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 青未了·新知 2017年6月26日 星期一

编辑：李皓冰 美编：马晓迪

“喵星人”早就征服全球？
跨度9000年的猫类DNA检测结果出炉

英国《自然·生态与演化》6月19日发表的一
篇论文显示，猫早在征服现代世界之前就已经
征服了古代世界。研究人员此次分析了200多只
猫类样本的DNA，而这些DNA的时间跨度达
9000年。

猫的驯化时间相对晚于狗，与人类共同生
活了几千年后才开始被驯化。人类驯化猫最有
可能的原因是猫能捕捉农业害兽，与人类存在
互利关系。

此次，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及巴黎第七大学
科学家团队联合比利时研究人员，收集了不同
历史时期的猫的遗骸，并对它们进行了DNA测
序。这些DNA样本的时间跨度达9000年，而遗骸
来自从中石器时代的罗马尼亚到20世纪安哥拉
的世界各地，包括埃及猫木乃伊和现代非洲野
猫。

研究人员发现，有两个主要谱系对当今的
家养猫产生了贡献。一个是IV-A猫谱系，首先
出现在亚洲西南部，后在公元前4400年左右扩
散至欧洲；另一个是IV-C猫谱系，这是一支在
埃及占优势地位的非洲猫谱系，埃及猫木乃伊
主要来自它们。团队发现，IV-C谱系在公元前
1000年沿贸易路线(可能是因为商船需要猫来
控制啮齿类动物)在地中海地区扩散开来。这些
外来猫抵达这些地区后，与当地的家猫或野猫
产生了杂交。

此次分析结果揭示了猫从新石器时代起的
扩散情况，近东及埃及种群对家养猫基因库的
贡献，以及中世纪虎斑猫的起源。

论文作者指出，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与虎斑
猫斑点相关的隐性基因突变在中世纪才出现：
首先出现在亚洲西南部，再扩散至整个欧洲和
非洲，这也暗示着最早的猫的驯化可能集中于
行为性状而非美观性状。

（据新华社）

新技术使芯片达到5纳米

手机电脑将更快更省电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整理

为跟上摩尔定律晶
体管尺寸不断缩小

1965年，英特尔联合创始人
戈登·摩尔提出了他的著名理
论：半导体芯片上可集成的元器
件的数目每12个月便会增加一
倍。也就是说，同样规格的芯片
的成本，每1 2个月便会降低一
半。1965年，每个芯片可以容纳50
个晶体管，摩尔预测到了1970年，
每个芯片将能够容纳1000个元器
件，每个晶体管的价格会降低
90%。

经过简化，这个发现被归纳
成了“摩尔定律”：每个芯片上晶
体管的数目每12个月将会增加
一倍。

这个发现不基于任何特定
的科学或工程理论，只是对真实
情况的总结。硅芯片行业注意到
了这个定律，没有简单把它当作
一个预言性质的观察，而是作为
一个重要的规则，成为整个行业
努力的目标。

一个芯片上整合了数以百
万计的晶体管，晶体管实际上
就是一个开关，晶体管能通过
影响相互的状态来处理信息，
电子流过晶体管在逻辑上为

“1”，不流过晶体管为“0”，“1”、
“0”分别代表开、关两种状态。
在目前的芯片中，连接晶体管
源极和漏极的是硅元素。硅之
所以被称作半导体，是因为它
可以是导体，也可以是绝缘体。
晶体管栅极上的电压控制着电
流能否通过晶体管。

为了跟上摩尔定律的节奏，
工程师必须不断缩小晶体管的
尺寸。但是随着晶体管尺寸的缩
小，源极和栅极间的沟道也在不
断缩短，当沟道缩短到一定程度
的时候，量子隧穿效应就会变得
极为容易，换言之，就算是没有
加电压，源极和漏极都可以认为
是互通的，那么晶体管就失去了
本身开关的作用，因此也没法实
现逻辑电路。

