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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電腦已不再只是理論上的設備。

本書的作者認為，發現新技術最佳用途的，往住不是發明者，而是領域專家在工作中，

嘗試把它當成新的工具來使用時所發現的。有鑑於此，本書將帶領程式設計師實際動

手，以量子計算技術為工具，學習如何將它們應用於你所關心的問題。在接下來的章節

中，你將會熟悉圖 P-1中的符號和運算。

加 1

圖 P-1　量子程式看起來有點像樂譜

本書章節安排

想要熟悉新的程式設計規範之前，必須先了解由語法符號和語義所組成的原式

（primitives）概念，正如任何想學會用圖形處理單元（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
來設計程式的人，都應該先專注於掌握並行處理的概念，而不是語法或硬體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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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核心重點是為一組量子原式（quantum primitives）建構一個直覺的概念，並把
它變成用 QPU解決問題的工具箱構件。為了讓你了解如何使用這些原式，我們首先要
介紹量子位元的基本概念（遊戲規則），然後會概略描述一組量子處理單元（Quantum 
Processing Unit, QPU）的原式，最後展示如何把這些原式當成 QPU應用程式中的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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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書可分為三個部分，建議讀者先熟悉第一部分並學會一些實作的經驗，再繼續

學習更進階的部分：

第一部分：QPU程式設計

這個部分介紹了編寫 QPU程式所需的核心概念，例如量子位元、必要的基本指令、
如何利用疊加，甚至包括量子瞬間傳送，所有的範例都可以用模擬器或實體的 QPU
來執行。

第二部分：QPU 原式

第二部分詳細介紹了一些基本的演算法和技術，包括振幅放大、量子傅立葉變換，

和相位估計等，這些可以被視為程式設計師用來建構應用程式的函式庫，了解它們

的工作原理對於成為一名熟練的 QPU程式設計師而言至關重要。目前有一個活躍的
研究人員社群正致力於開發新的 QPU原式，因此可以預期這個函式庫未來將會持續
擴增。

第三部分：QPU 應用

QPU的應用就如同 QPU本身一樣正在迅速發展，我們在第三部分介紹了幾個現有
的應用程式，並示範如何利用第二部分的原式來完成這些現實世界中有用的任務。

我們希望讀者在看完本書之後，能夠了解量子應用程式可以做些什麼、是什麼原因讓它

們變得如此強大，以及識別出什麼樣的問題可以用量子技術來解決。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編排慣例如下：

斜體字（Italic）

表示新的術語、URL、電子郵件地址、檔案名稱和副檔名。中文以楷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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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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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你是軟體工程學、電腦圖學、資料科學方面的專家，或者僅僅是一位好奇的電腦玩

家，這本書能讓你透過實際操作來了解與你息息相關的量子計算強大的威力。

為了讓你學習起來更輕鬆愉快，以下章節並沒有對量子物理（量子計算的基本定律）甚

至量子資訊理論（這些定律如何影響到我們處理資訊的能力）進行詳盡的解說，而是提

供可以實際執行的範例，藉此洞察這項令人興奮的新技術。最重要的是，這些範例的程

式碼可以任意進行調整和改寫，讓你透過親自動手來從中學習，以發揮最大的效益，而

核心概念也僅限於有用到它們建立量子程式的直覺時才會加以說明。

我們最卑微的希望是，感興趣的讀者能夠發揮所學的洞見，在甚至連物理學家都沒聽過

的領域來擴展量子計算的應用範圍。誠然，希望能夠有助於引發一場量子化革命並不是

那麼的「卑微」，但至少能夠成為一名先驅肯定是令人興奮的。

背景知識

量子計算背後的物理現象充滿了密集的數學，不過電晶體背後的物理現象也是如此，然

而學習 C++卻不需要涉及任何物理學方程式。有鑑於此，本書採取以程式設計師為中

心（programmer-centric）的方式，避開任何高深的數學。即便如此，具備以下簡短清
單中的知識，可能會有助於消化我們所介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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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程式設計中的（if、while等）控制結構。本書用 JavaScript來輕鬆存取可在線
上執行的範例，如果你對 JavaScript還不熟悉，但是有一些寫程式的經驗，那麼你
很可能花不到一個小時，就能亳不費力地學會所需的背景知識。有關 JavaScript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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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介紹，請參閱 Todd Brown所寫的《學習 JavaScript》（O'Reilly），或《深入
學習 JavaScript 模組化設計》（碁峰出版，書號 A571）。

