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印象中，植物会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

化碳，因此森林应该是遏制全球变暖的有力武器。

然而，3 月中旬发表在《森林与全球变化前

沿》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却认为，目前的亚马逊雨

林正在助长全球变暖。

此前，《自然·气候变化》杂志发表的一项研

究就指出，在热带雨林的某些地区，目前释放的

二氧化碳已经超过了吸收的份额。

但二氧化碳的吸收和排放只是亚马逊热带

雨林影响气候的一个方面。发生在亚马逊的所

有人为和非人为事件，都在对全球变暖施加后果

难料的影响。

人类活动打破了雨林本来存在的脆弱平衡，

使得局面走向失控。最终，葱茏茂密的亚马逊雨

林可能在广阔区域内，转变为干燥的稀树草原。

不光固碳，也产温室气体

亚马逊雨林堪称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极致。

雨林中的植物，特别是高大的乔木通过光合

作用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合物。

这一过程的效率虽然只有大约 6%，但考虑到地

球从太空中接受的大量太阳能和巨大的植物总

量，亚马逊雨林蓄积的总碳量达到 2000亿吨，大

约是人类 4到 5年的总碳排放量。

然而，亚马逊雨林同样是水的世界。来自大

西洋的水汽以降雨的形式倾注到这片大地，植物

光合作用大量释放吸收的水分，这些水分会再次

以降水的形式回到雨林。大西洋水汽在南美大

陆上西移过程中，平均一个水分子要在亚马逊雨

林地区循环 5次以上。

雨季来临时，亚马逊河流域水位会上升数

米，洪水随之淹没大量林地。富含水分和养分的

土壤中，各种产甲烷菌活性增强，将土壤中的有

机物大量转化为甲烷，使得整个亚马逊流域的甲

烷排放量达到全球甲烷排放量的 3.5%。

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甲烷排放量不能和二氧

化碳相提并论，但甲烷的暖化系数却是二氧化碳

的 25 倍以上，它们贡献了至少 16%的温室效应，

是不可忽视的碳排放来源。

放肆的人类，失控的雨林

如果我们把人的因素考虑进来，亚马逊流域

的碳排放问题会越发复杂，彻底乱成一锅粥。

人类以增加耕地为目的进行的湿地干燥和

森林采伐活动，看似会让湿地面积减少，从而控制

雨林地区的降水强度，但这种做法会导致土壤板

结，同时释放出一氧化二氮。一氧化二氮的释放

量本身并不大，但它的暖化系数却达到了甲烷的

几十倍，二氧化碳的三百倍。从份额上来说，一氧

化二氮造成的温室效应大约占到全局的7%。

采伐过程中最常采用的手段是放火。在遮

天蔽日的森林大火中，大片雨林化为灰烬，无定

形碳和炭黑随之释放到大气中。这些细小的黑

色颗粒大量吸收日光，造成局地升温。而失去的

大量森林又导致水汽蒸腾锐减，局地气候日益干

燥高温，这又会助长一氧化二氮的释放。

另一方面，人类为了发展航运、水电等产业，

在亚马逊流域兴建大量水坝，水坝建设造成的湿

地面积增加又会导致甲烷排放增加。

因此，无论人类如何处置或者利用亚马逊的

水系和湿地，似乎总有温室气体冒出来扮演“刺

头”角色，让人类不知该何去何从。

失去平衡，雨林可能变草原

亚马逊雨林在全球变暖中到底扮演着怎样

的角色，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

最近这篇论文的作者指出：采伐森林会影响

二氧化碳的吸收，但如果我们通盘考虑，就会发

现想要看清亚马逊雨林到底有没有促进全球变

暖，确实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课题，二氧化碳的

排放和吸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基于这样的原因，本次研究没有将二氧化碳

作为单一指标，而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特别是

将除却二氧化碳的其他全部因素通通叠加，评估

它们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强度。

研究结果明确显示，人类的各种生产形式，

如资源采集、河川蓄水、农作物种植及家畜繁育，

无一不在改变自然的生态和气候系统，并且其中

大部分情形都会促进全球变暖。

此外，甲烷的确是亚马逊流域最需要被关注

和监控的温室气体，并且它目前最大的自然来源

仍然是雨林自身。在过去，雨林能够抵消自身释

放甲烷带来的温室效应，但人类活动正在严重削

弱这种能力。由此带来的后果将不光是日益失控

的排放，雨林本身也将面临命运转折。

据分析，随着森林采伐的进一步加剧，亚马

逊雨林的水分循环将与现在迥异，最终导致亚马

逊雨林在广阔的区域内转变为更加干燥的稀树

草原。当雨林采伐面积达到 20%—25%，这种转

换就将发生。而根据巴西政府的一项评估，目前

的亚马逊雨林采伐率已经达到了 17%，形势岌岌

可危。

不过生态系统虽然脆弱，但物种的适应能力

以及生态系统的重建能力常常超出人类预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受到再多扰动，雨林也不

