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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问题的产生
杨安平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了系统运作的一般方式的基础上，论述了信息
问题产生的必然性、信息与系统的关系以及信息在系统中的作用，论
述了信息的生成及传递的原理。认为从事物的属性、装置的功能、动
物的条件反射一直到人类的逻辑推理都是一脉相承的，对信息的定义
必须在分析清楚事物运动及其相互联系的一般方式的基础上，结合我
们表达的需要和理顺关系的需要进行。
关键词：进程，监测，控制，模型，元系，元阵，预置。

一、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
许多哲学概念至今没有明确或准确的定义，如物质、意识、空间、

时间、规律等，我们使用这些基本概念时并没有怎么造成混淆，它们
的本质基本上只是一个个单纯的哲学问题，信息没有定义本来也应该
同此一理，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截至目前，各方面以及不同的人
把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环节、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或部分都有定义
为信息的，更有人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叫做信息，这就造成了混乱。我
们需要概念系统的统一性，更需要理论的统一性，而探讨清楚了信息
的本质，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深刻地说明意识的本质，就可以更为根本
地说明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可以为万事万物建立一个谱系。这样，把
什么定义为信息就成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信息哲学的信息和信息科学的信息看来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信息
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从根本上界定人、动物、生物、系统之间的关
系以及它们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其中特别包括人的认识、实践的系统
科学含义。意识、潜意识和本能等都是人类处理信息的方式，意识处
理信息的机制是逻辑推理，潜意识处理信息的机制是直觉、顿悟、感
悟和突发奇想等，本能处理信息的机制是非条件反射。把人类这些处
理信息的方式用关于信息的本质的观点进行理解，是信息哲学不容回
避的问题。

信息科学目前解决的主要还是数据传输中的编码、解码，以及数
据的安全、优化和使用等问题。同其他实证科学一样，信息科学的研
究对象特定而具体。在《信息科学原理》（2002 年第 3 版）第 89 页，
有这样一段：

假设有随机事件的集合 1x ， 2x ，…， Nx ，它们的出现概率分别为

1p ， 2p ，…， Np ，满足下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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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找出一种测度来度量事件选择中含有多少“选择的可能性”，
或者度量选择的结果具有多大的不确定性。显然，当所收到的信息量
足以使这个不定性全部消除时，所收到的信息的量就认为等于所消除
掉的这个不定性的数量。
这基本上是一个数学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手段也是数学方法。就像随
机空间有数学期望的大小和方差的大小一样，随机空间也有不确定性
的大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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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计算这个不确定性的大小的，它应该不比数学期望公式、方差公
式等其他概率统计公式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一个随机空间的不确定
性的大小，或者说它的信息量，我想可以借助于破译一个密码的难度
或工作量来进行理解。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是此消
彼长、相伴而生的，信息量其实就是概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正如质
能方程 2E mc 揭示了质量与能量的换算关系一样，信息量公式揭示了
概率与不确定性的换算关系。

人们的观念应该是把信息归类为明确的事或物的，而消除不确定
性只是形成信息的过程和方式，这里存在一个过程与结果的关系问
题。应该说，信息科学的信息概念与人们的信息观念不符，也远远不
能满足哲学、日常生活和更为广泛的信息应用领域对解决信息问题的
理论需求。那么，作为信息哲学，是要为信息科学作注解，还是要解
决由于信息的广泛应用所凸现出来的哲学问题呢？

二、作为哲学概念的进程
教师讲课都喜欢引入课题，我们探讨信息的本质，也采取这种模

式，我们先不管信息是什么，我们先一般地探讨探讨世界上都在发生
着什么，都是怎样发生的。

在生命出现之前，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是自在
和天然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进程的改变对其他事件来说没
有特别的意义。直到生命的出现，才使得一些事件的发生、发展或其
进程的改变除了其本身所由产生的事物外，又外在地与一些事物联系
起来了。生物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一些事件的进程，并以此进行着生
存、发展和扩张。不但生物是这样，较为复杂的系统也是这样。信息
哲学需要在系统这个层次上探讨这些现象的一般原理。为了使问题简
化，我们以汽车为例。

人们制造出汽车是为了用其拉运重物，在汽车的一个行驶进程
中，如果道路笔直、平坦，汽油充足，它会一直行驶下去。但没有也
不可能有那样使用汽车的，我们终究得让汽车停下来，不但如此，在
汽车的行驶过程中，我们得一个又一个地改变其进程，也就是转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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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还得倒退，以使汽车能够按照我们设想的路线行驶。这就得给汽
车配备改变进程的装置和制动的装置，这就是方向盘和刹车。

