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工业界有条著名的摩尔定律：集成电

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大约每隔 18 个月便

会增加一倍。近年来，随着电子器件的尺寸越

来越小，摩尔定律也遇到了瓶颈——在 1 到 2

纳米的尺度上，电子器件尺寸已经难以继续缩

减。人们无法像从前一样，单靠缩减尺寸来提

高器件性能。

近日，来自谷电子学与微纳光子学交叉领域

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为突破摩尔定律的瓶颈提

供了新思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杨、华

中科技大学教授陆培祥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席

教授仇成伟组成的联合团队首次实现了基于混

合纳米波导的 WS2谷光子的长距离保真传输与

定向分发。该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刊

物《自然·纳米技术》。

延续摩尔定律需寻找新
的电子自由度

“电子自由度指的是电子本身的可操作变

量。有了这种可操作的变量就可以传输信息，进

而进行运算。”陈杨说，“电荷自由度是电子自由

度的一种，也是我们目前最常利用的一种电子自

由度。”

传统电子器件依赖于电子的电荷自由度，

“当电子器件的尺寸低于 2 纳米之后，由于能耗

和量子效应的影响，电荷自由度留给我们的‘自

由空间’到达了极限，这也正是‘摩尔定律’遭遇

瓶颈的原因。”陈杨表示。

为了进一步缩小电子器件的尺寸，延续摩尔

定律，寻找新的电子自由度并发展新型电子器件

已经成为科研界和产业界的重要研究方向。

实际上，电子除了具有电荷自由度外，还具

有能谷自由度。能谷指的是晶体布洛赫电子能

带的极值点。陈杨解释道，布洛赫电子能带就像

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样，有波峰也有波谷，能量的

高和低是可以控制的变量。

由于能谷自由度中存在操作变量，因此可以

记录信息。陈杨表示，能谷信息指的就是基于能

谷自由度这一属性所记录下来的信息。他们此

次利用各种谷电子器件实现长距离保真传输与

定向分发的就是能谷信息。

由于电子的能量处于不断波动当中，能谷信

息堪称稍纵即逝。要传输能谷信息，传统器件的

传输速度太过缓慢，无法满足需求。科研人员需

要研发出适用于能谷信息传输的“高速通道”，也

就是各种谷电子器件，来实现能谷信息的传输。

多种新技术实现能谷信
息保真传输

为了突破谷电子器件面临的技术瓶颈，不同

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各尽其才。微纳光子学科

学家提出，让光子成为信息传输的介质。在实际

应用当中，光子芯片具有损耗极低的特点，是信

息传输的良好载体。但这一思路的最大挑战在

于如何把能谷信息，转化为光子信息。

在研究当中，陈杨等人创新性地设计并制备

了一种以金—二硫化钨—二氧化硅—二氧化钛

（Au-WS2-SiO2-TiO2）材料为基础的混合波导

材料，为能谷信息的后处理奠定了基础。他们还

构建了一种单入双出的谷光子路由器，实现了能

谷信息的定向选择性分发。在此基础上，科研人

员进一步实现了能谷信息在三端口环行器中的

单向传输。

陈杨表示，这项研究首次实现了能谷信息的

长距离保真传输与定向分发，虽然展示的谷电子

器件功能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其为下一步搭建大

规模谷电子器件网络提供了方案。

谷电子器件未来或将在
某些领域成“明星”

在被问及谷电子器件何时能够实现工业级

应用时，陈杨表示，现在制定具体的时间表还为

时过早。“在谷电子器件实现工业化应用之后，

它也能基于自身优势在某些领域成为‘明星’。”

陈杨说。

论文通讯作者、国际知名光子学专家、新加

坡国立大学讲席教授仇成伟指出：“不同类型的

电子器件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相互取代，而是

彼此协作，各展所长。在实际应用当中，需要发

挥不同类型电子器件各自的优势，进行互联与集

成，形成混合的应用生态。”

在仇成伟看来，谷电子器件应用前景广阔，

是未来新型电子器件的重要类型。基于谷电子

的集成光子器件已经在一些领域投入了应用。

此外，谷电子器件也可能被用于量子计算、存储、

通信等领域。一旦谷电子器件在这些领域得到

应用，将是电子科学领域的巨大突破。

在未来，人们将见证能耗更低、功能更复杂

的电子器件的诞生和普及。在这种变化背后，谷

电子器件或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实现谷光子的长距离保真传输与定向分发

科学家另辟蹊径，为摩尔定律“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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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数论的人来说，或许存在两个宇