会陷于荒芜。

但任何对雨林生态和气候的些微改变都可

能开启不断恶化的循环，对整个南美甚至全球产

生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的规模和程度能有多大，

我们仍然所知甚少。

（据“科普中国中央厨房”）

人类过度干预下，亚马逊雨林或成全球变暖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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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末，蔚来汽车宣布因芯片短缺暂停生产

5 天，这一公告引起社会热议。不仅是汽车，如

今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芯片，随着芯片在日常

生活中占据的位置日益重要，其升级也受到越来

越广泛的关注。

提到芯片的发展升级，就不得不提起大名鼎

鼎的摩尔定律。1965 年 4 月，《电子学》（Elec-

tronic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电子行业进行预期

的文章，提出微处理器运算能力每12到18个月提

高一倍，或者说是芯片从设计到制造过程中，工艺

进步使得集成度翻倍，成本减半。

摩尔定律提出 50年后，提出者戈登·摩尔在

接受采访时吐露心声：这只是一个大胆推测。“但

后来这个推论不断驱动和主宰半导体行业的发

展，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几十年来，一直有“摩尔定律不久就会失效”

的声音，但时至今日，它仍颠扑不破。集成电路

发展取得突破的新消息仍旧不断传来，继 5纳米

后，3 纳米芯片已在量产途中。与其说戈登·摩

尔做出了大胆的预测，不如说他给半导体行业做

出了不断前进的“小目标”。

我们可以将集成电路想象成在硅片上的“微

雕”，即在硅圆晶上雕刻亭台楼阁、立交路网甚至

整个城市，只不过所用的“刻刀”是光。

为什么当下集成电路领域的少数企业能够

形成垄断？例如光刻机荷兰阿斯麦尔独领风骚，

芯片制程台积电一骑绝尘。

它们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领跑的。“日本的

光刻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称霸了几十年，但当极

紫外光刻到达某个程度，由于资金和人力成本投

入太高，日本的产业做出了一个预判，花更大成

本获得更高精度的芯片可能很难得到广泛的商

业应用，因此对投入产出比的判断使他们放缓了

对更高精度光刻机的研制。”中国科学院微电子

研究所研究员周玉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而荷兰

做光刻机的团队执着地认为技术能够一点点往

前推进，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一些大企业加入

合作，如台积电即在前期进入、投入，共同研发。

合作使得新的技术极限很快获得突破。

正是由于半导体产业的不同位置的企业、团

队的共同推进和成果共享，突破极限的芯片被成

功应用，摩尔定律也因此可以继续向前推进。

虽然在推动半导体产业遵循摩尔定律的过

程中，很多企业的投入成为“炮灰”，但从人类挑战

微观世界极限的角度来看，它们非常值得尊重。

二十多年前，极紫外光刻等技术路线尚在探

索中。据记载，1997年业内就预测2006年芯片特

征尺寸将缩小到100纳米，而100纳米是一种挑战，

因为制造小于100纳米线宽的集成电路时，光源波

长将大于其特征尺寸，常规的光学光刻工艺失灵，

为此必须寻找一种完全崭新的光刻工艺。世界各

大半导体公司、大学和研究所那时都努力探索研究

这种新工艺，如英特尔公司领导的联合体采用光源

为氙气的特别紫外线光刻，其波长小于 10纳米；

IBM公司采用X射线光刻，其波长为5纳米；美国

得克萨斯大学和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联

合采用紫外线光刻刻出80纳米图形，同时采用特

殊的刻蚀石英掩膜，朗讯公司采用电子束光刻……

这些方法复杂、昂贵，需要大批量生产考验。

当然，最终经受住考验的那个结果我们这个

年代的人已经知晓，但在当时为了实现突破极

限、按照摩尔定律推进的“小目标”，整个产业都

勇立在原始创新的潮头。

是预测，更是小目标

关于摩尔定律极限的问题，戈登·摩尔引

用了史蒂芬·霍金在硅谷回答同样问题时的言

论：“他提出了两个技术极限，即光的极限速度

和物质的原子本质。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

我们目前已经很接近‘原子’极限（原子的直径

在 0.01 纳米到 0.1 纳米之间），而芯片的运行速

度也越来越快，但离光速还很远。这两个都是

最基本的自然法则，我们很难达到和超越这个

极限。这也是未来几十年里工程师们需要接

受的挑战。”

那么究竟是什么动力，让整个产业持续创

新，共同推动技术逼近自然极限？

市场无疑是产业发展的原创动力——

3 月 1 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

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介

绍，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销售收入达 8848亿元，

平均增长率达 20%，为同期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增

速的 3倍。

集成电路产业不仅“蛋糕”大，而且“未来可

期”，甚至可能会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5G 通讯可能会带来新一波的需求，除 5G

