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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数字生命
• 数字计算机的发明赋予我们空前的创造能力。尤其是近
期随着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人们几
乎能够在机器中创造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

• 人们自然要问，我们能够用计算机中创造生命吗？

•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生命的本质。

• 一种解释认为，生命的本质就在于自我繁殖和不断的进
化



数字世界中的生命

• Von Neumann早在1949年就开始思考：对于一个自动机器来说，
我们应该赋予它什么样的机能才能够使得它自我繁殖；

• 1984年5月杜德尼（A. K. Dewdney）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
表文章，系统地提出了“磁芯大战”（Core War）的思想：编程
人员编写自己的程序放到一块计算机空间中，观看着这些程序的
竞争结果。

• 但是这些数字生命都需要人来设计，而不会自我进化
• 1992年，Thoms Ray建造了Tierra模型。模型从一个能够自我繁

殖的祖先程序开始不停进化，演化出复杂的生态系统。



程序和生命的相似性

• 现实的生命可以被认为是利用能量来组织各种物质；

• 程序可以认为是利用CPU计算来组织内存资源
• CPU资源能量；

• 内存空间空间资源，

• 汇编代码构成的程序生命体

• 生命的形态特征由DNA决定，DNA好像生命的指令代码；

• DNA的复制能够构成生命的繁殖，计算机程序也能够自我繁殖；

• Tierra就是把计算机比喻成一个虚拟的世界，其中生存着很多程
序生命体，它们为了竞争CPU和内存空间而不断进化，并形成了
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合成生命而非模拟生命

• Ray在《Artificial life II》上发表文章：《An Approach to the 
Synthesis of Life》首次介绍Tierra模型

• Tierra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具有自繁殖和进化能力的程序究竟能够
创造怎样的复杂性，而不是想刻意模拟自然界现有的生命

• Tierra是西班牙语“地球”的意思，因为Ray声称Tierra中产生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足以和地球生物相比

• 我们生活的世界仅仅能看到一种形式的生命：碳基生命；是否存
在其它形式的生命？如果让进化的磁带再播放一遍是否会得到类
似的结果？



如何构造Tierra

• 思想：给数字生命提供一个生存、交互的空间，不停地执行数字
生命的代码，并允许它们自由地交互；允许程序发生任意的突变

• 设计者仅仅放入一段祖先程序，然后就可以坐在电脑前欣赏演化
出来的各种复杂性了。

• 然而不能在数字计算机中直接运行Tierra，有两个原因：
• 程序的任意变异很有可能造出计算机病毒，使得系统Down掉

• 我们常用的汇编语言并不是为了进化而设计，所以任意的变异容易造成大
量无效的语句



我们需要设计什么？

• 一个运行在数字计算机之上的虚拟计算机：Tierra 

Simulator

• 一套允许数字生命任意变异的汇编语言：Tierran

• 一个解释汇编语言、连接Tierran和虚拟机、并能够执行
进化的操作系统



Tierra中的虚拟机
• Tierra Simulator是一个多指令、多数据(MIMD)的并行计
算机

• 每个数字生命都有自己的虚拟CPU。系统给每个虚拟
CPU分配一定量的时间片(Slice)，每个周期执行若干指
令。因此用串行模拟并行

• CPU有地址寄存器、数字寄存器、指令指针、堆栈等寄
存器

• 一块线性的虚拟内存：汤



虚拟机结构及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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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rran语言
• 每个数字生命都是一个汇编指令的集合，这些汇编指令的全体被叫做Tierran