宙。朗道-西格尔零点存在于其中一个宇宙中，

而在一个宇宙中，朗道-西格尔零点则不存在。

让他们感到困惑的在于，人类究竟处于哪个宇宙

之中？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

校教授、美籍华裔数学家张益唐前不久给出了他

的初步答案，我们极有可能处于不存在朗道-西

格尔零点的那个宇宙中。近日，在面向北京大学

师生和公众的线上学术报告会上，张益唐分享了

他关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最新研究成果。

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前世今生”究竟

如何？如果张益唐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验证，对

数学界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些问题，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要理解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还要从素数

开始讲起。素数也称质数，是指只能被自身和 1

整除的正整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知名科普专家

袁岚峰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素数可以被理解为

是构成自然数的基本单元。袁岚峰认为：“素数

有一种关乎数学本质的、奇妙且神秘的美感。”

公元前 300年左右，古希腊学者欧几里得通

过十分简洁、巧妙的方法证明了素数是无穷的。

在这个发现之后，人们又不禁发问，既然素

数是无穷的，那么素数的分布是否有规律，是否

可以得出一个关于素数的通项公式？这成为了

此后数千年间无数伟大的数学家，尤其是数论研

究者魂牵梦绕的问题。在追寻这一问题答案的

过程中，诞生了如哥德巴赫猜想、孪生素数猜想、

黎曼猜想等诸多举世闻名的数学相关问题。

19 世纪中叶，德国数学家黎曼在一篇论文

中发表了重磅观点，即素数分布的奥秘完全隐藏

在一个特殊的函数中，这就是著名的黎曼ζ函

数。使这个函数取值为 0 的一系列特殊点会对

素数的分布规律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些点便被

称为黎曼ζ函数的非平凡零点。如果用最简洁

的语言来表述黎曼猜想，那便是黎曼ζ函数的所

有非平凡零点的实部都等于 1/2。如果在复平

面上作图，则这些零点都分布在实部为 1/2的直

线上。

黎曼猜想被提出后，为了研究等差数列上的

素数分布问题，德国数学家狄利克雷又引入了狄

利克雷 L 函数。该函数被看作是黎曼ζ函数的

推广形式。数学家们认为，狄利克雷 L函数上的

零点也都位于实部等于 1/2的那条直线上，这便

是广义黎曼猜想。广义黎曼猜想和黎曼猜想在

数学中都具有重要价值。袁岚峰表示，目前人们

已经在假定它们成立的前提下证明了许多命

题。假如能证实这两个猜想，人类将能站上更高

的平台，看到更美丽、广阔的数学风景。

从素数到广义黎曼猜想

德国数学家西格尔和其导师朗道在对狄利

克雷 L 函数进行研究时发现，一个异常零点可

能并不存在于那条实部为 1/2 的直线上，而是

位于非常接近 1 的地方。这个零点也被命名为

朗道-西格尔零点。如果这个零点真的存在，那

么广义黎曼猜想将会被推翻。虽然广义黎曼猜

或迈出证明“零点猜想”正确性的一大步

张益唐此次采用的论证方法是数学中经典

的“矛盾证明法”，也称为“反证法”。根据张益唐

的博士生、加拿大女王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博士后

阮大卫的描述，张益唐首先是假设朗道-西格尔

零点以弱形式存在，推导后发现这会导致狄利克

雷 L 函数中的其他零点以非常规则的间距排列

起来。但实际上，这些零点的分布并不具备这样

的规律，连续零点之间的间距是不可预测的。因

此，反过来证明了朗道-西格尔零点在这个区间

内不存在。袁岚峰表示，虽然反证法已是数学中

极为经典的方法，但张益唐将其应用到了极致。

反证法虽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基础方法，但这

次证明的过程是难以想象的艰深。张益唐将其

比喻为大海捞针，“我试了很多方法，包括变分

法、积分方程等，但关键一步都跨不过去。后来

我发现，即使捞不到这根针，我也已经把海底环

境摸索清楚了，也不一定非得捞到这根针。”

