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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世纪 30年代以来，图灵机、计算这些重要的概念在科学的天空中就一直闪烁着

无限的光彩。尤其是近年来量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DNA 计算等领域的创新工作引起了

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不禁问这样的问题，国外究竟为什么能发明出这些各式各样的计算机

呢？这些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一切的源头都来源于计算理论。国内在介绍计算理论方面的

教材虽然有不少，但一般都比较深奥难懂。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对这些内容进行科普。于是

尝试写下这么一篇文章，希望我的文章能够让你更加清楚、透彻的理解图灵机、计算等等一

些基本而重要的概念，并洞悉到这些概念的本质和深远涵义。 

本篇文章大体上可以分成四部分：首先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图灵、哥德尔等科学家的故事；

然后正式引入图灵机的概念，为了对这个概念有比较直观的理解，我采用了一个人工生命：

“小虫”的比喻来叙述。接下来，文章介绍了跟图灵机有关的概念：什么是模拟，什么是“万

能计算机”等等；最后是关于图灵停机问题的探讨，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未来对科学的重大

突破都来源于对图灵停机问题的深入理解。在行文过程中，我除了用自己的方式介绍一些现

有的基本概念之外（为了尽量表达得清楚明白，我不得不放弃理论论证的严格性），还探讨

了很多我认为别人没有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多是我自己的思考结果，而它们没有经过科学

的验证。在这部分内容上我都标上了*号，希望你能有选择的看待这些问题和观点。 

一、故事 

   任何科学思想、科学概念的诞生都有它的背景，在背景中往往有很多迷人的故事。关于

计算理论可以追溯到 1900 年，当时著名的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在世纪之交的数学家大会上给

国际数学界提出了著名的 23个数学问题。其中第十问题是这样的：存在不存在一种有限的、

机械的步骤能够判断“丢番图方程”是否存在解？这里就提出来了有限的、机械的证明步骤

的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算法。但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算法”是什么。实际上，当时

数学领域中已经有很多问题都是跟“算法”密切相关的，因而，科学的 “算法” 定义呼之

欲出。之后到了 30 年代的时候，终于有两个人分别提出了精确定义算法的方法，一个人是

图灵，一个人是丘奇。而其中图灵提出来的图灵机模型直观形象，于是很快得到了大家的普

遍接受。 

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图灵这个名字。可能有些人知道牛顿，知道爱因斯坦，甚至知道冯

诺依曼，但不知道图灵。然而图灵的贡献绝对不亚于这些科学大师。图灵最大的贡献就是把

算法这样一个基本的、深刻的概念用他的图灵机模型讲清楚了。正是因为图灵奠定的理论基

础，人们才有可能发明 20 世纪以来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计算机。因此人们

称图灵为：计算机理论之父。 

图灵生活的年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二战期间他曾经为英国政府效力成功破译了

德国的密码，因而为英国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实也正是因为二战，英国政府才肯掏钱让图灵

制造最原始的计算机，当然这种计算机是专门用来破译密码用的，而不是我们现在用的通用

计算机。（有一部片子叫《密码迷情》英文名是《enigma》就是根据图灵当时破译德国密码

的故事改编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 

    图灵这个人很古怪，只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研究，不喜欢与别人交流。并且据说他还是

一个同性恋者。要知道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行为可是大逆不道的。最后，在他事业刚刚达

到顶风的时候，他自杀了。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学者，计算机界设立了最高荣誉奖：ACM

图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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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灵机的产生一方面奠定了现代数字计算机的基础（要知道后来冯诺依曼就是根据图灵

的设想才设计出第一台计算机的）。另一方面，根据图灵机这一基本简洁的概念，我们还可

以看到可计算的极限是什么。也就是说实际上计算机的本领从原则上讲是有限制的。请注意，

这里说到计算机的极限并不是说它不能吃饭、扫地等硬件方面的极限，而是仅仅就从信息处

理这个角度，计算机也仍然存在着极限。这就是图灵机的停机问题。这个问题在图灵看来更

加重要，在他当年的论文中，其实他是为了论证图灵停机问题才“捎带手”提出了图灵机模

型的。 

提到了图灵停机问题，我不禁又要提一提哥德尔定理、罗素悖论、康托尔的集合论等

等一系列大事儿。早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康托尔为集合论做了奠基性的研究。要知道，数