语言
• Tierran中一共包括32个指令，仅仅有操作符，没有操作数。

• 例如：sub_ab：cx=ax-bx

• mov_cd: dx=cx

• pop_ax: 从堆栈中取出最后一个元素放入ax

• 利用模板匹配技术实现程序的跳转（如JMP,CALL等语句）



全部32个指令
• nop_0;     /* no operation */

• nop_1;     /* no operation */

• or1;       /* flip low order bit of cx, cx ^= 1 */

• shl;       /* shift left cx register, cx <<= 1 */

• zero;      /* set cx register to zero, cx = 0 */

• if_cz;     /* if cx==0 execute next instruction */

• sub_ab;    /* subtract bx from ax, cx = ax - bx */

• sub_ac;    /* subtract cx from ax, ax = ax - cx */

• inc_a;     /* increment ax, ax = ax + 1 */

• inc_b;     /* increment bx, bx = bx + 1 */

• dec_c;     /* decrement cx, cx = cx - 1 */

• inc_c;     /* increment cx, cx = cx + 1 */

• push_ax;   /* push ax on stack */

• push_bx;   /* push bx on stack */

• push_cx;   /* push cx on stack */

• push_dx;   /* push dx on stack */

• pop_ax;    /* pop top of stack into ax */

• pop_bx;    /* pop top of stack into bx */

• pop_cx;    /* pop top of stack into cx */

• pop_dx;    /* pop top of stack into dx */

• jmp;       /* move ip to template */

• jmpb;      /* move ip backward to template */

• call;      /* call a procedure */

• ret;       /* return from a procedure */

• mov_cd;    /* move cx to dx, dx = cx */

• mov_ab;    /* move ax to bx, bx = ax */

• mov_iab;   /* move instruction at address in bx to address in ax */

• adr;       /* address of nearest template to ax */

• adrb;      /* search backward for template */

• adrf;      /* search forward for template */

• mal;       /* allocate memory for daughter cell */

• divide;    /* cell division */



模板运作机制
• Tierran语言中有两个“无操作”语句：nop_0, nop_1，利用这两

个符号的组合可以构成地址。

• 一段在内存中连续的nop语句构成了一个01序列，称为模板。如
果两个01序列互补，则称这两个模板匹配

• 例如一段线性内存如下：程序指针ip会跳到蓝色模板后的语句

jmp nop_1 nop_0 nop_0 mov_ba … nop_0 nop_1 nop_1 mov_ab … 



Tierra操作系统
• 内存管理：给每个数字生命体分配内存空间，帮助数字
生命实现自我繁殖；

• 时间片管理：为每个数字生命体分配时间片

• 收割机：人工死亡机制

• 变异：人工变异机制

• 基因仓库：标识不同的染色体

• Tierra操作系统是人工设计因素最多的部分



内存分配——细胞结构

• 用固定的模板标识每个数字生命在汤中的的头和尾

• 每个数字生命对自己内部的代码具有全部权限，对于自己外部的
代码仅仅具有读和执行的权限，不具备写权限

• 为了使得数字生命具有自我繁殖能力，需要两个特殊指令MAL和
DIVIDE

• 数字生命中可能包括MAL指令，它是一个特殊的指令，系统执
行MAL指令将会给该生命分配一块子细胞空间，此时该数字生
命可以往子细胞空间中写数据

•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指令DIVIDE，对它的执行可以使得子细胞
空间和它的母亲分离，从而母数字生命失去对子空间的写权
限。



时间片分配
• 系统维护了一个环状的“时间片队列”

• 每个数字生命的虚拟CPU都会对应环中的一个时间片

• 当一个数字生命诞生，系统就给该生命分配一个时间片，
该时间片在母细胞时间片的前面

• 一个时间片能够执行的CPU指令数和该生命在内存中的
尺寸大小有关

• Tierra用一个指数a决定分配指令数偏好大尺寸还是小尺
寸，如果a>1表示系统会让大尺寸的生命一次执行更多
条语句，如果a<1则让小尺寸的生命执行更多语句，
a=1则与数字生命的尺寸无关



收割机
• 人工死亡机制：收割机

• 当数字生命空间超过内存空间一定比例，收割机开始工作

• 收割机的工作需要一个线性队列，每个数字生命都有一个收割机
队列中的索引：

• 当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它就排到了队列的末端

• 随着寿命的增长，生命会往队列的前端移动

• 当生命执行一条错误语句的时候，则会往队列前端更快的移
动

• 收割机删除队列前端固定比例的生命



变异
• 位变异：

• 因为所有的Tierran语句都用5位二进制编码，所以位变异就是
把一个数据位进行反转

• 数字生命在进行自我复制的时候产生错误 1000到2500个语句
执行一次

• 错误执行

• 系统会以一定的小概率干扰执行的结果，也就是把指令的结
果+或-1，例如往寄存器cx+1，可能被错误地执行为cx+2  



基因仓库
• 基因仓库的作用是为了观察、分类所有变异出来的数字生命

• 80aaa

• 其中数字80表示染色体的长度（数字生命包含的指令个数）

• aaa表示具有该长度的染色体在系统运行的时候第几个出现。
aaa表示第一个出现，aab表示第二个出现……

• 80aaa表示第一次出现的拥有80个指令的程序



Tierra整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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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rra的运行
• 开始的时候，放入一个事先编好的祖先程序，该程序仅仅能完成自我复制

• 随着复制的进行，变异开始产生多样性的后代，程序开始增多

• 程序按照时间片轮次执行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若干数量的程序，执行出错的程
序则会往收割机队列的前方排

