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科学专题
总 第5期

系统科学通讯
2015 年 第 2 期

主办单位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广西大学复杂性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研究所
2015 年 7 月

北京

《系统科学通讯》信息科学专题
编 者 按 语

信息科学的内涵是那样丰富；它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力是那样巨
大；它的结构和机理又是那样复杂，众说不一；它的发展走向又是那
样不确定，各有评说；一句话，信息科学描绘出的“风景线”是那样
迷人，那样令人惊叹。
前不久国际信息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tudies）在维也纳理工大学主办了国际高峰会，其研讨的主题是：十
字路口的信息社会：信息科学的回应与责任。包括约 30 名中国学者
在内，约 300 余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经过慎重斟酌，本期将参加
此次维也纳峰会的若干中国学者的论文集约成集，呈现给大家。在这
里，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信息科学上的独特贡献。
钟义信教授的论文，乃是他多年研究的积累，对目前信息科学研
究领域流行的科学观、方法论、基本模型、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
了逐一的澄清和探讨，从中揭示了信息科学的核心定律，超越了以往
研究的局限性和误区。
而苗东升教授的论文则主要从哲学观念切入，认为只有综合考虑
信息与物质关系的信息科学才是符合复杂科学思想的“二维科学”
。
同时认为，我国应当遵循钱学森倡导的“综合集成方法论”
，做出有
中国特色的信息科学研究成果。
闫学杉教授和周理乾博士的论文，就信息科学在世界范围里的研
究状态和走向，统一化研究的趋势，给出了“全景式”的描述和评点。
颜基义教授的论文，则主要重新审视了 Shannon 信息论的丰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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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并分析了由此带来的迅猛发展，形成了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世界的信息科学研究的
“风景线”是如此，中国的信息科学研究的“风景线”亦是如此，故
而信息科学研究的灿烂前景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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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
——我所理解的信息科学
钟义信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E-mail: zyx@bupt.edu.cn

提

要：国内外关于信息科学的研究已久有时日。但是，无论是信息科学工作者

所采用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或是由此产生的信息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都存在
不少局限性和误区。本文根据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对目前信息科学研究领域流
行的科学观、方法论、基本模型、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了逐一的澄清和探讨，
从而揭示了意义重大的信息科学核心定律和纲领。
关键词：科学观，方法论，信息模型，信息概念，信息转换，智能创生，信息定
律

一、引言
信息科学登上科学舞台的历史，至少已有数十年之久。但是，当今信息科学
领域流行的基本模型、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至信息科学研究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都存在不少的局限性和误区，这对信息科学的健康发展相当不利，应当加以澄清。
造成这些局限性和误区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信息科学的学术源流复杂多样，造成学术背景和学术基础的诸多差
异。这些不同的学术源流包括：
（1）图书馆科学界。他们认为图书情报资料是信
息科学最古老的源流，因此信息科学的研究应当尊崇图书馆学的思路和方法；
（2）
计算机科学界。他们认为计算机是最强大的现代信息处理工具，因此计算机科学
的理论和方法应当成为现代信息科学的主导理论和方法；
（3）通信科学界。他们
认为 Shannon 信息论是迄今唯一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信息理论，因此应当按照
Shannon 信息论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信息科学；
（4）此外还有生物信息学界，社
会信息学界，信息哲学界，物理学界，化学界，人类学界，管理学界，教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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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界，等等。由于人们的研究背景、基础观念、思维方法不同，导致对信息
科学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有可能通过不断沟通来逐
步达成统一，虽然不一定容易。
然而，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学术背景的差异，而是研究者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
差异。无论是图书馆学的学者还是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和生物学的学者，都有
一个共同的学术经历：都是从经典的物质科学走到现代的信息科学领域来的。但
经典物质科学训练出来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并不适合于现代信息科学理论研究的
需要，于是造成了种种误识。如果人们只研究信息科学领域的某些局部细节，这
种科学观方法论的“不适合”问题还不会表现得很明显，可是，如果想要探索信
息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全局规律，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
因此，本文的论述不得不从信息科学研究的科学观与方法论开始，一直追溯
到信息科学的基本模型、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样全面的梳理和探讨，使我们
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系统阐明自己的信息科学研究成果。当然，由于论文的
篇幅限制，我们不得不用提纲挈领的方法来完成这个任务，而把一些需要花费较
多笔墨的探究通过文献引用的方法来给出交代。

二、信息科学：研究模型·科学观·方法论
科学观是世界观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体现，是人们对科学研究对象的总体认
识。方法论是在科学观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研究的方法理论，是科学研究方法的
宏观指南。因此，科学观和方法论是否正确，是科学研究能否取得成功或者能够
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的根本前提。
值得指出的是，科学观和方法论并不是天赋神授的东西，也不是自古就有和
万古不变的东西。相反，它们会随着研究对象的扩展和研究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更
新发展。
在以物质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和近代，通过对物质对象进行科学研究的实践，
人们逐渐形成的科学观念主要包括：
·物质观，认为研究的对象是物质及物质的结构与功能；
·个体观，认为各种物质对象都以可分离的局部个体方式而存在着；
·静止观，认为在一定观察期内物质对象是静止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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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观，
，认为所研究的客体对
对象应与主体隔离，不应受到主体
不
体因素的影
影响。
在这些观
观念指导下，人们形成的科学研究
究方法论就包
包括：观察
察，分析，建模，
建
实验
验，分析数据，提出假
假设，检验假
假设，获得
得结论。如果
果研究对象
象比较复杂，
，就
把对
对象分解成
成为一些比较
较简单的部
部分，然后分
分别对这些部
部分进行分
分析，最后把
把各
个部
部分的结果
果复合起来成
成为原有复
复杂对象的研
研究结果。这就是著名
这
名的“分而治
治之”
方法
法论，其中的“分”就
就是“分解”
”，
“治”就
就是“分析”
”。因此，也
也可以称为“分
解与
与分析（分
分而治之）”方法。
这种科学
学观和方法论
论流行了几
几百年，在物
物质科学研
研究领域屡试
试不爽。“分
分而
治之
之”的方法论
论促使物质
质科学的研究
究不断分化
化，不断深入
入，不断发展，不断繁
繁荣，
因而
而几乎成为经典物质科
科学研究的
的方法论圣经
经，成为科学
学研究工作
作者头脑中的
的万
灵药
药方和思维
维定式。
20 世纪中
中叶以来，信息成为越
越来越重要
要的科学研究
究对象。然
然而信息与物
物质
对象
象的性质很
很不相同，它
它是具有生
生态特征（生
生成知识和
和智能策略）
）的研究对
对象，
它的
的典型模型
型由图 1 表示
示［1］。

图 1 典型信息过程
典
程模型

模型表明，信息科学
学典型的研究
究对象 － 典型的信息
息过程 － 是在客体与
与主
体相
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展开
开的：图 1 底部的椭圆
圆代表环境
境中的客体（问题），它
它是
客体
体信息（图中称之为“
“本体论信息
息”，因为这
这种信息只
只取决于客体
体自身的性
性质，
不依
依主体的意
意志而转移）
）的发源地；图中其余
余部分代表与
与客体（问
问题）相互作
作用
的主
主体（它可
可以是人类个
个体或群体
体，或生物体
体，或人类
类制造的智能
能机器），它
它的
任务
务是：根据自身的目的
的和知识，针
针对本体论
论信息的具体
体情况，生
生成智能策略
略和
7

智能行为，以“主客双赢”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一切有意义的信息过程的典型模
型。
因此，与以物质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和近代科学观不同，适合于信息科学研究
的科学观主要包括如下要点（可以对照图 1 的模型来理解）：
·信息观，认为研究的对象是信息及其运动规律；
·系统观，认为信息的内涵和信息运动过程都必须符合系统观念；
·生态观，认为信息过程是由信息生成知识和智能的生态过程；
·主客互动观，认为有意义的信息过程必然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展开。
由此可以看出，适合于信息科学研究的科学观，与经典物质科学研究的科学
观之间存在原则性的区别：信息与物质，系统与个体，生态与静态，主客互动与
主客隔离。在这些新的科学观念指导下，除了“观察，分析，建模，实验，处理
数据，提出假设，检验假设，获得结论”这些通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复
杂对象（复杂系统）的信息过程，它的表征性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就不再是“分解
与分析（分而治之）
”，而成为了“转换与创生（转而创之）
”。后者的具体含义是
“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信息转换是手段，智能创生是目的。
显然，“转换与创生”和“分解与分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以信息
为生命线的生态系统不能被“分解”（因为，分解的结果就会使生态系统变成若
干静止的死系统），只能被“转换”，而转换的最终结果就要创生“能够保证主客
双赢的智能策略和智能行为”（参见图 1）。
可是，数十年来，人们还是按照“物质观，个体观，静止观，客体观”和“分
而治之”方法论对信息进行研究，结果便把本来完整的信息领域分解成了“信息
学科，知识学科，智能学科”各自独立发展、互相几无联系、七零八落的“学科
群落”，如图 2 所示。
不仅如此，即使在各个学科的内部，也依然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论进行
研究。例如，在通信学科，研究者们把本来“形式、内容、价值”三位一体的认
识论信息分而治之，只关注信息的形式，舍弃信息的内容和价值，建立了 Shannon
［2］

信息论

（见图 2 的“一个信息理论”）。

众所周知，人们之所以关注信息，主要是关注信息的内容（即信息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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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以文献中称
称为“语义信
信息”）和信
信息的价值（即信息的“效用”，文
文献中称为“语
用信
信息”），而不会仅仅满
满足于信息的形式（文
文献中称为“语法信息
息”）。因此，
，舍
弃了
了人们最为关心的语义
义信息和语
语用信息的 Shannon
S
信
信息论，
就主
主要适用于只
只需
关心
心“波形传输
输与复制”的通信学科
科，而在知识
识学科和智
智能学科却难
难以发挥作
作用！

图 2 “分而治之”方法
法论导致信息
息领域的学科
科分割状况

当然，有人
人认为 Shannnon 信息论
论“根本不是
是信息理论
论，而是信息
息载体的理论
论”。
这个
个看法也不
不准确。客观
观而论，Shhannon 信息
息论当然是信
信息理论，是一种“统
统计
的语
语法信息理
理论”，但不
不是全面的信
信息理论。语法信息理
理论也很重
重要，它揭示
示了
“信
信息传输质
质量效率与物
物质能量的
的关系”。这
这是信息科学
学与物质科
科学之间的“接
口”
”。因此，信
信息科学不
不能没有 Shaannon 信息
息论。
同样地，在知识学科
科里，人们应
应用“分而
而治之”的方
方法论建立
立了两个互相
相完
全分
分离的知识
识理论（图 2）
2 ：一个是
是 20 世纪 70
0 年代的“知识工程”
”［3］，一个是
是 20
世纪
纪 90 年代的
的“知识发现
现”［4］。这两
两个知识理
理论都不完整
整：前者只
只涉及了知识
识的
表示
示和推理方
方法，后者只
只涉及了由特定数据库
库的数据挖
挖掘知识的一
一些具体方
方法，
而且
且，没有揭示两者之间
间的联系。
在智能学
学科里，人们
们根据“分而
而治之”的
的方法论也建
建立了三个
个分离的智能
能理
论（
（图 2）：一个
个是基于结
结构模拟方法的人工神
神经网络理
理论［5，6］，一
一个是基于功
功能
模拟
拟方法的物
物理符号系统
统（后来演
演变成为专家
家系统）［7，8］，一个是
是基于行为模
模拟
方法
法的感知动作系统［8］。三者互相独立，互不
不认可，甚至
至互相否定
定，未能形成
成统
一的
的方法和理
理论［10，11］。
可见，正像
像图 2 所表
表明的那样，经典物质
质科学研究的
的科学观和
和方法论使信
信息
科学
学的研究在
在各个层次上
上都呈现“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的状况，结果未能建
建立
起信
信息科学的统一理论。这是一个众
众所熟知的
的严酷事实，也是一个
个必须认真汲
汲取
的巨
巨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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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
结论是：必须
须应用如上所
所总结的信
信息科学研究的科学观
观和方法论，才
能改
改变这种千
千疮百孔的理
理论现状，建立有效的
的信息科学
学理论体系。
。

三、
、信息科学
学：基本
本概念·基
基本理论·
·基本原理
理
图 3 所表示
示的就是我
我们根据图 1 的典型信
信息过程模型
型，针对图 2 所反映的
的“理
论破
破碎”的现
现状，应用“信息科学
学的科学观和
和方法论”，逐一研究
，
究信息科学基
基本
问题
题所获得的基本成果。

图 3 运用信息科学的科学观
观和方法论所
所取得的信息
息科学研究成
成果

图 3 表明，我们基于
于“本体论信
信息”、
“认
认识论信息”
”、
“知识”和
和“智能策
策略”
这些
些基本的信
信息科学概念
念，建立了“全信息理
理论”、
“知识
识生态理论
论”和“智能
能的
机制
制模拟理论
论”三大信息
息科学理论，发现了“
“第一类信息
息转换原理
理”、
“第二类
类信
息转
转换原理”和“第三类
类信息转换
换原理”，从
从而自然地沟
沟通了信息
息科学的基本
本概
念和
和基本理论
论，形成了信
信息科学的
的统一理论体
体系。对比
比图 3 的研
研究成果与图
图 1
的研
研究模型，可以加深对
对这些成果
果的理解。
不仅如此
此，这些研究
究成果的有机
机整体还揭
揭示了一个重
重要的科学
学定律，这就
就是
“信
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
”定律。它实
实质上是信
信息科学的全
全局纲领：人类一切信
信息
活动
动的目的，都
都是要生成
成能够解决人们面临问
问题的智能策略，实现
现主客双赢。因
此，这是信息时
时代意义非
非凡的普适定
定律。下面
面我们将予以
以简要的叙
叙述并给出简
简略
评述。
的评
1．信息科
科学的基本
本概念
对信息科
科学来说，最
最基本的概念是信息、知识和智能
能，这是信
信息科学概念
念的
生态
态链。澄清这
这些基本概
概念，是理解
解和建立信息
息科学基本
本理论与基本
本原理的基
基础。
（1）信息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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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信息科学首要的基本概念。参照图 1 所给出的信息过程模型可以看
出，依据考察点的不同，信息有“本体论信息”与“认识论信息”的分别。在主
体感受之前的信息是本体论信息，因为它只取决于外界客体本身的性质，不依主
体的意志而转移。在主体感知与选择之后的信息是认识论信息，因为它不仅与外
界客体的性质有关，而且与主体的认识论因素有关。但两者都属于现象层次的概
念。其中，本体论信息是一切信息的源泉，认识论信息是由本体论信息通过认识
主体的作用转换而来的。这是信息科学方法论中“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的起点。
可是，由于受到“分而治之”方法论的影响，人们不但认识不到“由本体论
信息到认识论信息”的转换、“由认识论信息到知识”的转换以及“由认识论信
息和知识到智能策略”的转换，故而把信息、知识、智能的概念互相割裂和封闭
起来，而且把本体论信息的概念与认识论信息的概念两者混为一谈。
问题就这样发生了：人们在谈论信息，但往往不明确自己所谈论的信息究竟
是本体论信息？还是认识论信息？虽然，本体论信息和认识论信息之间存在一定
的联系，但是，它们毕竟不是同一回事。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没有言明的差异，人
们在讨论信息及相关问题的时候往往争论不休而得不到共识，却不知道争论的一
方心中想的是本体论信息，而另一方想的却是认识论信息。这便是经常可见的信
息科学学术争论中的“同床异梦”。
其实，这种争论并非发生在少数研究者之间的个别案例，而是相当普遍存在
的现象。就连学术文献中出现的信息定义都没有明确自己究竟是在定义本体论信
息，还是在定义认识论信息。例如，控制论创始人 N. Wiener 所说“信息就是信
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12］；信息论奠基人 C. Shannon 认为“信息是用来消
［1］
［13］
除不确定性的东西” ；心理学家 G. Bateson 强调“信息是制造差异的差异” ；

他们都没有明确究竟所定义的信息是本体论信息还是认识论信息。
可以认为，这些“既笼而统之而实际上又各有所指”的信息定义，正是今日
国内外学术界在信息概念上产生混乱的重要根源。
为了澄清这些概念，作者参照图 1 信息模型的信息定位，在文献［14，15］中分
门别类地给出了相关信息的定义。需要注意的是，定义中的“事物”是指现实世
界的一切对象，可以是无生命的物质客体，也可以是各种生物、人类以及人造物；
定义中的“运动”则泛指一切意义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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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信
信息：事物产
产生的“本
本体论信息”
”，乃是事物
物所呈现的
的运动状态及
及其
变化
化方式。本
本体论信息就
就是客体事
事物产生的信
信息，可以
以直接称为“客体信息
息”。
不过
过，这类信息只与客体
体事物本身的性质有关
关，而与主体
体的因素无
无关，不因主
主体
的意
意志为转移
移。为了强调
调这类信息的这种性质
质，把它称为“本体论
论信息”更为
为合
适。
认识论信
信息：认识主
主体关于某事
事物的认识
识论信息，乃
乃是主体从
从该事物的本
本体
论信
信息中所感
感知的事物运
运动状态及
及其变化方式
式的形式（称为“语法
法信息”）、含
含义
（称
称为“语义
义信息”）和
和效用（称为
为“语用信
信息”）。
全信息：语法信息、语义信息
息、语用信息
息的三位一
一体，特称为
为“全信息
息”。
图 4 可以直观地解释
释语法信息
息、语义信息
息、语用信息
息的概念及
及它们之间的
的关
系。

图 4 语法信
信息、语义信
信息、语用信
信息的概念及
及其相互关系

图 4 表明，事物运动
动所呈现的状
状态（通常用
用符号表示
示）及其变化
化所形成的
的“符
号系
系列”就是事物的语法
法信息，由于“符号”可以用来代
代表任何状
状态（例如，
，二
进制
制符号的“0”和“1”可以用来代
代表开关的
的开和关、地
地理方位的
的南和北、比
比赛
的胜
胜和负、性
性别的男和女
女等等），因
因此，人们
们观察到这种
种符号系列
列的时候并不
不知
道它
它代表何种含义，只知
知道其中符号
号之间的转
转换关系。这
这种只表现
现符号之间关
关系
而不
不表现符号
号含义的符号
号系列，就
就被称为“语
语法信息”。但是，一
。
一旦这种符号
号系
列与
与它所实际
际代表的事物
物联系起来
来之后，符号
号就有了具体
体的含义（
（开关的开关
关状
态转
转换关系，或比赛胜负
负的历史记
记录等等），这时的符号
号系列就负
负载了“语义
义信
息”
”。若把这样
样的语法和
和语义信息与
与主体的目的联系起来
来，那么，对于主体的
的目
的而
而言，这样的
的语法信息
息和语义信息
息的效用利
利害关系就表
表现了它的
的“语用信息
息”。
所以
以，当语法信息、语义
义信息、语用
用信息都齐
齐备了的时候
候，它们就
就完整地表达
达了
信息
息的形式、含义、效用
用，这就是
是“全信息”
”。
由此就可
可以看出，S
Shannon 信息
息论的信息
息概念只是统
统计型的语
语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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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认识论信息和全信息的概念是科学合理的人类信息概念。这是因
为，任何正常的人类都具有感觉器官，可以通过它们感知外部世界客体事物的形
态，获得关于客体事物的语法信息；同样，任何正常的人类都具有目的，可以通
过检验和体验判断外部世界的客体事物与自身目的的关系：有利于自身的目的？
还是有害于自身的目的？还是无关？从而获得关于客体事物的语用信息；而且，
任何正常的人类都具有思维器官，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可以在语法信息和语用
信息的基础上形成对于外部世界客体事物的内容含义的理解，获得关于客体事物
的语义信息。
对于感觉器官功能缺失的人类主体，他无法直接通过感官获得客体事物的语
法信息，但是它可以通过体验获得客体事物的语用信息，并从中想象客体事物的
语法信息和推测它的语义信息。对于思维器官功能缺失的认识主体，它可以通过
感觉器官获得外部世界客体事物的语法信息，但是由于思维器官功能的缺失，没
有目的，没有理解能力，因此，他即不能获得关于外部世界客体事物的语用信息，
也不能获得关于外部世界客体事物的语义信息。
所以，建立认识论信息和全信息的概念，对于研究信息理论十分重要。
不过，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仅仅了解认识论信息（全信息）的语法信息、
语义信息、语用信息这样三个分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要说连这三个分量都不清
楚了），人们还必须进一步理解这三个分量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才算真正理解
了认识论信息和全信息的概念。而在信息理论和信息科学的历史上，人们既没有
深入地研究认识论信息和全信息，更不了解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之间
的相互关系，因而产生许多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从信息获取的观点来看，作为事物所呈现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语法
信息”是最为直观的，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段得到它；作为相对于主体目的
而言的利害关系的“语用信息”也是很直观的，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对于“利害关
系”的直接体验得到它；唯有作为表现信息内容含义的“语义信息”却是抽象的，
它不可能通过观察和体验直接得到，只能通过对于与它相关联的那个“语法信息
和语用信息的联合体”的逻辑感悟而得到。本文在后面 3.3.1 节将证明语义信息
与语法信息和语用信息之间的如下关系：
语义信息：语义信息是对于与其相应的“语法信息和语用信息的联合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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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抽象。
依前所述，语法信息只表现了信息的形式方面，语用信息只表现了信息的效
用方面，只有语义信息才同时（抽象地）表现信息的形式和效用。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语义信息可以代表语法信息和语用信息。这就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最
为关心的是“语义信息”而不仅仅满足于获得“语法信息”。
当然，人们对信息的认识也遵循“由表及里”、“由简至繁”，以及“由直观
而至抽象”的认识规律。因此，Shannon 信息论为什么最初只关注“统计型语法
信息”就不足为奇了，它既是通信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信息理论发展的一
种自然进程。
（2）知识
图 1 的信息过程模型启示我们，信息之所以重要，主要不在于信息本身，信
息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因为它能加工生成知识和智能。信息只表达现象，知识才揭
示本质，智能策略则可以提供正确的行动指南。如果人们对信息科学的研究只停
留在信息层次而不进入知识层次和智能层次，那么人们的认识就将会是肤浅的，
行动就将会是不明智的。正如图 1 的信息过程模型所表明的那样，信息－知识－
智能，是一个逻辑致密的的生态链。
可是，纵观国内外学术界的信息研究，人们或者满足于“拾取信息海滩上的
遍地黄金”而无暇顾及更为重要的知识和智能理论，或者由于受到“分而治之”
方法论的制约，根本认识不到在信息的后面还有更重要的知识和智能深层宝藏有
待开发，或者干脆把信息与知识两者混为一谈，认为信息就是知识，知识就是信
息。这种状况妨碍了人们对知识问题的研究。虽然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了“知识
工程”和“知识发现”的研究，但是，“分而治之”的方法论思维，最终影响了
两者的研究并导致互不沟通。作者曾经注意到，C. Shannon1956 年曾参与了人工
智能学科的创建，那时人们认为，可以利用 Shannon 信息论来研究人工智能。因
此，曾有一些人工智能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的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杂志上。但是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于是这份杂志此后就再也难觅人工智
研究的踪影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信息与智能之间横亘着知识理论这个巨大
的鸿沟。如果没有坚实的知识理论做中介，智能理论将难以建立。
为了阐明这些关系，本文作者于 2000 年在“中国工程科学”杂志发表了“知