学虽然五花八门，但是人们发现，运用集合这个概念可以概括所有的数学，也就是说集合是

一切数学的基础。因而如果为集合论奠定了公理化的基础，也就等于为数学奠定了基础。康

托尔就是做了这方面的贡献。另外，他为了证明实数的个数比自然数多这个结论，发明了一

种被称为“对角线删除”的证明方法。没想到的是，这个方法影响非常深广，直到后来的图

灵停机问题、哥德尔定理其实都是该方法的不同延伸。 

19 世纪末的人们忙于为基于集合论的数学建立公理体系大厦。然而就当这座大厦即将

完工的时候，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罗素提出来的罗素悖论粉碎了数学家的梦想。关于罗

素悖论的一个通俗化版本是：“村子里有一个理发师，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给那些所

有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现在就要问，这个理发师该不该给自己理发？”。如果你尝试回答

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奇怪的事情：这个问题本身似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种奇怪的逻辑，

哲学家罗素才颠覆了整个数学大厦的基础！ 

因为集合论中存在着矛盾，所以整个数学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然而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数学一直以严格著称！这种感觉就好像正当你得意洋洋的时候有人突然闪了你一个

耳光！人们在一阵慌乱之后开始逐渐稳下阵角寻找避免罗素悖论产生的方法，并总希望通过

细心的选择数学公理能够将类似罗素悖论这样的怪物一劳永逸的排除精确数学体系之外。这

就是后来希尔伯特提出来一套数学纲领的原因，他希望找到一套公理体系能够排除悖论，并

挽救纯粹而美丽无暇的数学。虽然希尔伯特没能完成他的梦想，但他坚信梦想是对的。 

然而，没过多少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逻辑学家哥德尔提出来的定理却彻底粉碎

了希尔伯特的梦。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哥德尔定理！该定理大致上说：任何一个数学的公理化

体系都不是“完美的”。换个角度说，任何数学公理化系统都是死的，它总需要人为地从外

界注入新的公理进去才能让它日趋完善，而它自己并不能完全自动避免矛盾产生。哥德尔定

理可以说整个扭转了人们的世界观。因为被认为最“完美”最“纯粹”的数学都是不完全的，

那么纯粹完美的世界也应该不存在。哥德尔定理还指出了“理性”和“分析”方法的极限。

这才是后来人们步入到了“综合”时代的部分原因。更有趣的是，哥德尔用来证明他定理的

方法正和康托尔证明实数比自然数多、图灵停机问题以及罗素悖论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所有这些都是 20 世纪上半个世纪发生的大事，后来发生了什么？计算机出现了、信息

时代来临了，似乎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它们总会改善我们的生活，满足我们的欲望。渐渐的，

人们似乎淡忘了图灵、歌德尔、康托尔等等大师们的思想了。然而近年来随着复杂性科学的

研究，人们却又有了重拾这些相对古老而根本问题的迹象了！ 

 

二、图灵机 

   下面言归正传，我们开始讲图灵机的概念。我先把图灵机的模型给你，虽然有些无趣，

不过请坚持看下去，我会在下面运用大家比较好理解的形式重新解释的。在这里你仅仅需要

认识它的轮廓。一个图灵机是形如下面的一个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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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装置由下面几个部分组成：一个无限长的纸带，一个读写头。（中间那个大盒子），

内部状态（盒子上的方块，比如 A,B,E,H），另外，还有一个程序对这个盒子进行控制。这

个装置就是根据程序的命令以及它的内部状态进行磁带的读写、移动。 

它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从读写头在纸带上读出一个方格的信息，并且根据它当前的内

部状态开始对程序进行查表，然后得出一个输出动作，也就是是否往纸带上写信息，还是移

动读写头到下一个方格。程序也会告诉它下一时刻内部状态转移到哪一个。 

具体的程序就是一个列表，也叫做规则表，是这样的： 

 

