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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0 年 12 月 06 日 

投资要点: 

12 月 4 日，中科大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在《科学》上在线发表了论

文，宣布成功构建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计算机“九章”，求解数学

算法高斯玻色取样只需 200 秒，而目前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需要用 6

亿年。 

 从中国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处于全

球领先的地位，在量子计算领域前期落后于美国。但是此次“九章”

的问世意味着我国已经在量子计算领域成为了除美国以外，第二个实

现量子霸权的国家，同时实现了在量子计算领域对美国的反超。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量子计算机不会替代经典计算机，而是

成为经典计算机的补充。因而在发展量子计算的同时，各国仍然在努

力加快 E 级超算的研发和加大对超算应用的探索，来夺取“算力”的

制高点。 

 近期高层持续加大对量子信息领域的关注。10 月 16 日，第十九届第

二十四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就是以“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

为议题的召开。10 月 29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将量

子信息定位为十四五科技创新 7个重要的发展领域之一。 

 我国计划到 2030 年左右率先建成全球化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信息充分安全的“量子互联网”。 目前有国家广

域量子骨干网、山东“齐鲁干线”、广东粤港澳量子通信骨干网、江

淮量子网、国防领域量子通信项目、量子通信卫星等多个重大工程值

得关注。 

 我国正在进行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建设，这是继墨子号量子卫

星、量子通信“京沪干线”之后，中国在量子科学领域的又一次大手笔

投入，涉及到的国家长期投入将达到千亿元，一期工程预计在 2020

年底可竣工。 

 近年来潘建伟及其团队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领域接连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后续或将成为中国在诺贝尔奖方面有力的争夺者。 

风险提示：量子信息产业发展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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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4 日，中科大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在《科学》上在线发表了论文，宣布成功

构建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计算机“九章”，求解数学算法高斯玻色取样只需 200 秒，而目

前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需要用 6 亿年。 

1. 充满关注和争议的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在众人眼中是一个神秘而充满争议的科技领域，一方面量子信息并没有走向日常

应用，还处于非常前沿的科技领域；另一方面，我国科研团队在量子信息部分领域走在了世界

的前沿，高层在量子信息领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度，让量子信息频频出现在众多政策规划之中。 

1.1. 量子信息的高光时刻 

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量子信息在两个阶段获得了市场较高的关注，一个是2016年到2017

年我国在量子保密通信领域获得了重大突破，先后发射了全球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

号”和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第二个是 2020 年 10 月 16

日，第十九届第二十四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就是以“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为议题

的，而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在 4 季度都会进行一次信息科技领域相关的议题，包括了网络强国、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相关重要领域，也充分说明了量子信息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表 1：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相关议题 

时间 场次 学习内容 领导人言论 

2016.10.9 第十八届第三

十六次 

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网

络强国战略 

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

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

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

规则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 

2017.12.8 第十九届第二

次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

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

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

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

活改善。 

2018.10.31 第十九届第九

次 

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

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

战略问题。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加强领

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促进其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

合，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2019.10.24 第十九届第十

八次 

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

势 

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

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

产业创新发展。 

2020.10.16 第十九届第二

十四次 

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

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要充分认识推动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量子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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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中原证券 

此外，潘建伟、彭承志、陈宇翔、陆朝阳、陈增兵团队还因为在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方

面的成绩获得了 2015 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6 年由科技部牵头的科技创新 2030

的 16 个项目中也包括了“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目标是“研发城域、城际、自由空间量子

通信技术，研制通用量子计算原型机和实用化量子模拟机”。2020 年 10 月 29 日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将

量子信息定位为科技创新 7 个重要的发展领域之一。 

全球来看，美国 2018 年在出口管制方面新加入的 14 类新兴技术限制方向中也包括了“量

子信息和传感技术”。于此同时，2018 年 12 月美国将《国家量子倡议法案》签署为法律，2020

年 2 月发布了《美国量子网络战略构想》，明确提出将开辟量子互联网，而且还设立了未来 5

年和 20 年两个目标和计划。此外，2020 年 8 月特朗普公布的 2021 年预算提案中，联邦研究

经费被再次削减，但是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领域的预算却逆势增长了 54%和 60%。 

图 1：2020-2021 年联邦政府对 AI 和量子信息研发预算情况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 

 

1.2. 目前量子信息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量子信息作为一种前沿科学，目前仅有的落地的应用集中在量子保密通信领域。在这个应

