手提电脑计算能力相比拟的量子计算机，
并计划在 2020 年制造出超越目前最强大的超级
计算机的量子计算机，实现“量子称霸”。

“量子计算研究就像雨后的春笋，到了爆发式
发展的关键时刻。”潘建伟说。

要玩经典计算机玩不转的游戏

近年来，传统计算机的性能增长越来越困难。
探索全新物理原理的高性能计算技术的需求应运
而生。科学家认为，量子计算机会成为未来科技的
引擎，是打开无限可能性的钥匙。一些经典算法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量子算法却可以轻松搞定。如果
将未来的量子计算机比作大学教授，今天所谓超
级计算机的能力甚至还比不上刚上幼儿园的小班
儿童。

据潘建伟介绍，量子计算利用量子态的叠加
性质，可以实现计算能力的飞跃。现在计算机的运
算单位比特只有 0 和 1 这两种状态，但量子计算
机中可以处在 0 和 1 的叠加态上。如果操纵的量
子数目增多，它就会以指数级增长来提升计算机
的运算速度。

但科学家说，在可预见的将来，量子计算机并
不会替代人们桌上的电脑和口袋里的手机，它更不
是用来玩网络游戏和发微信的。量子计算机实际上
是用来处理一些经典电子计算机的老大难问题。

“比如，有一类问题叫‘玻色取样’，它的计算复
杂度是随着粒子数的增加而指数增长的。”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陆朝阳教授解释说，“这是被称为‘量
子称霸’的任务，科学家最初设计这个问题的动机
就是为了显示量子计算机的能力，跟经典的计算
机竞赛，看看谁跑得快。”

专家估计，一台操纵 50 个微观粒子的量子
计算机，对“玻色取样”这类特定问题的处理能力
可秒杀目前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如果操纵 100
个量子，其计算能力可能比目前最强大的超级计
算机快百亿亿倍。如果将来能够做到 1000 个量
子以上，科学家也许就可以研究意识是怎么产生
的，或许能催生强大到无法想象的人工智能。

中国科学家的新突破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量子
计算机。但是，世界各地的许多实验室正在以巨大
的热情追寻着这个梦想。如何实现量子计算，方案
不少，问题是对微观量子态的操纵确实太困难了。

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在 3 个
很有希望的方向努力推进：光子量子计算、超冷原
子量子计算和超导量子计算。

近日，潘建伟及其同事陆朝阳、朱晓波等，联
合浙江大学王浩华教授研究组，在基于光子和超
导体系的量子计算机研究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性
进展。

据介绍，多粒子纠缠的操纵作为量子计算的
技术制高点，一直是国际角逐的焦点。潘建伟团队
在多光子纠缠领域始终保持着国际领先水平，并
于 2016 年底把纪录刷新至 10 光子纠缠。在此基
础上，潘建伟团队利用自主发展的综合性能国际
最优的量子点单光子源，通过电控可编程的光量
子线路，构建了针对多光子“玻色取样”任务的光
量子计算原型机。

实验测试表明，该原型机的“玻色取样”速度
不仅比国际同行类似的之前所有实验加快至少
24000 倍，同时，通过和经典算法比较，也比人类
历史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ENIAC)和第一台
晶体管计算机(TRADIC)运行速度快 10-100 倍。
5 月 2 日，该研究成果以长文的形式在线发表于

《自然-光子学》。
在超导体系，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世界上纠缠

数目最多的超导量子比特处理器。2015 年，谷
歌、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宣
布实现了 9 个超导量子比特的操纵。这个记录在
2017 年被中国科学家团队首次打破。朱晓波、王
浩华和陆朝阳、潘建伟等合作，首次实现了 10 个
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并实现了快速求解线性方

程组的量子算法，这一成果即将发表于《物理评
论快报》。

《自然-光子学》审稿人评价中国科学家的成
果时说，这是具有很高水平和很大影响力的工作。
而英国物理学会评价说，10 个超导比特的纠缠被
中国物理学家实现了，一群中国物理学家在竞争
中领先了。

量子计算机将走进现实

由于量子计算的巨大潜在价值，欧美各国都
在积极整合各方面研究力量和资源，开展协同攻
关。同时，大型高科技公司如谷歌、微软、IBM
等也强势介入量子计算研究。

《自然》杂志在 2017 年年初的一篇以《 2017
年将是量子计算机从实验室走进现实》为题的文
章中说，量子计算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 20 年以后
才会实现的技术。但是，2017 可能是这领域改变
其“仅限于研究”印象的一年。