    当前内部状态 s  输入数值 i  输出动作 o  下一时刻的内部状态 s' 

         B           1          前移             C 

         A           0       往纸带上写 1        B 

         C           0          后移             A 

        …           …          …             … 

 

    因此，图灵机只要根据每一时刻读写头读到的信息和当前的内部状态进行查表就可以确

定它下一时刻的内部状态和输出动作了。 

    图灵机就是这么简单！不可思议吧？而只要你变化它的程序（也就是上面的规则表），

那么它就可能为你做任何计算机能够完成的工作。因此可以说，图灵机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计

算机模型！ 

    也许，你会觉得图灵机模型太简单，怎么可能完成计算机的复杂任务呢？问题的关键是

如何理解这个模型。 

 

三、如何理解图灵机？ 

1、小虫的比喻 

我们不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假设一个小虫在地上爬，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从小虫信息

处理的角度来建立它的模型？ 

 

 



 

 

 

 

 

    首先，我们需要对小虫所在的环境进行建模。我们不妨就假设小虫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无

限长的纸带，这个纸带上被分成了若干小的方格，而每个方格都仅仅只有黑和白两种颜色。

很显然，这个小虫要有眼睛或者鼻子或者耳朵等等感觉器官来获得世界的信息，我们不妨把

模型简化，假设它仅仅具有一个感觉器官：眼睛，而且它的视力短得可怜，也就是说它仅仅

能够感受到它所处的方格的颜色。因而这个方格所在的位置的黑色或者白色的信息就是小虫

的输入信息。 

    另外，我们当然还需要为小虫建立输出装置，也就是说它能够动起来。我们仍然考虑最

简单的情况：小虫的输出动作就是往纸带上前爬一个方格或者后退一个方格。 

    仅仅有了输入装置以及输出装置，小虫还不能动起来，原因很简单，它并不知道该怎样

在各种情况下选择它的输出动作。于是我们就需要给它指定行动的规则，这就是程序！假设

我们记小虫的输入信息集合为 I={黑色，白色}，它的输出可能行动的集合就是：O={前移，

后移}，那么程序就是要告诉它在给定了输入比如黑色情况下，它应该选择什么输出。因而，

一个程序就是一个从 I集合到 O集合的映射。我们也可以用列表的方式来表示程序，比如： 

程序 1： 

      输入   输出 

 

      黑色   前移 

      白色   后移 

 

    这个程序非常简单，它告诉小虫当读到一个黑色方格的时候就往前走一个方格，当读到

一个白色方格的时候就后退一个格。 

我们不妨假设，小虫所处的世界的一个片断是：黑黑黑白白黑白……，小虫从左端开

始。 

 

 

 

 

 

那么小虫读到这个片断会怎样行动呢？它先读到黑色，然后根据程序前移一个方格，

于是就会得到另外一个黑色信息，这个时候它会根据程序再次前移一个方格，仍然是黑色，

再前移，这个时候就读到白色方格了，根据程序它应该后退一个格，这个时候输入就是黑色

了，前移，白色，后移……，可以预见小虫会无限的循环下去。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小虫肯定不会这样傻的在那里无限循环下去。我们还需要改进这个

最简单的模型。首先，我们知道小虫除了可以机械地在世界上移动以外，还会对世界本身造

成影响，因而改变这个世界。比如虫子看到旁边有食物，它就会把那个东西吃掉了。在我们

这个模型中，也就相当于我们必须假设小虫可以改写纸带上的信息。因而，小虫可能的输出

动作集合就变成了：O={前移，后移，涂黑，涂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程序 1 改为比

如： 

…… 

开始 



程序 2： 

    输入  输出 

 

    黑    前移 

    白    涂黑 

 

   纸带是黑黑白白黑……，小虫会怎样行动呢？下面的图表示出了这个例子中每一步小虫

的位置（标有圆点的方格就是小虫的当前位置），以及纸带的状况。 

开始：小虫在最左边的方格，根据程序的第一行，读入黑色应该前移。 

 

 

 

第二步：仍然读入黑，根据程序的第一行，前移。 

 