• 当内存中的程序达到整个“汤”空间的80%，开始运行收割器程序

• 收割机杀死排在队列前面的生命体



Tierra的运行
• 1990年1月3日，雷把这个祖先生物投放在“汤”中，开始实验他的系统。在汤中，祖

先生物开始复制。但当汤中的数字生物数量达到80%的空间后，收割器就开始从队列
中消灭个体，使Tierra中的生物群体限制在这个水平。

• 大约运行了几百万条指令后，令人惊异的现象发生了。在计算机屏幕的下边区域，一
个横柱开始闪动，它表示一个只有45条指令的生物产生了出来，它的基因型是
0045aaa。一般小于60条指令的生物是不会自我复制的，然而，这种新的生物确实产
生了出来！什么原因呢？雷发现，原来这是一种寄生生物。0045aaa在独立的情况下
是不能复制的。然而由于内存配给只保护写的特权，因此，一种生物可以与配给内存
中其它生物的代码模板相匹配，甚至执行那种代码。所以，当0045aaa与其它生物混
合在一起时，它就可以利用其它生物的复制代码，使自己得以复制。这样，一种寄生
关系就在Tierra中建立起来。因为寄生生物执行的代码比较小，占用的CPU时间比较少，
因此相对于完整的生物来说增值较快，有较大的生存优势。不过，寄生生物有一个上
限，如果它们繁殖得太多，就会大批杀害它们赖以生存的宿主，它们自己的数量也会
因此减少。

• 接着，又有新的令人惊奇的现象产生。Tierra中进化出一种新物种：超寄生生物。超寄
生生物与祖先生物有相同长度的指令，但后来的进化压力使它改变了大约四分之一的
基因组。这些变异大大增加了它的适应性。超寄生生物不停地检查是否有寄生生物出
现。如果发现一个寄生生物，超寄生生物使寄生生物的CPU时间转归自己，并让寄生
生物复制自己的基因组。随之，超寄生生物大量繁殖，最终驱使寄生生物走向灭绝。











祖先程序流程

1111

查找启动位置start即匹配模板0000, [start]→ ax

查找结束位置end即匹配模板0001, [end]→ bx

计算尺寸→cx

自检

1101

分配子细胞→ ax

调用子程序 0011（拷贝子程序）
细胞分裂
跳到 0010

自我繁殖

1100

把寄存器的内容压栈
1010

把[bx] →[ax]
cx=cx-1

if cx=0 jump 0100
增加 ax和bx
jump 0101

1011
恢复寄存器

返回

拷贝子程序

1110



祖先程序的源代码

nop_1    ; 01  23 reproduction loop template

nop_1    ; 01  24 reproduction loop template

nop_0    ; 00  25 reproduction loop template

nop_1    ; 01  26 reproduction loop template

mal      ; 1e  27 allocate memory for daughter cell, address to ax

;        ax = start of daughter    bx = start of mother

;        cx = size of mother       dx = template size

call     ; 16  28 call template below (copy procedure)

nop_0    ; 00  29 copy procedure compliment

nop_0    ; 00  30 copy procedure compliment

nop_1    ; 01  31 copy procedure compliment

nop_1    ; 01  32 copy procedure compliment

divide   ; 1f  33 create independent daughter cell

jmp      ; 14  34 jump to template below (reproduction loop, 

above)

nop_0    ; 00  35 reproduction loop compliment

nop_0    ; 00  36 reproduction loop compliment

nop_1    ; 01  37 reproduction loop compliment

nop_0    ; 00  38 reproduction loop compliment

if_cz    ; 05  39 this is a dummy instruction to separate templates

;        begin copy procedure

nop_1    ; 01  40 copy procedure template

nop_1    ; 01  41 copy procedure template

nop_0    ; 00  42 copy procedure template

nop_0    ; 00  43 copy procedure template

push_ax  ; 0c  44 push ax onto stack

push_bx  ; 0d  45 push bx onto stack

push_cx  ; 0e  46 push cx onto stack

nop_1    ; 01  47 copy loop template

nop_0    ; 00  48 copy loop template

nop_1    ; 01  49 copy loop template

nop_0    ; 00  50 copy loop template

mov_iab  ; 1a  51 move contents of [bx] to [ax]

dec_c    ; 0a  52 decrement cx

if_cz    ; 05  53 if cx == 0 perform next instruction, otherwise skip 

it

jmp      ; 14  54 jump to template below (copy procedure exit)

nop_0    ; 00  55 copy procedure exit compliment

nop_1    ; 01  56 copy procedure exit compliment

nop_0    ; 00  57 copy procedure exit compliment

nop_0    ; 00  58 copy procedure exit compliment

inc_a    ; 08  59 increment ax

inc_b    ; 09  60 increment bx

jmp      ; 14  61 jump to template below (copy loop)