14

识理论框架”的论文［16］，其中阐述了知识的基本概念、描述方法和度量方法的
基本认识。文中还明确提出：知识是由信息通向智能的中介，并给出了如下的知
识定义：
知识：知识是认识论范畴的概念，是主体所认识的各类事物所呈现的运动状
态及其变化规律。知识也具有形态性知识、内容性知识、效用性知识三个分量。
同认识论信息的情形相似，内容性知识是对“形态性知识和效用性知识联合体（直
积）”的逻辑抽象。
这个定义表明，知识的概念与认识论信息的概念相通，两者同属认识论的范
畴：然而，它们不在同一层次：认识论信息是现象层次的概念，知识是本质规律
层次的概念；认识论信息是感性认识，知识是理性认识。此外，知识还有经验型
知识、规范型知识、尝试型知识之分，这在后面还将有分析。
（3）智能
智能，是信息科学最为核心的基本概念之一，主要体现为能够实现“主体与
客体双赢”的问题求解策略。智能的水平越高，它所生成的策略就越能实现“主
体与客体的双赢”；反之亦然。因此，人们就常常把“智能”与“智能策略”看
成是同一概念。
实际上，人们获取信息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由此生成能够实现“主客双赢”
解决问题的智能策略。这里所谓的“主客双赢”，指的是主体能够实现自身所设
定（所追求）的目标；客体则能够通过知识的运用成功维护客观的规律。
参照图 1 的信息过程模型可以知道：本体论信息反映了外界环境中客体（问
题）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认识论信息在现象层次上反映了主体对客体（问
题）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形式、内容和效用的认识；知识则反映了主体对于
客体（问题）运动状态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就必须在目标
的导控下把认识论信息和知识转换成为能够实现“主客双赢”解决问题的智能策
略。这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知识－智能”转换过程。
可是，由于“分而治之”方法论的影响，人们在研究智能理论的时候，却看
不到“信息－知识－智能”这个复杂的转换原理，而是把智能理解为“仅仅是人
脑的能力”。于是，他们或者只片面地追求“人脑物质结构的模拟”，把生物神经
网络当作人类智能的全部所在；或者只是单纯地追求“人脑信息功能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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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计算机当作是人脑的等同物，称之为“电脑”；或者仅仅追求表面的“系统行
为的模拟”
，把“感知”与“动作”的关联看作是智能的奥秘。由于把“智能”
的概念做了这样片面和局部的理解，结果便忽视和掩盖了对于智能真正本质的认
识。
在另一方面，也有人把“智能（Intelligence）”与“智慧（Wisdom）”混为一
谈，认为可以把人类的智慧能力全面赋予机器，制造与人类同样甚至超过人类能
力的“超人机器”。于是一度引起一些人的恐慌，认为“超人机器”必然要淘汰
人类，“人类末日”就在眼前。
为了准确地理解智能的含义，本文作者在文献［1，17］中阐述了如下几个相关
的概念。
人类智慧：通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断地改善生存与发展的水平，
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和不竭的动力。为此，人类就要运用已有的先验知识去发现实
际环境中应当解决且能解决的具体问题，并预设问题求解的目标，为人类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设定工作框架：问题－目标－知识。这是人类内隐的创造力，
称为“隐性智慧”。有了这个工作框架，人类便开始收集“问题、目标、知识”
的信息，生成与问题求解相关的专门知识，创生求解问题的智能策略，并把它转
换成为智能行为去解决问题。如果求解的结果存在误差，就把误差作为新信息反
馈回来，补充知识，改进策略，优化求解效果，直至满意为止。这是人类外显的
创造力，称为“显性智慧”。老的问题解决之后，又要运用新的先验知识、根据
永恒的追求去发现新的问题，预设新的目标，设定新的工作框架，开始新一轮的
问题求解。人类就是这样不断地发现问题（认识世界）
，不断地解决问题（改造
世界），不断改善自己生存发展的水平，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和实
践能力。
信息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之一，是试图揭示人类智慧的奥秘，模拟人类的智
慧，试图制造具有智慧的机器，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不断
地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水平。但是，人类凭借永恒的追求和先验的知识去发现
实际问题和定义待解问题的隐性智慧能力，包括直觉的能力、想象的能力、灵感
和顿悟的能力等等，无法被人类所完全模拟，只有操作性的显性智慧才有可能被
人类模拟。于是，模拟人类显性智慧的研究被称为“人工智能”的研究，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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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性智慧也因此而被称为“人类智能”。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显性智慧）的模拟研究，具体来说，就
是研究和创造具有类似人类智能的机器，使它具有获得人类设计者所设定的工作
框架（“问题－目标－知识”）的信息、生成求解问题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创生能
够实现“主客双赢”解决问题的智能策略的能力，以及在发生求解误差的时候通
过反馈学习来优化智能策略的能力。
智能空间：智能不是铁板一块的概念，而是可以划分成许多不同等级的智能
空间，其中，人类智能具有最高的等级，无生命的物体具有最低的智能等级，在
这两个等级之间存在由各种不同等级的生物所拥有的各种不同的智能水平。
2. 信息科学的基本理论
澄清了信息科学的基本概念，就为建立信息科学基本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如图 3 所示的信息科学理论体系所表明的那样，信息科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三
个组成部分，这就是：
（1）信息理论部分；
（2）知识理论部分；
（3）智能理论部
分。运用信息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我们重新建立了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相辅相
成的“全信息理论”、“知识生态学理论”以及“智能生成的机制理论”，形成了
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现分述如下。
（1）全信息理论
如上所述，Shannon 信息论是“统计型的语法信息理论”
，它科学地揭示了
“信息传输质量效率与所需物质和能量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应当全盘否定，
而是应当合理继承，积极改进。我们也注意到，人们关心信息，主要是关心信息
的含义和信息的效用。因此，新的信息理论必须全面考虑语法、语义、语用因素，
全面考虑统计和非统计的条件。根据图 1 的典型信息过程模型，进入主体与客体
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论信息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需要给予重点的研究。
［14］

按照这一思路，本文作者在文献

根据“事物所呈现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

方式”的本体论信息定义，和“主体从本体论信息所感知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
化方式的形式、内容和效用”的认识论信息定义，重新建立了信息的描述参数和
描述方法。
典型地，用 Xt = (x1, x2, …, xn)表示所关注的事物及其 n 个可能状态，用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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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c2, …, cn) 表示事物状态的变化方式，它可以是统计的方式或非统计的方
式（模糊的或偶发的方式）：
C ＝｛

P，若 X 是随机的（统计的）
Q，若 X 是偶发的
(3.2.1)
Μ，若 X 是模糊的

公式 (3.2.1) 是对语法信息的描述；引入逻辑真实度参数 Tt = (t1, t2, …, tn)
来描述事物的语义信息，引入效用度参数 Ut = (u1, u2, …, un) 来描述事物的语用
信息。于是，事物的全信息就可以用如下的 4 行 n 列的矩阵来描述：
x1, x2, …, xn
c1, c2, …, cn
t1, t2, ….., tn
u1, u2, …, un

(3.2.2)

上述符号 P 是 n 维概率矢量，Q 是 n 维偶发矢量，M、T、U 都是 n 维模糊
矢量。
有了信息的描述参数和描述方法，就可以建立相应的信息度量方法，详见文
献［14］。信息度量的本质问题是要设法判定语法信息“在机会上有多大可能性”？
语义信息“在逻辑上有多大真实性”？语用信息“在价值上有多大有用性”？这
样就全面地满足了人们对信息数量的关注，克服了 Shannon 信息论只关注“统计
型语法信息”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不过，对于人们更为关心的语义信息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各个语义信息的
数值度量，而是基于语义信息的逻辑演绎能力。因此，描述语义信息逻辑演绎的
数理逻辑理论特别是辩证的数理逻辑理论是研究语义信息的基本工具。后者正处
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值得特别关注。
（2）知识生态理论
作为知识理论，当然要阐述知识的概念、描述、度量和演绎等问题。在此基
础上，本文作者在文献

［15］

又进一步发现并论述了“知识的生态规律”，其中包括

如图 5 所示的知识的外部生态规律和图 6 所示的知识的内部生态规律。
知识的外部生态规律表明，知识不是静止的东西，更不是僵死的东西，而是
一个活生生的生态过程。一方面，知识由认识论信息通过归纳类算法提炼出来（这
与认识论信息和知识的定义相符），另一方面，知识又通过演绎类算生成智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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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这也与知
知识和智能的
的定义相符
符）。把这两
两者综合起来
来，知识的
的外部生态规
规律
就可
可以表达为“认识论信
信息－知识－智能策略
略”转换。或
或者简写为
为“信息－知
知识
－智
智能”转换
换。这是一个
个重要的结
结果，它揭示
示了“智能
能的创生机制
制”。

图 5 知识的外部生
知
生态规律

图 6 知识的内部生
知
生态规律

知识的内部生态规律
律表明，知
知识的内部也
也不是铁板
板一块，而是
是（参见 3.1.2
3
小节
节的知识基
基本概念）由
由欠成熟的经验知识（
（通过检验、修正和完
完善）生长为
为成
熟的
的规范知识
识，再进一步
步（通过凝
凝聚、精练和
和沉淀）生
生长为超成熟
熟的常识知
知识：
而这
这些知识的共同前提，则是由祖先
先遗传下来
来的本能知识
识。这也是
是一个重要的
的结
果，它为智能
能理论的内部
部统一提供
供了依据。
可见，知识生态理论
论构筑了信
信息理论与智
智能理论之
之间的桥梁，展现了信
信息、
识、智能理论
论之间存在
在的天然联系，改变了
了此前彼此割
割裂的状况
况。没有这些
些理
知识
论，智能理论
论和信息科学
学理论的建
建立是不可能
能的。
（3）智能
能生成机制
制及其模拟理
理论
智能理论
论所关注的核
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给
给定条件下
下生成智能（策略），特
特别
如何找到并
并建立普遍适
适用的智能
能生成机制。颇为有趣的是，知识
识的外部生态
态规
是如
律“
“信息－知识
识－智能”转换恰好揭
揭示了智能
能生成的普适
适机制（这
这就显示了知
知识
理论
论的中介作
作用）。
这样，不论
论主体面对
对何种客体问题，只要
要能够完成“本体论信
信息－认识论
论信
息－
－知识－智能策略－智
智能行为”的转换链，就可以生成
成“主客双
双赢”地解决
决问
题的
的智能策略
略和智能行为
为。至于采用何种结构
构，需要实现
现哪些功能
能，以及表现
现什
么样
样的行为，完全服从于
于实现智能
能生成机制的
的实际需要
要。于是，“
“机制模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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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理论的全局性本质规律，而结构模拟、功能模拟、行为模拟则都是局部性的
解决途径。
不仅如此，如果考察一下知识的内部生态规律，我们还可发现：流行于国际
学术界数十年而且互相争论不休的人工智能三大学派－结构模拟、功能模拟、行
为模拟－却是机制模拟的三个和谐互补的特例（见表 1）！
表 1 结构模拟、功能模拟、行为模拟是机制模拟的和谐特例
机制模拟

信息

知识

智能

实例

类型 A

信息

经验型知识

经验型智能策略

基于结构模拟的人工神经网络

类型 B

信息

规范型知识

规范型智能策略

基于功能模拟的无力符号系统

类型 C

信息

常识型知识

常识型智能策略

基于行为模拟的赶制动作系统

类型 D

信息

本能型知识

本能型智能策略

这一事实表明，数十年“三足鼎立，互不沟通”的三种人工智能理论终于在
机制主义框架内实现了和谐的统一。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基于“信息－知识－智能”
转换的机制模拟人工智能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以“信息转换－智能创生”为标
志的信息科学方法论的正确性。
特别指出，文献［1］证明，基础意识的生成机制是“信息－本能知识和常识
知识－基础意识”转换，情感的生成机制是“信息－本能知识和常识知识及经验
知识－情感”转换，理智（即上面所说的智能）的生成机制是“信息－本能知识
和常识知识与经验知识及规范知识－理智”转换。换言之，基础意识、情感、智
能（理智）都可以利用“信息转换”方法生成。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信息转换
－智能创生”方法论指导下建立“基础意识－情感－理智”三位一体的“高等人
工智能”理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展（详见文献［1］）！
3. 信息科学的基本原理
在完成了信息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澄清与探讨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
步来阐述信息科学的基本原理。这实际就是一组“信息转换”的原理

［1，14，18］

。如

图 3 所示，正是通过这一组基本原理，信息科学的基本理论才真正有机地融会贯
通成为一个完整且和谐的理论体系。
（1）第一类信息转换原理
第一类信息转换原理的任务和特色，是完成本体论信息到认识论信息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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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这是整个信息转换原
原理的第一原理，由它
它可以证明：认识论信
信息（特别是
是其
中的
的语义信息）是千真万
万确可以生成的，因此
此具有基础性
性意义。这
这一原理的模
模型
如图
图 7 所示。

图 7 第一
一类信息转换
换原理模型

原理模型
型的输入端是
是本体论信
信息 S，输出
出端就是所生
生成的语法
法信息 X、语
语义
信息
息 Y 和语用
用信息 Z。具
具体的生成
成原理可以说
说明如下。
由本体论
论信息 S 生成
成语法信息
息 X 的算法很
很简单，就
就是由 S 到 X 的映射（理
想情
情况是一对
对一的映射）
），技术上就
就是传感，生
生理上就是
是感觉器官的功能。因
因此，
无需
需解释。
生成语用信息 Z 的算法也不复
的
复杂。如果
果知识库内事
事先存储了
了大量的关系
系样
本｛
｛X, Z｝，就
就只需要把上
上一步得到
到的 X 作为检索子到知
知识库的关系样本｛X
X, Z｝
中进
进行检索，一旦检索子
子与关系样
样本中的某个
个 X（例如 xk）实现了
了匹配，那
那么，
zk 就是所求的
就
的语用信息。如果在知
知识库内找不
不到匹配的
的 xk，说明
明这个本体论
论信
息是
是一个“从
从未见过的”
”对象，这
这时就可以通
通过语法信
信息矢量 X 与目标矢量
量G
的相
相关性计算
算得到语用信
信息 Z。对
对于人类主体
体来说，检
检索相当于“回忆”，相
相关
性计
计算相当于
于“体验”。因此，无论
论前者还是
是后者都是合
合理的，在
在技术上是可
可以
实现
现的。
唯一需要
要特别说明的
的是语义信
信息 Y 的生
生成原理，这
这也是人们
们最为关心的
的问
题。
说，语法信息
息可以被具体感知，语
语用信息可以被实际体
体验，两者都
都是
如上所说
具体
体的，因此都
都可以用上
上述的方法直接生成；然而语义信
信息却是抽
抽象的，既不
不能
被感
感知也不能
能被体验，只
只能在语法
法信息和语用信息两者
者基础上演
演绎出来。图
图 7
的原
原理模型所
所表现的，正
正是由语法
法信息 X 和语用信息 Z 两者经过
过演绎生成语
语义
信息
息 Y 的情形
形。这个生成
成过程还可
可以用图 8 来具体解释
来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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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由语法信息
由
x 与语用信息
息 z 联合映射
射到语义信息
息空间的语义
义信息 y

图 8 表明：只要给定
定了具体的语
语法信息 x∈X
x
和语用
用信息 z∈Z
Z，它们就可
可以
在语
语义信息空
空间中确定出
出相应的语
语义信息 y∈
∈Y。用数学
学符号，这
这个过程就可
可以
表示
示为：
y = (x, z)

(3.
.3.1)

公式中的符号“”表
表示演绎算
算子，其它符
符号的意义
义同前。
迄今为止
止，人们在谈
谈论语义信息
息的时候都
都是处在一种
种“只可意
意会，不可言
言传”
的朦
朦胧状态，谁
谁也说不清
清语义信息的确切含义
义，更没有语
语义信息的
的准确定义。现
在，通过语义信息生成原
原理的解析
析可以发现：公式 (3.33.1) 就是语
语义信息的严
严格
定义
义；语义信息
息就是用与
与它相应的语
语法信息和
和语用信息来
来定义的。这也是一个
个十
分有
有意义的结
结果。
（2）第二
二类信息转换
换原理
第二类信
信息转换原理
理的任务是
是把认识论信
信息转换为
为知识。这是
是一个“由现
现象
归纳
纳本质”的归纳过程，它的模型
型如图 9 所示
示：输入是
是认识论信息
息的样本集
集合，
输出
出是相应的知识，核心
心部分是归纳
纳型算法，两端分别是
是相应的预
预处理和后处
处理
环节
节，知识库
库提供所有必
必要的知识
识支持。

图 9 第二
二类信息转换
换原理模型

如公式 (33.3.1) 所示
示，由于语义
义信息可以
以全面代表相
相应的语法
法信息和语用
用信
息，因此，在逻辑演绎场
场合，通常就用语义信
信息来表示
示认识论信息
息。例如，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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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
样本“这只乌鸦是黑的
的”，第 2 个输入样本
个
本“那只乌鸦
鸦是黑的”，
，..., 第 n 个
输入
入样本“第 n 个乌鸦也
也是黑的”：如果 n 的数值足够大
的
大，那么，通过归纳学
学习
算法
法就可以得
得到输出的知
知识：“乌鸦
鸦是黑的”。
需要注意
意的是，由于
于归纳学习的推理具有
有“不保真”的特点，归纳学习所
所得
到的
的知识属于
于经验型知识
识，不能保
保证“永真性
性”。就以上
上面这个例
例子来说，也
也许
在某
某时某地会
会观察到“某
某个乌鸦是
是灰的”。这
这样，上述经
经验知识就
就需要修正。
。一
般来
来说，经验型
型知识都属
属于欠成熟的知识，需
需要通过适当
当的检验、修正和完善
善步
骤才
才能成为成
成熟的规范型
型知识。
（3） 第三
三类信息转
转换原理
第三类信
信息转换原理
理的任务是
是要在目标的
的导控下、在
在相关知识
识的支持下、把
认识
识论信息转
转换为能够保
保证实现“
“主客双赢”的智能策
策略。它的
的原理模型如
如图
10 所示。算法
法的输入包
包括认识论信
信息、相关
关知识、目的
的，输出是
是求解问题的
的智
能策
策略，知识
识库提供所有
有必要的知
知识支持。

图 10 第三
三类信息转换
换原理模型

初看起来
来，图 10 似乎与图
似
9 相像，但两
相
两者的核心环
环节却大不
不相同：图 9 是
归纳
纳型算法，图 10 是演
演绎型算法；图 9 的知
知识库主要支
支持归纳算
算法和必要的
的预
处理
理后处理知识，图 10 的知识库除
除支持演绎
绎算法和预处
处理后处理
理知识外，主
主要
还必
必须提供求
求解问题所需
需要的专门领域知识。
对于第三
三类信息转换
换原理来说
说，认识论信
信息描述了
了“所面对的
的待解问题
题”，
是整
整个问题求
求解的“起始
始条件（起点
点）”，知识
识库提供的目的是问题
题求解的“终
终结
条件
件（终点）”，知识库提
提供的问题求
求解专门领
领域知识是问题求解的
的“约束条件
件”。
这样
样，第三类信息转换的
的过程就是“在目的的
的导控下，在
在知识的约
约束下，由起
起点
向终
终点转换”的过程。只
只要“起点”和“终点
点”明确而合
合理，只要
要“约束”严
严格
而充
充分，那么这个转换就
就是可以可行的，求解
解就是可以实现的。否
否则，就可能
能需
要调
调整“终点”，和／或
或补充“约束
束”。这就是
是学习过程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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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信息转换原理的结果是生成了能够保证“主客双赢”的智能策略。当
然，为了最终解决问题，还需要把智能策略转换成为智能行为。考虑到这一部分
的问题属于标准的控制理论与技术问题，已经得到比较成熟的解决，这里就不再
讨论。

四、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信息科学的全局纲领
总结上面关于信息科学的基本模型、科学观、方法论（第 2 节）、基本概念
（3.1）、基本理论（3.2）和基本原理（3.3）的讨论，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由
于国内外大多数学术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应用“分而治之”的经典物质科学方法论
来研究信息科学问题，使得信息科学的研究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
（参
见图 2）。而应用了以“信息观－系统观－生态观－主客互动观”为代表的科学
观和以“转换与创生”为标志的方法论来研究信息科学问题之后，就澄清了信息
科学的“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知识－智能（策略）”等基本概念，创建了
信息科学的“全信息理论－知识生态理论－智能生成机制理论”等基本理论，阐
明了信息科学的“第一类信息转换原理－第二类信息转换原理－第三类信息转换
原理”等基本原理（参见图 3）。这些成果的系统综合，便使信息科学领域的核
心定律－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水到渠成地浮现在了地平线上。它的直观表
现，就是图 1 的典型信息过程模型：通过信息转换获得主客双赢解决问题的智能
策略。这是信息科学的全局纲领，也是信息科学统一理论的全局灵魂。
显然，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的发现，不是传统的“分解与分析（分而治
之）”方法论的结果，而是信息科学“转换与创生（转而创之）
”方法论的结果（这
里的“创生”，具有“涌现”的含义）
；因此，也不是传统的“物质观－个体观－
静止观－客体观”科学观的结果，而是信息科学“信息观－系统观－生态观－主
客互动观”科学观的结果。
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的普遍适用性。
首先，人类一切信息活动（特别是复杂信息活动）的目的，都是要在认识复
杂信息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复杂信息问题。
“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就是通过
信息转换原理提供认识复杂信息问题所需要的知识以及解决复杂信息问题所需
的智能策略。这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普遍需求，也是“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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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性的第一层含义。
其次，“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也适用于整个生物界。这是因为，一切
生物都具有在变化的环境中求生存的要求，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变化了的环境就
呈现新的本体论信息，这时，生物就需要把环境呈现的本体论信息转换成为它们
的认识论信息、相应的知识和智能策略（虽然各种生物的认识论信息、知识、智
能策略都不能和人类的认识论信息、知识、智能策略同日而语），以适应环境的
变化求得生存。而这个过程，就是简化了的“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这是
定律普遍适性的第二层含义。
一般来说，生物只能适应环境，而不能（像人类那样）改造环境。因此，与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人类相比，生物为了适应环境变化所需要的知识和智能策
略就将较为简单。但是，根据本文第 3 节关于知识和智能概念的讨论，知识有规
范知识、经验知识、常识知识、本能知识之分，再简单的经验知识、常识知识、
本能知识也都是“知识”；同样，再简单的智能也都是智能空间中的组成部分。
因此，人类“改造世界”的策略可以称为智能策略，生物“适应环境”的策略也
可以称为智能策略，只是智能水平各不相同而已。
与此相应，由信息生成知识的“认知”单元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复杂程度：
它们的功能都是从认识论信息归纳出知识，但人类的认知单元能够归纳出复杂高
深的知识，生物的认知单元却只能归纳出比较简单甚至非常简单的知识。与此类
似，基础意识的生成单元、情感的生成单元、理智（智能）的生成单元也存在复
杂高级和不同程度的简单低级的分别。
这样，根据不同生物物种“智能程度”的不同，如果把图 1 模型中的“认知”、
“意识”、
“情感”、
“理智”、
“综合决策”等单元的功能做出相应不同程度的简化
（简化到极端就是不再存在），那么，这个定律就可以描述不同生物物种的信息
活动规律，如图 11、12、13 所示。
定律普适性的这一层含义非常重要。因为此前人们常常认为：在人类和人类
以外的生物界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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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适用于
于高等动物的
的“简化信息
息转换与智能
能创生定律”

图 12 适用于
于低等动物的
的“简化信息
息转换与智能
能创生定律”

极端地，如
如果把主体
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
作用推广到智
智能度为零
零的无机界，把
物体
体受力作用产生的行为
为也看作是
是物体适应环
环境变化的
的策略，那么
么，简化的“信
息转
转换与智能
能创生定律”
”也可以适用于这类场
场合，只是这
这时图 1 的
的“认知”、
“意
识”
”、“情感”、“理智”
、“综合决策
策”等单元的
的功能都简
简化为无有，
，如图 14。
。这
可以
以看作是“信息转换与
与智能创生
生定律”普适
适性的又一
一层含义。

图 13
1 适用于描
描述细菌类生
生物的“简化信息转换与智
智能创生定律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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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适用于无机界
适
界的“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
生定律”

可见，“信
信息转换与
与智能创生定
定律”的适
适用性覆盖了
了人类、生
生物、非生物
物和
人造
造机器，几乎没有领域
域的限制。那
那种认为“
“人类、生物
物、人造机
机器和无机界
界各
有各
各的信息活
活动规律，互
互相不能沟通”的认识
识，恐是受了“分而治
治之”方法论
论影
响的
的结果。
最后，还
还有必要指出
出，信息科
科学的“信息
息转换与智
智能创生定律
律”，物质科
科学
的“质量转换
换与物质不灭
灭定律”和
和“能量转换
换与能量守
守恒”，它们
们一起揭示了
了信
息、物质、能
能量的根本规
规律。不过
过，“质量转
转换与物质不
不灭定律”和“能量转
转换
与能
能量守恒定律”二者揭
揭示的是自然界本身的
的客观规律，而“信息
息转换与智能
能创
生定
定律”却揭示
示了人类认
认识自然与社
社会的复杂
杂问题和解决
决这些复杂
杂问题的根本
本规
律。对于人类和
和人类社会
会的生存与发展来说，后一定律具
具有更为深
深远的意义，因
为物
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都
都需要智能
能化的信息过
过程来开发
发和驾驭。

五、
、结语
本文的形
形成基于作者
者 2015 年 6 月 3-7 日在维也纳国
日
国际信息研
研究峰会上发
发表
的四
四篇报告［199－22］。而它们，又是本
本文作者数
数十年研究成
成果的综合
合。文中提出
出了
信息
息科学基本
本模型、科学
学观、方法论
论、基本概
概念、基本理
理论和基本
本原理，最终
终得
到了
了信息科学
学的核心定律
律，这就是
是“信息转换
换与智能创
创生定律”。可以认为，
，这
一普
普适的信息定律正是信
信息科学的
的全局纲领，它连同它所
所统帅的典
典型信息过程
程基
本模
模型、科学观、方法论
论、基本概念
念、基本理
理论和基本原
原理一起就
就形成了信息
息科
学相
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既拓展了信
信息理论，完善了知识
识理论，革新
新了智能理
理论，
又建
建立了信息理论、知识
识理论、智能
能理论之间
间的联系；既
既揭示了人
人类信息活动
动的
根本
本规律，又
又沟通了人类
类与生物以
以至非生物界
界的信息活
活动规律之间
间的联系。
当然，本文
文所得到的
的这些结果还
还是初步的
的成果，更丰
丰富和更精
精彩的成果还
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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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广大同仁付出更多的努力。作者希望这些初步的结果引起同行的批评与研讨，
共同促进世界信息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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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在开拓中
苗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mail: mjt0125@sina.com