 

 

第三步：这个时候读入的是白色，根据程序的第二行，应该把这个方格涂黑，而没有其他的

动作。假设这张图上方格仍然没有涂黑，而在下一时刻才把它表示出来。 

 

 

 

第四步：当前方格已经是黑色的，因此小虫读入黑色方格，前移。 

 

 

 

第五步：读入白色，涂黑方格，原地不动。 

 

 

     

第六步：当前的方格已经被涂黑，继续前移。 

 

 

 

第七步：读入黑色，前移 

 

 

 

 小虫的动作还会持续下去……。我们看到，小虫将会不停的重复上面的动作不断往前走，

并会把所有的纸带涂黑。 

显然，你还可以设计出其他的程序来，然而无论你的程序怎么复杂，也无论纸带子的情

况如何，小虫的行为都会要么停留在一个方格上，要么朝一个方向永远运动下去，或者就是

在几个方格上来回打转。然而，无论怎样，小虫比起真实世界中的虫子来说，还有一个致命

的弱点：那就是如果你给它固定的输入信息，它都会给你固定的输出信息！因为我们知道程

序是固死的，因此，每当黑色信息输入的时候，无论如何它都仅仅前移一个方格，而不会做

…… 

…… 

…… 

…… 

…… 

…… 

…… 



出其他的反应。它似乎真的是机械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更改小虫模型，那么它就会有所改进，至少在给定相同输入的情况下，

小虫会有不同的输出情况。这就是加入小虫的内部状态！我们可以作这样的一个比喻：假设

黑色方格是食物，虫子可以吃掉它，而当吃到一个食物后，小虫子就会感觉到饱了。当读入

的信息是白色方格的时候，虽然没有食物但它仍然吃饱了，只有当再次读入黑色时候它才会

感觉到自己饥饿了。因而，我们说小虫具有两个内部状态，并把它内部状态的集合记为：

S={饥饿，吃饱}。这样小虫行为的时候就会不仅根据它的输入信息，而且也会根据它当前

的内部状态来决定它的输出动作，并且还要更改它的内部状态。而它的这一行动仍然要用程

序控制，只不过跟上面的程序比起来，现在的程序就更复杂一些了，比如： 

程序 3： 

    输入   当前内部状态   输出     下时刻的内部状态 

 

    黑         饥饿       涂白           吃饱 

    黑         吃饱       后移           饥饿 

    白         饥饿       涂黑           饥饿 

    白         吃饱       前移           吃饱 

     

这个程序复杂多了，有四行，原因是你不仅需要指定每一种输入情况下小虫应该采取

的动作，而且还要指定在每种输入和内部状态的组合情况下小虫应该怎样行动。看看我们的

虫子在读入黑白白黑白……这样的纸带的时候，会怎样？仍然用下面的一系列图来表示，灰

色的圆点表示饥饿的小虫，白色的圆点表示它吃饱了。为了清晰，我们把小虫将要变成的状

态写到了图的下一行。 

假定它仍然从左端开始，而且开始的时候小虫处于饥饿状态。这样读入黑色，当前饥

饿状态，根据程序第一行，把方格涂白，并变成吃饱（这相当于把那个食物吃了，注意吃完

后，小虫并没动）。 

 

 

 

 

第二步：当前的方格变成了白色，因而读入白色，而当前的状态是吃饱状态，那么根

据程序中的第四条前移，仍然是吃饱状态； 

 

 

 

 

第三步：读入白色，当前状态是吃饱，因而会重复第二步的动作。 

 

 

 

 

第四步：仍然重复上次的动作。 

 

 

 

…… 

涂白方格，变成吃饱 

…… 

前移，仍然吃饱 

…… 

前移，保持吃饱 

…… 

前移，保持吃饱 



 

第五步：读入黑色，当前状态是吃饱，这时候根据程序的第二行应该后移方格，并转

入饥饿状态； 

 

 

 

 

第六步：读入白色，当前饥饿状态，根据程序第三行应该涂黑，并保持饥饿状态（各

位注意，这位小虫似乎自己吐出了食物！）； 

 