因此，这么多年来芯片产业
基本上按摩尔定律在发展，大概
每18个月芯片的性能就能提高
一倍，但达到这个指数增长的成
本越来越高昂，现在所需的研究
人员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的1000
倍。

芯片制造工艺不断
突破天花板

硅芯片工艺自问世以来，一
直遵循摩尔定律迅速发展。在摩
尔定律提出后的30年时间里，简
单的几何比例缩小(使芯片上所
有元器件越来越小)就保证了稳
步的收缩，验证了摩尔的预测。

每次遇到瓶颈，工业界都会
引入新的材料或结构来克服传
统工艺的局限。当然这里面的代
价也是惊人的，每一代工艺的复
杂性和成本都在上升，现在还能
够支持最先进工艺制造的只剩
下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为数
不多的厂商了。

虽然有了这些新技术，行业
依然触到了天花板。将光刻过程
用于芯片，把芯片形式转换成硅
片一直受到相当大的压力：目
前，波长193纳米的光波被用来制
造14纳米的芯片。其他波长的光
波不是不可实现，只是徒增了制
造过程的复杂性和成本。期待了
很久的极短紫外线，波长13 . 5纳
米，可以解决这个约束，但技术
工程师已经证明批量生产尚有
困难。

目前的问题是晶体管的数
量边际效用开始递减：多出来
的晶体管利用率变低了。在上
世纪80、90年代，晶体管增多产
生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奔腾
系列的速度远远超过了486，奔
腾I I又比奔腾更快，等等，处理
器的升级使计算速度获得实质
性的提升。

但从2000年开始，这些简单
的改善就停滞不前了。受热量、
响应速度的限制，每个处理器内
核的性能只有微小增加。我们所
看到的都是一个芯片内具有多
个处理器内核，这增加了处理器
整体的理论性能，实际上很难应
用于软件的改善。

石墨烯和光学芯片
或是未来发展方向

2015年4月，英特尔宣布，在
达到7纳米工艺之后将不再使用
硅材料。按照业界的预测，摩尔
定律大概在2030年前后就不起作
用了，那么，到时我们手机、电脑
里的芯片又会是什么样的？

石墨烯等新材料为突破硅
基芯片的瓶颈提供了可能，成为
众多芯片企业研究的焦点，尤其
是石墨烯。

相比硅基芯片，石墨烯芯片
拥有极高的载流子速度、优异的
等比缩小特性等优势。IBM表示，
石墨烯中的电子迁移速度是硅
材料的10倍，石墨烯芯片的主频
在理论上可达300GHz，而散热量

和功耗却远低于硅基芯片。麻省
理工学院的研究发现，石墨烯可
使芯片的运行速率提升百万倍。

今年6月12日出版的《自然·
光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研究
人员开发出一种全新的光学神
经网络系统，能执行高度复杂的
运算，从而大大提高“深度学习”
系统的运算速度和效率。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林·索
尔贾希克和同事开发出光学神
经网络系统的重要部件——— 全
新可编程纳米光学处理器，这些
光学处理器能在几乎零能耗的
情况下执行人工智能中的复杂
运算。索尔贾希克解释道，普通
眼镜片就能通过光波执行“傅里
叶变换”这样的复杂运算，可编
程纳米光学处理器采用了同样
的原理，其包含多个激光束组成
的波导矩阵，这些光波能相互作
用，形成干涉模式，从而执行特
定的目标运算。

研究小组通过测试证明，与
CPU等电子芯片相比，这种光学
芯片执行人工智能算法速度更
快，且消耗能量不到传统芯片能
耗的千分之一。他们还用可编程
纳米光学处理器构建了一个神
经网络初级系统，该系统能识别
出4个元音字母的发音，准确率
达到77%。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将
可编程纳米光学处理器交叉铺
成多层结构，构建光学网络神经
系统，模拟人脑中神经元执行复
杂的“深度学习”运算。