系统的一定的功能，得与相应的调节该功能的方式相结合。比较
高级的系统都得具备那样的装置，例如得给电脑配备鼠标、键盘，得
给飞机配备操纵杆，得给电视机配备遥控器，这是使这些系统正常发
挥功能所必不可少的。在这些装置中，一种操作方式与相应系统的一
种系统行为相对应。特定系统一般只认可已经内置的操作，其他事件、
事物也可以对系统产生作用，但一般不会使系统产生系统行为。我们
可以检修汽车使之能够更好地行驶，我们可以用重物撞击汽车使之受
到损坏，但只有通过控制部件的操作才能使汽车正常行驶。一支部队
可以观看节目，以使身心愉悦、精神振奋，但只有军令才能让其进行
军事行动。与国家有法律和政策一样，系统也有自己的法律和政策，
这就是系统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可以把价值观概念推广到系统范
畴，特别是复杂系统，把对系统进行的操作理解为系统按照功能目标
对事件进行的选择。

汽车、电脑和飞机等都得由人控制，人与这些系统的关系本身也
是一个问题，我们还是把问题简化。人们已经制造出了像机器人、探
测器和流水线这样一些装置，它们不用人操纵就可以完成一定的任
务，但它们除了启动外也得适时控制，只是控制由自己完成。这样的
系统所面对的运行环境也是比较复杂的，为了能够实施控制，就得给
系统内置应付环境变量的方案，使系统在识别出相应的情况时启动一
定的反应程序。这就又得给系统配备监测环境的装置，当环境变量的
参数值达到一定的数值时，就实施控制，进行矫正。机器人、探测器
和流水线根据其功能目标所要应付的环境变量还不是太复杂，高等动
物所要应付的环境变量就复杂得多了，高等动物起初应付一定的环境
变量一定不是启动一定的反应程序，它一定是先对下一步所要采取的
行动进行一番选择，然后再采取行动，长此以往，经过矫正，就形成
了一定的反应模式。

这样，除了实施控制的装置外，一般地，还得给系统配备进行监
测的装置，这，在动物就是感觉器官，在机器就是仪表、感应器件。
监测装置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对象的识别问题，它们对对象的识别，
有的是对对象的属性产生反应；有的是先内置一些模式，识别时根据
对象的形态进行选择；有的是先内置一些要素，识别时根据对象的形
态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组织。在这些情形中，不能，也没有必要把对
象复制、移植到装置中，一般地可以说成是用装置中的东西给对象建
立一个模型，这种模型一般地也只是对象一个方面的模型。我们把这
些模型一般地该叫做什么呢？

三、没有信息装置，就没有信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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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事物，就需要对与一个有效运作的主体系统相对的对象
事物形态和该主体系统为该对象事物形态建立的模型进行区分，也就
是把原象与象进行区分。对象是外在的，而模型是内在的。在我们分
析清楚了事物运动及其相互联系的一般方式，以及人与外在世界关系
问题的基础上，对信息的定义就可以结合我们表达的需要和理顺关系
的需要进行了。

枪是发射子弹的，流水线是加工产品的，车辆是拉运重物的，监
测装置和控制装置也有其处理的对象，该把这种事物一般地叫做什么
呢？就像把工厂里加工的东西叫做产品，把商场里出售的东西叫做商
品一样，我们得为监测装置和控制装置处理的对象取一个一般的关于
其角色的名称。有人把它们叫做信息，有人把它们叫做信号，有人把
它们叫做数据，……，但问题实际上并不这么混乱，也不这么简单。
在信息过程中，一方面是外界或外在事物的本体，一方面是复杂系统
的方面或部分，对外界或外在事物的本体的感应经过一系列变换，最
终产生信息效应。在产生信息效应之前，在装置中传递、转换或生成
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不能被主体系统所理解或识别的，但它们又是经过
加工的，而能与不能被主体系统所理解或识别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区
别，这有似于一个司机有没有驾驶执照。本文的主张是把最终产生的
效应定义为信息，而把对外界或外在事物的感应及其在不同环节上变
换的结果分别称为一级文本、二级文本、…、N 级文本。信息与产品、
商品并不能完全类比，它贯穿于人类的认识与实践的所有过程，它直
接就是人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内容。