• 具備程式設計師等級的相關數學知識，其中包括：

 — 了解如何使用數學函式

 — 熟悉三角函數

 — 能輕鬆自如的操縱二進位數字，並能在二進位和十進位表示法之間進行轉換

 — 理解複數的基本概念

• 能夠評估最基本的演算法執行時間複雜度（即，大Ｏ表示法）。

本書的第十三章超出了上述這些要求，其中我們縱覽了量子計算在機器學習中的許多應

用。由於頁數上的限制，在展示量子電腦如何提供優勢之前，我們僅非常粗略地介紹了

每一個機器學習的應用。儘管我們希望一般讀者能夠理解這些內容，但是需要具有較多

的機器學習背景知識，才有能力對這些應用程式進行探索實驗，並真正從中得益。

這本書是關於如何在量子電腦上編寫程式（既不是如何建置量子電腦，也不是量子電腦

的學術研究），因此不需要高深的數學和量子理論，但如果有興趣探索更多學術文獻，

可以從第十四章的參考資料出發，將我們介紹的概念與量子計算學術研究上常用的數學

表示法連結起來。

什麼是 QPU？
「量子電腦」一詞可能會有點誤導，讓人聯想到一種全新的外星機器，用未來的替代品

來取代所有現存的電腦軟體，但其實它早已普遍存在於我們四周。

這是一個常見的巨大誤解，量子電腦的前景並非源於它們是傳統電腦殺手，而是源於它

們能夠顯著擴展各種可處理的計算問題。有一些重要的計算問題很容易用量子電腦計算

出來，但實際上卻不可能在任何我們所能想得到的標準電腦設備上完成
1
。

1 以下隨便一個簡單的計算問題就可以提供非常強而有力的說明：假設傳統的電晶體可以被做成像原子那
麼小，要建立能夠跟一台很普通的量子電腦相同計算質因數能力的傳統電腦，這台電腦會像倉庫那麼
大，而把電晶體包裝得如此緊密會產生引力奇異點（gravitational singularity），這會讓計算，甚至連存在
都變得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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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形式的加速只發生在某些特定的問題上（我們稍後會詳細說明其

中的許多問題），儘管預計將來會發現更多可以應用量子電腦來處理的問題，但是要知

道量子電腦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對於大多數在筆記型電腦上需要花很多時間來計算

的任務，量子計算機的表現並沒有比較好。

換句話說，從程式設計師的角度來看，量子電腦實際上是一個輔助處理器。在過去，電

腦使用了各式各樣的輔助處理器，每一種輔助處理器都有適合自己特性的應用，比如浮

點運算單元（Floating-point Processing Unit, FPU）、訊號處理單元（Signal Processing 
Unit, SPU）、和即時繪圖處理單元（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等。考量到這一
點，我們將以術語「量子處理單元（Quantum Processing Unit, QPU）」表示用來執行範
例程式的設備，而這也符合了量子計算在目前環境中所處的地位。

與 GPU等其他輔助處理器一樣，為 QPU所撰寫的程式碼主要是在一般電腦的中央處理
單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上執行，再由 CPU發出 QPU輔助處理器命令，
來啟動適合其功能的任務。

實際操作的學習途徑

實際動手操作的範例佔了本書很大的部分，但是在撰寫本書時，一個成熟的、一般用途

的 QPU還不存在，所幸（而且令人興奮）的是，目前有一些原型的 QPU可透過雲端存
取，而較小的問題也可以在傳統電腦上模擬 QPU的行為，儘管無法模擬較大的 QPU程
式，但是對於較小的程式碼片段來說，這是學習如何控制實際 QPU的一種方便法門。
本書中的範例程式可相容於這兩種場景，即使在更複雜的 QPU上，亦能保持其可用性
和教育性。

目前有許多可用的 QPU模擬器、函式庫和系統，你可以在 http://oreilly-qc.github.io上
找到幾個不錯的系統連結清單。在該頁面上，我們盡可能以多種程式語言提供本書的範

例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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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了防止本書充斥過多的範例程式碼，我們只用了在 QCEngine 上執行的
JavaScript作為範例。QCEngine是一個免費的線上量子計算模擬器，允許使用者在瀏覽
器中執行範例程式，完全不需要安裝任何軟體。這個模擬器是由作者所開發的，起初只

是供他們自己使用，而現在成為本書的學習配件。QCEngine對我們特別有用，因為不
需要下載任何軟體即可執行，而且又結合了我們在整本書中作為視覺化工具的圓標記法

（circle 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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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Engine入門
由於我們將大量依賴 QCEngine（可在 http://oreilly-qc.github.io找到），因此值得花一點
時間來瞭解如何操作模擬器。

執行程式

QCEngine 網頁介面（如圖 1-1）讓你只需在編輯器中輸入程式碼，便能輕鬆地創作各種
視覺化效果。

圖 1-1　QCEngine使用者介面

編輯器頂端的下拉式清單中可選擇想要執行的範例程式，然後按一下「執行程式（Run 
Program）」按鈕，將會出現一些新的互動式使用者介面元素，用來視覺化程式執行的結
果（參見圖 1-2）。
[Page-5]