科学家预计，量子计算机将使人类的日常生
活大大改变。例如在公共安全领域，量子计算可以
瞬间处理监控数据库中 60 亿人次的脸部图片，并
实时辨别出一个人的身份；在公共交通领域，量子
计算能够迅速对复杂的交通状况进行分析预判，
从而调度综合交通系统最大限度避免道路拥堵；
在气象预测方面，量子计算能够将仪器检测数据
结合模型全面预测分析，从而实现更高精准度的
天气预报……量子计算在核爆模拟、密码破译、材
料和微纳制造、药物设计、金融分析、在宇宙中寻
找第二个地球等领域具有突出优势。

中国科学家下一步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实现大
约 20 个光量子比特的操纵，并致力于 20 个超导
量子比特样品的设计、制备和测试。到 2020 年希望
能够达到 50 个左右量子比特的操纵，能够研制实
现“量子称霸”的超导量子计算机。

“我认为 10 年之内做到 100 个量子比特的操
纵没有问题，它的计算能力可以达到现在全世界
计算能力总和的百万倍。”潘建伟说。

在 20 世纪 40 至 70 年代经典计算机技术初
步发展时期，基本上只有欧美数国活跃的身影；在
量子计算这新一轮科技浪潮中，中国已经具备一
定实力和研究成果，并在某些方面具有国际领先
优势。

我国构建出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

中国量子计算机诞生，2020 年有望“量子称霸”

在中国商飞公司
试飞中心祝桥基地机库
外，工作人员对国产大
型客机 C919 进行维护

（4 月 20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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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5 月 3 日电(记者周琳、徐海
涛)想要判断量子计算到底牛不牛、牛在哪，学
术界有三个达成共识的指标性节点：计算能力
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是第一步，再是超越商用
CPU，最后是超越超级计算机。

5 月 3 日在上海亮相的世界首台超越早期
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到底牛在哪？此
次，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和陆朝阳
教授等研制的这台光量子计算机，已经比人类
历史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第一台晶体管计
算机运行速度快 10 倍至 100 倍。

量子计算机利用量子特有的“叠加状态”，
采取并行计算的方式，终极目标可以让速度以
指数量级提升。“但现在，它仍然是一个初生的
婴儿，未来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子，对整个科学界
来说还是个未知数。”潘建伟说。

量子计算一直是国际争夺焦点。去年 7 月，
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报告《推进量子信息
科学：国家的挑战与机遇》，认为量子计算未来
可能会颠覆众多科学领域。美国政府随后在官
网发文，督促学术界、工业界和政府部门尽快就
量子信息议题进行交流。公开资料显示，目前谷
歌、IBM 等公司都在投资研发量子计算机。

现有经典电子计算机的运算单元，一个比
特在特定时刻只有特定的状态，要么 0，要么
1。而一个量子比特则是 0 和 1 的叠加态，因此

N 个量子比特的存储能力是 N 个经典比特的
2 的 N 次方倍，随 N 指数增长。对 N 个量子比
特实行一次操作，其效果相当于对经典存储器
进行 2 的 N 次方次操作，这就是量子计算机的
巨大并行运算能力。专家介绍，这种超级计算能
力，将为金融分析、气象预报、药物设计等大规
模计算提供全新的方案。量子计算机还可以通
过“模拟”，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未解之谜。

据了解，量子计算需要利用大量互相纠缠
的量子比特才能实现。目前，国际前沿的实验成
果中，可以操控的纠缠光子比特数已经达到十
个，而未来实用化的量子计算体系需要同时操
控几十乃至上百个量子比特，也就是说从“婴
儿”到“成人”，量子计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这个“第一步”关键点的突破，已非易
事。专家介绍，量子计算机并非要“包打天下”，

而是着力于一些传统计算机难以解决的大规模
计算难题；它也并非“十项全能”，而是在一些特
殊的专用领域率先实现突破。

随着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的快速发展，我
们现在已经可以初步展望量子信息技术的未
来：量子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比现在最快的超级
计算机快百亿亿倍以上，而量子计算机之间通
过“量子隐形传态”方式的量子通信相连，共同
构成高速、安全的“量子互联网”，为人类的生活
增添无限可能。

量子计算机到底牛在哪？

量子时代还有哪些畅想曲？
量子不仅可以用于量子计算，更安全的量子

通信也应运而生。随着“墨子号”发射升空，我国
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
按照规划，未来还将发射多颗量子卫星。到 2030
年左右，建成一个全球化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说，量子通

信可以从原理上确保身份认证、传输加密以及
数字签名等的安全性，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安全
问题。目前，量子保密通信已逐步进入产业化阶
段，成为未来保障信息安全的“护卫舰”。

(记者陈芳、董瑞丰、周琳、徐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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