袁岚峰认为，这里说的“针”是指传统证明方

法中需要的某个数列。“以前找到这样一个数列

便能构造出某种矛盾，用反证法证明某类问题。

张益唐证明孪生素数猜想的相关结果，用的就是

这种方法。但这次对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的证明，他发现这种传统方法并不适用，无论如

何都找不到这样的一根‘针’。但他在大量研究

后发现，有许多个数列都能达到同等的较弱的效

果，于是他利用这个事实构造出矛盾，应用反证

法解决了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说‘不一定非

得捞到这根针’。”袁岚峰说。

张益唐认为，经典方法是否有效，取决于能

否将它用到极致。袁岚峰表示，此前的许多数论

研究都以朗道-西格尔零点不存在为前提假设，

假如这次张益唐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证明朗道-

西格尔零点猜想的正确，将会使得许多研究的假

设性结果变为确定性结果。

张益唐本人则表示，目前的研究成果只是在小

范围内证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是对的，即该零

点确实不存在。但研究还需进一步完善，下一步他

将继续深化对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研究。

将反证法用到极致且不断创新

轰动数学界的张益唐究竟证明了啥轰动数学界的张益唐究竟证明了啥？？
想目前尚未得到证明，但数学家们大多默认其正

确性。因此猜测朗道-西格尔零点不存在，这就

是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而证明朗道-西格尔

零点并不存在，也成了包括张益唐在内的诸多数

学家的夙愿。

根据张益唐的自述，他自上世纪末便开始思

考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并在 2007年时发表过

一篇相关论文，但那篇论文并不完美。在今年

10 月中旬，张益唐在北京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

会上透露，他本质上解决了朗道-西格尔零点猜

想问题，当即引发数学界轰动。在近日举行的线

上报告会正式开始前，张益唐谨慎地表示，他此

次的研究成果“只是在一定范围里部分地解决黎

曼假设应该是对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张益

唐并没有完全证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但已

经在证明其正确性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在张益唐给出的两个证明定理中，一个定理

的指数是-2024。但是，如果要完全证明朗道-

西格尔零点猜想，理想情况该指数应该是-1。

当报告会中有学生问道，2024 可以进一步缩小

到多少时，张益唐坦言：“很多步骤还可以更精

细，到几百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到 1，仅用目前

这个办法是不够的。”

袁岚峰表示：“2024和 1是量的区别，无限和

2024是质的区别。由原本一个不知道是否无限的

数，确定为一个有限的数，相比过去的证明结果，

这次的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山东大学教授刘建亚也认为，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研究便几乎

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突破。如果此次张益唐的证

明通过验证，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解析数论的

教科书。

科技日报讯 （魏路 记者王春）近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强场激光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李儒新和田野团队在小型化自由