量子電路視覺化工具（Quantum circuit visualizer）

此元素將程式碼所代表的電路以視覺化方式呈現，第二章和第三章將會介紹這些電

路中所使用的符號，這個視圖也可用於互動式地逐步執行程式（參見圖 1-2）。



實際操作的學習途徑 | 5

圓標記法視覺化工具（Circle-notation visualizer）

這將顯示 QPU（或模擬器）暫存器的圖標記法視覺化符號，第二章將說明如何解讀

和使用此標記法。

QCEngine輸出控制台（QCEngine output console）

此處顯示程式碼中用 qc.print()指令所列印出來的文字，可用來除錯；任何用標準

JavaScript的 console.log()函式所列印的內容仍然會轉到網頁瀏覽器的 JavaScript控
制台。

輸出控制台

量子電路視覺化工具

圓標記法視覺化工具

圖 1-2　用來視覺化 QPU結果的 QCEngine使用者介面元件

程式碼除錯

為 QPU程式除錯可能很困難，通常要理解一個程式在做什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慢慢
地逐步追蹤程式碼，並檢查每一步的視覺化效果。將滑鼠游標懸停在電路視覺化工具

上，應該會看到在固定位置上出現一條橘色的垂直線，而電路中游標所在的位置則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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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條灰色的垂直線。橘色的線顯示了圓標記法視覺化工具目前執行到電路（以及程

式）中的哪個步驟，預設是在程式結束的地方，但是如果在電路中的某個部分按一下

滑鼠左鍵，可以讓圓標記法視覺化工具顯示程式執行到該點時 QPU中的配置情形。例
如，圖 1-3顯示了當我們在 QCEngine程式中的兩個不同步驟之間切換時，圓標記法視
覺化工具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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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使用電路和圓標記法視覺化工具逐步追蹤 QCEngine程式

有了這個 QPU模擬器，如果你等不及很想修改程式，那麼就開始動手去做吧！在第二
章中，我們將逐步介紹越來越複雜的 QPU程式。

原生 QPU指令
QCEngine是允許我們執行和檢查 QPU程式碼的工具之一，但是 QPU程式碼實際上是
長什麼樣子的呢？傳統的高階語言通常用來控制較低階的 QPU指令（正如我們所看到
以 JavaScript為基礎的 QCEngine）。在這本書中，我們將經常跨越這些級別；清晰地描
述量子機器級別的運算來描述 QPU的程式設計，可以幫助我們掌握 QPU中新穎邏輯的
基本原理，而瞭解如何從更高級別的傳統語言（如 JavaScript、Python或 C++）來操縱
這些運算，則為我們實際編寫程式提供了更實用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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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量子程式設計制定新的語言標準是一個活躍的發展領域，本書不會強調這些，感興趣

的讀者可在第十四章中找到這方面的參考資料。

為了滿足您的胃口，我們在表 1-1中列出了一些重要的基本 QPU指令，每一個都將在接
下來的章節中進行更詳細的解說。

表 1-1：重要的基本 QPU指令集

符號 名稱 用法 描述

NOT (also X) qc.not(t) 邏輯按位元否定

CNOT qc.cnot(t,c) 條件式否定：if (c) then NOT(t)

CCNOT (Toffoli) qc.cnot(t,c1|c2) if (c1 AND c2) then NOT(t)

HAD (Hadamard) qc.had(t) 哈達馬（Hadamard）閘

PHASE qc.phase(angle,c) 相對相位旋轉

Z qc.phase(180,c) 相對相位旋轉 180o

S qc.phase(90,c) 相對相位旋轉 90o

T qc.phase(45,c) 相對相位旋轉 45o

CPHASE qc.cphase(angle,c1|c2) 條件式相對相位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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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名稱 用法 描述

CZ qc.cphase(180,c1|c2) 條件式相對相位旋轉 180o

READ val = qc.read(t) 讀取量子位元，並傳回數位化資料

WRITE qc.write(t,val) 將傳統資料寫入量子位元

ROOTNOT qc.rootnot(t) NOT的平方根運算

SWAP 
(EXCHANGE)

qc.exchange(t1|t2) 交換兩個量子位元

CSWAP qc.exchange(t1|t2, c)
條件式交換：  
if (c) then SWAP(t1,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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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運算具體的指令和執行時間取決於 QPU的品牌和架構。不過無論如何，這是一組
預期在所有機器上都可以使用基本指令集，就如同 MOV和 ADD是 CPU中最基本的運算一
樣，這些運算也構成了 QPU程式設計的基礎。

模擬器的限制

儘管模擬器為撰寫小型 QPU的雛型程式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但是與真正的 QPU相
比，它們的運算能力極其不足，QPU能力的衡量標準之一是它可以使用的量子位元數

量
2
（量子位元等同於二進制的位元，稍後將詳細介紹）。

2 儘管在媒體上這是衡量量子計算能力的基準方式，但是僅以一個硬體能夠處理的量子位元數量來看，
實際上是過於簡化，要評估一個 QPU 的真正能力，其實需要考慮很多更細微的因素（https://ibm.
co/2FhL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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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出版時，世界紀錄中最大的 QPU模擬器是 51個量子位元，而實際上本書的大
多數讀者可以使用的模擬器和硬體通常在完全停止之前能夠處理大約 26個量子位元左
右。

本書中的範例是在考慮到這些限制的情況下寫的，它們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但是每增加