也得为监测装置和控制装置的各环节的运作方式取一个一般的
名称，我叫它们元系。元系是用来生成文本或信息的，元系生成文本
一般按照经济的方式进行，不是一个元系生成一则文本，而是一个元
系生成所需要的文本，这样，元系常常就得不断刷新，重复使用。所
生成的文本从元系本身来看，其实是元系中的元素按照一定方式的一
个组织，我把这种组织叫做元阵。这样，就可以用元阵来定义信息了。
元阵是一个事物，或者说是事物的一个形态，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
性，在产生信息效应的环节，联系到它与对象事物形态的关系，它就
是信息了。可以把元系和元阵分别简单理解为电报收发中的译码本和
一篇电文的编码。人类的意识就是典型的元系，概念就是其中的要素，
概念这种意识的要素是以意识为认知对象制定的传递、理解或识别的
标准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人类的联想、创造和规划等其实就是以意识
这个元系作为平台的。

语言的语法、语义分别是信息的语法、语义的特殊情形，建立模
型所能采取的手段就是信息的语法，模型与对象的对应方式就是信息
的语义。建立模型的方式一般来说可以用数学中的同态或同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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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但不能完全用同态或同构来描述，这其中存在一个层次和详尽程
度的问题。模型的表现方式灵活多样，可以是电脉冲，可以是符号序
列，可以是电子束的扫描方式，……，这就使得信息的生成方式灵活
多样。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监测和控制的对象的范围从身边
扩大到远方，信息过程的开始也就从感官的感受发展成仪器的监测
了。为监测结果配备上传输通道，就建立起了主体系统与远方事物的
便捷联系。正如机械是人类体力功能的延伸一样，仪器及信道是人类
信息功能的延伸，这种延伸的运作就是所谓的信息的传递。严格说来，
把信道说成是信息流水线才是妥当的，因为在信息过程中没有一个不
变量，所能有的不变的只是“制造”信息的一套装置，文本在不同的环
节就是不同的东西。信息的传递是系统之间相互协作的前提，没有信
息的传递也就没有系统的优化或进化。信息又是怎样传递的呢？信息
的传递（文本的转换）可与波浪的传播相类比，波浪的传播是在不同
的地方复制波源的振动，但信息的传递不仅只有复制一种方式，信息
的传递一般地是在信道和信宿中建立信源中要传递的东西的模型。信
宿是为信息传递设定的终点，但信息有时可以没有信宿。信道与信宿
都是元系，一般来说，信息只有在信宿中才能被主体系统理解或执行。

一般对信息是先调制以传递，再解调以应用。调制与解调都是建
立模型的过程，调制就是用将要传递的方式建立模型，解调一般是把
信息编译成与信源那里的对象相似的东西，以达到主体系统理解、识
别或执行的标准。

应该把信息过程区分为监测的信息过程和控制的信息过程两种，
这两种过程有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候是分离开来的，例如，人
有时候对感受并不采取行动，而有时候却盲目行动。它们中间往往存
在一个信息处理过程。

在监测的信息过程中，信息或启动一定的反应模式（初级），或
确定外界情况属于哪种图景（中级），或对外界情况形成模型（高级）。
在复杂系统中往往是以形成一定的反应模式为发展、进化的目标，然
后以之为起点在更高层次上循环。接收信息就是在主体系统的元系中
确定哪个模式、哪个图景、哪些元素的怎样的一个组织作为对象事物
形态的模型。

在控制的信息过程中，信息以改变事件进程的方式制造符合主体
系统系统目标的必然性。在系统中，各部分进程都从时间和空间上承
接其他部分进程的结果，完成系统目标的部分或片断，使得系统的行
为按照达到一定目的的方式进行，使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大于”
也就是更有效率，办到部分或部分之和所不能办到之事。信息的作用
集中体现在改变事件的进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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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理解，要识别，就必须预置
信息既不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也不是特定的事物或现象，没

有专门叫做信息的事物或现象。信息具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对一个
系统是信息，对另一个系统就可能不是，这与食物之与动物是同一个
道理。不能把信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信息与物质和能量都没有
确定的联系。虽然推动汽车必须达到一定的能量，但我们可以把驾驶
汽车设计得只需要很少的能量，通过很小的部件进行。在信息过程中，
我们需要考虑事物本身的规定性，但作为与一个主体系统相关联的对
象事物本身的规定性，是自在的东西，把这说成是信息是不必要的，
既不符合我们认识事物的一般方式，也不符合我们通常对信息这个词
语的使用，这给人们对信息本质的把握造成了混乱。虽然我们是要通
过信息把握“那边”的事物形态，但信息毕竟不是“那边”的东西，
不同类型的系统，甚至不同的系统，常常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成关
于同一事物的信息的。