那么，有了5纳米芯片全新
技术，今后我们手机、电脑里用
的芯片会变成什么样？从10纳米
到5纳米，不只是芯片面积的变
小，后者可以在更小的空间上集
成更多的电子元件，芯片上集成
的电路越多，电子产品的速度越
快、效率越高、成本越低。

如今，以追求机身纤薄轻盈
为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手机、
笔记本电脑内部的空间更是寸
土寸金，想要轻薄就得牺牲续
航，想要续航就得牺牲轻薄，要
想两者兼顾，缩小电子元件势在
必行。

缩小微处理器电子元件距
离将导致不同晶体管终端电流
容量降低，这样就会提升他们
的交换频率。使得晶体管运行
速度加快，能耗降低，延长手机
续航时间。根据IBM官方说法，
假设一款正在使用的移动设备
只剩下 1 0 % 的电量，但基于 5
纳米制程技术的芯片将使得该
设备在需要充电之前仍然可以
使用很久。

为什么鞋带总会自己散开

无论你把鞋带系得多紧，它一定会在某个
时候自动散开。幸运的时候自己发现或者被旁
人提醒，不幸的时候它就绊你一跤。

“走着走着就散了呗”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回
答，虽然这么说没什么大错。最近，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英国皇家科学院
院刊A》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首次详细解答了这
个问题。

机械工程系教授奥莱利和学生找来一个志
愿者，请她在跑步机上慢跑，并且在拍摄视频的
同时测量鞋带的加速度。为了更方便地观察到
鞋带散掉的情形，她使用的是“奶奶结”，也就是
两个鞋带圈关于鞋子中轴对称。

慢动作视频展示出，鞋带结松散的过程可
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较长时间内缓慢地变
松，一旦绳结开始有散开的趋势，它会在两三步
之内彻底松绑。

研究人员惊叹于，鞋带结上下颠簸时产生
的加速度可达重力加速度的6倍到8倍，这个数
字甚至超过了地球上所有过山车的最高加速
度。

但这并不能解释鞋带为什么会自动松开。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志愿者或者原地踏步，或者
悬空摆动双腿，但两种运动方式都不如走路或
跑步那样容易使鞋带散开。

奥莱利认为，两种效果的结合是关键。两种
运动形式分别对应了鞋带结在走路过程中的两
种受力，一是脚踏地面时，结心所受到的冲击力，
二是绳头随着脚的前后摆动产生的惯性牵引力。

我们解开鞋带的时候只需要拉住一个自由
端就可以了，自动散开的过程也是一样。绳结心
在双脚跺地的冲击力下伸缩而逐渐变得松散，
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之后，双腿摆动带来的惯性
力终于超过了绳结的静态摩擦力，整个结就瞬
间散开了。

鞋带头越重，惯性力也就越大，如此鞋带结
会松开得更快，这也得到了后续实验的证实。末
端是金属环的鞋带比塑料环的更容易散，也是
这个道理。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方结总是比“奶奶结”
结实得多。研究人员还无法解释这到底是为什
么，可能跟鞋带结内部的不同交错和受力情况有
关。但这并不妨碍外科医生、水手和登山爱好者
长久以来就在实践中广泛地使用方结。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方结怎么打，或者你的
鞋带太滑、不管打什么结都要走两步重新系一
次，那么还有一个终极大招：不管用哪种办法系
好鞋带之后，用两个绳环再打一个普通活结并
拉紧，也就是所谓的“双结”。

（据《南都周刊》）

本月初，IBM
宣布了5纳米芯
片全新技术，而
在去年10月，美
国劳伦斯伯克利
国家实验室成功
研发出栅极仅长
1 纳 米 的 晶 体
管 — —— 比 一 条
DNA链还小。

随着摩尔定
律濒临极限，今
后我们手机、电
脑里用的芯片会
变成什么样？

 IBM研究所

科学家展示5纳米

芯片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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