一個量子位元將會使得執行模擬所需的記憶體加倍，而其速度將會減半。

硬體限制

反過來說，在撰寫本文時，最大的實際 QPU硬體大約有 70個實體量子位元，而透過

Qiskit（https://qiskit.org/）開放原始碼開發套件所提供的最大公用 QPU含 16個實體量
子位元

3
，所謂實體的意思是這 70個量子位元並沒有糾錯功能，因此它們有很多雜訊而

且不穩定，量子位元比傳統位元要脆弱得多；與周圍環境最輕微的相互作用都會使計算

偏離預計的軌道。

程式設計師在處理邏輯量子位元時可以不必理會特定 QPU的硬體限制，就能實現任何
教科書上的演算法，在本書中，我們僅專注於用邏輯量子位元來寫程式，儘管我們所提

供的範例小到可以在很小的 QPU上執行，但是將硬體細節抽象化也意味隨著未來硬體
的發展，你的開發技巧和直覺仍將是寶貴而無價的。

QPU與 GPU的共同特徵
即使已經有了自己的問答交流社群（http://bit.ly/2XICxsY），為一種全新的處理器設計程
式的想法也可能令人生畏，以下是關於為 QPU撰寫程式的一些相當貼切的事實：

• 一個完全在 QPU上執行的程式非常罕見。通常是由在 CPU上執行的程式發出 QPU
指令，然後再檢索其結果。

• 有些任務非常適合在 QPU上執行，另外有些則不適合。

• QPU在一個獨立於 CPU的時脈上執行，並且通常有自己專用的硬體介面來連接外部
設備（例如光學輸出）。

• 典型的 QPU有自己專用的特殊記憶體，而 CPU無法有效率地存取該記憶體。

3 當本書出版時，這個數字可能已經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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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簡單的 QPU將是一個可由筆記型電腦存取的晶片，甚至可能最終是另一個晶片
中的一個區域。一個較先進的 QPU則可能是一個大而昂貴的周邊附加設備，而且總
是需要特殊的冷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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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即使是最簡單的 QPU也有冰箱那麼大，並且需要特殊的高安培電源插座。

• 當 QPU完成計算時，結果的預測值將被傳回給 CPU，而 QPU內大部分的工作資料
都將被丟棄。

• 為 QPU除錯可能會非常棘手，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技術。逐步執行程式可能會很困
難，通常最好的方法是修改程式並觀察其對輸出的影響。

• 優化一個 QPU的速度可能會減緩另一個 QPU的速度。

聽起來很有挑戰性，但問題在於，你可以用 GPU替換以上每一句中的 QPU，其效果依
然成立。

儘管 QPU幾乎是一種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大功能的異類技術，但是當涉及到我們
在學習程式設計時可能面臨的問題時，所有的軟體工程師應該都已經遭遇過同樣的問

題。當然，QPU程式設計確實有一些新奇的細微差別（否則這本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了！），但是驚人的相似之處應該讓人安心，而且相信我們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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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QPU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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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位元到底是什麼？我們要如何把它用圖形表示出來？它有什麼用嗎？這些問題很簡

短，但是答案卻很複雜。在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們將以實際的方式回答這些問題，第

二章首先描述並使用單一量子位元，然後在第三章將討論多量子位元系統中額外的複雜

性，一路上我們將遇到許多單一量子和多量子位元運算，第四章把這些運算直接用來實

作量子瞬間傳送。請記住，穿插在內文中的範例程式可利用所提供的網址在 QCEngine
模擬器上執行（在第一章中介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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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單一量子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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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二進制位元的初始狀態不是 0就是 1，這讓二進制邏輯的數學相當簡明易懂，而我
們可以在視覺上用空心／實心的圓來分別表示 0/1的值（見表 2-1）。

表 2-1：代表傳統位元可能值的圖形

一個位元可能的值 圖形表示法

0

1

量子位元在某種程度上與二進制的位元非常類似：每當你讀取一個量子位元的值，都

將會得到 0或 1。所以，在讀出一個量子位元之後，我們總是可以像表 2-1那樣來描述
它。但是在讀出之前量子位元的特徵並不是那麼黑白分明，而是需要更複雜的描述，因

為在讀出之前，量子位元可能以疊加（superposition）狀態的形式存在。

我們很快就會嘗試說明疊加態的含義，但是首先要讓你瞭解一下為什麼它可能很強大，

請注意在讀取之前，一個量子位元可能存在無數個疊加態。表 2-2列出了其中幾個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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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位元不同的疊加態。儘管我們最後總是會讀出 0或 1，但如果我們夠聰明的話，這
些可用的額外狀態將允許我們完成一些非常強大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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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一個量子位元可能的值