提

要：申农信息论有三个优点，也是它的三个局限性。信息的发现，维纳命题

的提出，启示我们如何突破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是第一性存在，信息
作为非物质是第二性存在，物质与信息构成宇宙的元矛盾。由此形成信息时代辩
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点。信息哲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信息理论创新提供了历史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科学系统将从一维（物质维）科学转变为二维（物质维和信息
维）科学。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
中国的信息研究要走自己的路，并且正在开拓中。
关键词：信息，非物质，裸信息，唯信论，元矛盾，信息科学，二维科学，中国
路径

信息是人类知识中一个绝无仅有的大概念，代表一种新科技，标志一种新时
代、一种新社会形态、一种新文明。技术形态、社会形态、文明形态、时代特征
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就决定了从实证研究到哲学
思辨，从科学文化到人文文化，从学理探讨到实际应用，从基础科学到工程技术，
都需要开展信息研究。历史地看，信息研究的兴起是世界系统化、复杂化的后果。
而世界范围信息理论研究的停滞也在于它属于典型的复杂性研究，现有哲学思想
和科学方法论无法引导它走出困境，有待大的突破。这件事关乎人类前途，中国
人不能置之度外。而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在当今世界中的特殊处境和困难，决定
了中国的信息研究必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径。

一、对申农和维纳的再评价
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已 30 年，为其奠定科学理论基础的主要是申农和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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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申农，他的理论是信息科学的起点，迄今的信息化成果直接受惠于他。反
过来说，信息的理论研究也深受申农信息观和方法论的约束，至今仍然在他的大
框架内打转，属于量的扩展。这类努力已近乎山穷水尽，历史在呼唤新的理论突
破。
申农信息理论的特点和优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1）排除语义信息，回避了
语义带来的信息复杂性；
（2）限定语用信息，只考虑通信中消除的不确定性，回
避了价值论意义上更一般的信息复杂性；
（3）基于统计数学给语法信息以定量描
述，使通信工程各环节都具有可操作性，为现代通信技术提供了量化手段。在此
基础上，逐步开发出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等，而且今天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深
入开发。
今天回头看，这三大优点也铸就了申农理论的局限性。其一，人类信息运作
的根本目的在于传递和获取意义，接收端准确复制发送端发送的符号不等于传播
了意义。何况大量极有价值的信息无法用符号编码表达，也无法靠语言去解码，
须靠心灵去意会、体悟，申农理论只能弃之不顾。而缺少这种灵心慧性式的信息
交流，人将不成其为人，社会也将不成其为社会，蜕变为机器人集合体；其二，
申农截然划分信源与信宿，通信被规定为信息从信源向信宿单向流动；现实的通
信却是各通信方互为信源，又互为信宿。交谈、开会、学术讨论无须也无法区分
源与宿；其三，申农认定信宿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信息的质和量完全取决于信
源。这种情况只有对简单系统近似成立，在复杂系统中，信息的内涵与数量决定
于信源与信宿的相互关系。或曰：“源以貌求，宿以理应，源宿相询（寻，逢）
信息生。”；其四，申农熵 H 度量的是载体符号集的规模和概率分布，实质还是
对信息运作中有关物质性的度量，无法推广到语义和语用，而信息的真正价值不
在于消除统计不确定性。
信息运作本质上是复杂的。申农只关注通信工程，而通信是各种信息运作中
最具机械性、最少复杂性的一环，至多属于信息世界中的亚复杂性。申农因抓住
这一本质特征而大获成功，但他的方法论仍然着眼于消除复杂性，而不是刻画复
杂性、把握复杂性、利用复杂性。所以，申农信息理论相当程度上仍然属于还原
论科学。而在复杂性科学的腹地，核心是处理信息和运用信息，科学研究必须着
眼于承认复杂性、刻画复杂性、把握复杂性、利用复杂性，没有必要也无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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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信息科学的发展必须突破申农框架固有的局限
性。
维纳的信息理论对通信工程没有明显的用处，控制工程也很难从中找到实用
内容，故 70 年来在信息科技界颇受冷落，钱学森就持有这类观点，颇具代表性。
但维纳信息理论的思想高度、哲学深度和历史厚度明显胜于申农，他的信息观颇
具深刻性、前瞻性，值得深度挖掘。要突破申农框架，开创信息研究新局面，须
向维纳吸取智慧。
1、维纳对信息本质的理解远高于申农等同代人，集中体现于“信息就是信
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的命题[1]。与申农相比，维纳命题的提出具有更大
历史尺度上的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人类信息意识的觉醒，是建设信息文明的思
想起点，对于开创信息研究（包括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新局面有引领作用。
2、维纳研究信息所关注的不是通信工程，而是人的行为、国家治理、社会
控制等，属于复杂巨系统问题，超前于他的时代。问题之复杂使得维纳时代无法
给出可以应用于工程技术的成果，今天的工程科学界仍然能听到对他的批评。但
维纳关于信息的思考对复杂性研究极有启发，自我定位为复杂性思想家的莫兰，
分形理论创建者曼德伯罗特，都把维纳尊为思想先驱。
3、维纳说：
“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
节为外界所了解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2]此话蕴含三个颇有理论价值的观点。
其一，维纳心目中的通信不是从信源到信宿的单向流通，而是源、宿之间的“交
换”行为，复杂系统的内外通信都是交换而非单向传送，单向性是简单性，双向
交流属于复杂性；其二，人类的信息运作不限于通信，更多的是对外界进行调节，
即将信息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而调节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信息处理的质量；其
三，人类生存活动中的信息不完全取决于信源（“我们”），还与信宿（“外界”）
有关，信源对信宿进行调节，并为信宿理解（产生效果），才会有信息发生。看
来，维纳已经领悟到信息的发生是信源与信宿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信息研究的
突破应当以维纳的这些认识为出发点。

二、发展信息时代的唯物论，批判唯信论
作为人类认知活动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唯物论与唯心论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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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又具有时代赋予的同一性。对立面总是相互规定的，各以否定的方式规定着
对方，故毛泽东有寻找对立面的提法，实为一条辩证思维原理。没有同一时代唯
心论的反对，不通过驳斥这种新唯心论，就不能真正把握那个时代的唯物论。要
发展唯物论，唯物论哲学家应当有意识地寻找自己时代的唯心论，分析批判这种
唯心论来发展唯物论。特别地，停留在马克思或列宁对他们时代唯心论的批判，
不研究信息时代的唯心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唯物论就会变味，要么带上机械
论色彩，要么带上唯心论色彩。
维纳哲学嗅觉之敏锐令人惊奇，他第一个意识到信息存在的发现事关唯物论
的存亡和转型。在提出他的命题后，维纳紧接着写道：
“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
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
（同注 1）十分明确，维纳的批判矛头并非指向一切唯
物论，而是指向“初期唯物论”
，即恩格斯批评过的庸俗唯物论。维纳认为发现
信息对哲学的挑战在于，旧唯物论在发现信息之前可以存在下去，发现信息后则
“不能存在下去”。言外之意是期盼哲学界依据信息科学建立现代唯物论，即承
认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的唯物论。这只能是辩证的唯物论。
遗憾的是，20 世纪中期以来，辩证唯物论在西方严重式微。所谓西方马克
思主义看不到维纳命题的巨大哲学价值，不去对信息科学技术作辩证唯物主义的
哲学概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以唯心论去解读维纳命题。他们借信息概念张扬主
体性，借张扬主体性把实践当成本体论范畴，不承认没有进入人类实践范围的物
质的客观性，滑向所谓实践唯物主义。苏联哲学界思想僵化，误将维纳命题当成
唯心论新货色而公开批判，未看到由此命题可以开凿出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信息本
体论的思想源头，非同小可。中国哲学界主流先是满足于宣传革命导师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又追随西方马克思主义搞实践唯物主义，对信息化的重大哲学内涵
嗅觉失灵，不愿也不敢正面评价维纳命题，丢掉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信息的极端重要性必定要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反映出来。信息时代的雷声没有
震醒中国哲学界的中心，却震醒了它的一处边缘——科学技术哲学。从 1970 年
代末开始，活跃在这里而具有思辨哲学兴趣的一批学者，依据信息科学重新思考
哲学基本问题，提出诸多新观点。成果最丰的是邬焜，他通过解读黑格尔和恩格
斯，领悟到要关注“
‘存在’领域的内在差异”，基于科学最新发展来更新“对存
[3]
“割”字
在领域的具体区分”，或称存在的“重新分割” 。分割一词未必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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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械论味道太重，我不赞同，建议以分类取代分割；他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我接
受。以建立信息本体论为切入点，邬焜抓住哲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存
在？”
“存在如何存在？”，既向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存在的经典表述提出挑战，又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从信息观点给出他的回答。邬焜认为，客观世界
由物质和信息共同构成，物质是世界的实在，第一性的存在；信息是世界的虚在，
第二性的存在。以这种本体论为核心，形成他的信息哲学体系，对信息时代做出
初步的哲学回应。
信息的发现也使唯心主义获得新形态，第一个表现是惠勒提出的信息观，他
眼中的信息可以看成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变种或前体。惠勒信息观包含两个本质相
通的基本命题：（1）关于存在的本质，他断言“万物皆信息”；（2）关于存在的
起源，他断言“万物源于比特”[4]。合而言之，惠勒断言物质起源于信息。就是
说，物质不是世界的本原，信息才是世界的本原，信息是世界的原初存在，物质
是信息派生出来的存在。惠勒倡导的是一种信息一元论的本体论，应该称为唯信
息主义（信息第一性主义），英语记作 informationism，简称唯信论，是唯心主义
在信息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
惠勒欲以唯信论取代支撑近、现代科学的唯物论，是对唯物论最直接而鲜明
的挑战，唯物论必须表明态度。针对惠勒的物质起源问题，我们要问：没有物质
载体的“裸信息”存在吗？以何种形式存在？在尚无物质存在的条件下，信息如
何存在和运动？信息如何产生出物质？进一步要问：信息是否也有起源？信息又
是由什么产生的？估计惠勒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惠勒的唯信论对科学和文化可
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值得关注。
笔者坚持物质第一性观点：物质没有起源，物质不生不灭（没有生灭问题），
可以改变的仅仅是物质的具体存在形式。一般物质的起源是一个伪问题，物质的
各种具体表现形式才有起源问题。物质的每一种具体存在形式都有生灭、起源问
题，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信息概念，物质存在的具体形式可
生可灭，源于信息的可生可灭。我们的宇宙是物质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因而有
起源问题，大爆炸理论只是一种可能的回答，还有待未来科学发展的检验，不可
迷信。同样，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也没有起源，物质与信息相伴而存在，所谓信息
起源也是一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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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唯信论，惠勒提出“参与的世界”的概念，也需要辨析。
“参与的
世界”是玻尔依据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提出的概念，惠勒从信息的角度重新表
述，以否定客观世界的物质性。笔者曾从 10 个方面对他的观点做过辩析[5]，此
处只提及三点：
1、惠勒提出“宇宙如何进入存在？”的问题（30 页），他的答案是：
“观察
者使宇宙进入存在”（56 页）。
我的辩析：观察者仅仅使宇宙进入观念形态的存在，即进入人脑中的存在，
而不是使宇宙本身进入跟观察者无关的客观存在。观念形态的存在仅仅是非观念
形态存在在头脑中激起的响应。观察可能影响被观察对象的某些行为特性，不可
能使它从不存在进入存在。观察的前提是存在，尚不存在，如何观察？
2、惠勒观点：
“创世通过观察而发生”
（55 页），
“现在的观察参与了对过去
实在的定义：观察直接地卷入到创世之中”（54 页）。
我的辩析：观察者头脑中的创世是通过观察而发生的，不等于观察者之外的
创世因观察者的观察而发生。现在的观察参与了对过去的实在的定义，不等于观
察行为直接卷入创世之中。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是头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
建构”的结果，头脑创造（反映＋建构）了头脑中观念形态的世界，但它不是凭
空创造的，客观世界在观察者的观念形态创造之前已经存在。观察者直接参与了
观念形态的创世，或在头脑中创观念形态之世，而非参与了现实世界的创造。
3、惠勒观点：
“观察是创世之前提”
（34 页），
“我们所说的存在是一个信息
-理论性的实体”（334 页）。
我的辩析：这是一个唯心论命题。观察是创观念形态之世的前提，不是创造
实在形态之世的前提。以前者偷换后者，不是一个物理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存
在不是一个信息-理论性的实体，客观存在映构于头脑中才形成信息-理论性的存
在。世界上没有什么理论性实体，凡实体均非理论性的，凡理论性的东西均非实
体。观察者确实有可能引起观察对象的某些改变，但主要不是通过观察、而是通
过变革对象的实践去改变，观察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在宏观层次上，仅仅观察就
能引起对象的改变微乎其微，通常可以忽略不计。在微观层次上，观察可以引起
对象发生不可忽略的变化，即使如此，也是通过观察这种实践改变的；而观察停
止后，对象将恢复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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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勒从物理实在论走向唯信论，令人遗憾。但他的信息观也并非只有消极作
用。现实世界是虚与实、软与硬、隐与显、暗与明的矛盾统一，唯心论易于看到
虚、软、隐、暗的一面，轻视甚至忘掉实、硬、显、明的一面，走向虚无主义。
唯物论易于看到实、硬、显、明的一面，轻视甚至忘掉虚、软、隐、暗的一面，
走向机械论。两者都有片面性。唯信论有助于信息时代的唯物论关注和理解世界
的虚、软、隐、暗的一面，避免在信息问题上犯新的机械论错误，在社会生活中
有助于消除物欲横流。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或许可以从惠勒的观点中受
到启发，开发出新的信息技术。

三、发展信息时代的辩证法
通过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马克思建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为
认识和改造日趋复杂化的现实世界提供了最有力的哲学武器，迄今的复杂性研究
从这里受益多多。信息的发现又使我们认识到，唯物辩证法也是演化发展的，有
不同的历史形态。马克思建立了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形态——工业化时代的唯物辩
证法，历史发展到今天要求建立它的新形态——信息化时代的唯物辩证法。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承认一切事物都是两个矛盾方面构成的对立
统一体，也就是承认矛盾存在的普遍性。黑格尔在彻底的唯心论基础上阐释对立
统一规律，把物质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在化”，无意间留下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
绝对精神外在化是一个过程，在它尚未外在化出物质的自然界之前，世界是绝对
精神独霸的一极存在，对立统一规律尚不成立。也就是说，从时间维看，对立统
一规律只是一个后发的规律，不具备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正确地否定了绝对精
神，把辩证法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也在不经意间留下另一个逻辑漏洞（也可以
说是黑格尔漏洞的唯物主义转换）：在人的精神尚未出现之前，物质没有对立面，
客观存在不是对立统一的。这意味着在精神出现之前的世界上不存在对立统一，
对立统一不是普遍规律，而是随精神出现而出现的局部规律。
这个逻辑漏洞的产生有历史必然性，因为要确认精神之外的非物质性存在，
当时的科学发展还没有提供客观依据。还原论科学研究的仅仅是物质运动，未意
识到还存在信息运动，这不能不限制马恩的哲学思维。任何伟大思想都是在特定
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必然带有那种历史条件规定的局限性。但高超的辩证思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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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到这个缺失，所以他说：
“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外，
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6]恩格斯预见到，所谓客观存在完全可
能包含着尚未发现的东西，哲学和科学对存在的认识有待突破。这就给唯物辩证
法日后接受信息概念留下必要的思想空间。但突破口在哪里，恩格斯时代还毫无
头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能不止步于它的经典形态。
自然科学对信息的探索起步于波尔兹曼对熵的统计解释。基于这种解释，他
把熵、秩序性和信息联系起来，指出“熵是一个系统失去了的‘信息’的度量”
[7]

。他把信息视为事物有序性的度量，首开自然科学探索信息问题的先河。这一

科学成果公布于 1872 年，开启了人类对客观存在的新思考，但恩格斯生前还不
可能给以哲学概括。
在 19 世纪后期欧洲社会学术领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社会学、语言学等
人文社会学科，心理学等交叉学科，都出现了向信息世界进军的自发趋向，形成
同自然科学自发的信息探索的相互呼应，符号学的诞生即突出表现了这一点。波
尔兹曼的探索属于基础科学层次，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从技术科学层面上的信息探
索。电话、电报技术的发明引出关于“线路中传送（流动）的究竟是什么”的思
考，就是在不自觉地思考信息问题。经过积累，20 世纪早期产生了奈魁斯特、
哈特莱等人的研究成果。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共同趋势，不自觉（自
组织）地孕育着科学的信息概念，必然要在哲学上有所反映。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在欧洲流行一时的经验批判主义，亦即马赫主义，对此作出唯心主义
的思考和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创新提供了条件。
这正是列宁在理论上走向成熟的时期，有理由估计他或多或少从这种动向中
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并给以哲学的思考，反映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一书中。例如，马赫主义期望“在物质建筑物本身的基础中”找到某种神秘的东
西，以支持他们的唯心论，此乃马克思时代的唯心论未曾触及的问题，逼使 20
世纪的唯物论给出回答。列宁由此受到启发，并针对马赫主义而指出，在这种“基
础中”
“只能假定有一种与感觉类似的能力存在着”。感觉是一种生命体才具有的
特殊能力，非生命的物理实在可能存在类似感觉的能力，是一个有意义的科学猜
想。思想混乱的马赫主义者毕尔生提出：“意识在类似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的神经
系统之外就没有任何意义；断言一切物质都是有意识的，这是不合逻辑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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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泛灵论无疑是对的，但不应该止步于此。毕尔生此话进一步启发了列宁，他
在引用后立即指出：
“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
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8]列宁从逻辑上确认一切物质都具有反映的特性，一
种跟感觉近似的能力，是唯物辩证法哲学在确立信息观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性驿
站。在物质建筑的基础中存在最低级的反映特性，在生命体中出现感觉这种反映
特性，再从感觉进化出精神（或意识）这种高级反映特性，终于产生了物质与精
神这对矛盾。时代的进步使列宁超越了恩格斯，对物质和信息有了尽管还是朦胧
的、但向前迈出重要一步的新认识。列宁较同时代唯物主义哲学家高明之处在于，
他没有停止于马恩对唯心论的批判，而是有意识地从自己时代的唯心论中寻找发
展唯物论的资源，加以批判地改造和吸收。但列宁的命题仍然是猜想，信息作为
科学概念尚未真正形成，那一代人还说不出非感觉的反映特性究竟是什么，不能
明确断定客观世界还有既非物质、亦非精神的存在，还提不出信息概念，不足以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波尔兹曼到哈特莱的半个世纪，是人类科学地认识信息的孕育期，不断涌
现出新成果。再过 30 年终于有了维纳命题，使我们理解到，非物质的本真（原
初）形态是非意识、非感觉的信息，它与物质相伴而存在，是物质必定具有的一
种特殊属性。客观世界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后才产生出意识信息，一种特殊形态的
信息。列宁说的“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指的就是物质的信
息特性，非意识的信息特性也是一种反映特性，是感觉的前体。或者说，一切物
质客体都具有某种反映特性，无生命物质只具有低级形态的反映特性，即信息特
性；高级物质形态的大脑则具有精神这种的高级反映特性，高级的信息特性。当
然，信息特性包含而不限于反映特性。
由于马列只讲过精神是非物质的存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承认信息
是非物质的存在。他们认为，既然信息是物质的属性，就不能说它是非物质的存
在，信息仍然是物质的。思想保守使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精神
既是大脑这种高级物质的属性，又是非物质的存在，两者并不矛盾。物质有低级
形态与高级形态之分，作为物质特殊属性的信息也有低级形态与高级形态之分。
无生命系统的信息是低级形态的非物质，精神或意识是高级形态的非物质，两者
都是物质的属性，又都是非物质性的存在。从低级形态的物质进化出大脑这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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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形态的物质，从非意识信息这种低级形态的非物质进化出精神这种高级形态的
非物质，完全顺理成章。两种演化的对应关系图示如下：
物质本身的演化：

物理实在 →

物质信息特性的演化：非意识信息

生命体

→ 大脑

→ 感觉 → 精神（意识）

图 1 物质与信息演化序列的对应关系

概言之，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
观点的是工业文明时代唯物主义的基本点，坚持物质第一性、信息第二性观点的
是信息文明时代唯物主义的基本点，前者作为特例包含在后者之中。
信息研究迄今的成就使我们有理由坚信，对立统一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已
经具备充分的科学基础。现实世界有无数的矛盾，其原初的、本真的表现则是物
质与非意识信息的对立统一。物质与信息构成宇宙的一对元矛盾
（meta-contradiction）
，客观世界的一切其它对立统一（包括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
一）都是从这个元矛盾中生发出来的。这样一来，在尚未出现精神之前，物质与
信息如何既对立、又统一，如何演化出物质与精神的既对立、又统一，就成为摆
在唯物辩证法面前的重大课题，亟需给出系统而科学的回答。在此大背景下考察
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对立统一，也会引出许多新认识。信息时代的唯物辩
证法将在回答这些问题中完满起来。
应当指出，维纳命题的表述不够严谨，只说信息不是物质，没有正面阐释信
息是什么，更没有提及信息与物质的关系，因而容易引起误解。例如，有人指责
他把信息与物质截然分开，有人怀疑他否定唯物论。钱学森批评维纳“说糊涂话”，
可能与此有关。但仔细推敲不难看出，这些疑问是可以消除的，瑕不掩瑜，晚年
没有否定信息与物质的联系，只是没有点明这一点。维纳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贡献
不可埋没。

四、信息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近 30 年来，信息科学的理论研究近乎停顿，工程技术的发展却一日千里，
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化、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层出不穷。按照钱学森的科学技术体
系学，工程技术需要从技术科学中得到理论指导，同时向技术科学提供需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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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的经验材料，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正在为信息科学的理论发展创造出必要性
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哲学启发科学世界图景的更新，为科学提供新的方法论思
想。信息哲学描绘出物质与信息共存的科学世界图景，揭示出物质与信息的对立
统一，必定影响和引导信息科学的理论发展。在工程技术与哲学两面夹攻下，信
息科学的理论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前两节谈了哲学对信息科学的影响，本节仅
就大数据谈谈工程技术对信息科学理论创新的启示。
大数据技术从一个新的角度启示我们，申农信息理论所遵循的仍然是还原
论，属于对信息现象的微观研究。申农理论的基本概念自信息、互信息、条件信
息等，考察和度量的都是一个个微观消息所携带的信息；最具创造性的概念为申
农熵，度量的是具体的消息集合，如英语的字母集，称为整体平均信息量，是对
信息系统整体涌现性的某种度量，反映出系统思想进入信息研究，却仍然属于微
观量。申农理论无意于、也无法宏观整体地考察复杂巨系统的全部信息，是它的
又一重大局限性，只能应用于简单系统。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的实际需要，强烈
要求人们进一步克服信息研究中的还原论。
复杂巨系统，尤其社会系统，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各式各样的新消息（新数据），
呈现出几个显著特点。①海量的数据，这是系统巨型性在数据上的反映，传统的
小数据概念用不上。②混杂性（真假参合）
，这是系统内在异质性发达造成的复
杂性在数据上的反映，传统噪声消除技术用不上。③狭义的数据指数量依据，全
用数字表达；大数据讲的是广义数据，很多内容为定性的图像、语句等，而非数
量，从一个侧面表明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只能定性定量相结合。这几点都构成对
钱学森复杂巨系统原理的支持。社会巨系统的特殊复杂性决定了，系统的整体特
性和演变规律潜藏于它的全部消息（数据）中，从任一单个消息中都不能得到社
会系统整体运行的规律，统计抽样也无济于事。对于社会这种复杂巨系统，人类
无法获取精确定量的、严格意义上的全部信息，能够得到的是具有上述三个特点
的大数据。大数据技术的走红表明，全球化、信息化把社会复杂巨系统组织管理
的科学化提上议事日程，要做到从整体上认识和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就需要利
用大数据。钱学森倡导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可以从大数据技术中找到可
用的东西。
大数据还深化了信息概念的内涵。申农理论把信息看成能给人带来新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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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正确解读后重复传送和使用就不再带来信息。这仍然是还原论局限性造成
的误解，只适用于考察单个消息。单个消息一经汇集到大数据中，由于信息运作
中的整体涌现性机制，必定产生从单个消息中无法解读出来的重要信息。故大数
据技术倡导以全数据模式取代统计抽样，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创新。大数据
技术还承认存在“异样细节”，其“异常值是最有用的信息”，提倡“寻找异常性”
[9]

。而细节只有处在海量数据中才可能呈现出异常性，样本分析常常使人错过这

类细节。具有关键意义的“异样细节”也是系统整体涌现性的产物，类似于诗词
中的炼字。
信息的理论研究也要更新指导思想。韦弗把信息划分为语法的、语义的、语
用的三类，给申农信息理论增添不少科学色彩，却也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申农
给出的语法信息度量公式，强烈地诱惑人们把它推广于度量语义信息和语用信
息，却被引入死胡同而不自觉。语法信息所度量的是信息载体的物质特性，即符
号集合的规模和符号出现的概率分布，度量单位是比特。语义信息是非物质的，
即使能够度量，其单位也不是比特，原则上无法用语法信息推测语义信息，更无
法定量计算语义。一篇 3 千字的理论物理学论文，一篇 3 千字的短篇小说，一篇
3 千字的应景文章，比特数几近相等，但语义信息在质和量上都无法比较，该如
何度量？《共产党宣言》的语法信息可以用比特计算出来，它的语义信息却无法
度量。笔者 1960 年代读过此书，自认为它好懂。2013 年再读，突然悟出马恩提
出的三个“从属于”揭示了世界系统的主结构，意义重大。这能够计量吗？我由
此而猜想，语义信息很可能原则上不可计量，也不需要计量，依据语法信息去推
测甚至计算语义信息是死路一条。描述物质特性的概念和方法，不可简单移用于
描述信息特性。总之，我觉得对于复杂系统，区分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用信
息的意义不大。建立理论信息学，须跳出申农和韦弗的框架，另辟蹊径。

五、信息研究助力科学转型：从一维科学到二维科学
需要强调的是，信息研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不限于产生了信息
科学；更是历史性的，推动科学系统整体的转型演化：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
学的转变。
一定的社会形态对应着一定的科学形态，社会形态演变与科学形态演变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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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美国系统科学家 Klir 考察社会形态与相应的科学形态的历史性转变，提
出一维科学和二维科学的概念。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断言：“信息
社会鲜明的特点是出现了计算机（信息）和科学的新维度……前工业社会基本上
是前科学的社会；工业社会同本质上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一维科学联系在一起的；
信息社会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出现了科学的一个新维度，即以理论为基础的科学，
或系统科学，以及它同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的整合。”[10]就是说，以实验为基础
是科学的一个维度，以理论为基础是科学的另一个维度。Klir 把还原论科学界定
为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是一维的科学；把系统科学界定为以理论为基础的科学，
代表科学的一个新维度；把还原论科学与系统科学整合起来，就是建设信息社会
所需要的新型科学。其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表 1 Klir 的科学维度观
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科学形态

前科学

还原论科学

新型科学

科学维度

?