 

 

 

第七步，读入黑色，当前饥饿，于是把方格涂白，并转入吃饱状态（呵呵，小虫把刚

刚自己吐出来的东西又吃掉了！）。 

 

 

 

 

第八步，读入白色，当前吃饱，于是前移，保持吃保状态。 

 

 

 

 

这时候跟第四步的情况完全一样了，因而小虫会完全重复 5、6、7、8步的动作，并永

远循环下去。似乎最后的黑色方格是一个门槛，小虫无论如何也跨越不过去了。 

小虫的行为比以前的程序复杂了一些。尽管从长期来看，它最后仍然会落入机械的循

环或者无休止的重复。然而这从本质上已经与前面的程序完全不同了，因为当你输入给小虫

白色信息的时候，它的反应是你不能预测的！它有可能涂黑方格也有可能前移一个。当然前

提是你不能打开小虫看到它的内部结构，也不能知道它的程序，那么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不

能预测的满地乱爬的小虫。如果小虫的内部状态数再增多呢，那么它的行为会更加的不可预

测！ 

说到这里，你可能对于“小虫的行为不可预测”这句话持反对意见。因为所有可能的

输入状态是固定的，所有的内部状态无论多少也是固定的，那么小虫所有可能的行为就应该

是有限的！然而，不要忘记纸带的长度是无限的，因而虽然每个具体的输入可能就有 0和 1

两种状态，然而这些 0和 1的输入组合却是无限的。另外退一步说，输入纸带的情况是有限

的（你可以理解为 01组合经过若干长度就会出现循环，比如 011011011…），那么我们的小

虫会不会必然最终陷入到无休止的循环中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时候输入的组合数乘

以内部状态总数是一个有限的数值，因而小虫必然会遍历所有的可能情况。无论哪种情况下，

你有可能都会认为小虫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似乎你可以通过某种聪明的“数学”判断小虫

是否会循环，以及在什么时候循环。也就是说，通过你的聪明的数学，你只要看看小虫的程

序，而不用执行它就能够预言小虫在多少多少步之后必然会“傻傻地”重复以前的动作了。

这样一来，它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雕虫小技”了。然而真的是这样么？这种判定小虫傻循环

的一般定理或程序存在么？这个问题留待我们后面进行讨论。 

…… 

后移，变成饥饿 

…… 

涂黑，保持饥饿 

…… 

…… 

涂白，转入吃饱 

前移，保持吃饱 



    好了，如果你已经彻底搞懂了我们的小虫是怎么工作的，那么你已经明白了图灵机的工

作原理了！因为从本质上讲，最后的小虫模型就是一个图灵机！ 

 

2、如何理解图灵机模型* 

    刚才用小虫说明了图灵机的工作原理，相信你的第一个反映就是，这样的模型太简单了！

他根本说明不了现实世界中的任何问题！下面，我就要试图说服你，图灵机这个模型是伟大

的！ 

    首先，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会决策、会思考的人就可以被抽象的看成一个图灵

机。 

    为什么可以做这种抽象呢？首先我们可以考虑扩展刚才说的小虫模型。因为小虫模型是

以一切都简化的前提开始的，所以它的确是太太简单了。然而，我们可以把小虫的输入集合、

输出行动集合、内部状态集合进行扩大，这个模型就一下子实用多了。首先，小虫完全可以

处于一个三维的空间中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纸带。并且小虫的视力很好，它一下子能读到方圆

500米的信息，当然，小虫也可以拥有其他的感觉器官，比如嗅觉、听觉等等，而这些改变

都仅仅是扩大了输入集合的维数和范围，并没有其他更本质的改变。同样道理，小虫可能的

输出集合也是异常的丰富，它不仅仅能移动自己，还可以尽情的改造它所在的自然界。进一

步的，小虫的内部状态可能非常的多，而且控制它行为的程序可能异常复杂，那么小虫会有

什么本事呢？这就很难说了，因为随着小虫内部的状态数的增加，随着它所处环境的复杂度

的增加，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对小虫行为的预测能力。但是所有这些改变仍然没有逃出图灵机