一個量子位元可能的值 圖形表示法

|0〉

|1〉

0.707|0〉 + 0.707|1〉

0.95|0〉 + 0.35|1〉

0.707|0〉 - 0.707|1〉

在表 2-2的數學中，我們將標籤從 0和 1改為 |0〉和 |1〉，這是量子計算中

常用的包量括量表示法（bra-ket notation）或稱為狄拉克表示法（Dirac 

notation）。一個簡單的經驗法則是，在包量（〈φ|）和括量（|φ〉）中的數

字表示一個量子位元可能被讀出的值。

表 2-2的前兩列顯示了完全沒有疊加的量子位元，這相當於傳統的位元狀態。準備狀
態 |0〉的量子位元相當於傳統位元的 0，而讀出的值也是 0，同理，對於狀態 |1〉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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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過若是量子位元只有 |0〉和 |1〉兩個狀態，那麼它就只不過是一種非常昂貴的傳

統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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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如何著手處理其他列中各種奇奇怪怪的疊加態呢？為了對表 2-2中令人困惑的
變化有一些直觀的認識，首先讓我們簡要地考慮一下量子位元實際上能有什麼幫助

1
。

實體量子位元速覽

一個很容易證明量子疊加的物件是單一光子。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退一步假設我們

試圖使用光子的位置來表示一個傳統的數字位元。在圖 2-1的設備中，一個可切換的鏡
子（可以設置為反射鏡或透明鏡），允許我們控制一個光子是否在對應於編碼 0或 1的
兩條路徑之一。

單一光子來源

單一光子來源

反射鏡

反射鏡

可切換鏡子

可切換鏡子

光子
偵測器

光子
偵測器

鏡子

鏡子

光子

光子

透明鏡

透明鏡

圖 2-1　把光子當成傳統位元

1 在本書中，我們將盡量不去想太多量子位元到底是什麼，儘管這乍看之下有點虎頭蛇尾，但值得記住的
是，傳統的程式設計指南幾乎從不沉迷於位元和位元組的迷人實體特性。事實上，也正是這種將資訊的
實體本質抽象化的能力，才能夠讓複雜程式的撰寫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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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的設備實際上常見於數位通信技術中，但是單一光子顯然會產生非常不穩定的位

元（首先是它不會在任何一個地方停留很長時間）。為了要使用這個設置來展示一些量

子位元的特性，假設我們用一個半鍍銀的鏡子來取代用來設定光子為 0或 1的開關。

圖 2-2中的半鍍銀鏡（又稱為分光鏡（beamsplitter））是一個半反射表面，有 50%的機
率會將光線偏轉到與 1相關的路徑中，或者讓光線直接進入與 0相關的路徑。

單一光子來源 半鍍銀鏡子

光子
偵測器

鏡子

光子

圖 2-2　單一光子量子位元的簡易實作

當一個不可分割的光子撞擊到這個表面時，會遭遇某種身分危機。在沒有傳統等價效應

的情況下，它最終會處於同時受到路徑 0和路徑 1中的效應所影響的狀態，此時我們可
以說光子是處在每一條可能的路徑上行進的疊加（superposition）狀態。換句話說，這
不再是一個傳統的位元，而是一個可以在值 0和 1中疊加的量子位元（qubit）。

許多廣為流傳的量子計算說法對於疊加的本質有所誤解，把光子視為同時位於 0 和 1路
徑上其實是不正確的。因為光子只有一個，所以如果我們像圖 2-2那樣在每條路徑上放
置偵測器，那麼只有一個偵測器會有反應。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光子疊加會被歸併為一

個位元，並明確輸出 0 或 1。然而，正如我們很快將會探討的，在我們需要透過這樣的
檢測讀出量子位元之前，QPU可以透過一些計算上有用的方式與疊加的量子位元進行
互動。

圖 2-2 所示的這種疊加將是發揮 QPU 量子功效的重要核心，因此我們需要用更定量的
方式來描述和控制量子疊加。當光子處於路徑疊加時，它的振幅（amplitude）與每條
路徑都有相關，這些振幅有兩個重要的特點，可視為兩個用來改變特定量子疊加組態的

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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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光子疊加的每條路徑相關的強度（magnitude）是一個類比值，用來測量光子在每
條路徑中擴散的程度。一條路徑的強度與光子在該路徑中被偵測到的機率有關。具

體而言，強度的平方決定了我們在給定路徑上觀察到光子的機會。在圖 2-2中，我
們可以改變半鍍銀鏡的反射程度來調整與每條路徑相關的強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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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光子疊加中，不同路徑之間的相對相位（relative phase）記錄了光子相對於另一
條路徑所延遲的量。這也是一個類比值，可以由光子在對應於 0和 1的路徑上行進
距離之差異來控制。注意，我們可以改變相對相位而不影響光子在每條路徑上被探

測到的機會
2
。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振幅（amplitude）一詞是指與量子位元疊加的某個值相關的強度和
相對相位。