一维科学

二维科学

我接受 Klir 关于科学系统维度变化的观点，但对两个维度的界定有原则性
修正。说还原论科学以实验室可控性实验为基础是正确的，说系统科学以理论为
基础则至少是不准确的。何谓以理论为基础？所谓系统科学以理论为基础，指的
是什么？他没有说明。Klir 给两个维度的界定以方法论为基准，我则认为应当首
先以世界观或存在论为基准来界定。系统科学与信息科学都是新兴科学中具有标
杆性的学科，但也不可同等对待。系统是刻画世界存在方式的科学概念，信息是
刻画世界存在本质（存在什么）的科学概念。两相比较，对于认识世界而言，信
息比系统更为根本，科学新维度主要由信息来规定。
从信息观点看，简单性科学只研究物质运动、能量转换，是一维的科学。研
究物质运动也要感测、传送、处理信息，但所涉及的都是有关对象系统物质属性
的信息，如质量、动量、速度、频率等；而不涉及对象系统自身的信息运作，如
信息的生灭、处理、交换、存取等，属于物质科学。复杂性科学则是二维的，同
时从物质维和信息维去考察对象；借用罗先汉的语词，可称为物信科学[11]。二维
科学主张在考察对象系统所涉及的物质运动的同时，还要考察对象系统自身的信
息运作，以信息观点去解释物质运动，揭示系统的整体涌现性。研究人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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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特别是研究人类社会，必须同时考虑物质维和信息维，把物质运动和信息
运作统一起来。由此得到表 2。为逻辑完满计，以分维 f 表示前科学的维度，由
于它已具备科学的许多基本要素，故维度 f ＞ 0；由于它还包裹在哲学母体中，
有非科学成分，故维度 f ＜ 1；至于 f 的确切数值，无须细究。
表2

科学系统的转型演化

前工业文明

工业‐机械文明

信息‐生态文明

前资本主义文明

资本主义文明

后资本主义文明

科学形态

前科学

简单性科学

复杂性科学

科学维度

一维科学

二维科学

f（0<f<1）维

物质科学

物信科学

文明形态

科学从一维变成二维，从单一的物质维到物质维和信息维并用（即 Klir 说
的整合），是科学系统一种划时代的根本性变化。不仅以往不能作为物质科学研
究对象的事物可以成为物信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以往物质科学研究的对象，如
果从物质和信息两个维度上考察，也可能获得全新的知识。例如，宇宙学迄今只
在物质维中研究宇宙的起源，其结论难免有片面性和表面性。可以设想，未来的
宇宙学从物质和信息两个维度上研究宇宙起源，方可得出更科学的结论。思维科
学也是二维的，尽管思维活动主要是一种信息运作，却丝毫离不开物质载体。言
表思维离不开语言这种物质外壳，研究言表思维必须研究语言和形式逻辑；意会
思维以脑神经系统的物质运动为载体，必须结合脑科学来研究。微观地看，思维
是脑神经网络的自组织跟自我意识的他组织之间的矛盾统一，还要考虑领导、权
威、论敌等社会他组织作用，都是二维的。宏观地看，既有社会思维主体（群体
主体）的自组织、大量群体主体交互作用的自组织，也有时代呼声、社会需求、
文化氛围等大宏观存在所产生的他组织，两者的矛盾统一只能在物质与信息张成
的二维空间中运行。

六、中国信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信息研究是受苏联学界影响而起步的，他们对维纳信息观的批判也影
响到中国学术界。苏联学界后来改变态度，着手发掘控制论的哲学新思想，审视
信息的新奇性，出版了一些有新意的著作，其中一些已译为中文。中国的信息研
究起步于 1960 年代，首先是为了满足发展现代通信技术的需要而译介和研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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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息理论，北京邮电学院走在前列。从 1962 年在北邮读研究生起，钟义信就
跟信息科学结下不解之缘，从研究噪声通信起步，逐步成为中国信息科学的开拓
者之一。
《控制论》中译本于 1962 年出版，维纳命题引起国人对信息的哲学思考。
197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发表文章对信息问题作哲学阐释。例如：凌
志弓的“论信息研究中的两种态度”[12]，刘伸的“苏联哲学界关于信息概念的争
论”[13]，周怀珍的“信息方法的哲学分析”[14]，钟焕懈的“信息与反映”，等等
[15]

。
中国信息理论研究的高潮出现在 1980 年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钱学森的推

动，即“三论热”中的信息论热，信息研究与系统研究难解难分。钱翁的信息观
受申农影响较大，机械论色彩明显，不承认信息的非物质性。但他对系统论、控
制论、信息论等新学科的整体把握，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梳理、建构，对系统
观点和方法的独到阐述，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学术研究的指导作用，在席
卷中国学术界的“三论热”中发挥了巨大的正面引导作用，包括信息的哲学研究，
他关于信息的具体观点倒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
从事“三论”研究、包括信息哲学研究的主力是自然辩证法学者，涌现出一
批富有成果的研究者，如王雨田、周桂茹、黎鸣、陈忠、柳延延、冯国瑞、刘长
林、及海龙、刘钢、肖峰等，有多部专著问世。新中国 30 多年辩证唯物主义哲
学教育的积淀，钱学森的实时影响，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这股持续近 20 年的
学术热潮的指导思想中始终居主导地位。这也表现在关于信息哲学问题的探索
上，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自觉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问题，明显不同于
同一时期西方学界相近的研究，也不同于苏联，正在形成某种中国特色。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信息研究热潮受到钱学森的推动，他发挥了他组织的
作用；但基本属于学界的自组织现象。钟义信的《信息科学原理》给申农信息理
论以比较完善的梳理、总结，已出第五版，20 多年来有广泛的读者。邬焜首创
信息哲学的基本框架，开始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已经在国内召开一次国际信息
哲学会议，2015 年 6 月又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二次国际会议。闫学杉新著梳理了
国际信息研究新动向，给国内外研究成果以新的总结，谈了他自己对信息科学的
新认识。他们三个人的工作大体代表了当前中国信息研究的学术水平。邬焜已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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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一支信息研究队伍，不妨称为“邬家军”，这在目前的中国是少见的。值
得肯定的是，中国的信息研究已初具山花烂漫之势，如朱雪龙的应用信息理论，
李世煇的典型信息法，冯国瑞的信息认识论，罗先汉的物信论，邢修三的动态信
息研究，杨伟国的信载研究，李宗荣的理论信息学，及海龙的信息子论，吴国林
的量子信息论，等等。粗略盘点使我得出一个结论：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正在开
拓中。
如何进一步拓展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中西两条路径
作点比较。西方信息化与中国信息化，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不同，决定了它们实
现信息化的路径显著不同。西方信息化起步于完成工业化之后，目标是完善资本
主义；中国信息化起步于半工业化，只能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目标是建设社会
主义。信息研究中国路径是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的一部分，其动力和创意首先来
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自中国建设信息-生态文明的历史需要，文化上则同时
得力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居指导地位和传统文化的独特土壤。在今日世界上，这
两者都是中国独具的优势，切忌轻视甚至丢掉自己的优势，更不能淡忘中国信息
化的历史目标。
不能仅仅就信息科学本身孤立地考察它的发展，须放在现代科学的整体发展
中与生态化建设一起考察，因为信息化、生态化的最终实现有赖全部科学技术整
体地发挥作用。所以，对于中国发展信息科学技术，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学有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遗憾的是，钱翁不赞同把信息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大部
门，这应该视为他的失误。哲学地看，关于信息的科学探索既不能划归系统科学，
更不宜划归思维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信息科学在钱翁生前所遇到的困难，
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没有建立起来，这些事实也证明他的观点不正
确。应该把信息科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第 12 大部门，横向看要与其他 11
大部门互动互应；纵向看应该按照三个层次、一个桥梁的结构，即信息工程技术、
信息技术科学、信息基础科学和信息哲学分论，来组织中国的信息研究。这是中
国特色信息研究的重要表现。在新著《高等人工智能原理》一书中，钟义信提出
“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可能是信息科学在应用理论层次上一个值得关注
的新方向。他还提出全信息概念，意在基础理论层次上开山拓路，立意可嘉。但
对其可行性我有疑虑，我的直感是不可能通过语法信息去把握语义信息，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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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描述。
要进一步开拓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亟需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宝藏。以儒、道、
释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物质占有意识明显弱于西方文化，信息占有意
识明显强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具有鄙视、抑制物欲横流的传统，这一点极为可
贵，亟待发扬光大。中国古代农学、军事学、建筑学，特别是哲学、医学、文艺
理论，都富含信息意识。西医主要是沿着物质维建立的医学，中医则是同时沿着
物质维和信息维建立的医学，似可说更看重从信息观点审视人体健病。中国古代
的文学著作富含信息意识，对信息有超越历史的深刻领悟。历代大诗人，特别是
李白、苏轼等人，其信息观的科学性常常令今人叹服。这里谈谈中国古典小说的
信息意识。
《水浒传》多次明确使用信息一词，而且理解准确。如第二十三回武
松对柴进、宋江说：
“小弟的哥哥多时不通信息，因此要去望他。
”著名的“三打
祝家庄”故事，对战争系统中信息运作（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应用信息）的描
述相当到位，受到军事学大家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三国演义》似乎没有使用信
息一词，着力描写的是运筹、决策、智力博弈，而优化的运筹决策都须以科学的
信息运作为前提，故研究现代管理的学者都重视从此书中吸取智慧。《西游记》
是古代科幻小说，孙悟空等角色的超人之处须从信息角度解读。《封神演义》也
带有科幻色彩，有些也涉及信息问题，如提出别出心裁的“呼名捉将”之说，互
联网已经做到“呼名识将”，或许还可能从中得到发明更新奇信息技术的启发。
信息意识最突出的是《红楼梦》，作者曾有所分析[16]，此处仅补充如下一点。
申农信息论假定只要信宿准确地复制出信源发送的符号，通信的目的就完全
达到了。这仅仅对通信工程才是真理。人类用语言编码表达信息远非一一对应，
编码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空间极大，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常常使解
读者陷入困惑，所谓语法信息只能描述其皮毛。译码者的悟性高低也有重大影响，
语法信息概念用处微小。同样的教育环境培养的人才差异很大，与受教育者解码
能力不同有很大关系。陶渊明自诩“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他心里明白，真
正的好书要“求甚解”实属不易；与其苦读而不解，不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陶令的同代人陆机从正面立论，强调“得其用心”
。他晓得高明著作的作
者用心不是等闲即可求得的，不仅要下功夫，还得有悟性，切不可满足于字面上
读懂。百年不遇的大文豪曹雪芹对个中奥妙的理解最深刻，面对自己“披阅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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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删五次”写成的大作，留下“谁解其中味”的浩叹。曹雪芹深知解味和解码是
迥然不同的两回事，领悟到深层次的语义信息才算解味。《红楼梦》后来的遭遇
表明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一代才子、新红学开创者胡适博士就未解其中味，做出
“《红楼梦》毫无价值”[17]的轻率判断。直到毛泽东才向人们明确提出存在是否
读懂《红楼梦》的问题，提出如何读懂《红楼梦》的若干建议。从信息科学角度
系统地揭示编码、解码的奥秘，阐明如何得作者之用心，是复杂性研究的任务。
毛泽东是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的首要开拓者，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与他有何
关系？的确，“三论”在西方问世时，毛泽东还在中国的山沟里奋斗，没有条件
知悉科学前沿这些新东西。技术层面的社会信息化在毛泽东生前的发达国家尚未
走上前台，不能苛求他在科技落后的中国首先提出来。但毛泽东对系统化了的人
类世界的整体理解，对发生在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大势内在联系的洞悉，
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独到领悟，使他对人类社会信息化的深层次需求和动向获得了
常人难以理解的把握。这种杰出智慧施展于他的革命实践中，再从那支彩笔下流
泻出来，使现代信息意识在他的著述中获得多方面展示。例如，关于互通情报、
安民告示、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关于中共中央是加工厂的定位，关于物质变精
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命题，等等，内容丰富、深刻、接地气。西方军事科学渗
透着唯武器论，属于物质科学；毛泽东的军事科学强调精神力量，重视舆论工作，
属于物信科学。欲使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更加广阔、顺畅、有后劲，不可忽视发
掘毛泽东的信息观。关于毛泽东的独特信息观，需要专题论述才能说出个一二三，
本文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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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信息科学的三种实现方法与三种可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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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建立起一门“统一的信息科学”，这是当前世界各国信息科学研究

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目前存在着三种实现方法：直接统一法、级进统一法、特
殊统一法。未来的信息科学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它存在着三种前景：大信息
科学、小信息科学、类信息科学。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信息科学，理论，基础，统一，方法，前景
到目前为止，在基础信息科学研究中，除了“信息科学”这一众所周知的初
始概念之外，还有“计算机信息科学”、“图书馆信息科学”、“地理信息科学”、
“农业信息科学”等概念。此外，花样繁多的“信息学”和“信息论”学科更是
层出不穷。例如地理信息学、生物信息学、医疗信息学、经济信息学、算法信息
论、效用信息论等。2005 年，本文作者对所有这类学科进行了统计，那时它们
已达 70 余门[1]。2011 年，本文作者再次对这类学科进行统计时，它们已达 170
余门[2]。4 年过去了，这个数字现在实际上已超过 200 余门。在关于信息的研究
中，为了寻找一门包括上述所有“信息科学”
、
“信息学”、
“信息论”在内的一个
普适的信息科学理论，陆续出现了“一般信息科学”
、
“普通信息科学”、
“统一信
息科学”、
“理论信息学”、
“统一信息论”等一组概念。就其含义而言，它们基本
上都大同小异。上述这些概念的出现和存在只是信息科学发展史上的一种权宜现
象，一旦我们最终建立起了一个普适的信息科学理论，那时，“基础”、“一般”、
“统一”之类的前缀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如果我们把这种努力称为“统一信息
科学”探索的话，那么，在目前的这种努力中，可以用三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它们是：直接统一、级进统一、特别统一。但不论采取何种方法，最终的结局可
能不超出如下三种，即：大信息科学、小信息科学、类信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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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种方法
“统一”的含义是什么？它指对众多表面上看来并不相同，但却被“信息”
这一概念的内秉特性牢牢地粘在一起的一类信息学科进行研究，最终归纳出其中
具有通用的、概括的、普适的概念、原理、方法，并对它们进行系统化整理，最
后形成的一个信息科学知识体系。统一的做法有三种：直接统一、级进统一、特
别统一。
1. 直接统一
直接统一是指直接对所有 200 余门专业信息学科的共同信息特性和问题直
接进行统一。
1994 年，弗莱斯纳和霍夫基尔奇纳在马德里第一届国际信息科学基础大会
上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
“涌现的信息：走向统一信息理论”。文中提出了建
立一门统一信息理论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研究（信息）
背景理论的哲学本质；第二步，从系统理论角度考察背景理论的含义；第三步，
重新系统地思考符号理论和认知理论与人类传播的含义；第四步，从整体上着手
考虑一般信息理论的含义[3]。沿着这个路线图，霍夫基尔奇纳等人试图以贝特森
1971 年提出的“信息是一种能够制造差异的差异”[4]信息定义为出发点，依此构
建起一门统一信息论。自 2011 年以来，霍夫基尔奇纳陆续发表了《统一信息论
的 20 个问题》[5]、
《涌现的信息：信息体系的统一理论》[6]、
“迈向一门新的信息
[ ]

科学” 7 等论著。在这些研究中，他陆续提出了关于信息的四种思维、多样性中
的统一、有限控制等理论，并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建立一门统一信息论的方法性指
南。从 1994 年到现在已经 20 年过去了，从目前的研究进程看来，采用直接统一
的方法并不顺利。
2. 级进统一
级进统一是指先对一组性质相近的信息学科进行统一，首先形成若干组信息
科学分支，然后再对这若干组信息科学分支进行统一，最后达到统一的目的。
从 2000 年起，以北京大学交叉信息科学研讨班为主的部分中国信息科学研
究者，在他们所进行的信息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级进统一。在这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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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小组内，马蔼乃、朱照宣、苗东升、冯国瑞、罗先汉、林建祥、姜璐、闫学杉
等研究者认为，如果我们对如今已经存在的众多信息学科研究内容和性质尚不清
楚，那么，希望建立起一门对众多信息学科的建设具有指导作用的统一信息科学，
这是不大可能的[8]。
本文作者认为，在目前所有的 200 余门信息学科中，具有重大信息意义的信
息学组可以分为三类，它们是：技术信息学组（包括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等）、
细胞信息学组（包括遗传信息学、神经信息学、内分泌信息学等）、人类信息学
组（包括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从目前在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基础信息科
学研究来看，技术信息学组不大可能成为未来统一信息科学的参考标准，而细胞
信息学和人类信息学有可能在未来登上信息科学的中心舞台。
3. 特别统一
特别统一是指采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或路线，例如信息计量研究、信息结构研
究等，直接一步到位地对不同的信息学科进行统一。
从 1988 年起到 2013 年为止，中国的信息科学研究者钟义信，在申农信息论
和威弗尔信息观的基础上，陆续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全信息理论[9]。众所周知，申
农信息论是一个单一的形式信息计量理论，它尤其不考虑信息的语义与语用问
题。但钟义信的全信息理论却弥补了申农信息论的这个缺陷。在沿着申农单一形
式信息计量理论向着一般信息计量理论扩展，并希望藉此建立起一个统一信息科
学的追求中，在世界范围内，钟义信的全信息理论目前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此
外，乌克兰学者贝尔金于 2010 年提出的信息价值原理[10]，英国学者费歇尔于 1920
年提出的费歇尔信息函数[11]等，也可能被用于构建一门以量化为特色的统一信息
科学，因而也属于特别统一方法的范畴。
但是，不论我们采用哪种方法，统一信息科学的建立都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事
业。在近期内，这一研究的缓慢进步，将是全球信息科学家们必须忍耐的特质，
这是 21 世纪信息科学发展的宏观图景。我们 16 年前曾对 21 世纪信息科学的发
展进行过预测，认为在未来的信息科学研究中，试图构建起一门统一的信息科学，
[ ]

其前景并非是乐观的 12 。

二、 三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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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采用什么方法去进行统一的信息科学研究，最终的结果都可能会以下列
三种之一出现，即：大信息科学、小信息科学、类信息科学。
1. 大信息科学
大信息科学具有常规科学的性质。它通常由一系列子学科组成。信息科学最
后如果以这样的结局出现，这是我们非常乐意看到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虽历
尽千辛万苦，但最终还是建立起了一个系统的信息科学知识体。它不但可以在大
学建立起独立的院系，并能够向社会招收学生和进行授课。当这些学生完成所学
学业之后，社会上将有一类唯一和此学科相对应的，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的机构来接纳他们去施展宏图。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世界各国大学所设立
的林林总总的信息科学院系中，它们所研究和传授的“信息科学”知识，并不是
我们这里所说的“统一信息科学”。这些信息科学院系的研究和教学内容，要么
是计算机科学，要么是通信科学，或者是以这二者为中心的信息科学。而另一类
信息科学院系，一如霍夫基尔奇纳所说的那样，它们是在计算机科学协助下的图
书馆与文献科学的别称[13]。
2. 小信息科学
小信息科学具有交叉科学和跨科学的特征。和具有常规科学性质的大信息科
学相比，小信息科学下面不会包含或包含很少的分支。信息科学如果最后以这种
形式出现，这表明我们最后虽建立起了一门具体的信息科学知识体，但因为其小，
所以一般都不能在大学设立院系，它更适合设立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培养出来的
人才，之后只能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不能找到相应的一般社会工作来使得
这种知识显现出它的社会意义。上世纪后半叶之后兴起的控制论、系统论、协同
学、混沌理论、耗散理论、复杂性理论等都是这种小科学的典范。小信息科学如
果出现，虽然它有些不尽如人意，但也意味着我们能够对广泛存在的信息现象和
问题给出了一个有限的理论解释，而且也不排除它可能会成为大信息科学出现的
前奏。但一般来说，它更多地和一般的小科学一样，虽不能通过大规模地开办教
育来培养学生，但最后却可能提供出一套信息思维方法，一方面用来指导人们进
行信息思维，一方面用来指导和信息相关的其他信息学科的发展。
3. 类信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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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信息科学是由若干个或若干类基础信息学科组成的一个信息学科群。被包
含在类信息学科内的一个或一组信息学科，它们之间虽具有某种共同的信息特
性，但我们却不能依据这些共同信息特性，最后建立起一门或大或小的信息科学
理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四大典型的类科学。在物质
科学类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都是它的类成员，虽然它们都高度
依赖“物质”这一概念，但我们却看不到有一门称之为“物质科学”的具体科学
知识体存在。在人文科学里，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学学、艺术学、历史
学、宗教学都是它的类成员，虽然它们都高度依赖“人文”这一概念，但我们却
看不到有一门称之为“人文科学”的具体科学知识体存在。此外，社会科学、技
术科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信息科学最后若以这种结局出现，它将是信息科学研究
中最为令人伤感的一个结果。
预测未来，在上述三种信息科学前景中，大信息科学出现的可能性是非常小
的。相反，小信息科学和类信息科学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就后两种前景而言，小
信息科学前景又是较坏前景中的较好前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把握所有信息问
题的实质所在，在小信息科学中即使能够提出一套合适的信息思维方法或信息概
念体系，它对信息学科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作者看来，在后两种前
景中，类信息科学出现的可能性反而更大。1983 年，马克卢普曾经预言，所有
和信息有关的研究在未来可能形成一种被称之为“信息文化”的文化，它是一种
和“自然科学文化”和“人文科学文化”并列的第三种文化[14]。我们的看法是，
类信息科学很可能是“信息文化”的具体体现。
在未来的信息科学研究中，不论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统一并以哪种结局出现，
我们都应该深切牢记，一门合理的信息科学的建立，绝不是仅凭空想象就可能从
旷野上耸起的一座高楼，它必须建立在对各种有效的信息现象进行的观察和思考
之上，之后才能得出合理的信息科学理论。不论我们把它叫做“信息科学
（Information Science）
”或“信息的科学（Science of Information）”；也不论我们
把它叫做“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或“信息的理论（Theory of
Information）”；也不论我们把它叫做“统一信息科学（Unified Information
Science）”或“统一信息理论（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其形成过程皆应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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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Shannon 信息论的再认识
——人类正在莫比乌斯带上迅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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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重新审视和深度挖掘了 Shannon 信息论的一些关键性理念，从信息