系统要存在，要扩张，就得顺应外界环境，而外界环境一般来说
是自在的，如何顺应就成为系统自己的事了。系统一般是用自身的一
些部分或方面与外在事物发生作用，由于相互作用在基本的层次上具
有一定的确定性，系统就把这些部分或方面的确定性表现与外在事物
本体的形态对应起来，特定表现的发生，就识别为外在事物处于相应
的形态，从而达到把握外在事物本体的目的。人类利用制造的工具，
如B超、声纳、显微镜和望远镜等，达到对外界更深入和更全面的顺
应。就像我们得关于映射区分原象和象一样，我们得关于信息过程区
分对象和关于对象的信息。对于外在事物，我们根据其确定性的表现，
分别从状态、联系、性质、规律、历史和趋势等这几个方面进行界定，
这些方面可称为事物的本体。不是事物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是信息，而
是人、复杂系统关于事物在这些方面的表现的测度结果是信息。我把
这种观点概括为，镜头之外没有信息，麦克风之外没有信息。

在电脑中，只有安装了一定的程序，才能完成一定的工作；动物
只有建立了一定的条件反射，才能对一定的事件做出反应；人只有具
备了一定的知识或经验，才能完成一定的工作。要理解，要识别，就
必须预置。安装软件，建立条件反射，获得知识、经验就是在相应的
元系中预置元素的过程。知识就是人脑的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是人
的意识处理信息的工具。知识原本也是信息，是关于一个种类的事物
的信息，是关于事物的性质或规律的信息，这种信息形成后被人们记
忆了，就变成了经验或知识，成为进一步解决相关问题的根据。就像
在屏幕上预置像素一样，人类解决信息问题，就要在意识中预置知识，
从而为把一类现象理解、识别为另一类现象作好准备。教育、学习和
调研就是意识预置知识的手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结论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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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论所具有的本质上的区别。决策是系统根据系统目标结合所掌握
的信息在盘算、权衡、比较和选择后对系统的行为作出的安排。从事
物的属性、装置的功能、动物的条件反射一直到人类的逻辑推理都是
一脉相承的，装置功能其实就是逻辑推理的一种实现机制。

就像我们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但我们可以度量物质的质量一样，
在信息科学中，不确定性是事件和随机空间的属性，其大小有序可循
且适于用数学工具处理。解决信息量问题，就像先搞清楚需要多少货
物，再运送去所需数量的货物一样，我们让信息量与不确定性的大小
相等。由于信息科学的对象和方法都比较特定和具体，只要把数据从
另一端完整无误地提取出来就行了，这样认为信息使问题得到简化，
这也是信息科学成功的一个要素。但我们通常所面对的信息问题远不
仅是数据传输的问题，不能一般地用运输货物类比，更多的还在于可
以笼统地称之为镜像的一些问题。对此，信息科学必须改变思路，发
现新方法，解决新问题，而不是既囿于数据、信号传输的传统观念，
又大包大揽，作不适当的推广！

信息过程是复杂系统与外界发生作用的一种模式化方式，信息只
能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否则，就会造成混乱，而混乱从起初产生一
直都在加剧。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把哪个角色定义为信息，才是
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比较恰当的！才能达到概念系统的统一和理论的统
一！应该看到，信息科学还存在一个拓展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分析清
楚信息过程的一般模式的基础上，推出一套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术语
用以描述这一一般模式。

信息是主体系统在元系中预置要素的基础上选择、揭示、感受或
接受的结果，外界事物常常在“显示”，但只有“显示”在主体系统
的元系中才能对主体系统有意义。联系的普遍性决定了“显示”的普
遍性，但若不能“显示”在一定的主体系统的元系中，那样的对象及
其“显示”就与主体系统所设定的问题无关，那也就是世界万事万物
中的一个过程。从研究问题的一般方式来说，把什么“显示”都叫做
信息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

“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通常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事物
本身，说事物本身是信息能有多大意义呢？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就是
要让这个概念起到完善我们的认识结构的作用，信息一会儿是事物的
性质、事物的表现，一会儿是光缆中传递的信号，一会儿又是人脑中
的映象，信息既是一个本体论概念，又是一个认识论概念，这反而破
坏了我们的认识结构，使得我们只能以笼统和概括的方式进行表达和
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信息哲学应该对传统哲学有所继承。

必须拒斥用含糊不清、难以捉摸的词语对信息概念进行的定义，
而消息、信号、数据和情报等又都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术语，概括程



8

度都比较有限，不能代替或用来定义一般意义的信息概念。
人类的逻辑推理、动物的条件反射、仪器的监控功能显然具有某

种共同的本质，如果这个本质不是信息过程，那又会是什么呢？如果
这个本质是信息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一般原理和模型是怎样的？信
息哲学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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