對於喜歡數學的人，與疊加中不同路徑相關的振幅通常用複數（complex 

numbers）來描述。與強度相關的振幅恰好是這個複數的模數（複數的平

方根乘以複數的共軛），而其相對相位則是複數以極座標表示時的角度。

對於不喜歡數學的人，我們很快就會介紹一種視覺符號，這樣你就不必擔

心這些複雜的問題（complex issues）（雙關語）。

強度和相對相位是我們在計算時可以利用的值，我們可以假設它們已經被編碼在量子位

元裡面。但如果要從中讀出任何資訊，那麼光子最終必須撞擊到某個偵測器，然而一旦

發生了撞擊，量子位元的量子性會消失，導致這兩個類比值也都會消失。這就是量子計

算的關鍵所在：找到一種方法來利用這些虛無縹緲的量，使得一些有用的殘餘物在讀出

的破壞性行為之後依然存在。

在把光子當作是量子位元的情況下，圖 2-2中的設置相當於我們稍後將在

範例 2-1中介紹的程式範例。

2 雖然我們以光行進的相對距離介紹了相對相位的概念，但這個一般性的概念適用於所有類型的量子位
元，包括光子、電子和超導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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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光子的部分就介紹到此，這是一本程式設計師指南，而不是物理學教科書，我們得

抽離物理學，以一種與光子和量子物理分離的方式，來看看如何描述和視覺化量子位

元，就像把二進位邏輯與電子和半導體物理學分離是一樣的道理。

圓標記法介紹

我們現在知道了什麼是疊加，但它與光子的特定行為有著密切的關聯。我們想要找到一

種抽象的方式來描述疊加，以便將注意力集中在抽象的資訊。

量子物理中成熟的數學提供了這樣一個抽象化的方法，但是從表 2-2左側欄位中可以看
出，這種數學遠比傳統位元的簡單二進位邏輯更加不直觀和不方便。

所幸表 2-2右側欄中等效的圓標記法（circle notation）提供了一種更直觀的方法。由於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流暢和實用方式來了解 QPU內部所發生的事，而不需要往不透
明的數學中挖坑，從現在開始，我們將把這個圓圈符號當作就是量子位元。

透過對光子的實驗，我們發現在 QPU中，有兩個量子位元的一般狀態需要追蹤：其疊
加的振幅強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對相位，以圓圈符號表示這些參數如下：

• 假設量子位元的振幅強度與圓圈 |0〉或 |1〉中填充區域的半徑有關。

• 振幅之間的相對相位以圓圈 |1〉相對於圓圈 |0〉的旋轉表示（在圓圈中畫一條深色的

線以使該旋轉更明顯）。

我們將在整本書中使用圓標記法，所以有必要更仔細地看看圓圈的大小和旋轉是如何捕

捉這些概念的。

圓圈大小

我們之前已經注意到，與 |0〉或 |1〉相關強度的平方決定了在讀出時獲得該值的機率。由

於圓圈的填充半徑表示強度，這意味著每個圓圈中顏色較暗部分的面積（或者更通俗地

說法是它的大小）與讀取量子位元所得出該圓圈代表值（0或 1）的機率成正比。圖 2-3
中的例子顯示了不同量子位元狀態的圓標記法，以及在每種情況下讀出 1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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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圓標記法表示在不同疊加態讀出值為 1的機率

讀取量子位元會破壞資訊，在圖 2-3中無論是哪一種情況，讀取量子位元

的結果不是 0就是 1，而此時量子位元將改變其狀態以匹配觀察到的值，

所以即使一個量子位元最初處於一個更複雜的狀態，一旦你讀出 1，如果

立即再次嘗試讀取它，總是會得到 1。

請注意，圓圈 |0〉中的陰影區域越大，你會讀出 0的可能性就越大，當然這也表示讀出 1
可能性越小。在圖 2-3的最後一個例子中，讀出量子位元是 0的機率是 90%，因此相對
應地讀出 1的機率是 10%3

。在圓標記法中，圓的填充區域通常表示在該疊加中強度的

大小。雖然這看起來像是一個令人討厭的技術性細節，但重要的是在你的腦海中要記得

強度的大小實際上與圓的半徑相對應，就當作是為了視覺上的方便，把兩者視為一樣通

常也不會有什麼壞處。

還有一個也是很容易忘記的重點：在圓標記法中，圓的大小並不能代表完整的疊加振

幅，我們還缺少了疊加的相對相位這個重要的額外資訊。

圓圈旋轉

一些 QPU指令也可以讓我們改變量子位元 |0〉和 |1〉的相對旋轉，這表示量子位元的相

對相位，量子位元狀態的相對相位可以取 0o到 360o之間的任意值；圖 2-4顯示了幾個
例子。

3 暫存器的強度大小加起來必須總是等於 1，這個要求稱為正規化（normalization），有關這方面的更詳
細資訊，請參見第 183 頁的「聲明 2：正規化向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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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一個量子位元的相對相位可以是 0o到 360o之間的任意值

在本書中，我們習慣上用圓圈的逆時針方向旋轉角度來表示正的相對相

位，如圖 2-4所示。

在前述所有的例子中，我們只旋轉了圓圈 |1〉，為什麼圓圈 |0〉保持不動呢？原因是只有

量子位元疊加的相對相位才會產生任何影響，因此我們只關心圓圈之間的相對旋轉
4
。

如果 QPU運算一次旋轉兩個圓，那麼我們總是可以重新考量只旋轉圓圈 |1〉 的相同效

果，以便讓相對旋轉更顯而易見，如圖 2-5所示。

圖 2-5　在圓標記法中只有相對旋轉才有意義，圖中這兩種狀態是等效的，因為兩種情況下圓的相對
相位都一樣是 90o

注意，相對相位的變化與疊加的強度可以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性反過來說也會成立。比