去意义化、不确定性、冗余度、点对点的关系、逆向推断过程以及附着在
communication 上的社会属性等六个方面指出了其深刻意义，认为信息论从一开
始就具有科学、工程和社会三方面的包容性。文章以搜索引擎算法、纠错码算法、
压缩码算法、微博、微信，以及统计机器翻译等对当代社会发展作用特别巨大的
几项信息技术为例，分析了它们与信息论的深刻关系，从这些新技术发展的核心
脉络上，探索了它们在信息论方面的源头。在这些论证的基础上，作者从宏观的
视角，将信息过程与热传递过程进行了平行比较，包括把热熵和信息熵都可以同
样地视作“有作为”的反向度量，从而表明信息系统具有类似于热系统的特点和
地位。关于信息及其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文章用莫比乌斯带作类比进行了阐
述，并将其作为当代的图标，因为它较好地吻合了当今信息社会虚拟与真实交错
存在和互动的特点。
关键词：Shannon，信息论，再认识，IT 技术，莫比乌斯带

一、对 Shannon 信息论的再认识和挖掘
1948 年，Claude E. Shannon 在美国 Bell Lab 内部杂志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
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后来他
将此论文正式出版，同时将标题里的不定冠词“Ａ”改为了定冠词“The”。这个
小插曲，是 Shannon 心路历程的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息论从问世到立
足的演进。这是信息论的源头，它值得我们做一番认真的审视和深度挖掘，因为
它蕴含的闪光理念直至今日依然灿烂夺目。
关于信息论，Shannon 的切入点是“communication”。当时 Shannon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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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communication 的：
“通信的基本问题就是把在一个点上所选择的消息在另一点上将其正确地、
或 近 似 地 复 制 出 来 （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is that of
reproducing at one point either exactly or approximately a message selected at another
point.）”
同时，他将这一过程归结为如下模式：

图1

对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挖掘。
首先、在图一左边的信息发送方中，从第一个方框到第二个方框，经历了两
个阶段：第一是将有意义的信息进行编码，这本质上是将信息转变为一种数学属
性的“数位”；第二是将“数位”转变为具有物理属性的信号，然后将信息发送
出去。这两个阶段的实质，就是将信息“去意义化”。Shannon 对此曾很兴奋地
说：“对与信息论相关的研究而言，与信息的‘意义’基本无关。”（见参考文献
5，第 215 页）。Shannon 的工作经历极为丰富，例如他还从事过密码学研究。因
此，发送方的“编码”和接收方的“解码”一起构成了信息“communication”
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转变”，本质是一种数学抽象，尽
管看起来很简单，然而却紧接“communication”的“地气”，也正因为如此，在
后来它发挥出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Shannon 对信息“去意义化”后，将目光聚焦于考虑“噪音”的影响，
也就是信息的“不确定性”。其结果，接收方接收到的信息，已不是原来的信息，
伴随而来的是“多种可能的结果”。由于噪音不可避免，
“多种可能的结果”就必
然发生，从而使得“不确定性”成为了信息的基本属性。对此，人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必须对这“多种可能的结果”进行相关判定：例如确定它的难度，考察它的
度量等。然后按照一定的思路，从多种可能的结果中“选取”适当的一个进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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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还原”。在此基础上，Shannon 引入了“熵”的概念：
信息是不确定的，是出人意料的，是一种困难程度的度量，是熵。
（见参考
文献 5，第 215 页）
由于“不确定性”现象普遍存在，Shannon 将“不确定性”视为信息的基本
属性，这也就有可能将信息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种纷繁现象联系了起来。
第三、由于传输信道的容量总是有限的，以及噪音总会使接收到的信息具有
误差而产生偏离，于是提高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的精确性，以及减轻信息传输过程
中的“负载”，便成为解决和提高传输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在这当中，Shannon
用到一个关键性概念——“冗余度（redundancy）”。也许 Shannon 正是从编码过
程体察到冗余度的重要性，体察到它具有“事半功倍”的奇效，并将它引入到信
息理论中来。从数学视角来看，冗余度的概念是很深刻的，它有助于人们用简单
的方法去表达或实现某一特定对象，具有不可思议的效果。例如，对称与冗余度
的关联就很紧密：一副中心轴对称的图画，其冗余度就很大，以至于达到整幅画
信息量的一半。因此，我们只要掌握其中的一半就可以掌握整幅画的信息。
由图形的对称很容易联想到数学里的“群论”——一个强大的数学理论。可
以这样说，精妙的群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基于对冗余度的思考。
我们看到，在现代通信实践中，无论是增加或减少一点冗余度，它都会带来
意想不到的奇效。对于当今的“大数据”时代而言，数据的冗余度是极其巨大的，
对冗余度的正确判断和恰当处理已成了一种艰巨的信息工作。
第四、Shannon 把信息传输过程简化（或抽象）为“点”到“点”的传输，
不再考虑发送信息的一方与接收信息的一方的物理意义。这样抽象为“点对点的
关系”的结果，给信息传输理论的应用留下无限广阔的空间。
我们知道，计算机诞生比信息论诞生略早几年（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
子计算机 ENIAC 是在 1946 问世的）。说到底，这类计算机是处理信息的机器，
它与信息论几乎是同时代的产物，之后在相互促进和共同进化中成长。在这个过
程中，Shannon 关于信息度量、信道极限、数据压缩和纠错等关键性信息理论方
面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计算机的发展，提升了计算机的能力。另一方面，信息
论也借助于计算机很快地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使得信息的生成和传输能力
得以迅速提高。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互补互助。在今天，“点对点的关系”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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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就是“计算机”与“计算机”的关系。
在这个方向上，Kolmogorov、 Solomonoff 和 Chaitin 等人在考察可计算性
与信息之间内在关系的基础上，为度量信息提供了新方法，其中的关键性概念就
是“算法（algorithm）”。通俗地说，算法乃是描述一个对象的“生成”过程，或
者是描述对象达到某一特定目标的过程。对象不同，目标不同，生成的要求也不
同，描述这一过程的“语句”的总长度也随之不同。于是，在对象（当然也就包
括信息这种当时新冒出来的“怪物”）与算法描述语句的长度之间，建立起一种
对应关系。基于这样的对应关系，人们就可能从各种描述中选取出‘最短长度’，
并用来度量该对象的复杂度。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证明了在信息和复杂度之间建
立的等价关系。这个方向的影响和魅力相当巨大，众多的事物都可以归结为“计
算（computation）”，从而可以进行比较、分类和处理。其自然的后果，也让信息
的“触角”和影响伸展到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过程同时将人的智慧与计
算机结合在一起，它们对未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第五、Shannon 的信息传输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逆向推断过程”。倘若把
“发送某一特定信息”视为一个“事件”，信息的解码还原过程则是该“事件”
发生后的一种推断（鉴于不确定性），因此这是一个“逆向推断过程”。
用通俗的比喻来说，这似乎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表现，往往不为传统看
好。然而，在人类社会中，这种现象不仅不可忽视，而且还相当重要。后面将提
及的人类语言的机器翻译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第六、Shannon 在思考“信息”的过程中，是以“communication”为基础的。
尽管他在论文中对于 communication 这个词的应用主要局限在技术方面。但是，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communication 是人类得以构成社会的基本前提，也是人与
人之间最重要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Shannon 的“信息论”从一开始就带有鲜
明的社会属性，使得信息论的“双足”同时站在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大领域
之上，这就为信息论后来的发展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最后，很有必要提及如下事实：Shannon 于 1982 年接受了 Bob Price 的采访
（他很少接受采访），关于此次采访的内容，Erico Marui Guizzo 后来将它写成了
《The Essential Message: Claude Shannon and the Making of Information Theory》一
文。其中一段借用了阿基米德和牛顿的例子进行了叙述：

57

“Shannon 总是反反复复地说：就（信息论的）问世而言，他并没有在澡盆
里和在树下那样欣然领悟的时刻。他也没有什么‘尤利卡时刻’
（Shannon always
repeated his creation was not the result of a single moment of clarity at a bath tubor
under a tree. Didn't he have a "eureka moment）。”他补充说，“这是件很复杂的事
情”。仅就笔者的理解，要理解好信息论的源头背景，不能脱离开 Shannon 跨度
很大、经历丰富的工作经历和时代背景。
上世纪 40 年代末期，各种新科学和新技术纷纷涌现。在 Shannon 所接触的
人物中，不少人都是为人类开拓新科学和新技术的巨星，如 Alan Turing、John von
Neumann、Norbert Wiener 等。当他还在 MIT 当学生的时候，他就曾在 Vannevar
Bush 手下工作，此人负责领导二战中的科学事务。与此同时，Shannon 还听了控
制论之父 Norbert Wiener 的课程。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是在著名数学家
Herman Weyl 手下工作的，并有机会与 John von Neumann、 Kurt Godel 和 Albert
Einstein 这些科学“巨星”交往。后来 Shannon 在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接触到
诸如 Hendrik Bode 和 Harry Nyquist 等工程巨匠。Shannon 接受的这些熏陶和影
响，为他后来创建信息论，并在理论和技术上“双管齐下”：既为信息论铺垫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又为其铺垫了极其广阔的技术应用背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Shannon 说的很对，信息论的产生“是多年来在不同地方，不同背景下工作的结
果（It was the result of several years of work indifferent places and contexts.）”。

二、当代科学技术惊人的进步与信息论的深刻影响
今天，当我们自由自在尽情享受各类信息技术成就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好
好地想一想：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奇迹般的事情，与信息论的源头有着一种怎
样非同一般的关系呢？让我们用几个重要的事例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今信息的获取方式。你首先想到的很可能是诸如谷歌或
百度这些搜索引擎。而做法是那样简单：只要你把想要获取的信息浓缩为若干个
关键词输进去，顷刻之间，搜索引擎就会将相关网页迅速呈现在你的面前。几秒
钟之间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些网页，竟然是从包含数十亿、甚至数百亿份文档的资
料库中搜索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感到惊讶了。
支撑搜索引擎的运行主要是依靠它背后的两样东西：一是该搜索引擎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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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的国际网络，它由难以计数的数据中心组成，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服务器计
算机和先进的网络设备。二是相应的搜索算法，这个算法的两大主要任务就是将
网页匹配（matching）和排名（ranking）。匹配就是体现与搜索请求的相关性，
排名则体现与搜索请求的重要性。
无论匹配还是排名，它们都基于这样的事实：给网页赋予“索引”特性，简
单地说，就是给网页对应一个代码，首先要确保这种对应能够做到“网页既不漏
也不乱”，同时使得搜索速度快，而且与搜索请求的目标“关联度（relevance）”
要高。
至此，我们就可以分析搜索算法与 Shannon 相关信息理念的关系了。
上述提及的“索引特性”，正是 Shannon 引入的信息“冗余度”的巧妙利用
和延伸。例如，谷歌曾名噪一时的 PageRank 算法，其排名的核心思想在于：不
仅给网页建立相应的“权重”
（一种形式的信息冗余），而且在过程中，当一个网
页“链接”入另一个网页的时候，将“权重”这种信息冗余同时带入到所“链接”
的网页中，使得网页的“权重”能反映出该网页的重要性，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搜
索效率，使得该算法走在其他搜索引擎的前面。据不完全的统计，当今全世界大
约已有六万个搜索引擎。他们的存在使信息（从而连带着知识）的传播速度、深
度和广度达到空前的程度。难怪人们惊叹：
“知识就是力量”正在被“分享就是
力量”所取代。
我们知道，在计算机传输数据的过程中，保持数据的精确性是关系到计算机
“生死”的大事！Shannon 信息论表明，通信最基本的原则是，你不能只发送原
始信息，你还必须发送一些多余的信息以增加其可靠性，也就是说，用“增加”
冗余度带来信息的精确度和可靠性。信息流频繁地在计算机网络之间来回穿梭，
要提取，要接收，要备份，要存储，这当中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一丁点差错。
Shannon 说，信息总是在“噪音”中传输，这正是当今计算机网络世界里信息流
所面临的状态。庞大的结构和复杂的网络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稳定、不确定，时
时刻刻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噪音”，有人估计，网上产生“噪音”的概率高达
20%左右。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侦测和纠错码算法就是对付噪音的“法宝”。它的
核心在于：所添加的信息“冗余度”正是各类校验码，让接受一方可以很容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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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出错误的信息，这对数学家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当人们这样做
的时候，还要想方设法把校验码所添加的信息量尽可能地降低，从而确保传输的
速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种名为低密度奇偶校验码（low-density paritycheck codes）的方法受到极大关注。如今这些代码的用途业已非常广泛，从卫星
电视传送到深海光缆通信无处不在。
就信息的冗余度理念而言，若从纠错码相反的方向展开，那就是减少冗余度，
它同样功效显赫，例如压缩码算法。
压缩算法思想的核心就是：发现要挖掘出信息或数据中那些具有一定规律的
部分，然后采用另一种更经济、更简洁的描述取而代之，从而达到减少信息负载
的目的。另外，接收方往往不需要发送方的全部信息，这也会带来压缩信息的需
要。不妨设想一下，在马拉松比赛中，一个负载 30 公斤的运动员的速度是无法
与不带任何负载的运动员的速度相比的。
我们知道，微博是普通大众参与和分享相关信息的平台。它发展迅速，规模
巨大，影响深刻。微博上的“原创”、
“转发”、
“回复”等功能，其本质就是带“指
向”的信息传输；而微博上的“关注”和“@”操作最为重要，因为这涉及在微
博用户之间建立起特定关系，诸如“粉丝”、
“好友”，
“请求关注”等。与万维网
不同的是，这里是以社会中鲜活的个人为主体，由于信息交流带来的交互影响，
就会形成许许多多的微博“社区”，亦即社会中以信息为纽带，联系紧密的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形成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咖”、
“意见领袖”等。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群体或者说“社区”涉及的用户总数大得惊人。以中国
为例，截至 2014 年 6 月，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 2.75 亿，而且这都是社会中最具
活力和影响的人群。在微博平台上，针对“社区”的建立，要用到“相似度算法”
；
针对“大咖”的形成，要用到“影响力”算法；以及针对特殊需求而建立的搜索
算法等。因此，上面提到的一些重要算法思想，在这里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尽
管具体细节和内容并不相同。例如，仅以“影响力”算法为例，基本上仍是采用
谷歌的 PageRank 算法思想，让“用户”取代“网页”，“关注关系”取代“链接
进入”，“影响力”取代“权重”等。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微博“社区”本质上是一个关系网络，这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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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往往与另一些“社区”也有着联系。因此，若改变尺度，我们也可以将这些
“社区”看作是更大网络上的“节点”。于是，信息在这样分层的复杂网络上传
播时，在某个节点上会得到来自“用户”的推力，于是，形成信息传播“推力叠
加效应”，最终导致某些信息的爆炸性扩散。针对在微博上信息传播的巨大冲击
力，掌握它的规律乃是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很大的挑战。
紧随微博其后还有“微信”，这是一项中国人开创的技术。它的发展速度比
微博更为迅猛，从问世到达到一亿用户仅仅用了 433 天，这在信息技术发展历史
上简直就是个奇迹。截至 2013 年 8 月，微信用户已高达 6.6 亿。其中中国国内
用户已达 5 亿左右，海外用户在 1.6 亿左右。
微信运行信息的形式非常广阔，包括社交、游戏、邮箱、音乐、地图、购物、
支付、理财、生活服务等各种功能一应俱全，微信正在成为一个超级 APP。它既
与智能手机紧密结合，又能与 PC 系统结合共享。它传输信息的容量大大超过了
微博；在传输信息的形式方面，它不仅包括文档、图片、视频，还包括用户的声
音；它联系的方式多种多样，既包括扫描二维码，也可以搜索，双方也可简单地
“摇一摇”；WiFi 更让微信如虎添翼，信息交流的两边，不管对方多么遥远，都
能建立及时的联系，而且不用计算流量。

图2

以上是微信的主页。在弯弯地平线上站着一个人，背景是圆圆的月亮。有人
说，那个人就是微信的开创人张小龙。对此构图，有人建议说，应该有两个人，
他们在交流……。张小龙却说：不能增加，因为这反映了：人很孤独，所以需要
沟通。是的，作为社会属性的人，“沟通”成为人的迫切需要。微信把“沟通”
作为它的“基石”，定位非常正确。Shannon 当年建立信息论的基点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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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小龙列出的对他影响最大的八本书中：包括 Kevin Kelly 的《失控（Out
of Control）》和《科技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James Gleick 的《信
息简史（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a Theory，a Flood）
》等。也就是说，微信之
所以发展得这么快，这与它从起点上掌控了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真谛有着
密切的联系。张小龙甚至说，如果在面试一名应召员工时，只要他说他已认真看
过《失控》这本厚书，我就立即聘用他。也因此，有人戏称他是“失控微信先生。”
在《失控》一书中，Kevin Kelly 认为，这些信息群体有着与生物群体（如
蝙蝠种群）一样的诉求：要么复制，要么消亡。因此他断言：“信息要的就是被
复制。”（见参考文献 7，第 317 页）。笔者要强调的是，信息的“复制”往往是
通过“communication”来实现的。
在上一部分，我们已提到：信息传输是一个“逆向推断过程”。机器翻译这
条路曾在 1966 年被“权威”报告（美国 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一度“堵死”。到九十年代有幸“起死回生”，主要得益于 Bayes 统
计方法。Bayes 方法和 Shannon 的传输过程以及语言的翻译过程十分类似，都是
“事件”发生后“逆向推断过程”，可以说两者“一拍即合”，其结果让机器翻译
大行其道。这个中原理，乃是抛开那些繁琐的语义和语法，让计算机集中“考虑”
词语和语句的字词分割和组合，然后寻求适当的对策，而这正是计算机擅长运作
的。机器翻译主要依据两样东西来组合出最靠谱的目标语句。其一是源语言和目
标语言的语料数据库；其二是借助 Bayes 方法，简要地说，采用词语分割和搭配
的算法，选出若干关联语句 f1，f2， ……，fn, 并借助于 Bayes 公式分别计算出
每个条件概率 P(file)，然后基于语料库，用比较的办法找出最大概率者，它对应
的句子 f 就是要找的结果。至今，其成果已令人刮目相看。微软的 Skype 于 2014
年 12 月宣布推出实时机器翻译的预览版，支持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实时翻译，并
宣布支持 40 多种语言的文本实时翻译功能。这样的景象，让人看到了人类搭建
Babel Tower 的曙光，令人振奋。随便说一句，由于种种原因，Bayes 方法一直处
于“边缘化”状态，而信息论却让它大放光彩。
“本
在这一节结束的时候，我乐于引用 Shannon 的同事 Irving Reed 的评语：
世纪只有几件事能在对科学和工程学的影响力上超越（Shannon 这篇论文）。通
过这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他极大地改变了通信理论和实践的所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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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真万确，Shannon 开启的信息论及其引发的技术发展，已经改变，正在改
变，还将更大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方面”。

三、信息论如何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1. 信息过程具有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平行的地位与意义
我们都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能把热量从低
温物体传向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它变化。用熵的语言来说，孤立系统的熵永不自
动减少，熵在可逆过程中不变，在不可逆过程中增加。对此，我们将信息过程与
热传导过程做一个平行对比分析。
首先，热力学的熵与该系统的能量关联，于是就与做功关联，做功就是“有
作为”的表现：热力熵越小，蕴含的能量就越大，也就越有作为。因此，我们就
可以把热力熵视作该系统“有作为”的反向度量。
然而，信息熵与该信息的规律关联，于是与传递信息的意义关联，信息熵越
小，蕴含的意义就越多，也就越有作为。因此，我们可以一样地把信息熵视作该
信息“有作为”的反向度量。
其次，热现象普遍存在，无处不在。
信息同样普遍存在，无处不在。
第三、热不是物质，也不是流体，更不是什么“热素”
，热是构成该系统分
子运动程度的集成表现。
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更不是什么“精灵”，信息是构成该信息比特
的集成表现。
第四、生物系统的进化得益于系统外部的能量，并给热力学熵增带来逆向拉
力。这种逆熵过程可视为在地球热传导大方向上的逆向漩涡，它们构成了丰富多
彩的景观。
非生命信息系统的进步得益于生命信息系统（尤其是人类）的能量，并给信
息熵增带来逆向拉力。这种逆熵过程可视为在信息熵增大方向上的逆向漩涡，它
们所构成的丰富景观，一点不亚于地球上的生命系统的熵增过程。
第五、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信息对人类具有天生的附着性，正是 Shannon
在建立信息论时第一次试图“切割”掉信息对人类的附着性。虽说这个“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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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彻底，
“只是一小步”，但对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谁说不会是惊天动
地的“一大步”呢！
第六、在时间维度上，热力熵增加的方向给出了宇宙的时间走向，姑且称为
“热时间方向”。
但是，信息熵增加的方向是不是也应该给出相应的“时间”走向呢？我们姑
且称其为“信息时间方向”。
我们知道，改动一个比特也需要做功，“热时间方向”与“信息时间方向”
应该是同一回事。但是，看起来各自的“时间尺度”相差很大。
2. 我们的时代图标是什么？网络还是莫比乌斯带？
人们都说，令人惊叹的信息论及其引发的技术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
社会结构。然而，应该怎样认识和简洁地描述这种改变呢？我们在这里尝试回答
这个问题。
Kevin Kelly 在《失控》中明确地提出：
“网络是 21 世纪的图标”。他就“群
体链接”、
“无边界”、
“去中心化”、
“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的特点作了精彩的
论述。
但是，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网络中的节点对应着系统的元素。那么，在
这些网络元素之间到底发生了哪些本质的变化呢？这正是我们要考察的问题。网
络的确反映了系统元素之间的关系，然而元素之间不仅局限于“连接”的关系。
我们认为，元素间的互动和“角色”转换在系统中更为重要，更为本质。
请看，生活在当今社会中的我们：
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既是读者，又是作家，
既看新闻，又做记者，
既是参与者，又是评判者，
既是诉求者，又是给予者，
……
凭借着信息技术的优势，我们不停地在这两种不同角色之间转换。必须强调
的是：
这种转换那样轻松容易，在顷刻之间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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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换那样频繁地发生，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就会发生不知多少次；
参与这种转换的人群如此之多，动辄要以亿计算；
这种转换拉近了与某些人们的距离，同时又疏远了与另外一些人们的距离；
这种转换加大了人群之间的亲和力，让“社区”成为了社会的“部落”，构
成了当今社会崭新的“基本形态”；
这种转换借助于“部落”，可以瞬间形成“意见诉求”，并成为推动社会前进
的力量。
说到底，这种转换是借助于当今信息技术实现的。因此，如果说相对于我们
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那么，信息技术提供的世界就是“虚拟世界”。人们
就是这样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里来回游走，实现着上述种种角色功能。
这就使我们想起了莫比乌斯带。作为一个抽象符号，这个神奇的环带曾用来
表示无穷大，帮助人们的思维逃脱“有限”羁绊。今天我们用它来刻画信息技术
带来的新的生活结构模式。
他的一面是真实生活的社会，
“另一面（姑且这样说）”是信息构成的虚拟社
会。
这个莫比乌斯带同样具有诸如“群体链接”
、
“无边界”、
“去中心化”、
“没有
开始”、“没有结束”的特点。
更重要一点，在这个莫比乌斯带上，真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比重是变化的，
随人而变的，但总的趋势是，以比特位表征的虚拟生活一面却会越来越大。

图3

巧合的是，在刚刚结束的维也纳国际信息科学峰会上，会议的图标也正是莫
比乌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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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这是一条永无终止的征程，往后会是何种景象，现在还很难描述清楚。但其
趋势业已表明，在信息熵增和信息熵减两个方向上的拉力都在空前增大，而且信
息熵增会更加显赫。爆炸性大数据的涌现，就是信息熵增的具体体现。这种态势
已对人类的智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在检验着人类的智力能不能继续在信
息熵减的方向继续再展拳脚。
参考文献：
[1] Claude 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Reprinted with corrections
from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Vol. 27, pp. 379–423, 623–656, July, October,
1948.
[2] Erico Marui Guizzo, The Essential Message: Claude Shannon and the Making of Information
Theory, September 2003.
[3] James Gleick,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Pantheon Books, 2011;( also
Chinese version 2013).
[4] 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48.
[5] John MacCormick, Nine Algorithms That Changed the Future--The Ingenious Ideas That
Drive Today's Compu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文版见：[美] 詹姆斯•格雷
克著，高博译，《信息简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年）。
[6] Language And Machines——Computers in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A Report by the
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Washington, D. C. 1966.
[7] [美]凯文·凯利著，陈新武译，《失控》，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年。
注（根据维基百科编摘）
：莫比乌斯带（Mobius Strip）由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Augustus F.
Mobius）和约翰·李斯丁（Johann B. Listing）于 1858 年分别独立发现，它指把一条纸
带扭转 180°后两头再粘接起来做成的一个纸带环，从而把一条纸带的两面转换成一个
单侧曲面。莫比乌斯带具有很多奇妙的性质，例如，一只小虫可以爬遍整个曲面而不必
跨过纸带的边缘，等。有一首小诗这样描写莫比乌斯带：
“数学家断言：
莫比乌斯带只有一边。
如果你不相信，
就请剪开一个验证，
带子分离时候却还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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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信息研究进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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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信息概念在众多学科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学科根据其不同的