的模型：输入集合、输出集合、内部状态、固定的程序！就是这四样东西抓住了小虫信息处

理的根本。 

我们人能不能也被这样的抽象呢？显然，输入状态集合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中能够看到、

听到、闻到、感觉到的所有一起，可能的输出集合就是你的每一言每一行，以及你能够表达

出来的所有表情动作。内部状态集合则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可以把任意一个神经细胞的状

态组合看作是一个内部状态，那么所有可能的神经细胞的状态组合将是天文数字！ 

似乎你会说，这个模型根本不对，还有很多思维本质的东西没有概括进去。比如记忆

问题，人有记忆，图灵机有么？其实，只要图灵机具有了内部状态，它就相应的具有了记忆。

比如上面讲到的具有饥饿和吃饱两种状态的小虫就会记住它所经历过的世界：如果吃到食物

就用吃饱状态来“记住”吃过的食物。什么是记忆呢？假如你经历了一件事情并记住了它，

那么只要你下一次的行动在相同条件下和你记住这件事情之前的行动不一样了，就说明该事

情对你造成了影响，也就说明你确实记住了它。 

学习的问题反映在模型中了么？学习是怎么回事儿呢？似乎图灵机模型中不包括学

习，因为学习就意味着对程序的改变，而图灵机是不能在运行过程中改变它的程序的。然而，

我们不难假设，你实际上并不能打开一个人的脑袋来看，所以它的实际程序规则你是不知道

的。很有可能一个图灵机的规则没有改变，只不过激活了它的某些内部状态，因而它的行为

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尽管给它相同的输入，它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输出，因而在我们看来，

它似乎会学习了！而实际上，这个图灵机的程序一点都没变。 

还有很多很多现象似乎都能被图灵机包括，什么是人类的情绪、情感？你完全可以把

它看作是某种内部状态，因而处于心情好的情绪下，你的输入输出是一套规则，而心情不好

的时候则完全是另一套。这仍然没有逃出图灵机的模型范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的思维究竟是不是和图灵机一样遵循固定的程序呢？这个问

题似乎初看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行为太不固定了！你不可预言它！然而我会争辩道，无论

如何神经元传递信息、变化状态的规律都是固定的，可以被程序化的，那么作为神经元的整

体：脑的运作必然也要遵循固定的规则也就是程序了。那么，如果是这样，正如图灵相信的，



人脑也不会超越图灵机这个模型，所以，人工智能也必然是可能的！然而，我认为针对这个

问题的答案很有可能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将在最后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我相信你已经能够体会到了，图灵机模型实际上是非常强有力的！ 

 

三、计算 

1、什么是计算 

    说了这么多，虽然也许你已经了解到了图灵机的威力，也许还将信将疑，然而，你肯定

仍然看不出来图灵机和计算有什么关系。而实际上，图灵机是一个理论计算机模型，它最主

要的能耐还是在于计算上！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计算！ 

    我可以先给出一个很摩登的对计算概念的理解：广义上讲，一个函数变化如把 x变成了

f(x)就是一个计算！如果我们把一切都看作是信息，那么更精确的讲，计算就是对信息的变

换！如果采用这种观点，你会发现，其实自然界充满了计算！如果我们把一个小球扔到地上，

小球又弹起来了，那么大地就完成了一次对小球的计算。因为你完全可以把小球的运动都抽

象成信息，它无非是一些比如位置、速度、形状等等能用信息描述的东西嘛，而大地把小球

弹起来就无非是对小球的这些信息进行了某种变换，因而大地就完成了一次计算！你可以把

整个大地看作是一个系统，而扔下去的小球是对这个系统的输入，那么弹回来的小球就是该

系统的输出，因而也可以说，计算就是某个系统完成了一次从输入到输出的变换！ 

    这样理解不要紧，你会发现，现实世界到处都是计算了！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所有的自