較圖 2-3中的第 3個和第 4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單一量子位元的相對相位對我們讀出
結果的機率並沒有直接影響。

既然單一量子位元的相對相位對疊加中量子位元的強度大小沒有影響，這意味著它對可

觀測的讀出結果並沒有直接影響，這也許會讓相對相位看起來顯得無關緊要，但事實卻

截然不同！在涉及多個量子位元的量子計算中，我們可以在關鍵時刻利用這種旋轉，巧

妙地間接影響我們最終讀出不同值的機會。事實上，精心設計的相對相位可以提供驚人

4 「只有相對相位才是重要的」，這個概念源自於支配量子位元的基本量子力學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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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算優勢，接下來將介紹一些讓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運算，尤其是那些只作用於單

一量子位元的運算，並且用圓標記法來視覺化它們的效果。

[Page-21]

與傳統位元明顯的數位特性不同的是，量子位元的強度和相對相位是連

續的自由度，這導致了一種普遍存在的誤解，即量子計算可與命運多舛的

類比計算相提並論。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允許我們操縱連續的自由度，

QPU所經歷的錯誤仍然可以透過數位方式糾正。這就是為什麼 QPU比類

比計算設備更為牢靠和強大的原因。

基本 QPU運算
與 CPU運算類似，單一量子位元 QPU運算將輸入資訊轉換為所需的輸出，只不過現在
輸入和輸出變成是量子位元而不是位元。許多 QPU指令 5

都有一個相關聯的逆運算，此

時 QPU運算被稱為可逆（reversible）運算，在執行可逆運算時 QPU不會流失任何資
訊，另外還有一些不可逆（irreversible）的 QPU指令並沒有逆運算（它們會導致資訊
流失），我們最終會看到一個運算是否可逆對我們如何利用它有重要的影響。

其中一些 QPU指令可能看起來很奇怪，而且實用價值也令人懷疑，但是在介紹了幾個
之後，我們將會很快開始使用它們。

QPU 指令：NOT
NOT是與等效的傳統運算同名的量子運算：把 0變成 1，把 1
變成 0。而與傳統運算不同的是，QPU的 NOT運算也可以對
一個疊加的量子位元進行運算。

在圓標記法中，這個結果就是很單純地把圓圈 |0〉和 |1〉交換，如圖 2-6所示。

5 在本書中，我們將會交替使用 QPU 指令和 QPU 運算這兩個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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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NOT運算的圓標記法

可逆性（Reversibility）：與數位邏輯一樣，NOT運算本身就是逆運算；應用它兩次會將

一個量子位元返回到它原先的值。

QPU指令：HAD
當量子位元處於狀態 |0〉或 |1〉時，HAD運算（Hadamard的縮
寫）基本上會產生相等的疊加，這是我們使用既神奇又微妙

的量子疊加平行性的入門藥！與 NOT不同的是，傳統上並沒

有與 HAD等價的運算。

在圓標記法中，HAD的執行結果是所輸出量子位元的 |0〉和 |1〉具有相同的填充面積，如

圖 2-7所示。

圖 2-7　Hadamard 應用於一些基本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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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得 HAD能夠在一個量子位元中產生均勻疊加（uniform superpositions）的結果；也
就是說，每個讀出結果可能性相同的疊加。另外要注意的是，對於初始狀態在 |0〉和 |1〉

的量子位元，HAD的作用略有不同：HAD作用在 |1〉 上會造成其中一個圓產生非零旋轉

（相對相位），而作用於 |0〉的輸出則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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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想知道如果把 HAD應用到已經處於疊加的量子位元上會發生什麼。找出答案最好

的方法就是進行實驗！如此一來，你很快就會發現到以下情況：

• HAD會根據圖 2-7的規則，分別作用在狀態 |0〉和 |1〉。

• 所產生 |0〉和 |1〉的值會依原先疊加的振幅加權之後再結合起來 6
。

可逆性：與 NOT類似，HAD的逆運算就是它自己；應用它兩次會將一個量子位元返回到

它原來的值。

QPU指令：READ
READ運算是先前所介紹的讀出（readout）過程的正式寫法，
READ是 QPU 指令集當中唯一一個可能傳回隨機結果的指

令。

QPU指令：WRITE
WRITE運算允許我們在操作 QPU暫存器之前先把它初始化，
這是一個確定性的（deterministic）過程，也就是其執行結果
不具有隨機性。

將 READ應用於單一量子位元所傳回的值不是 0就是 1，其機率由量子位元狀態（忽略相
對相位）中相關強度的平方所決定。在 READ運算之後，如果獲得的結果是 0，則量子
位元將維持在狀態 |0〉中；如果獲得的結果是 1，則量子位元將維持在狀態 |1〉。換句話