目标和不同的历史背景，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信息概念。根据研究进路
的不同，西方信息研究可分为九类。数学进路目的在于为信息的测量提供精确的
数学方法，主要有通信的数学理论、计算理论和组合理论。语义进路研究被数学
进路所忽视的语义信息，目的在于提出信息的语义内容的测量。逻辑进路则将信
息概念应用于逻辑之中，为逻辑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动力学理论则关注信息的
因果动力学过程，力图为厘清信息与因果过程的关系，为信息研究提供科学基础。
信号博弈论则运用合作博弈论的成果，以自然主义的精神来解决信号是如何自发
地涌现出来的问题。泛信息主义则将信息视为像物质、能量一样的宇宙的基本性
质。信息不是被解释的对象，而是解释其他现象的出发点。符号学进路则跟随皮
尔斯符号学的脚步，提出了富有洞见的符号学信息理论。哲学进路则研究信息概
念或信息现象的哲学意蕴，主要包含信息的哲学反思和信息哲学作为第一哲学两
种观点。跨学科进路认为信息是多层次涌现的复杂现象，应该以跨学科的角度进
行研究。虽然不同研究进路中信息概念的涵义不尽相同，但却可以相互借鉴，为
信息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信息，测量，语义，逻辑，信息动力学，信号博弈，符号学，信息哲学，
跨学科
“在科学中，信息概念是个中心统一概念。它在物理学、计算与控制论、生
物学、认知神经科学，当然还有社会科学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1]近些年来，
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同时由
于当代自然科学向生命与认知研究领域的转向，信息因其关键角色而成为不同学
科所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信息研究的新成果层出不穷，不同学科涌现出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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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研究进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信息科学的发展，使
国内信息科学研究者充分了解当代西方信息研究的最新发展，本文打算将西方学
者在这方面近几十年来的研究与发展进行一个系统的介绍。
由于不同学科的追求目标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每个学科处理信息概念的方
式也不尽相同。这些学科所采用的进路多种多样，从纯粹量化的到纯粹质性，各
种进路应有尽有。本文所介绍的第一条进路是数学进路，代表性理论有申农
（Claude Shannon）和威弗尔（Warren Weaver）的通信的数学理论，柯尔莫哥洛
夫（Andrey Kolmogorov）的计算理论和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信息组合理
论。第二条进路是语义信息研究进路，它是由耶霍舒亚·巴尔-希列尔（Yehoshua
Bar-Hillel）和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建立的，又被弗雷德·德雷斯
基（Fred Dretske）与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oloridi）进一步发展。第三
条是逻辑进路，开始于大卫·以色列（David Israel）和约翰·佩里（John Perry）
的经典工作，又进一步被范丙申（Johan van Benthem）发展。第四条进路为信息
的动力学理论，主要代表有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和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第五条进路为信号博弈论，该理论首先由大卫·莱维斯（David Lewis）
创立，由布利恩·斯凯姆斯（Brian Skyrms）及他的同事进一步发展。第六条是
泛信息主义，主要代表有约翰·惠勒（John Wheeler）、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和托姆·斯托尼尔（Tom Stonier）。该进路将信息视为宇宙的一个基
本性质。第七条是符号学进路，主要是一些符号学家提出和坚持的，比如文弗莱
德·诺斯（Winfred Nöth）。这条进路的当代发展还包括生物符号学中对信息概念
的讨论。第八条是哲学进路，这条进路或者将信息概念应用于传统的哲学问题，
以带来新的启示，像格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德雷斯基（Fred Dretske）
和露丝·米丽根（Ruth G. Millikan）；或者以信息概念为出发点建立全新的哲学，
如弗洛里迪（Luciano Foloridi）。最后一条为跨学科进路，它首先由维纳（Norbert
Wiener）和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倡导，马克鲁普（Fritz Machlup）
、索伦·布
所坚持，在当代被沃尔夫岗·霍夫基尔奇纳（Wolfgang Hofkirchner）
赫尔（Søren Brier）和约翰·明格斯（John Mingers）进一步推进。
本文的划分并不是十分严格的，不同进路之间也不是互不相容，甚至同一个
人的理论可以被划分成不同的研究进路。这是由于信息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以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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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究进路之间的非线性互动所导致的结果。笔者将在本文中简单介绍这九大研
究进路：首先介绍它们的目标、研究方法和内容，然后初步反思当它们应用于解
释日常信息现象时的优点和局限性。

一、数学进路
尽管信息这个术语的起源与哲学纠缠在一起，具有很长的历史，但它的科学
意义却源于信息的数学理论。在其中，数学方法用于衡量信息的量。信息的数学
研究进路并不关注信息的意义，因为信息的语义方面由于是质性的而且很难被转
换成数学。根据柯尔莫哥洛夫的划分，主要有三个信息的一般数学理论：申农和
威弗尔的通信的数学理论、彭罗斯的信息组合理论和柯尔莫哥洛夫的计算理论。
另外，这一节也会简要地讨论西拉德（Leo Szilard）和兰道尔（Rolf Landauer）
关于信息在物理学基础方面的工作以及冯·诺依曼关于量子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中
的一些信息问题。再加上生物信息研究，这些理论构成了自然科学中的信息研究
进路。
1. 通信的数学理论
继承于奈奎斯特（Harry Nyquist）[2-3]和哈特莱（Ralph Hartley）[4]的先驱工
作，申农与他的同事威弗尔一起发展了通信的一般数学理论。根据威弗尔的说明，
通信问题有三个层次：关注通信过程中符号传递精确性的技术问题，关于接收者
理解意义的语义问题以及着重于通信的有效性问题[5]4-5。尽管技术问题看起来是
表面的问题，语义问题和有效性问题包含了通信问题的绝大部分哲学性内容，但
后两个层次深深地依赖于前一个层次，因为它们要受前者的约束。因此，技术问
题的理论是对信息与通信进行哲学反思的基础。由于只关心工程问题，而通信的
语义方面与此无关，申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MTC）为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一个一般理论[5]。
对于申农来说，通信有意义的方面是从一组可能的消息中实际上选择出来的
消息。信息是对一个人在选择消息时的自由度的测量。MTC 的目的在于探索如
何设计实现这一选择过程的人工通信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将发送者意图发送的信
息传递给接收者。这个项目的主要任务是测量这类通信系统的传输能力。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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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个目标，它必须比较从信源发送的意向信息的量与接收到的信息的量。比较
的结果就是信道的稳定性和传输能力。因此，必须找到测量信息量的一般方法。
申农将信息定义为选择的不确定性的消除，这能够用概率来测量。假设一个信源
存在有限的可能状态，每个状态的概率相同，这些状态构成了潜在的不同消息。
信源中这些消息的概率总和为 1，那么信源可看做意向消息产生概率的函数，这
一般被表示为对数方程：

I = k log2 p
I 表示意向消息的信息的量，p 是意向消息产生的概率，对数的底数一般取
2，因为它对应着逻辑值的量：真和假。这个等式的基本含义是：一个消息的可
能性越大，它所包含的信息就越少。换句话说，一个人的选择自由度越大，他所
获得的信息就越多。由于这个等式在数学上类似于热力学熵的测量等式，申农听
了冯·诺依曼的意见后，也将其结果称为信息熵。
由于 MTC 纯粹量化的取向和对信息质性方面的忽视而恶名远扬。由于学术
界越来越关注信息语义和语用方面，他们批评 MTC 并不是信息的理论，因为它
丢失了信息概念本来的含义。然而，我们不能在倒洗澡水时，连同里面的孩子一
起倒掉。如果将 MTC 置之不顾，我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信息理论。如果
我们想要在信息研究上走得更远，我们可以从 MTC 中至少学到三点经验。第一，
正如威弗尔所说的，MTC 揭示了信息过程的物理限制。信息只能在某个具体的
通信系统中传递，这依赖于信道的传输能力和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噪音问题）。
第二，申农和威弗尔将信息定义为一个人选择消息的自由度和不确定性的消除，
这意味着“信息概念不是应用于个体消息（正如意义概念那样），而是这个情境
整体。”[5]9 换句话说，信息所指称的是整个通信过程，而非从信源传送到目的地
的某种实体性东西。由于信息的测量是对一个人选择消息的自由度的测量，这意
味着信息过程是主观相关的，尽管它是一个客观过程。这是信息意义
（significance）的起源，因为消息的选择能够满足通信参与主体的特定目的。第
三，信息熵与热力学熵的相似性不仅仅是表面的。从后面将要介绍的迪肯的工作
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两种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能够为信息过程奠定物理
动力学基础，并为信息的语义学方面的说明提供新的启示。因此，MTC 并不是
我们应该丢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而是信息研究新探索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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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信息的数学理论
彭罗斯的信息组合理论的形式类似于 MTC，不过它依赖于组成系统宏观状
态的微观状态的频率，而非消息的概率。在这里，一条消息等价于一个微观状态。
1

微观状态与另一个信息的关键概念，即冗余紧密相连。简单来说，冗余或者是

信息的直接重复，或者是结构中的关联，这个关联能够约束它所提供的信息。[6]
尽管冗余降低了一个信号所能传递的信息的量，但它使理解该信号的信息得以可
能，因为它为理解者提供了可预测性。这与信息过程的动力学结构有着深刻的联
系。
信息的冗余也与第三种信息的数学理论，也就是算法理论相联系[7-14]。计算
理论或信息的算法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一条消息所包含的信息的量是这条消息最
短描述的长度。根据通用计算机，如图灵机，所有的描述都能够被编码为二进制
程序。我们可以用计算时间来测量一个描述所包含的信息量。科利尔认为，柯尔
莫哥洛夫对信息的测量要比 MTC 和组合理论更基本，因为它并不是根据概率理
论来界定的，并且可以应用于个别情况[6]，这个理论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测量信
息的冗余。简单冗余只是系统微观状态的重复。另一种形式的重复是马尔科夫冗
余。在时间序列中，每个微观状态都会约束下一个微观状态。也存在层次性冗余。
这就是说，在超越系统特定层次上发现的冗余或形式并不能在较低的层次发现
[6][13]

。追随柯尔莫哥洛夫的脚步，查尔斯·贝内特（Charles Benett）用逻辑深度

来计算层次冗余的测量[16]。从它的压缩形式来看，产生一个简单冗余的表面结构
的计算时间很短，因为计算它的结果很容易。但很难计算长序列或层次性的压缩
形式的冗余，因为它们的逻辑深度很深。不论是组合理论，还是算法理论，都可
以应用于通信的高效编码的构建。这条研究进路被高达娜·道迪格-肯格维克和
[17-21]

马克·巴尔金所继承与进一步发展

。

3. 自然科学中的其他信息理论
以上三种信息的数学理论都是纯粹量化的，目标在于计算信息的测量而非关
注信息的意义。因此，它们远离了信息的日常使用，尽管它们在技术、工程方面
的应用给日常生活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除了这三种数学理论，在自然科学中还

1

哈特莱的先驱性的通信理论也是基于元素的频率（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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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三种研究信息的进路：物理学中的信息，量子信息和生物信息。
尽管我们都从维纳的名言中得知通信过程中的能量消耗不能够成为信息的
精确测量[22]132，但信息过程确实依赖于物理过程，并且会消耗一定的能量。基于
信息的算法理论，西拉德和兰道尔发现，信息过程存在着物理限制，“在将 1 比
特重置为 0 时，不存在比转换 ln2 焦耳的功更好地重置运作的物理实现”。也就
是说，不存在不消耗能量的信息，1 比特的信息至少要消耗 ln2 焦耳的能量[23-25]。
冯·诺依曼将 MTC 应用于量子理论，用量子比特作为经典比特的普遍形式，
这用一个具有两个状态的量子力学系统的量子状态来描述。这在形式上等同于一
个复数上的二维矢量空间[26-27]。这个理论在计算机科学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已
经成为量子计算机的理论基础。这也启发一些学者将信息看做具有像物质和能量
一样的基本性质，例如惠勒的“万物源于比特”。
由于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在生物学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
很多生物学家来说，生命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可以被看做信息的表达。DNA 的复
制可以被视为信息传递的过程，其目的是用来传递生命信息的编码。生物信息理
论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个过程如何使生命得以可能[28]。
以上所有的这些理论构成了自然科学中的信息理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
些理论要么关注信息概念的纯粹量化问题，要么关注信息过程的因果基础。尽管
它们为信息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但它们对我们理解信息概念的日常含义不可能
有什么帮助。

二、信息语义学进路
1. 巴尔-希列尔和卡尔纳普的语义信息理论
通信的数学理论的目标在于为有效通信系统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而非澄清
信息的内容，因为信息的语义方面与它的目标无关。然而，由于 MTC 的广泛影
响和信息概念的滥用，MTC 误导人们将信息的数量与信息的内容相混淆，将信
息的定义从“信息＝信号序列所表达的东西”转换为“信息＝信号的序列”。[29]
因此，语义信息的测量理论不同于符号序列的测量理论。
根据这个澄清和归纳概率理论，巴尔-希列尔和卡尔纳普建立了语义测量的
形式理论[30-31]。这个语义信息理论的形式与 MTC 的形式相似。正如 MTC 假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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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存在有限的状态，以便于能够计算意向消息的概率，这个理论假设了一个有
有限语言元素的固定语言系统，这些元素都有语义内容。利用归纳逻辑理论，通
过测量所排除句子的数量，我们能够根据一个句子在这个形式知识基础（即固定
的语言系统）中的出现概率来计算它的内容的量。正如 MTC，意向句子所排除
的其他句子越多，它所包含的信息内容也就越多。这被称为倒转关系原理（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Principle）。这个理论与 MTC 的本质不同在于，这个理论是
语义内容相关的。比如说，根据 MTC，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序列与一个拥有相
同序列的句子的语义可以有相等的量。但对于语义信息理论，无意义句子的内容
的量为 0。只有当两个句子互不相干时，相加性原理才成立。另外，分析性句子
内容的量是零，因为它的内容可以从它的前提中推演出来。
这个语义信息理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的逻辑起点是一个想象的
具有有限句子的固定语言系统。这与我们的直觉相悖。因为自然语义富有创造性，
能够产生无穷多的句子。因此，不存在像这类固定语言系统的自然语义来作为决
定所有真句子的基础。第二，巴尔-希列尔的目的在于发展一个摆脱发送者和接
收者的纯粹语义信息理论。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不存
在明显的界限[32]137-146 并且，没有发送者和接收者，信息不可能被理解。第三，尽
管它被称为语义信息理论，但除了提供了一种测量信息内容数量的方式之外，它
对于信息的本来含义仍然没有说什么。第四，这个理论隐含着一个悖论，即自我
矛盾悖论（a self-contradicting paradox）。根据倒转关系原理，自我矛盾的句子包
含最多的信息内容。语义信息研究的进路被凯米尼

[33]

、斯穆克勒[34]、和海廷加[35]

进一步发展。
2. 德雷斯基的语义信息理论
基于 MTC，弗雷德·德雷斯基从一个辨别开始也建构了一个语义信息理论。
德雷斯基的这个辨别是信息与涵义（meaning）的不同。涵义可错而信息不能，
因为，直觉上，信息给接收者带来知识，而知识是真的。假设 F 是一个世界事件
的特定状态，s 是信源，k 是接收者的背景知识，r 是某个依赖于意向信息的东西，
一个信号携带 s 是 F 的信息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A）这个信号所携带的关于 s 的信息与 s 是 F 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信息一样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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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是 F。”
“（C）这个信号所携带关于 s 的信息的量是（或者包含）s 是 F（而非，比
如说，s 是 G）这个事件产生的量。”[36]63-64
那么，信息的内容是：
“给定 r（和 k），信号 r 所携带的信息 s 是 F=s 是 F 的条件概率是 1（但是，
如果只给定 k，它将会小于 1）。”[36]65
德雷斯基的进路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将 MTC 与信息的语义内容联系了起
来。由于信息与认识论之间的深刻联系，他将这个定义应用于认识论。[36]92 信息
是独立于任何认知主体的东西，但当这些主体使用信息时，却能给他们带来知识。
[37]31

“知识是信息产生的信念。”[36]92 然而，这个语义信息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内在

的紧张。首先，如果信息是独立于任何观察者的东西，那么信息与其他因果事件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信息是否是与因果事件不同的东西？如果是，我们
如何将信息与其他的因果关系区分开来？第二，德雷斯基所描述的信息过程仍旧
是一个理想的过程，实际的信息并不是这么实现的。正如米丽肯所批评的：“从
这样一个信号中学到某些东西似乎要去要求这个有机体不仅仅有发现携带信息
的信号的途径，还要求存在某种独特的信息通道，同时还要知道什么样的语义映
射函数，什么样的翻译规则，如何去应用的途径。”[32]33-34
3. 强语义信息理论
最新的语义信息理论是由弗洛里迪发展的，与他称之为弱语义信息理论
（TWSI）的巴尔-希列尔和卡尔纳普的理论对照，他称之为强语义信息理论
（TSSI）。[38]109 弗洛里迪从倒转关系原理所暗含的悖论出发，他认为使 TWSI 走
[38]109

向悖论的原因是因为它基于概率分布。

TSSI 通过依靠真-值，可以避免这个

悖论。语义信息是很好构成的、有意义的、真数据[39], [40]12, [38]104。正如德雷斯基
一样，弗洛里迪指出，语义信息是内在地为真，它先验地包含了真理，而虚假信
息（disinformation）和误传信息（misinformation）并不是真正的信息，它们的信
息功能是从真信息派生出来的。通过预设一个包含了关于系统的完美完整信息的
理想文本，弗洛里迪认为尽管所有的信息为真，但信息的真值却有程度上的变化。
因为，在信号所携带的信息与给定的世界状态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符。
然后，他建立了一种形式方法来计算信息性（informativeness）的度量。
“关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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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情境的语义信息呈现了与至少一个而非全部其他可能性不一致的实际可能性。
矛盾并不是信息-富含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可能性；同义反复也不是信息-富含的，
因为它排除了任何可能性。”[38]129
乍一看，弗洛里迪的理论富有前景，因为它的确解决了巴尔-希列尔悖论。
然而，笔者并不认为它如它所看起来的那样富有前景。首先，追随巴尔-希列尔
和卡尔纳普的足迹，弗洛里迪预设包含了完美信息的理想文本是可能的。然而，
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完全信息，因为信息的内容高度地依赖接收者的局部利
益。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巴尔-希列尔的语义信息理论，还是弗洛里迪的语义信
息理论，它们在逻辑和数学上都很漂亮，但真实世界中的信息并不是这个样子。
除非我们先验地假设一个理想的或高度约束的条件，语义信息内容的策略是不可
能的。第二，信息并不是先验地预设了真理而内在为真的，因为信息是高度语境
敏感的，在不同的情境中，同样的消息可能会有不同的真值。第三，弗洛里迪对
语义信息量的计算靠的是模糊逻辑，信息的信息性是变量。但根据德雷斯基的分
析，根据自然与逻辑的必然性，只有当某信号出现的概率为 1 时，它才携带了关
于信源的信息。换句话说，信息是全有或全无，不存在中间状态。信息的信息性
程度只是一个假设。

三、逻辑进路
严格说来，由巴尔-希列尔和卡尔纳普和弗洛里迪发展的语义信息测量的理
论是关于信息的逻辑理论，因为他们将逻辑作为工具来处理语义信息。这一节所
论述的逻辑进路则是最近发展的理论，是指那些探索信息在逻辑中所起作用的理
论，是由大卫·以色列和约翰·佩里开创的。[41-43]很据范丙申的划分，信息的逻
辑研究主要有三类：作为幅度（range）的信息，作为关联（correlation）的信息
和作为编码（code）的信息。

[44-46]

作为幅度的信息的观念是说，可能存在用来刻画在某个时刻的信息状态的概
率幅度。获得新信息将会缩小概率的幅度，也就是对于系统的实际状态来说降低
不确定性。这个直觉的观点与 MTC 一致，将信息看作不确定性降低的函数。然
而，不同于 MTC，作为幅度的信息也关注信息的更新过程，也就是信息的动力
学过程。通过获取新的信息，主体能够持续地改变它们的认知状态，更新它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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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认识对象的知识。这个观点为语义信息和认知逻辑的多方面研究提供了新的视
角。
作为关联的信息关注信息的关于性（aboutness）方面。信息总是趋向于关于
与信息主体相关的某些对象，这种关于性能够将不同的情境关联起来。这与信息
流的观念相联。由于系统的结构和情境的约束，该系统某个组成部分的某个状态
能够包含一个在时空上相当远的组成部分的信息。这个观念在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中得到发展，称之为关联范式。这个范式探讨信息是如何从系统的一部
分流向其他的部分。这置身于情境的结构之中。这个论述为指称和意义的哲学问
题提供了新的启示。
作为编码的信息研究语法和推理的方面，以及信息结构的计算。根据这个观
点，作为编码过程，信息为推理提供了新的洞见。研究这些方面的逻辑设置是证
明论（proof theory）。由于它与信息的编码方面紧密相关，它基于信息的算法理
论来研究信息的计算。信息的动力学过程对于这个观点也十分本质，因为无论是
推理还是计算，它们都是操作语法表征的解释方式。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信息的逻辑研究进路并不探讨信息的本质，
而是将信息理论与相关观念应用于逻辑的研究。因此，逻辑进路实际上不是信息
的研究，而是逻辑的研究。即便如此，由于信息研究的不同进路之间的非线性互
动，它仍然为信息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首先，这个进路关注了以往经典信息理
论所忽视的信息动力学过程。正如逻辑进路所指出的那样，信息的动力学过程与
信息的语义方面是本质相关的。第二，逻辑的情境理论将重心放在信息的语境特
征上，强调信号所携带的关于某个事实的信息并不是信号的内在形式，而是相对
于它所置身其中的语境的。它表明，不存在着一种脱离具体语境的一般意义上的
信息过程。

四、信息的动力学进路
尽管不同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理过程，信息过程首先仍是某种物理动力学过
程。信息动力学进路认为，为了去理解信息，我们应该理解它所置身其中的物理
过程；如果不想将信息视为某种不能被人类心灵所理解的神秘现象，我们必须承
认信息是自发地从自然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学者们之所以将信息看做某种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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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过程本质上不相同的东西，原因在于信息的内容或意义不能够被还原为它的
物理载体。可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忽视了信息与物质过程之间关系的其他方面，
也就是信息的内容或意义能够产生物理后果。换句话说，尽管信息不能还原为实
现它的物理过程，但它仍可能有物理后果。信息动力学理论试图探讨信息的这些
方面。
1. 科利尔信息的动力学基础解释
作为最有影响力的 MTC 信息理论，由于它忽略了信息的语义方面，而大多
数当代信息研究者却特别关注语义信息。然而，约翰·科利尔认为，在这些当代
信息研究者中，大多数走得似乎太远了，以至于并不关注信息的因果方面。正如
威弗尔所指出的那样，信息是由因果过程实现的，并受其约束。过去的理论从先
验概率的降低来思考信息。降低是接收到的信息对接收者的效果。作为物理对象
的内在形式，信息包含于它们的物理结构之中，这使信息有能力来产生这样的效
果。因此，在他一系列的研究中，科利尔指出，如果我们想要把握信息的本质，
那就很必要去理解信息的因果动力学过程。[6][47-52]
对照“熵”（entropy）
，他将信息定义为“负熵（inentropy）＋使成形
（enformation）”，将之等同于秩序，秩序是由系统的最大熵减去系统实际熵的结
果来定义的。使成形是信息的形式或结构约束。[49]“负熵是在系统内做功的能力；
它表征了因果力量的能量方面。另一方面，使成形是改变事物形式的能力；它表
[49]

征了因果的组织方面，是引导能量的能力。”