然界存在的过程都抽象成这样的输入输出系统，所有的大自然存在的变量都看作是信息，因

而计算无处不在！也的确，正是采取了这样的观点，国外才有可能发明什么 DNA 计算机、

生物计算机、量子计算机这些新鲜玩艺！因为人家把 DNA的化学反应、量子世界的波函数

变换都看作是计算了，自然就会人为地把这些计算组合起来构成计算机了。然而，似乎我们

的理论家们还在力图证明关于图灵机的某个定理呢，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计算其实就是这样简

单！ 

    下面回到图灵机！为什么说图灵机是一个计算的装置呢？很简单，图灵机也是一个会对

输入信息进行变换给出输出信息的系统。比如前面说的小虫，纸带上的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

颜色信息就是对小虫的输入，而小虫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它的输出。不过这么看，你会发现，

似乎小虫的输出太简单了。因为它仅仅就有那么几种简单的输出动作。然而，不要忘了，复

杂性来源于组合！虽然每一次小虫的输出动作很简单，然而当把所有这些输出动作组合在一

起，就有可能非常复杂！比如我们可以把初始时刻的纸带看作是输入信息，那么经过任意长

的时间比如说 100年后，小虫通过不断的涂抹纸带最后留下的信息就是输出信息了。那么小

虫完成的过程就是一次计算。事实上，在图灵机的正规定义中，存在一个所谓的停机状态，

当图灵机一到停机状态，我们就认为它计算完毕了，因而不用费劲的等上 100 年。 

 

2、计算的组合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把若干个计算系统进行合并构成更大的计算系统。比如还是那

个小球吧，如果往地上放了一个跷跷板，这样小球掉到地上会弹起这个跷跷板的另一端，而

跷跷板的另一边可能还是一个小球，于是这个弹起的小球又会砸向另一个跷跷板……。 

    我们自然可以通过组合若干图灵机完成更大更多的计算，如果把一个图灵机对纸带信息

变换的结果又输入给另一台图灵机，然后再输入给别的图灵机……，这就是把计算进行了组

合！也许你还在为前面说的无限多的内部状态，无限复杂的程序而苦恼，那么到现在，你不

难明白，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写出无限复杂的程序列表，而仅仅将这些图灵机组合到一起就

可以产生复杂的行为了。 



    有了图灵机的组合，我们就能够从最简单的图灵机开始构造复杂的图灵机。那么最简单

的图灵机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最简单的信息就是 0和 1，而最简单的计算就是对 0或 1进行

布尔运算。而布尔运算本质上其实就三种：与、或、非。从最简单的逻辑运算操作最简单的

二进制信息出发我们其实可以构造任意的图灵机！这点不难理解：任何图灵机都可以把输入、

输出信息进行 01的编码，而任何一个变换也可以最终分解为对 01 编码的变换，而对 01 编

码的所有计算都可分解成前面说的三种运算。也许，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研究计算机的人都

要去研究基本的布尔电路。奥秘就在于，用布尔电路可以组合出任意的图灵机！ 

 

3、征服无限的方法！ 

   回忆你小时候是如何学会加法运算的。刚开始的时候，你仅仅会死记硬背。比如你记住

了 1+1=2，记住了 2+4=6，……。然而无论你记住多少固定数字的运算，你都不叫学会了加

法。原因很简单，假如你记住了 n 对数的加法，那么我总会拿出第 n+1 对数是你没有记住

的，因此你还是不会计算。原则上。自然数的个数是无穷的，所以任何两个数的加法可能结

果也是无穷的，而如果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我们头脑怎么可能记住无穷数字的计算法则

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毕竟还是最终学会了加法运算！说来奇怪，你肯定明白其实加

法运算并不需要记住所有数字的运算结果，而仅仅需要记住 10 以内的任意两个数的和，并

且懂得了进位法则就可以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假设要计算 32+69 的加法结果，你会把 32 写到一行，把 69 写到

下一行，然后把他们对齐。于是你开始计算 2+9=11，进一位，然后计算 3+6=9，再计算 9+1=10

再进一位，最后，再把计算的这些每一位的结果都拼起来就是最终的答案 101。这个简单例

子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作加法的过程就是一个机械的计算过程，这里输入就是 32和 69这两