用方向中，以中科大潘建伟为首的团队已经实现了全球领先，成为了近现代唯一一个由中国新

创造的产业，因而也面对了更多的市场质疑。 

2020 年 7 月 9 日，国盾量子作为 A 股唯一一家专业从事量子通信技术的企业正式登陆科

创板。而通过审视国盾量子的基本面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收入在 2017 年达到峰值 2.84 亿

以后，仍然处于逐年减少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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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6-2020Q3 国盾量子的收入和净利润 

 

资料来源：国盾量子公告，中原证券 

从量子保密通信核心产品 QKD 设备的工作距离这一核心指标来看，目前量子保密通信已

经可以实现 509 公里真实环境光纤的双量子密钥分发和相位匹配量子密钥分发，而在我们京沪

干线相邻站点最大距离仅为 89km，从实验环境到工业化产品落地还有大量技术难题需要突破。 

表 2：基础技术世界纪录 

时间 国家 技术 

2007 欧洲 144 公里大气层内自由空间量子密钥分发 

2010 中国 中科大 200 公里诱骗态 BB84 协议光纤量子密钥分发 

2012 中国 中科大 260 公里 DPS 协议光纤量子密钥分发 

2014 美国 NIST 和马里兰大学 307 公里 COW 协议光纤量子密钥分发 

2016.11  中国 中科大、清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 404 公里测量设备无关光纤量子密钥分发 

2017 日本 东芝欧洲实验室 240 公里 BB84 协议光纤量子密钥分发 

2017 中国 中科大、中科院 量子科学试验卫星实现 1200 公里自由空间量子密钥分发 

2018 中国 中科大 53 公里大气层内白天自由空间量子密钥分发 

2019.9 中国 中科大、清华、中科院 300 公里真实环境光纤中实现了双场量子密钥分发 

2020.3 中国 中科大、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中科院 509 公里真实环境光纤的双量子密钥分发和相位匹配量子密钥分发 

2020.6 中国、英国 量子科学试验卫星实现 1120 公里基于纠缠的量子密钥分发 

资料来源：国盾量子官网，中原证券 

 

2. 此次技术突破意义何在？ 

2.1. 量子信息是什么？ 

量子信息是量子力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学科，是借助量子力学的特性，实现经典信息科学

中实现不了的功能。在量子力学的诸多原理中，叠加、测量、纠缠三大违反宏观世界认知的奥

义对量子信息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传统的信息科学使用比特作为最基本的表示单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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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了 0 和 1 两个可能的状态；而量子信息中使用的量子比特是一个旋钮，对应无穷多个状态，

信息量大幅增加。因而面对计算量指数级增长的问题时，量子信息可以发挥出潜在的巨大优势。

但是量子信息的利用对算法要求较高，目前人类仅仅在少数特定应用上取得了突破。 

图 3：量子信息与量子力学的关系 

 

资料来源：新浪科技，袁岚峰，中原证券 

量子信息按照研究内容可以分为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三个大类，其下又可以分

为量子因数分解、量子搜索、量子保密通信（又称量子密钥分发、量子密码术，QKD）、量子隐

性传态（QT）等应用领域。 

图 4：量子信息的分类及主要应用 

 

资料来源：新浪科技，袁岚峰，中原证券 

 

2.2. 九章的问世让我国在量子计算领域实现对美国的反超 

从中国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在量

子计算领域前期落后于美国。但是此次“九章”的问世意味着我国已经在量子计算领域成为了

除美国以外，第二个实现量子霸权的国家，同时实现了在量子计算领域对美国的反超。 

量子计算机对经典计算机的超越过程可以划分为 3个步骤：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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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越早期计算机； 

（2）超越个人电脑； 

（3）超越超级计算机：涉及就是量子霸权（也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概念，具体来说

是指量子计算在解决特定计算困难问题时，相比于超级计算机可实现指数量级的运算处理加速，

从而体现量子计算原理性优势。业界认为，如果量子计算机能以足够低的误差有效操纵５０个

左右量子比特，计算能力就能实现量子霸权。 

2019年 10月，google宣布首次实现“量子霸权”。Google称其新的 53位量子计算机悬铃

木可以在 200 秒内运行需要全球最庞大的超级计算机耗时 10000年才能完成的测试。 

根据目前最优的经典算法，“九章”对于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度比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超

级计算机“富岳”快一百万亿倍，等效地比 google的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木”快一百亿倍。