为了以这种方式定义信息，科利

尔预设了一个自动体（autonomy），他认为这是功能、意向和意义的起源。
“没有
意向就没有意义；没有功能就没有意向；没有自动体就没有功能。[49]”通过过程
和互动的双重闭合，自动体获得了它所需要的信息。这预设了拥有特定宏观状态
的基于融合（cohesion）的非平衡开放系统。
“融合是由系统的部分之间的因果互
动所产生的，这使它对系统的微观状态的扰动不敏感。”[47]它作为施加于系统可
能状态的幅度上的约束来起作用。负熵和使成形的相互转换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
发生，这产生了信息，使信息在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甚至不同系统之间流动。
科利尔的信息动力学理论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他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信息
的因果和动力学方面。但它对于信息的语义内容几乎没说什么。所以它仍然不能
够说明日常信息现象的理论。如果我们将信息视为客体的内在形式，那么这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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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看做是信息。这种解释会带来两个危险。首先，信息被还
原为因果过程，在信息和其他因果过程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那么，信息就成了
一个多余的词汇。第二，这将导向泛信息主义，也就是说，信息充满着宇宙（下
一节将会介绍这种观点）。另外，这个理论中的自动体、功能等概念都是继承自
人工智能的功能主义，同时也将这些概念的不足继承下来。2由于这些困难，科
利尔自己最近也承认，他没能提供一个融贯的信息理论；不过通过符号学或者说
符号理论以及自动体理论，他看到了新的希望所在（私人通信）。
2. 信息的涌现动力学
正如科利尔，特伦斯·迪肯也将他的信息理论构建于系统的非平衡动力学。
[1][53-55]迪肯以这个问题开始他的理论：
“我（通过信息）所表征的东西何以能
够具有物理后果？”这个问题暗含了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信息是某种在本质
上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第二，信息能够产生物理作用。过去的理论不能够对
信息做出让人信服的说明，是因为它们主要关心信息是什么，而信息的关键是它
不是什么。空缺（absence）是信息的本质。
“传输信息的能力依赖于与明确没有
产生的事物的关系。”[54]123 换句话说，信息是它所不是的，或者说信息表征了
并非信息载体本身的东西。空缺的这个本质使信息区别于其他的物理过程。信息
指称能力的秘密能够由构建性空缺（constitutive absence）来解释，而构建性空缺
具有涌现动力学基础，这也反过来能够为信息提供涌现动力学解释。
“构建性空缺可以被定义为根据（或者是通过）呈现于（也是潜在的或投射
的）某些外在对象或过程中的属性来结构地或动力学地组织的性质。”[1]换句话
说，空缺是来自于外在来源的约束的结果。也就是说，约束是其他的状态的减少。
这与信息的本来本质，即不确定性的减少相一致。指称信息是约束传送的函数。
因此，本质上说，信息流是约束流。我们可以将约束流视作两个系统状态之间的
动力学耦合互动。通过这种耦合，指称得以可能。这是指称信息的动力学基础。
信息也有作为规范性维度的理解方面。如果没有理解维度，指称信息只是潜在的，
因为物理过程的动力学耦合互动到处都在发生。这意味着如果它们之间存在耦合
互动，任何状态都能够传递其他状态的指称信息。信号与它指称物之间的关系的
稳定性是类似于自然选择过程的结果。
2

感谢科利尔在国际信息峰会（IS4IS）期间为笔者特别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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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解释，迪肯明确地解释了信息的三个层次：热力学层次、指称层
次和理解层次。我认为，迪肯的尝试基本上是成功的。他的贡献可以被总结为两
点：第一，他将信息的隐喻从流转换为空缺，这使信息研究能够逃离物质和能量
的意识形态；第二，他提供了一个让人信服的信息动力学模型，这个模型从动力
学上基本统一了信息的三个层次。除此之外，他的信息动力学理论是基于他的动
力学涌现理论，他试图用这个理论解释生命和心灵是如何从物质中涌现出来的。
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个理论也是某种信息跨学科理论。另外，斯图亚特·考夫曼
（Stuart Kauffman）、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和他们的同事一起也
发展了一种类似的信息理论，“信息就是约束”。[56][57]

五、泛信息主义进路
在他的不朽之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中，
诺伯特·维纳做出了他那个著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关于信息的论断：“但是，
机器每个操作的能量消耗还是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不能成为机器运转的
有效衡量……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
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22]133 这个强论证可能是触发关于信息的不可还原的性质
的观点的源头。于是，一些学者走向了与还原论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信息是像
物质、能量那样的宇宙的基本性质，宇宙从根本上是由信息构建的。我们将这种
进路称为泛信息主义（pan-informationalism）。[58]
1. 泛计算主义
[59]
由于他的名言“万物源于比特” ，约翰·惠勒被视为泛信息主义的符号性

人物。在二十世纪早期的物理学革命之后，量子物理学所描述的世界图景对于回
答千年难题“万物从何处来”提出了新的难题。由于波尔对量子理论的解释，即
量子系统的状态依赖于外在的观察者，惠勒总结的“万物源于比特”表达了这样
的观点：
“万物源于比特。换句话说，每一个存在——每个粒子、每个力场、甚至时
空连续统本身——都从引发回答是或否问题、二元选择、比特的装置中派生它的
功能、它的意义、它本身整个的存在——即使是间接地在某些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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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源于比特符号化了这样的观点，物理世界的每个事物从根底上——在
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深的根底——有一个非物质的根源和解释；我们称之为实
在的东西最终来自于回答是或否的问题和这样设备-诱发回答的装置；简单来说，
所有物理的东西在起源上都是信息-理论的，这是一个参与的宇宙。”[59]310-311
正如弗洛里迪所评论的，惠勒命题实际上是，宇宙的本质特征是数码的，宇
宙从根本上是数码的，由信息组成。[39]由这个判断引发的结论是，宇宙充满了纯
粹的信息。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就很容易去预设一个参与到宇宙的形成
与演化的绝对观察者。这将导致无穷倒退。第二个质疑是，惠勒命题所描述的信
息与日常意义上的信息并不相同，而我们想解释的是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叫做信息
的现象。当代惠勒的追随者包括高达娜·道迪格-肯格维克，她提出了强版本的
泛计算主义。
2. 信息作为组织
追随惠勒，托姆·斯托尼尔在他雄心勃勃的著作中也指出，信息是宇宙的基
本性质。[60-63]他首先区分了信息、消息和意义。信息是组织，是原始材料。当信
息被传送时，可以提供消息。意义是接收者对消息的理解。斯托尼尔认为，信息
是我们在几乎所有系统中都能发现的组织，因此信息无处不在。因为作为组织的
实现的秩序在宇宙中无处不在。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是一个系统无序性的量
度，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一个系统秩序的量度来测量信息。因为能量是宇宙的基本
性质，信息有许多性质与能量类似，因此，信息也是宇宙的基本性质。能量与物
质可以相互转化，信息和能量也可以。
对笔者来说，斯托尼尔的进路有两点疑惑。首先，既然信息等同于组织，那
么信息就成了组织不必要的同义词。既然我们用组织就能过说清楚的事情，为何
还需要信息这个概念？第二，信息一直在增加，因为秩序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增
加，这将会引向无穷悖论。
3. 信息双重维度理论
在他关于意识的理论中，大卫·J·查尔默斯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泛信息主义
理论，信息双重维度理论。[64-65]根据他对意识的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的区分，查
尔默斯将信息也分为两个互补的方面：物理方面和现象方面。基于申农的信息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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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查尔默斯假设信息空间是一个有特定状态的抽象空间。信息空间可以被物理
世界和现象世界同时实现。物理方面可以用贝特森的格言来解释：信息就是制造
差异的差异。这是说，信息的物理方面是通过因果路径和这条路径终点的可能效
果空间来定义的。现象方面是在经验中实现的，经验是意识的不可还原的性质。
信息的物理方面和现象方面的关系满足由查尔默斯定义的意识原理：结构融贯原
理和组织不变性原理。结构融贯原理是说，在物理方面的结构和现象方面的结构
之间存在着某种融贯对应。组织不变性原理是指，拥有相同组织的两个物理信息
系统或状态将会有相同的现象信息。因此，在物理方面和现象方面之间存在着关
键的联系：“每当我们发现信息空间现象地实现，我们就会发现信息空间物理地
实现。”[65]285
查尔默斯的信息双重维度理论满足了我们对信息的直觉认识。一方面它强调
信息的不可还原性，另一方面又讲信息必须有物理基础。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
去寻找这两方面的桥梁。不幸的是，由于信息的现象方面是不可还原的，查尔默
斯走向了某种泛灵论，尽管他自己认为他的立场更像是自然主义二元论。笔者认
为，这种信息二元理论仍然不能让人满意。首先，这个理论除了将之归为经验，
并没有讲清楚现象信息是什么。在他的著作中，除了一些现象描述外，经验这个
概念本身也缺乏明晰的解释。第二，查尔默斯认为现象方面和物理方面的联系很
关键，但它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能够解释这个联系的动力学理论。泛信息主义
注定会失败，因为，如果我们把信息视为宇宙的基本性质，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拒
绝了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被解释的不应该是信息，信息应该为其他现象提供解释。
如果我们想追求更有解释力的理论，这样的态度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六、信号博弈论进路
目前，我们已经论述的进路都关注信息是什么，却没有关注信息与它的载体，
即信号，之间的关系。信号博弈论，由大卫·莱维斯[66]首先提出的，被斯凯姆
斯[67]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试图给出描述性形式理论来解释信号是如何能够携带特
定信息的。尽管这个理论已经诞生了几乎半个世纪了，但它的新发展确实相当晚
近的，至今方兴未艾。[68-75]
信号博弈论的本体论承诺是，信号能够自发地获取它所携带的信息。这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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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目标是去提供如何可能的描述的形式理论。这个问题可被重新构建为“在没
有预先存在的信号发送系统来建立约定前，信息的内容是如何能自发地附着到约
定信号上的。”[75]通过融合信号博弈论、通信的数学理论、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
和试错学习理论，斯凯姆斯发展了一种信号理论。因为信号发送是接收者获取发
送者意图发送的信息的过程，信号博弈形式化了信息的主体间性方面的机制。信
息具有主体间性，这就是说，在同一个信号发送共同体中，任何人都能从同一个
信号中读取相同的信息，尽管信号可能被误读。换句话说，不论哪个个体接收者
接收，一个信号总是携带特定的信息。
莱维斯信号博弈的基本模型，也就是发送者-接收者博弈，包括一对发送者
和接收者，N 个世界的可能状态，N 个能够携带这些状态的信息的可能信号和 N
个可能的行动。发送者能够观察到世界并获取世界状态的信息，并且能从可能信
号中选择特定的信号来表征这个世界状态来发送给接收者。接收者能够选择特定
行动来回应它从接受到的信号所获取的信息。对于每个状态来说，只有一个“正
确的”对应行动，通过这个行动，不论是发送者还是接收者都能够获得 1 个单位
的回报，如果接收者采取了其他行为，那么回报则为 0。发送者的策略是从状态
到信号的函数；接收者的则是从信号到行动的函数。如果它们保证总是能采取正
确的行为，那么这两个策略构成了信号系统的平衡。
斯凯姆斯和他的同事发现，世界状态的信息和信号之间的指称关系能够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稳定下来。这个过程在两个层次上发生：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学
习动力学，比如试错学习，能够应用于个体层次的信号系统的分析；而演化动力
学，例如复制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则可用来分析群体层次的信号系统。
但这两个层次之间的逻辑是相同的。通过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信号系统的
稳定过程不仅能够在信号博弈的基本模型中发生，还能够在更复杂的模型中发
生。欺骗3、同义词4、瓶颈5、范畴6的形成、新信号的发明和信号网络都能够用
这个自发地产生。
除了语义信息的形式理论，信号博弈论为信息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理论。
3

欺骗是说，为了从接收者正确的对应行动中获得更多的回报，接收者有意发送假信息给接收者。

4

同义词是说，如果存在比世界状态更多的信号，那么两个甚至更多的信号将指称同一个状态。

5

瓶颈是同义词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如果存在比世界状态更少的信号，那么一个信号可能同时指称两个
或更多的状态。

6

范畴的意思是，存在表征信号类型的元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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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于关注信息的语义内容的测量的信息语义理论，这个理论关注了在动力学
语用语境中的信息的主体间层次。我们不能指望这个理论揭示了信息的本质，因
为它并不关心这方面，但它却为我们解开了信号诞生之谜。

七、符号学进路
符号学，或者符号理论，研究符号过程（semiosis），即符号在自然和文化中
表征和创造理解项（interpretant）的过程。由于信息也是某种符号过程，因此符
号学也可被看作信息研究的另一种进路，尽管前者比后者有更开阔的视野。在这
一节，笔者并不打算论述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学，因为这将偏离我们的主题，而是
关注由符号学家文弗莱德·诺斯明确阐述的符号学中的信息概念和通信概念。第
二，在符号学另外一个现代进路，也就是生物符号学中，信息也是一个关键概念。
生物符号学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解决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1. 皮尔斯的信息理论
皮尔斯将通信定义为说者和听者之间的符号学互动，在其中，说者发送符号
给听者，听者理解接收到的符号。[76]在符号学中，符号是具有表征项
（representamen）、理解项和对象三方面的能动者。符号的目的是表征对象，并
在理解者的心灵里创造理解项。存在两种符号模式：一种是语法的，一种是语义
的。语法决定是指规则，这是符号的词位方面，其根基在符号的演化史之中；而
语义模式则包含在符号长期倾向对应的它所表达的事实中。作为说者和听者之间
的互动，通信要求两者具有共同的背景知识，能够相互合作。在这种意义上，说
者和听者在通信的过程中融合在了一起。基于皮尔斯对通信概念的分类，存在多
种不同的通信功能模型。7
皮尔斯还发展了一种信息理论，该理论与基于概率的现代信息理论相当不
同。这个理论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直到最近才被诺斯重新发现。[77]不是计算信号
或者信号所表征的状态出现的概率，皮尔斯的信息理论测量象征符号（symbol）
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量。象征符号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本质的和实质的深度和广
度。
“一个术语的本质深度包含所有的‘在其定义中能够预测道德真正确信的质’

7

更详细的介绍见（Nöth, W.,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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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2.410），而他的本质广度则是指所有‘根据其本来含义，这个术语可预测
的真正的事物’
（CP 2.412）。”[77]142“那么，实质性广度指这个术语可预测的‘真
正实体的累积’，而实质性深度意思是这个术语可预测的任何‘真正的具体形式’
（CP 2.414）。”[77]143
“进一步来说，它不仅计算由新的信息性命题所传输的实际信息的值，而且
还计算在象征符号的历史中所获得的积累起来的信息。因此，这既是知识获取的
理论，也是象征符号生长的理论。”[77]137
我们必须承认，皮尔斯的信息理论无论是在量度的意义上，还是在哲学的意
义上都十分优美，意义深刻，需要未来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由于时代局限性，
这个理论缺少动力学基础来为它联系物理过程和信息过程。正如迪肯所说的，
“缺
少这样的基础，符号学理论只会是未成熟的现象分类，而不是自然系统表征过程
的动力学解释。”[1]这个批评对于这个信息理论来说也是正确的。另一个缺陷是，
这个理论中关于信息的讨论只局限于符号语言之中，而信息的范围远比它广泛得
多，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信息。
2. 编码二元性和自然符号学
自保存生命信息的单位 DNA 发现以来，信息在生命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然而，霍夫梅尔（Jesper Hoffmeyer）和伊迈克（Clause Emmeche）认为，这个对
信息的滥用隐藏了真正的问题，使生物学走向了一个模糊不清的隐喻，这个隐喻
混淆了形式和质料。因此，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找回生命的真正问题。他们所发
现的理论是自然符号学或者说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
。[78-79]符号过程是生命
的本质，被主流生物学所忽视的个体意向性在联接形式与质料中起着关键作用。
生物信息是通过符号过程来实现的。这是生物符号学所研究的对象。
霍夫梅尔和伊迈克指出，贝特森的信息定义，即“制造差异的差异”揭示了
信息联接形式和质料的能力。
“信息与质料之间的关系相当不同的身心关系。在我们的描述中，信息和质
料是分开的概念，而在‘真实’世界中，这两者却是不可分的。它们是同一个世
[78]

界的不同方面。除非信息被物质和能量所实现（内在于）
，否则不会存在。”

生命系统通过编码二元性（code-duality）使此得以可能。在自然界中存在多
种多样的差异（differences）。生命系统有能力来选择和回应周围环境中与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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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相关的差异。这种能力就是编码二元性。根据信号过程的普通理论，模拟信
号是对信源中的变量的连续性表征，而数字信号是离散性表征。[80]3-6 霍夫梅尔为
编码二元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解，编码二元性是用两种不同编码——模拟编码
和数字编码——表征信息的能力。生命系统用数字编码来重新描述相关的差异，
而用模拟编码来将数字编码重新换成大自然中的差异，以能够与自然界物理地相
互作用。模拟编码和数字编码共同形成了一个自指环，这构成了信息的完整过程。
对于生命系统来说，数字编码相对于认知，从周围环境中获取相关的信息；而模
拟编码相对于行动，获取物理的生存。模拟编码和数字编码的相互转换赋予了信
息联接形式和质料的能力，一方面形式通过质料来实现，另一方面质料的结构和
过程要受形式的约束。
尽管生物符号学的编码二元性理论目的并不在于建构一个信息理论，但它对
于厘清生物学中的形式和质料概念贡献巨大。而这两个概念与信息概念具有深刻
的内在联系，因此，信息研究仍然能够从中获取很多启示。另一方面，这个理论
也为信息是如何可能的提供了一个明晰的机制，为澄清生命科学中的信息概念、
联接因果性和规范性提供了一条富有前景的道路。因此，未来的信息研究应该能
够从中受益匪浅。生物符号学也深刻的影响了跨学科进路，这将在最后一节介绍。

八、信息研究的哲学进路8
在信息理论的早期，那些先驱们就已经发现，信息概念对于哲学的本体论和
[5][22]

认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

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广泛应用，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些现象背后的哲学意蕴。不过本节所说的信息哲学，都是
关于信息本身的哲学，而非关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哲学。关于信息哲学，有两种
观点。第一，信息一方面能够为传统哲学问题提供新的启发，另一方面也会带来
新的问题。几乎大多数学者都赞同这个观点。第二种观点是，信息如此彻底地改
变了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以至于我们应该从信息的角度来重新定义哲学。相比于
第一个观点，持这个观点的哲学家比较少。
1. 埃文斯关于心灵哲学中的信息概念的论述
8

严格来说，信息哲学并不能算作研究进路，而是信息概念对哲学的影响。但由于笔者本身主要做哲学研
究，特别关注信息的哲学意蕴，因此将之称为哲学进路。感谢闫学杉老师提醒笔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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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斯·埃文斯可能是第一个严肃考虑信息在哲学中的作用的学院派哲学
家。在他的遗作[81]中，埃文斯认为信息是理解知觉和认知的关键。意义、信念和
思想的问题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思考。当考虑知觉和认知问题时，经典分析
哲学将信念和理由放在第一位，因为信念和理由控制着我们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
式。埃文斯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是客观的、独立于信念和理由的信息在认知
过程中起了基础性的作用。信息系统的运作要比信念和理由更源始。携带信息 x
的信念并不等于关于 x 的信念。信息并不是信念的充分条件，因为两个拥有相同
内容的信息状态可能包含相同的信息，但却未必支持相同的信念。换句话说，拥
有特定信息并不意味着觉察到了拥有该信息。传统理性主义陷入谬误的原因就在
于混淆了这两个层次。不同于信念，信息是中立的，与外在世界具有因果联系。
指称、认知、信念和思想都应该建基其上，而非相反。
埃文斯的信息进路为重新思考心灵哲学中的传统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式。他的
观点被后来的哲学家进一步发展，尽管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然而，正如麦克
道威尔所批评的，埃文斯并没有搞清楚信息是如何能够联接理性逻辑空间和自然
逻辑空间的。[82]也就是说，这个理论仍需要一个信息如何起作用的论述。
2. 德雷斯基语义信息理论在认识论中的应用
在第二节中，笔者已经论述了德雷斯基的语义信息理论。然而，德雷斯基的
工作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发展一个语义信息理论，而是想基于信息概念来建构信
息认识论，以重建知识理论。
“如果 K 有关于这个对象的信念，这个信念是这是
F，那么，当且仅当这个信念是由信息这是 F 引起的（或因果支撑的），这个信
念才算做知识。”[36]91 然后，他利用模拟编码和数字编码之间的区分和转换来厘
清知觉和认知的困惑，重新思考信念和概念。根据德雷斯基的论证，当信号用数
字形式来编码信息时，除了它被意图携带的信息外，不会携带额外的信息；当信
号用模拟形式来编码信息时，则会携带额外的信息。9主体通过知觉所获取的是
模拟信息，然后通过认知将模拟信息转换为数字形式。换句话说，模拟信息和数
字信息在认识的过程中可以相互转换。尽管信念是基于信息的，但信念不是信息，
因为信念是可错的，而信息不可错。信念是可错的是因为信念是被主体推动的。
9

应该注意到的是，这里模拟编码和数字编码的含义与上一节中生物符号学中的编码二元性中的两种编码
的含义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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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模拟形式的信息被转换为数字形式的信息时，某些东西可能失真。
德雷斯基认为，从信息的这个方面来说：“一个概念有两面的结构：一面往后看
信息的起源；另一面往前看作用和结果。除非它既有往后看，也就是信息的方面，
又有往前看，也就是功能的方面，一个结构才能算作概念。但赋予这个结构概念
认同性的，也就是使它是这个概念而不是那个概念的，是它的起始的独特性
（etiological specificity）。”[36]214-215
德雷斯基是第一个综合发展信息认识论的人。这个理论为分析哲学和心灵哲
学带来了新的理解。即便如此，在他的意义理论中仍然残留着理性主义。他对模
拟形式的信息和数字形式的信息的解释很有创新性。但是，模拟形式和数字形式
是相对的，这就使他的理论失去了合法性基础。换句话说，不论信息置身于什么
样形式的信号之中，在具体的情境中，一个信号总会携带额外的信息。另外，没
有信息理解者，模拟和数字概念也变得让人困惑。
3. 米丽肯的自然主义符号理论
受生物学范畴的启发，露丝·R. 米丽肯创立了一个更加成熟的符号和意义
理论。[32][83]她的理论与埃文斯和德雷斯基的理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却比它们
更精致、详尽，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详细地论述了信息如何在具体语境中起作
用的机制，而不仅仅是描述理想的信息过程。尽管米丽肯自己称她的理论为生物
语义学（biosemantics）或目的语义学（teleosemantics），而非信息哲学，我仍将
之视为一种信息哲学，因为信息和符号的概念在这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她
的论证与德雷斯基的信息认识论有着亲密的关系。
米丽肯的意义和信息理论是从错误表征问题开始的。由于信息是客观的，有
助于知识的形成，因此，会很自然地认为信息是内在为真的。然而，在通信中，
虚假信息和误传信息确实存在。如果信号携带的信息是内在的为真，那么信息理
论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信号可能传递错误信息。为了解决这个困惑，米丽肯小心地
区分了符号过程的三种不同含义：专有功能（proper function）或稳定功能
（ stabilized function ）， 语 义 映 射 函 数 （ semantic mapping function ） 和 内 涵
（intension）。[84]54 专有功能是符号设想具有的功能，语义映射函数解释了符号
和它所表征的世界事件之间的关系；内涵是个体用来辨别前两种意义以来满足自
己 目 的 的 意 义 。 不 管 任 何 个 体 的 目 的 是 什 么 ， 只 要 是 正 常 条 件 （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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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专有功能就能实现。换句话说，专有功能与个人意向实现的功能和
实际上实现的功能不同。这三个层次的意义都是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专
有功能是稳定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通过这个区分，错误信息的问题可以轻而
易举地解决。如果符号并不是在能够实现其专有功能的正常条件下被使用，那么
它的专有功能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它不能传递它被设想传送的信息。换
句话说，符号完全可能传递错误信息。
在她后面的工作中（2004），米丽肯提出了自己的符号理论，用来阐明这三
个层次的意义是如何能够自发地从自然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存在两种符号：自然
符号和意向符号。如果一对世界事件之间存在着恒常的关系，一个世界事件就可
以是另一个世界事件的自然符号，这个恒常关系就是它们之间语义映射函数。语
义映射函数使我们能够追踪符号的所指。存在映射关系保存于一定的域之中，在
这个域里，信道条件由于某种原因而持续存在或发生。意向符号是由符号使用者
目的性地产生的符号。意向符号是从由符号生产者和符号消费者组成的合作系统
中涌现出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尽管意向符号不同于自然
符号，因为意向符号是关于普遍类型的，具有规范性方面，而自然符号只表征个
别事件，但意向符号的功能建基于局部自然符号。但当自然符号有意地携带了特
定信息时，也可以成为意向符号。自然符号和意向符号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地
分界线，因为两者是层次地置身的。在能动者与它们的地方自然周围环境的动力
学互动过程中，意向符号能够逐渐地由自然符号形成。
通过这个自然主义符号学，米丽肯雄心勃勃地与哲学中最持久的统治者——
理性主义——战斗着。传统上，理性主义坚持认为，知觉、认知和行动总是预设
了理由和推理，我们总是先验地知道或者笛卡尔式的确定我们所认识的某个个别
事物是否为真。正如埃文斯，米丽肯认为意义理性主义混淆了实现专有功能和意
识到实现专有功能。为了拯救理性主义，除了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我们还需要放
弃意义的基础主义，否则我们将落入整体论的陷阱而被迫放弃实在论。正如在她
的符号的自然主义理论所指出的那样，意义和意向性也只是自然的产物。这个彻
底的自然主义进路能够拯救实在论，而不会掉入整体论的陷阱。尽管米丽肯的符
号的自然主义理论十分出色，充满着洞见，但这个理论中的关键术语——信息—
—却缺乏澄清。如果这个理论要想更明晰、更具有说服力，必须阐明信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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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弗洛里迪的信息哲学
正如上面我们所看到的，将信息概念介绍进哲学会产生丰硕的成果。但一些
哲学家认为，信息对于哲学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这些。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是卢西
亚诺·弗洛里迪。他认为，信息对哲学来说如此具有革命性，以至于信息哲学应
当成为第一哲学或元哲学，信息哲学的信息转向应该取代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
[38]25