通信本身的需求需要不同芯片，5G 的应用也会

带来新的需求，如物联网等。”周玉梅分析，“人工

智能走向普及化也对适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产

生更多需求，人工智能与 5G 的叠加也可能衍生

出更多的新应用，对于这些预判，业内认为集成

电路仍旧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

正是有了这样的预判，全球的资本才愿意继

续追逐技术的创新，不断地往前推进。

那么，究竟摩尔定律到什么时候真正“失

效”？戈登·摩尔也被无数次地问及这一问题。

他认为，现在还有其他技术蕴含的发展潜

力可能会超过集成电路，例如纳米产品、石墨

氮原子层等新材料等。他猜测当攻克某个技

术难题付出的成本太高，技术创新本身意义不

大，进一步缩小元件尺寸所需的设备的造价非

常昂贵时，摩尔定律可能会逐步退出历史舞

台。但人们消费电子产品的方式不会有很大

变化。当人们的思路跟不上技术发展时，他们

会选择停止追逐新功能，不会再追潮流每年购置

新产品，而是把旧产品用上三五年，企业也会放

缓发展新技术的脚步。

维持摩尔定律的“动力”在哪里

在硅晶上“微雕”一个缩微城市，让每个电子

都带着正确的指令飞奔，当然不会是光刻机“独

挑大梁”。

单就芯片的制造设备来说，从大类分包括光

不同环节共同推进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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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机、清洗设备、薄膜生长设备、高温固化设备、

刻蚀设备等。而从整个生产链条看，材料、设计、

软件、元器件等都是这个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环

节。例如在细线条的光刻机上已经鲜有声音的

日本，在集成电路制作的专用材料上仍占据重要

位置。而美国在芯片设计软件、设计技术方面是

领先的。

芯片不断突破极限的发展就是在这个链条

上的不同环节上不断地打破瓶颈。例如，自

2005 年至今，随着晶体管密度越来越大，晶体管

电路逐渐接近性能极限，当晶体管越做越小时，

就会产生电子等微观粒子通过量子隧道效应穿

越位势垒的行为，使晶体管出现漏电现象。

工程师们正在努力地攻克这些瓶颈，他们创

新性地突破了一些难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展，遇到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复杂。

如在元器件方面，2020年 12月 17日，复旦大

学微电子学院发布消息，该院周鹏教授团队针对

具有重大需求的3—5纳米节点晶体管技术，验证

了双层沟道厚度分别为 0.6/1.2 纳米的围栅多桥

沟道晶体管（GAA，Gate All Around），实现了高

驱动电流和低泄漏电流的融合统一，为高性能低

功耗电子器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据悉，GAA 晶体管有望取代现在集成电路

上使用的 FinFET（鳍式场效应晶体管），有望解

决微缩提升性能难以为继的问题。韩国三星和

台积电均已掌握了这一项技术，或将用在 3纳米

或 2纳米芯片中。

而在芯片基材方面，哈尔滨工业大学韩杰才

院士团队，与香港城市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等单位合作，在金刚石单晶领域取得重大科研突

破。相关研究成果“微纳金刚石单晶的超大均匀

拉伸弹性”2021 年 1 月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

除了金刚石芯片之外，人们还在探索石墨烯作为

芯片的基材。

再比如光刻机光源方面，清华大学及合作研

究团队 2 月 25 日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展示了

一种新型粒子加速器光源原理。《自然》配发的评

论文章写道：“稳态微聚束”光源未来有望应用于

EUV光刻和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学等领域。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3 月 31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获悉，该校工程科学学院郑志军研究组发现物体表面粗糙度可

以改变接触界面的强度和吸附模式，并揭示了界面增强—减弱和吸附

模式转变的力学机理。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固体力学与物理杂

志》上。

在微纳米尺度下，材料的表面形貌和表面相互作用极大地影响了

材料的吸附接触行为，发展吸附接触力学理论对生物力学、微纳米机电

和原子力显微镜等众多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自然界中许多现

象与粗糙表面吸附接触问题密切相关，如昆虫吸附在物体表面、壁虎在

墙壁上行走等。理想光滑表面并不存在，实际表面都是粗糙的，表面粗

糙度对材料吸附行为的影响存在着持久性争议，力学机理尚不明晰。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团队通过建立粗糙表面变形与相互作用的自