同时，九章通过高斯玻色取样证明的量子计算优越性不依赖于样本数量，克服了 google 53比

特随机线路取样实验中量子优越性依赖于样本数量的漏洞。此外，学术界关于 google是否实现

了量子霸权仍然存在争议，IBM 就宣称可以通过对算法的经典模拟优化来提升超算的能力，让

google称霸失败，而对于九章的成果业界给出了近乎一致的肯定。 

图 5：高斯玻色取样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号” 

 

资料来源：墨子沙龙，中原证券 

 

2.3. 九章出现以后，量子计算机对经典计算机的替代之路仍然漫长 

在九章出现以后，量子计算要实现对经典计算机的替代仍然长路漫漫。从量子计算发展的

三个阶段来看这个过程： 

第一阶段，针对一些特殊问题实现量子霸权。虽然目前这一步我们已经实现，但是随着经

典算法和硬件的不断优化，量子计算与经典计算的竞争还是处于长期的动态过程。此外九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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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高斯玻色取样”问题和悬铃木处理的“随机线路采样”问题都是有利于证明量子霸权的

问题，目前都没有实用价值。 

第二阶段，实现一种专用的量子模拟机，可以解决高温超导机制、特殊材料设计等目前计

算机无法处理的、有实用价值的问题，预计需要几百个量子比特量级来实现； 

第三阶段，造出可编程的通用量子计算机，具备容错能力，以及软件、算法的支撑，可能

需要上百万甚至更多的物理比特来实现。 

图 6：量子霸权与操纵量子比特的关系及量子计算发展的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墨子沙龙，中原证券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量子计算机不会替代经典计算机，而是成为经典计算机的补

充。因而在发展量子计算的同时，各国仍然在努力加快 E级超算的研发和加大对超算应用的探

索，来夺取“算力”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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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历任全球超算冠军算力对比（半年一次评比） 

 

资料来源：TOP500，中原证券 

3. 量子信息领域接下来的看点 

3.1. 卫星发射和网络建设 

我国计划到 2030 年左右率先建成全球化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

信息充分安全的“量子互联网”。基于这一规划我们看到国内正在建设以及拟建设的重大项目主

要有： 

（1）国家广域量子骨干网，总长度约 3.5 万公里。2018 年 2 月发改委批复建设国家广域

量子骨干网络建设一期工程项目，总投资 7.78亿元（包括京汉段、汉广段、沪合段三段骨干网

约 3,800公里），建设期三年。 

图 8：国家广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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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金华新闻网，中原证券 

（2）山东“齐鲁干线”：2020年 3 月山东省出台《关于山东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提出依托济南、淄博、潍坊和青岛等市，构建横贯东西的量子保密通信“齐鲁干线”，满

足与京津冀、长三角及海外重要城市间广域量子保密通信需求。项目已有明确的建设投资计划，

用三年分两期建设。 

（3）国盾量子与中国电信合作及试点安徽省“江淮量子网”：中国电信将通过与国盾量子

的合资公司逐步建成覆盖安徽省 16个地市的量子通信江淮网和量子安全云。 

（4）广东粤港澳量子通信骨干网：2020年 11月 5日出台《广东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三年实施方案（2020—2022年）》，提出加快建成广佛肇量子安全通信示范网，规划建设粤港澳

量子通信骨干网，部署建设量子卫星地面站，推动与国家广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络无缝对接，

探索构建量子互联网。 

（5）国防领域量子通信项目：国盾量子 6 月公告称“在预研及演示验证阶段，有关科研

类项目已持续为科大国盾带来订单。目前发行人正在配合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型号研制前期准备

工作，型号研制完成后待列装可能带来持续性订单。” 

未来，我国还将发射多颗由中高轨道和低轨道卫星共同组成的量子星座，与地面光纤量子

通信共同组成天地一体化的、全天候通信的量子通信网络。 

表 3：不同轨道卫星的性能指标 

轨道 高度 覆盖纬度 地影区面积概率 
单轨地影区所占

时间比例 

低轨道（LEO） 600KM 22.9 度 29.70% 1/3.36 

中轨道（MEO） 3000KM 94.3 度 13.33% 1/7.18 

同步轨道（GEO） 36000KM 152.0 度 0.57% 1/167 

资料来源：《大话量子通信》，中原证券 

 

3.2. 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建设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建设，这是继墨子号量子卫星、量子通信