在他的代表作《信息哲学》中，弗洛里迪构建了完整的信息哲学，在其中阐

明了它的产生背景、问题、基本方法论，然后又构建了第二节中所提到的语义信
息理论，并阐释了这个理论对哲学的意义。在第二节中，我们已经叙述了弗洛里
迪语义信息的定义和理论，这里我将只讨论他的信息定义在处理传统哲学问题时
所带来的结果。
弗洛里迪也提出了解决符号是如何获取意义的问题的方案。他称该问题为符
号奠基问题（symbol grounding problem）。利用抽象层次方法（method of levels of
abstraction）和基于行为的语义学（action-based semantics），他将符号奠基问题
放到语用语境中来探讨。基本上来说，如果一个能动者要能够与世界打交道，也
就是认知和行动，它至少要有两个层次的组织：一个层次是模拟层次，这个层次
能够与具体的周围物理环境相耦合；另一个是数字层次，这个层次能够认知世界
来获得有用的数据。语义内容是在能动者和它的周围环境动力学互动的演化过程
中附着到数据上的。利用这个理论，弗洛里迪发展了真理正确性理论（correctness
theory of truth），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真理是关于构建和处理信息人工物以及
与它们成功互动的，不仅仅是被动地经验它们。
”

[38]208

在论证了葛梯尔问题不可

解决后，他根据第三节中我们所论述的逻辑进路，进一步发展了信息逻辑。接着，
他也提供了知识的信息主义理论（informational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语义
信息要算作知识，不但需要是真的，还要是相关的。”[38]244 最后，在拒绝了泛信
息主义之后，弗洛里迪拥抱了结构实在论，因为作为信息基础的数据在另一种意
义上是结构的。
弗洛里迪发展的信息哲学是对分析哲学的继承与叛逆。信息哲学也综合了人
工智能哲学和计算机哲学的相关工作，可以被看做是这些哲学的高阶版本。由于
它从不同的学科中吸收相关知识，并尝试回答来自不同学科的问题，因此，它也
可以被看做信息研究的跨学科进路。在处理分析哲学所面临的困境时，信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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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十分出色，给传统的哲学问题提供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许多学者进一步将
之发扬光大。然而，它并不见得像它看起来的那么富有前景以至于能够形成革命
性的哲学。这个哲学承诺发展超越分析哲学的创新性哲学，但它内部残留了太多
的理性主义，因此，米丽肯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也适用于它。

九、跨学科进路
一些学者认为，信息是一个复杂现象，并不只存在于系统的任何独特的层次
上，因此，应该通过探究系统不同层次的涌现动力学——从最初级的物理层次到
对高级的规范性社会层次——来研究。目前不存在任何学科能够单独地阐明信
息。因此，信息研究需要跨学科进路。实际上，在信息理论和控制论早期，信息
就已经被学者们视为跨学科现象。维纳[22]和贝特森[85-86]就是其中的代表。在今天
的信息研究中，跨学科学者变得越来越活跃，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一节，
我讲阐述三位跨学科学者的工作：约翰·明格斯、索伦·布赫尔和沃尔夫岗·霍
夫基尔奇纳。
1. 明格斯的信息系统理论
由于传统理论往往将信息定义为“过程数据”或“数据加意义”
，而不厘清
数据、信息和意义之间的区别和关系。通过综合性地将马图拉纳和瓦雷拉的认知
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融合进德雷斯基的语义信息理论，明格斯在他一
系列的工作中，[87-90]尝试为这三个概念提供一个融贯一致的分析。信息系统总是
通过身体置身于周围环境之中。也就是说，身体是能动者和它周围环境的中介面。
信息系统中最基本的元素是差异，差异构成了数据，为信息奠定了基础。意义是
由符号携带的信息产生的，而非相反。“信息是客观的，但对排除在意义世界之
外的人来说，是终极不可认识的。意义是主体间性的——这是说，基于共享的约
定或理解——而不是纯粹主观的。信息和信息过程系统存在于更广阔的意义或意
义制造的语境之中，信息科学（science of information）学科需要考虑这一点。
”
[87]

将信息转换成意义涉及到模拟的数字化。因此，信息的语义和语用维度都可以

包含在这个框架内。
明格斯的信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联接信息和通信的个体和主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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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理论。由于他说信息是由符号携带的，但他并没有讲清楚符号是如何能够
携带信息的。另外，他拒绝马图拉纳和瓦雷拉的术语“结构决定性”，因为他认
为这个术语太强了，很容易走向生物还原论，但却没有给出合适的替代性方案。
2. 控制符号学
经 过 30 多 年 的 持 续 努 力 ， 布 赫 尔 发 展 了 一 个 他 称 之 为 控 制 符 号 学
（cybersemiotics）的跨学科理论框架，它涵盖了信息、认知、意义、传播和意识。
[91-92]

布赫尔的工作是从信息过程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中存在的

难题开始的。信息过程范式只以逻辑或概率的方式来研究信息，但信息研究更实
质的、更有趣的问题是：在经典信息理论中，信息被客观地、概率地定义，是物
质本体论的，这样的信息如何能够变得对生命系统来说是有意义的和经验性的？
因为信息是跨越了因果性的、意向性的和规范性的领域的现象，所以我们需要一
个能够跨越物质、生命和共同体的信息理论。
通过融合控制论，包括一阶和二阶，生物符号学，自创生理论（尤其是卢曼
的社会交往系统理论），布赫尔提出了控制符号学这个跨学科理论。
“符号过程是
这些过程的关键部分，它使系统变得有生命力，通过将化学中的形式因的信息域
推进到符号过程中的最终因，将它们从动力因的物理世界中解脱出来，因此使它
们不同于机器和计算机的人工智能。”[93]反过来，符号过程需要生命系统理论来
解释生命的起源，这可以由自创生理论来提供。符号过程构成了生命系统的意义
圈，因为它能够满足生命系统的相关目的。利用二阶控制论和将自创生系统扩展
到社会-交往层次的自创生系统理论，第一人称经验或信息的现象方面和规范性
方法可以被引入信息过程中来，这使编码成为可能。生命体依赖于编码来认知和
作用于这个世界。所有这四个层次，即因果的（物质能）、生命的（生命或意向
性）、经验的（意识）和规范的（社会意义），形成了控制符号学的星形架构，在
这个构架中，这些层次是融贯一致的。10
布赫尔的控制符号学是真正跨学科的，没有残留任何还原论。这个理论框架
对于信息研究、认知科学、传播学和符号学都具有启发性。它也为两种文化提供

10

值得注意的是，在布赫尔之前，道伊德·纳乌塔（Doede Nauta）在她的著作《信息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Information）中已经尝试将控制论、符号学和信息联系起来。不幸的是，由于其本身时代的局限性以
及生物符号学和二阶控制论的发展而显得不成熟，这本著作长期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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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富有前景的桥梁。然而，它雄心太过庞大了，不可能为整个世界刻画一个详尽
的图景。而这正是这个理论框架想做的。因此，这个理论框架还需要进一步的发
展。
3. 统一信息理论
在 1999 年，霍夫基尔奇纳和拉斐尔·卡普罗（Rafael Capurro）提出，如果
我们要想建立未来的信息科学（science of information），就需要统一信息理论。
[94]14 年后，霍夫基尔奇纳兑现了他们的承诺，出版了《涌现的信息——一个统
一信息理论的框架》（Emergent Information: A 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Framework）。不同于其他从讨论信息概念开始的理论，他发展了演化系统理论，
将信息概念放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来讨论。通过融合一般系统论、自组织理论、自
创生理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霍夫基尔奇纳解释了人类系统是如何从生命系统中
自发涌现出来的，生命系统又是如何从物质系统中自发涌现出来的。在这三个层
次中，存在两个相变：从物理的层次到生命的层次和从生命的层次到社会的层次。
受皮尔斯符号学启发，他将信息定义为“这样的关系（1）自发建立的秩序 O
（signans；符号）；
（2）反映了扰动 P（signandum/sygnatum;（成为）所指）
；
（3）
演化系统 Se 的负熵方面（signator; 符号产生者）
。”[95]171 通过这个定义，他提出
了涵盖认知、交往和合作的 C 三角（Triple C）模型。这个模型对于相关的问题
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利用他全新的范式和统一信息理论，霍夫基尔奇纳相信我们能够处理全球性
挑战，建立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信息社会，这能够为我们人类期许更美好的生
活。由于这只是一个框架，它本身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相反，我们能
够从中得到启发来提出更多的问题，以便于充实它、丰富它，例如每个层次的涌
现动力学是什么。这个框架也缺少对信息语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澄清。另外，
似乎这个理论几乎完全无视了过去的信息理论，以至于在倒掉洗澡水时把孩子也
倒掉了。

十、结论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同样适用于信息概念。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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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审查得更仔细，信息研究进路的清单将会变得更长。正如文章开头所讲的，
对于来自不同背景的不同学者来说，在信息理论上达成一致是件让人绝望的事
情。然而，这并不是说在不同的进路之间不存在共同性。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些进
路中学到很多，进而推动信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信息是个跨越了因果性、意向
性和规范性领域的复杂现象。一个能够让人满意的信息理论，不但要阐明置身于
这些领域中的信息的语法、语义和语用方面，还必须厘清信息这三个方面之间的
关系，以及因果性、意向性和规范性之间的动力学涌现关系。同时，也能够解释
信息的量和质的方面。能够详细阐明信息每一个细节的描述性理论或许不可能，
但能够厘清信息不同方面，并为相关学科提供创新性观念的结构性理论是可能
的。通过信息和对它的澄清，笔者相信：通过信息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科学
和人文这两种文化能够逐渐被融合进一种新型文化：信息文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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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义深远的学术聚会
当今世界处在信息时代，信息科学作为信息时代的科学旗帜而令世人高度关
注。
2015 年 6 月 3~7 日，国际信息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tudies）主办的国际高峰会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理工大学举行。
峰会研讨的主题是：十字路口的信息社会：信息科学的回应与责任。“信息
研究”囊括了与信息相关的一切研究领域。因此，峰会设置了信息哲学、信息科
学、信息技术与信息社会等多个分会，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 多名研究人员汇聚在多瑙河畔的维也纳，交流研究成果，切磋发展战略。
作为东方学术大国，我国学人自发组成了信息哲学团队、信息科学团队、信
息技术与社会媒体团队参与此次国际信息学术盛会。中国学者与会人数之众多，
学术特色之鲜明，学术交流之活跃，学术贡献之突出，成为本次会议引人注目的
一个大亮点。不过，由于作者主要参与了信息科学的会议活动，这里仅报道峰会
关于信息科学的研讨情况。

二、值得关注的学术亮点
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科学？信息科学研究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是什么？
它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是什么？信息科学揭示了什么样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它和物质科学的联系与区别在哪里？信息科学怎样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
会进步？今后又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处？这些都是深刻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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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世界各国的信息科学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因此，大家都抱着“探寻学理，共
谋进路”的愿望参加本次大会。
峰会设计了多种形式来探讨和分享大会的主题：特邀大会报告，特邀主题报
告，专家小组的开放论坛，并行安排的分组报告和交流。
峰会组织者设计了三个特邀大会报告，精心挑选了大会报告人，希望这些大
会报告展现出当今国际信息科学研究的基本状态和走向。
第一个大会报告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与神经科学教授 T.
Deacon 所做的“How Information Lost Its Meaning (and How to Recover it )?”。这
个报告尖锐地提出了信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人们关注信息首先是关注信
息的“Meaning（语义）”，可是，为什么目前信息理论所研究的信息却没有“语
义”？当今的信息理论出了什么问题？应当怎样恢复信息的“语义”？这是信息
科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引起了听众的高度关注。
第二个大会报告是德国卡尔思鲁厄大学技术哲学教授 A. Grunwald 的引导性
报 告 ， 报 告 的 题 目 是 “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 Limits of
Consequentialism and the Need of Hermeneutic Assessment”，报告以及点评都从科
学技术的社会评价角度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信息科学工作者应当怎样心
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从事信息科学技术的研究？报告人和点评者认为，信息科
学技术的研究不应完全“听其自然”，而应当有意识地关注信息科学技术研究的
社会责任和社会伦理准则，研究和发明有益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
第三个大会报告是专家集体研讨，即由 ORF 宗教广播电台 M. Veinfurter 主
持的 5 人专家小组开放论坛，研讨题目是“The ‘Just’ War：Do Military
Operations Promote Peace？”这 5 人分别是技术专家、社会学专家、政治活动家、
哲学家和宗教领袖。他们依据各自的知识背景展开研讨：怎样利用科学技术特别
是信息科学技术的成果为人类造福而不是为害，怎样避免高科技战争，有效地维
护世界和平？。
三个大会报告，一个是信息科学理论本身的基础性问题，一个是信息科学技
术的社会责任和伦理准则问题，一个是信息科学技术时代背景下的战争与和平问
题。三者都是极其严肃极其重大的问题。虽然会议本身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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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这些人们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明确地提到世人面前，表明了峰会的社会责
任意识和对未来发展的高度关注。
除了大会报告以外，峰会组织者还从全球范围邀请了一批主题报告人，他们
都是在信息科学某个（某些）领域已经取得重要成就的学者，将他们的研究成果
同与会者共享，并从中展示当今国际信息领域学术界的研究进展。
大会特邀主题报告的内容丰富多彩，报告各具特色，其中涉及到许多值得我
国学术界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主要论题包括（叙述不分先后）：（1）信息的基
本定义；
（2）信息科学研究应遵循“交叉科学”的原则；
（3）信息哲学研究与信
息科学研究应当互相借鉴；
（4）自然科学的信息研究与社会科学的信息研究应当
互相促进；
（5）信息科学研究要重视生态学观念；
（6）信息社会应当高度重视“智
能科学”研究；
（7）应当正确理解和处理“机器人与人的关系”；
（8）正确理解
人工智能研究的潜力、限制与社会伦理问题；
（9）智能科学的研究与人类健康的
改善；（10）互联网与社会媒体的研究需要认真探讨“究竟走资本模式
（Capitalism）还是共有模式（Commonism）”；
（11）数字劳力（机器人）的政治
经济学研究；
（12）信息－现实－认知三者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13）社会伦理的
基础理论；全球大脑与社会治理方法；（15）人类信息学——信息社会的人学理
论研究；（16）信息科学研究与符号学理论的关系，等等。
此外，更为丰富多样的是大会的分组报告。限于篇幅，这里只好割爱。有兴
趣的读者可以查询国际信息研究学会的网站 http://summit.is4is.org。

三、中国学者的学术贡献
此次国际峰会，我国学者近 30 人（不包括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我国学者）
分别参加了信息哲学、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与社会媒体三大分会，发表了一批有
价值的学术论文，为峰会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学者本次参加国际峰会的一大特色是：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战，零打碎
敲”的做法，在“国际信息研究学会中国分会筹备组”的组织下，事先做了认真
准备，对我国信息科学研究成果做了深入分析，形成了富有中国创新特色的学术
安排，设计了三个“Progresses and Achievements in Information Studies in China”
的报告专场，使我国信息科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峰会上以团队的方式整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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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因此，效果大不相同。限于篇幅，这里拟按照会议日程报道与信息科学相关
的部分情况。
6 月 3 日开幕式后的第一个大会特邀学术报告人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 Deacon 教授，报告题目是 “How Information Lost Meaning (and How to Recover
it)?”。我国的钟义信教授作为报告的第一点评人，用了 2 页 PPT 解释了“信息论
失去语义”乃缘于“通信工程不需要传输信息语义”的特殊背景，同时指明了“恢
复语义”的基本原理。虽然时间有限不能详细解释其中的机理，但是恢复语义的
途径已经一目了然。
6 月 4 日上午 9:00，我国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邬焜教授做了
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Interaction and Convergence of Information Philosoph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中，介绍了他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颠覆了“存在＝物质＋意识”的划分，论证了“存在＝物质＋信息”的划分，认
为这是哲学研究的重大转向，从而为信息哲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报告还介绍了
中国的“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互动研究”的特色，指出这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报告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
6 月 5 日上午 9:00，我国北京邮电大学智能研究中心钟义信教授做了大会特
邀主题报告，题目是 “Methodology Shift in Information Studies”。他指出，迄今
信息科学研究普遍还是沿用“分而治之”的方法论，导致信息科学理论的“纵横
分割，千疮百孔”。为此他总结了适于信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因而先后获得了
一系列信息科学理论成果，特别是发现了意义重大的“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
律”，可以指导人们认识复杂信息问题和解决复杂信息问题，不仅适用于人类，
也适用于生物和人造机器。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6 月 5 日上午 11:00 - 12:30 是“中国报告第一专场，三位中国学者做了报告。
钟义信教授的报告题目是“The Law of Information Conversion and Intelligence
Creation”
。他说，运用信息科学方法论指导信息科学理论研究，先后取得了全信
息理论（1988）、知识生态理论（2000）、智能生成机制理论（2007）以及三类信
息转换原理（2013），这些成果的有机综合使“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终于
浮现，形成了信息科学的纲领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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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的报告题目是“China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Studies Is
Underway”。他分析了科学研究中的哲学观念，认为只有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念
和复杂科学的思想，才能揭示信息科学的基本规律；单纯的物质科学和单纯的信
息科学都是简单的“一维科学”，只有综合考虑信息与物质关系的信息科学才是
符合复杂科学思想的“二维科学”。他认为中国信息科学学者应当遵循钱学森倡
导的“综合集成方法论”来发展信息科学研究，做出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科学研究
成果。
南京大学周理乾博士的报告题目是“Overview of Information Studies in
Western World”。他在综述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外信息科学研究的 9 种研
究方法（学派），分析了各种学派的基本思想、主要成就和存在问题，指出在西
方各种研究学派之中，“交叉科学”的研究途径获得了比较普遍的共识，值得予
以特别的关注。
6 月 6 日上午 9:00 - 10:30 是“中国报告的第二专场”
，三位中国学者作了报
告。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颜基义教授做了题为“Information，Make Human Running
on Mobius Ring Possible——Thinking on IT and Information Theory”的报告。他对
Shannon 信息论进行了再认识和挖掘，指出其中所蕴涵的理论至今仍意义重大。
基于信息论的信息技术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使人们可以如同奔跑在莫比乌斯带一样，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
间自由往返，各得其便，从而为未来的发展开辟不可限量的前景。因此，莫比乌
斯带可以看作是信息时代的图标。巧合的是，这次会议的图标正是莫比乌斯带。
香 港 中 国 工 程 师 学 会 李 文 浩 和 杨 伟 国 博 士 的 报 告 “ An Information
Breakthrough Study That May Refrain a Trap”阐述了一个长久以来未被人们注意
的问题：信息和信息载体的关系。报告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载体是载荷
信息的容器，信息是载体所载荷的内容。但是，作为载体所载荷内容的信息本身
又可以成为载荷别的信息的载体。这在中文环境下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文以载
道”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发现“信息也可以成为另外信息的载体”，这可能打
开信息的复杂性研究以及人类意识研究的一扇新大门。
香港中国工程师学会 Diana Sham 博士和杨伟国博士的学术报告题目是“The
Indifference Image Information May Be the Solution to Meaning of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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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Methodology Research Has a Wider View”。报告认为，人脑的操作系统 BOS-1,
BOS-2, BOS-3, BOS-4 各有分工，又互相支持，协同合作，相辅相成，形成强大
的人脑思维能力。如果把人脑操作系统的工作机制应用到信息科学技术领域，就
可能使图像信息、信息意义和人工意识的研究找到新的解决途径。这种前景，值
得高度关注。
6 月 6 日上午 11:00 - 12:30 是“中国报告的第三专场”三位中国学者报告了
他们的成果。
北京大学闫学杉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Three Unifications and Three
Perspectives in the Approaches to Information Science”。报告认为，如何建立“信
息科学的统一理论”是各国学者都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研
究途径：直接统一法，级进统一法，特殊统一法。作为这些努力的结果，也存在
着三种可能：大信息科学、小信息科学、类信息科学。他认为，未来建立起大信
息科学是很困难的，追求一种小信息科学是最明智的，而类信息科学出现的可能
性是最大的。
周理乾博士和李曙华教授的报告“How Information Lost Meaning?”
，是对
Deacon 报告的回应。报告指出，信息的意义之所以在 Shannon 信息论中消失，
是由于 Shannon 信息论研究的形式化和数学化所造成的结果。报告回顾了 Hartley
和 Shannon 把通信信息理解为在符号表中对符号选择的方式，而与符号的意义无
关；然后，Shannon 计算信息量的大小也是计算“选择符号的不确定程度的大小”，
而与符号的意义无关。因此，如果要恢复信息的意义，就有必要重新定义信息的
概念和计算信息量的方法。
钟义信教授的报告题目是“On Definitions of Information”。他根据信息科学
方法论提出了信息科学的基本模型，从而提出了本体论信息定义（事物呈现的运
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和认识论信息的定义（主体从本体论信息获得的事物运动
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形式、内容和效用）
；他据此评论了 Wiener 的“信息不是物
质也不是能量”、Shannon 的“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和 Bateson 的“产生差异的
差异”，认为 Wiener 的定义与本体论信息定义等效，但不如本体论信息定义明确；
Shannon 的定义是认识论信息定义的特例；Bateson 的定义是本体论信息定义的
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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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中国学者群体在 2015 国际信息研究峰会的大舞台上展现了具有
中国创新特色的学术风采，在信息科学的科学观念、方法论、基础概念、基本理
论和基本规律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信息科学学界
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同时也广泛结识了信息科学领域的国际同行。

四、学术组织方面的成果
在组织工作方面，6 月 6 日晚上召开了国际信息研究学会的执委会。此次执
委会除了常规程序之外，主要决定了如下事项：
（1）通过了新一届执委会成员名
单；鉴于中国学人对国际峰会做出的突出贡献，我国闫学杉和邬焜两位教授顺利
当选为学会副主席，钟义信教授继续享有名誉主席的资格。
（2）执委会公布了国
际 信 息 研 究 学 会 的 第 一 个 分 支 机 构 ， 即 中 国 分 会 （ China Chapter under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tudies），会议要求在 2017 年之前，相关国家
和地区筹建欧洲、北美、印度、日本等分会。（3）确定下一届国际会议（2017
年）由瑞典哥登堡大学承办，2019 年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承办。

五、几点建议
（1）鉴于信息科学在当今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分会应当乘此国
际信息研究峰会成功的东风，抓紧落实分会的挂靠单位，建设强大的学术基地，
开展系统性学术活动，建立信息科学网站，以便进一步联络国内信息科学的研究
人员，凝聚和扩大研究队伍，发展信息科学研究。
（2）积极联系我国国家和地方的科学研究主管部门，配合我国“科技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信息化”的战略任务，积极建言献策，
争取在“十三五”计划内设立高规格的信息科学的研究专项，带动全国性的信息
科学研究。
（3）积极筹备 2016 年“全国信息科学学术交流大会”，推动国内信息科学
研究的发展，并出版一批我国学者的信息科学中英文学术论著，促进国际学术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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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国际信息研究学会 2017 和 2019 国际大会，要及早筹划，积极准
备，争取在国际信息研究舞台上做出更加优异的学术贡献，并争取承办 2021 年
国际信息研究学会的世界学术大会。
（5）信息科学是一类复杂科学，它的研究需要辩证的系统的生态学的科学
方法论而不是西方所习惯的“分解与分析（分而治之）
”方法论。因此，东方民
族特别是中华民族所擅长的思维方法将在现代信息科学研究中大放异彩。
正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我们要发挥这种学术思想的优势，开创信息
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为世界信
息科学研究与发展做出中华民族特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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