电子相干光源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登上《自然》杂志。

此次研究采用超快光学技术，探测了表面光经历受激辐射，放大形成表

面激光的全过程，并指明了采用自由电子泵浦 SPP 实现表面光相干放大的

全新途径。

相比自由空间中传播的光场，以 SPP 为代表的表面光场具有亚波长压

缩和近场增强的优异特性，近年来已逐步应用于新一代无线通信、纳米尺度

的成像与探测等诸多领域，并有望为集成光电子器件的开发以及光谱探测、

传感、信息处理等领域的应用带来变革性技术影响。因此，发展相干的高功

率 SPP光源成为了迫切需求。

“通过这项技术，我们把光源转移到波导表面，从而研究表面光。在表

面光提供的平台上，我们目睹了‘光种子’是如何在注入电子的激励下一点

点演化、增长的全过程。”研究团队负责人田野表示。

得益于在小型化自由电子光源领域中的长期积累，围绕小型化自由电子

相干光源，研究团队展开了飞秒激光驱动的超短电子脉冲泵浦SPP种子研究，

采用超快光学泵浦-探测技术，观测到自由电子脉冲对SPP的相干放大。

实验通过对 SPP的电磁场时空波形、能量以及频谱的记录，首次动态演

示了 SPP 受激辐射放大的动力学过程，并揭示了 SPP 经历了高增益自由电

子激光中超辐射、指数增长和饱和等三阶段的受激辐射光放大过程。该项

研究创新发展了利用自由电子泵浦实现 SPP 相干放大的全新途径，在光谱

探测、传感、信息处理等应用领域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对于发展小型化、集

成化的相干光源具有较大意义。

在未来，研究团队将基于该技术进一步发展小型化、集成化的相干光

源，并拓展其在光谱探测、传感、信息处理等领域的交叉应用。

研究人员在小型化自由电子

相干光源研究领域获进展

新华社讯 （记者岳冉冉）古生物学家近日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一个有趣

现象：约 2亿年前的昆虫会把卵产到银杏类叶片中，而这些“藏”在叶片中的

卵竟被其他昆虫取食了。该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当代生物学》上。

昆虫会在植物内产卵，这是它们的一种特殊生殖策略。昆虫使用特殊

的产卵器将卵产到叶片或树皮等植物组织里，使虫卵得到保护，以提高后代

存活率。

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冯卓团队经过长期野外科考，在四川自贡距今

约 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地层中，采集到了大量保存精美、物种丰富的植物

化石。从这批化石中，古生物学家找到了昆虫植内产卵的化石证据。

通过比较解剖学研究，团队在一种银杏类叶化石内发现了大量昆虫卵

化石。分析表明，这些虫卵与现生蜻蜓目昆虫卵最接近。

冯卓解释，从解剖学特征看，保存虫卵的植物叶片的上表皮比下表皮角

质层更厚，而角质层具有良好的隔热和防紫外线辐射作用。此外，叶脉间柔

软的叶肉组织也更利于昆虫插入产卵器并产卵。

有趣的是，研究者还发现，这些叶片中的虫卵竟被其他昆虫取食过卵

液。“可能是某种半翅目昆虫利用刺吸式口器刺穿卵壳、吸食卵液，并在卵壳

上留下了直径约 1至 3微米的取食孔，有些卵壳上甚至留下了多个取食孔。”

冯卓说，虫卵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但如何准确找到这些“藏”在叶片里的

卵，需要昆虫具有特殊的嗅觉或视觉神经系统。

冯卓说：“昆虫的植内产卵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生存方式，而取食卵液也是高

效获取营养的策略。这两种行为都利于物种繁衍且在约2亿年前就出现了。”

叶中产卵、偷食卵液

2亿年前昆虫就存在这两种行为

科技日报讯（记者杨雪）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表于《自然·地球科学》

的一项最新成果表明，森林野火频发可能会加剧喜马拉雅山冰川的不稳

定性。

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生态环境条件脆弱，对气候变化极其敏

感。自 20 世纪末以来，该区域升温速率达到了同期全球低海拔地区的两

倍，引起了冰川、湖泊和森林火灾等主要地表环境要素的快速变化。喜马拉

雅山的冰川覆盖面积超过 33000平方千米，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其冰川加速

消融退缩，冰崩、冰川泥石流、冰湖溃决等新型灾害近年来时有发生。

卫星资料显示，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森林火灾主要集中在春季发生。森

林火灾产生的烟尘气溶胶中包含大量吸收性碳质气溶胶成分。在大气环流

携带下，这些碳质气溶胶能够被传输至喜马拉雅山高海拔冰川覆盖区，并沉

降在冰川表面。春季森林火灾产生的碳质气溶胶能够降低冰川表面反照率

吸收太阳辐射，引起喜马拉雅山沿线地区春季冰川雪冰和积雪加剧消融。

论文第一作者、重庆大学副教授游超表示，此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气候

变化引起的气温和降水异常是造成喜马拉雅山冰川退缩和冰川灾害频发的

主要原因。但是，利用冰芯记录和卫星遥感资料开展的研究均表明，喜马拉

雅山地区从 20世纪末开始快速增加的森林野火，也可能是造成冰川退缩和

冰川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

游超认为，春季喜马拉雅山森林野火频发能促进雪冰消融，最终诱发冰

川灾害。人们要对春季喜马拉雅山森林野火更加重视，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尽可能降低冰川灾害发生的风险。

除了气温和降水异常

森林野火也会加剧冰川不稳定性

谷电子器件应用前景广

阔，可能被用于量子计算、存

储、通信等领域。一旦谷电子

器件在这些领域得到应用，将

是电子科学领域的巨大突破。

仇成伟
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