說，對於任何疊加的破壞都是不可逆的。

在圓標記法中，結果的機率由每個相關圓中的填充面積所決定，然後在圓之間移動填充

區域來反映這個結果：與發生的結果相關聯的圓將被完全填滿，而其餘的圓則變為空

心。圖 2-8說明了在兩個不同的疊加上執行 READ運算所產生的隨機結果。

6 至於 HAD 和其他常見運算背後的數學細節，請參見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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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READ運算根據量子位元狀態中相關強度的平方產生隨機的結果

在圖 2-8的第二個例子中，READ運算會刪除所有的相對相位資訊，並重新

調整狀態，把圓圈指向上方。

我們也可以用 READ和 NOT打造一個簡單的 WRITE運算，以便籌組一個狀態不是 |0〉 就是
|1〉的量子位元。首先讀取（READ）量子位元，如果該值與我們打算寫入（WRITE）的值不

匹配，則執行 NOT運算。注意，只有在狀態 |0〉或 |1〉才能執行這個 WRITE運算，而不能

夠在任意疊加（具有任意強度和相對相位）狀態籌組量子位元
7
。

可逆性：READ和 WRITE運算都是不可逆的，它們會破壞疊加並丟失資訊，使得量子位元

的類比值（強度和相位）永遠消失。

實作：一個完全隨機的位元

在繼續介紹更多的單一量子位元運算之前，讓我們先停下來看看如何利用 HAD、READ、和

WRITE運算建立一個程式，來執行在任何傳統電腦上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產生一個真

正隨機的位元。

7 我們將會看到，要籌組一個任意的疊加是很棘手但是卻很有用的，尤其是應用在第十三章會介紹的量子
機器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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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整個計算史，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開發偽亂數產生器（Pseudo-Random Number 
Generator, PRNG）系統上，該系統的應用範圍從密碼學到天氣預報等領域，如果你知道
電腦記憶體的內容和 PRNG演算法，原則上你可以預測下一個產生的數字，因此稱它是
偽亂數。

根據已知的物理定律，疊加態量子位元的讀出行為基本上是完全不可預測的，這允許

QPU在創造世界上最偉大的亂數產生器時，只需籌組一個在狀態 |0〉的量子位元、執行

HAD指令、然後讀出該量子位元。我們可以用量子電路圖（quantum circuit）來說明這
個 QPU運算的組合，其中一條從左到右的線說明了在我們的（單個）量子位元上執行
的不同運算的順序，如圖 2-9所示。

圖 2-9　用 QPU產生真正隨機的亂數位元

即使可能看起來並不像，但我們確實有了第一個 QPU程式：量子亂數產生器（Quantum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QRNG）！你可以用範例 2-1中的程式片段來進行模擬。如果
你在 QCEngine模擬器上反覆執行這四行程式，你將得到一個二進位隨機字串。當然，
像 QCEngine這樣 CPU驅動的模擬器是用 PRNG來逼近我們的 QRNG，但是在真正的
QPU上執行等效的程式碼將產生一個完全隨機的二進位字串。

範例程式

本範例可在 http://oreilly-qc.github.io?p=2-1上執行。

範例 2-1：一個隨機位元

qc.reset(1);    // 重置一個量子位元
qc.write(0);    // 寫入 (初始化為 )數值 0

qc.had();     // 把它放在 0和 1的疊加態中
var result = qc.read();  // 讀出結果的隨機數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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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所有範例程式都能在 http://oreilly-qc.github.io 上找到，可以在

QPU模擬器上執行，也可以在實際的 QPU硬體上執行，執行這些範例

是學習編寫 QPU程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他更多相關資訊，請參見第 

一章。

因為這可能是你的第一個量子程式，讓我們逐行說明一下，以確保每一個步驟都具有 
意義：

• qc.reset(1)會把在 QPU上的模擬重置，並重新分配一個量子位元。所有 QCEngine
的程式都將用這一行來初始化一組量子位元。

• qc.write(0)只是把單一量子位元初始化為狀態 |0〉，相當於將傳統位元的值初始化為
0。

• qc.had()將 HAD應用於量子位元，把它變成一個像圖 2-7中那樣 |0〉和 |1〉的疊加態。

• var result = qc.read()在計算結束時讀出量子位元的隨機數位值（0或 1），並將該
值放到 result變數中。

看起來我們所做的只是找到一種非常昂貴的拋硬幣方式，但是這低估了 HAD的威力。如

果你能以某種方式查看 HAD 內部，你會發現既沒有偽亂數產生器，也沒有硬體亂數產生

器。與這些不同的是，量子物理定律保證 HAD是不可預測的。在已知的宇宙中，沒有人

能知道量子位元在 HAD運算之後的值是 0還是 1，即使他們確切地知道我們用來生成亂
數的指令，頂多也只能隨機亂猜最後的結果。

事實上，儘管我們將在下一章中適當地介紹如何處理多個量子位元，但我們現在就可

以很容易地將單一隨機量子位元程式，以並行方式執行 8次來產出一個隨機位元組

（byte），如圖 2-10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