洽方程，发展了完全自洽模型。在编制的计算程序中，从根本上解决吸

附自洽方程中积分项所存在奇异性问题的同时，采用弧长控制法、自适

应网格和牛顿迭代法等技术解决了数值求解的困难，获得了高精度的

数值计算结果。

研究人员发现，随着粗糙度的增加，界面强度先增大后减小，吸附

模式从简单接触转变为多点接触。研究人员进而建立了吸附模式分区

图，给出了界面增强—减弱的临界粗糙度，并揭示了吸附增强-减弱的

力学机理。当表面粗糙度较小时，在拔出过程中接触区内出现起伏状

压强分布，使得拔出力增大；而当表面粗糙度较大时，由于粘着应力存

在上限，在拔出过程中局部界面出现空化，形成吸附屏蔽区，使得拔出

力减小。

攥得紧就一定拿得牢吗

科学答案来了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 通讯员黄博纯）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

与健康研究院陈捷凯课题组发现哺乳动物中 RNA 调控异染色质形成

的新机制，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杂志。该研究发现带有一

种化学修饰的 RNA，能够“监视”并关闭“外来序列”的 DNA。研究提

出 RNA 调控遗传信息的新通路，还证明这一通路在干细胞维持中的重

要功能，为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再生医学等诸多研究提供

基础理论支撑。

染色质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可以分为转录活跃的常染色质和转录

不活跃的异染色质，以此实现遗传信息的开关，但这一“开关”如何特异

调节的机制尚不明确。

科研人员发现，异染色质的形成是受具有 m6A 修饰的“外来遗传信

息”来源的 RNA 调控的，这些 RNA 上的 m6A 修饰通过特异性识别蛋白

YTHDC1，可以将表观遗传因子 SETDB1 招募到染色质并催化组蛋白

H3K9me3 修饰与异染色质化。这一机制调控了基因组中大量的“外来

者”序列（被称为转座元件），干扰这一机制除了使“外来序列”不正常地

活化外，还会影响胚胎干细胞细胞命运状态和增殖能力。

科研人员解释，DNA、RNA、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都能被精密的

生化反应加上一些特定的修饰，这些修饰就像文件标签一样，让细胞能

够更高效地识别和处理这些“文件”。RNA 上腺苷 6 号位的甲基化称为

m6A，它的存在就像给 RNA 加了一个门把手，特异识别这个标签的蛋

白 YTHDC1，就像一把手来“抓住”这个门把手，然后再把 H3K9me3 这

样 一 把 锁 ，锁 在 这 些 RNA 所 结 合 的 DNA 和 染 色 质 上 ，实 现 把 这 些

DNA 关起来。

此外，科学家还发现该机制调控了胚胎干细胞的干性。科研人员

解释，RNA 调控异染色质的新机制如果受到干预，胚胎干细胞中本应

沉默的诸多“外来序列”就失去控制开始表达，产生一个副作用就是破

坏了胚胎干细胞的多能性，使细胞往发育更早期的细胞命运状态转变，

因此，这一机制对胚胎干细胞的细胞命运维持起关键作用。

RNA调控遗传信息新通路现身

可为多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编者按“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其中特别提到集成电路领域的

技术研究。

据此，本版推出集成电路系列报道，关注集

成电路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研究展望。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科技日报记者 4 月 5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了解到，该校沈延安课题组以高精度镍同位素分析为主要手段，对

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晚二叠-早三叠地层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西伯利亚

大火成岩省喷发产生的含镍气溶胶是二叠纪末生命大灭绝的重要因素

这一新观点。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综合学术期刊《自然·通讯》。

距今约 2.5 亿年的二叠纪末期，地球上曾发生过一次最大规模的生

命灭绝事件，造成海洋中超过 90%以及陆地上超过 70%的生物消失。在

过去 30 多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认为，造成生命大灭绝和环境巨变的

根源在于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的喷发。但最近的精确年龄测试表明，

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在二叠纪末生命大灭绝事件的 30 万年之前就已经

开始喷发，因此大火成岩省的喷发和生命灭绝的成因联系成为地球生

物学领域未解的重要科学问题。

研究人员选择加拿大北极地区 Sverdrup 盆地的 Buchanan Lake 剖

面，在对该剖面进行高精度镍同位素测试后发现，镍同位素的组成与当

时海水中的氧气含量以及化学组成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在二叠纪末

生命大灭绝层位，镍的含量由 142.8 ppm 突然降至 36.4 ppm。该研究认

为，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的喷发形成了大量含镍的气溶胶，它们经过全

球大气环流的传输沉降至海洋和陆地。Sverdrup 盆地的镍同位素组成

清晰地记录了从火山喷发、大气传输到海洋化学组成变化这一系统过

程。含镍气溶胶的大量沉降提高了海洋的初级生产力，同时大量消耗

了海水中的氧气，其造成的环境恶果是海洋的缺氧和酸化。大量含镍

气溶胶的沉降也造成了陆地生物生长环境的恶化，因为过量的镍不利

于植物的光合和呼吸作用、限制植物的生长及其多样性，最后导致植物

的死亡。

含镍气溶胶或致

二叠纪末生命大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