nop_0    ; 00  62 copy loop compliment

nop_1    ; 01  63 copy loop compliment

nop_0    ; 00  64 copy loop compliment

nop_1    ; 01  65 copy loop compliment

if_cz    ; 05  66 this is a dummy instruction, to separate templates

nop_1    ; 01  67 copy procedure exit template

nop_0    ; 00  68 copy procedure exit template

nop_1    ; 01  69 copy procedure exit template

nop_1    ; 01  70 copy procedure exit template

pop_cx   ; 12  71 pop cx off stack

pop_bx   ; 11  72 pop bx off stack

pop_ax   ; 10  73 pop ax off stack

ret      ; 17  74 return from copy procedure

nop_1    ; 01  75 end template

nop_1    ; 01  76 end template

nop_1    ; 01  77 end template

nop_0    ; 00  78 end template

if_cz    ; 05  79 dummy statement to separate creatures

nop_1    ; 01   0 beginning template

nop_1    ; 01   1 beginning template

nop_1    ; 01   2 beginning template

nop_1    ; 01   3 beginning template

zero     ; 04   4 put zero in cx

or1      ; 02   5 put 1 in first bit of cx

shl      ; 03   6 shift left cx

shl      ; 03   7 shift left cx, now cx = 4

;        ax =                 bx =

;        cx = template size   dx =

mov_cd   ; 18   8 move template size to dx

;        ax =                 bx =

;        cx = template size   dx = template size

adrb     ; 1c   9 get (backward) address of beginning template

nop_0    ; 00  10 compliment to beginning template

nop_0    ; 00  11 compliment to beginning template

nop_0    ; 00  12 compliment to beginning template

nop_0    ; 00  13 compliment to beginning template

;        ax = start of mother + 4   bx =

;        cx = template size         dx = template size

sub_ac   ; 07  14 subtract cx from ax

;        ax = start of mother   bx =

;        cx = template size     dx = template size

mov_ab   ; 19  15 move start address to bx

;        ax = start of mother   bx = start of mother

;        cx = template size     dx = template size

adrf     ; 1d  16 get (forward) address of end template

nop_0    ; 00  17 compliment to end template

nop_0    ; 00  18 compliment to end template

nop_0    ; 00  19 compliment to end template

nop_1    ; 01  20 compliment to end template

;        ax = end of mother   bx = start of mother

;        cx = template size   dx = template size

inc_a    ; 08  21 to include dummy statement to separate 

creatures

sub_ab   ; 06  22 subtract start address from end address to get 

size

;        ax = end of mother    bx = start of mother

;        cx = size of mother   dx = template size



祖先生命与寄生虫

1110

1111

Find 0000, [start]→ ax

Find 0001, [end]→ bx

Calculate size→cx

自检

1101

Allocate mem→ ax
call 0011 (copy procedure)

divide

JMP 0010

自我繁殖

1100

Save register to stack
1010

mov [bx] →[ax]
cx=cx-1

if cx=0 jump 0100
increment ax,bx

jump 0101
1011

restore register
return

Copy proc

1110

1111

Find 0000, [start]→ ax

Find 0001, [end]→ bx

Calculate size→cx

自检

1101

Allocate mem→ ax
call 0011 (copy procedure)

divide

JMP 0010

自我繁殖



超寄生生命

1110

1111

Find 0000, [start]→ ax

Find 0001, [end]→ bx

Calculate size→cx

自检

1101

Allocate mem→ ax

call 0011 (copy procedure)

divide

JMP 0000

自我繁殖

1100

1010
mov [bx] →[ax]

cx=cx-1
if cx=0 jumpb 1100

increment ax, bx
jumpb 0101

Copy proc

1111

Find 0000, [start]→ ax

Find 0001, [end]→ bx

Calculate size→cx

自检

1101

Allocate mem→ ax
call 0011 (copy procedure)

divide

JMP 0010

自我繁殖



Tierra中的复杂生态

物种的多样性增长

断点均衡现象

形成复杂的生态环境





Tierra的特点
• 除了虚拟计算机和操作系统以外，没有人为设计的因素

• 利用模板的匹配机制实现相互作用的多样性，这相当于Tag机制

• 从一个自复制的祖先程序出发，产生多样性

• 不足之处：
• 人工死亡的机制而不是数字生命的自然死亡

• Ray总结，能够自我繁殖，并且在无适应度函数的情况下的进化就是开放的Holland

说甚至Tierra也不是开放式进化，它不能无休止的产生多样性



后继研究
• 网络版的Tierra

• Avida

• Ameoba

• Tierrum

• Sp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