“京沪干线”之后，中国在量子科学领域的又一次大手笔投入，涉及到的国家长期投入将达到千

亿元。 

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重大前沿科技项目，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涉及合肥、上海和北京

等地，仅合肥实验室占地就将达 554 亩，是安徽省科技创新的“一号工程”。 

2016 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依托中

科大创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按照科技部要求，由中科大潘建伟院士牵头按照与科技创

新 2030—重大项目“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一体化实施的思路，编制了国家实验室组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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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总部、两分中心加网络”的建设格局。 

该项目已经获得安徽省和上海市政府各 10 亿元左右的配套启动资金，2017 年安徽省财政

还设立了总规模 100 亿元的量子科学产业发展基金。 

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一期计划总投资 70 亿元，预计 2020 年底可竣工。项目建成后将

进一步推动国家量子科技发展。 

 

3.3. 潘建伟将成为诺贝尔奖有力争夺者 

近年来，潘建伟及其团队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领域接连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续或将

成为中国在诺贝尔奖方面有力的争夺者。 

表 4：潘建伟及其团队成员在全球获奖情况 

年份 奖项 奖项介绍 颁奖单位 获奖者、获奖理由 

2005.6 菲涅尔奖 以 19 世纪伟大的光学家菲涅尔命名，是奖励量子

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 35 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

国际最高荣誉，每两年颁发一次，每次奖励基础

和应用研究领域各一人 

欧洲物理学会 潘建伟，在量子态隐形传输、量子

纠缠纯化以及多光子纠缠等量子

信息实验研究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2013.4 菲涅尔奖 以 19 世纪伟大的光学家菲涅尔命名，是奖励量子

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 35 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

国际最高荣誉，每两年颁发一次，每次奖励基础

和应用研究领域各一人 

欧洲物理学会 陈宇翔，在光子和冷原子的量子操

纵以及量子信息和量子模拟等领

域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2016.1 国家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 

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旨在奖励那些在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

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贡献的中国公民，由

于该奖项的评选严格性，在历史上多次空缺 

科技部 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潘建伟、

彭承志、陈宇翱、陆朝阳、陈增兵） 

2018 克利夫兰奖 

 

作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科研奖项之一，从刊登

于《科学》杂志上的研究论文中，选出一项最具

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成果授予该奖 

美国最大科学家

联盟—美国科学

促进会（AAAS） 

“墨子号”量子卫星科研团队 

 

2017.6 菲涅尔奖 以 19 世纪伟大的光学家菲涅尔命名，是奖励量子

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 35 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

国际最高荣誉，每两年颁发一次，每次奖励基础

和应用研究领域各一人 

欧洲物理学会 陆朝阳，在量子光源、量子隐形传

态和光学量子计算方面的杰出贡

献 

2019.1 伍德奖 美国光学学会为纪念著名光学家 Robert W. 

Wood 而设立，以表彰在光学领域做出重要科学

发现、重大技术成就或发明的杰出科学家，获奖

者应具有开启研究新时代或显著拓展已有研究领

域的重大贡献 

美 国 光 学 学 会

（ OSA） 

潘建伟，在量子力学基础和光量子

信息，包括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

验、量子密钥分发、量子隐形传态

以及光量子计算领域的先驱性实

验研究贡献 

2019.4 墨子量子奖 表彰国际上在量子通信、量子模拟、量子计算和

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墨子量子科技基

金会 

潘建伟，在多光子纠缠干涉度量及

自由空间量子传输方面的开创性

实验，使现实安全的广域量子通信

成为可能 

2020.2 阿道夫隆奖章 每年奖励一名在光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 美 国 光 学 学 会 陆朝阳，在光学量子信息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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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 （ OSA） 域，特别是在高性能单光子源、量

子隐形传态和光学量子计算等方

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2020.4 蔡司研究奖 表彰在国际光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从

1990 年来该奖项在世界范围每两年评选一位科

学家 

德国蔡司公司 潘建伟，利用“墨子号”卫星实现

1200 公里距离的量子纠缠分发，

刷新世界纪录 

2020.10 罗夫·兰道尔

和查尔斯·本

内特量子计算

奖 

表彰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新近的杰出贡献，尤其是

利用量子效应来执行纯经典方法难以实现的计算

和信息管理任务 

美 国 物 理 学 会

（APS） 

陆朝阳，对光量子信息科学，尤其

是固态量子光源、量子隐形传态和

光量子计算的突出贡献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 

 

4. 风险提示 

量子信息产业发展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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