个数字，输出就是 101。而你的程序规则就是具体的把任意两个 10 以内的数求和。这样，

根据固定的加法运算程序你可以计算任两个数的加法了。 

    不知你发现了没有，这个计算加法的方法能够让你找到运用有限的规则应对无限可能情

况的方法！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自然数是无限的，这样，所有可能的加法结果也是无限的。

然而运用刚才说的运算方法，无论输入的数字是多少，只要你把要计算的数字写下来了，就

一定能够计算出最终的结果，而无需死记硬背所有的加法！ 

因而，可以说计算这个简单的概念，是一种用有限来应对无限的方法！我们再看一个

例子：假如给你一组数对：1,2  3,6   5,10  18,36，就这 4对，这时问你 102对应的数是多

少？很显然，如果仅仅根据你掌握的已知数对的知识，是不可能知道答案的，因为你的知识

库里面没有存放着 102 对应数字的知识。然而，如果你掌握了产生这组数对的程序法则，也

就是看到如果第一个数是 x，那么第二个数就是 2x 的话，你肯定一下子就算出 102 对应的

是 204 了。也就是说，你实际上运用 2x这两个字符就记住了无限的诸如 1,2  3,6  102,204

所有这样的数对。 

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我怎么可能运用有限的字符来应对无限种可能呢？实际上，当

没有人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存储的 2x什么也没有，而当我问你 102对应的是多少？我就相

当于给你输入了信息：102，而你仅仅是根据这个输入信息 102 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变换得到

了输出信息 204。因而输入信息就好比是原材料，而你的程序规则就是加工的方法，只有在

原材料上进行加工，你才能输出最终产品。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专家系统方法。其实专家系统就是一个大的规则库。也就相当于存

储了很多很多的 1,2 3,6 5,10 这样特殊的规则对。而无论它存储的东西再多，总归会是有限

的，你只要找到一个它没有存储到的问题，它就无能为力了。因而专家系统就会在你问到

102对应是多少的时候失败！如何解决问题？人们想出了很多方法，就比如元规则的方法，

其实元规则就相当于刚才所说的计算加法的程序，或者 2x 这样的东西。运用元规则的确可



以应对无限种情况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问计算机任何两个数相加是多少，它总能给出

你正确的答案的原因，虽然它不必记住所有这些加法对的信息。 

然而仅仅是元规则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么？ 

    假如给你三组数对，排列成一个表： 

    1,2  3,6  4,8   100,200 

    3,9  2,6  8,24  100,300 

    1,4  2,8  3,12  100,400 

    那么问你在第 6 行上，3 这个数字对应的是多少？我们先要找出第一行的规律是 2x 没

有疑问，第二行呢？是 3x，第三行是 4x，那么第 6 行就应该是 7x 了，因而在第 6 行上 3

应该对应的是 21 了！这里跟前面不太一样的是，虽然我们得到了每一行的规则比如第一行

的 2x，但是随着行数的增加，这个规则本身也变化了，因而第 2行是 3x，第 3行是 4x等等，

因而我们又得到了一个规则本身的规则，即如果行数是 n 的话，那么这一行的规则就是

(n+1)x。我们显然能够根据输入的 n和 x计算出数值。把这个道理放到专家系统里面，这种

原理就是元规则的规则，元规则的元规则……，应该是无穷的！然而专家系统本身并不会自

动的归纳这些规则，人必须事先把这些元规则写到程序里，这也就是专家系统最大的弊端。

而我们人似乎总能在一些个别的事件中归纳出规则。进一步问，机器可以归纳么？这就相当

于说：可以为归纳方法编出程序么？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下面将要详细讨论！可以设

想，假如我们找到了真正归纳的方法，那么编写出这样的程序，它就会一劳永逸的自己进行

学习归纳了。我们完全再也不用给他编制程序和规则了。这正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 

 

4、归纳* 

 记得金大侠在他的一本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曾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武林泰斗

张三丰在情急之下要把他新创的武功“太极拳”传授给新起之秀张无忌。张无忌除了有一身

精湛的“内功修为”以外还对武学具有极高的悟性。因而当张三丰给他打过一趟太极拳以后，

他就把所有的招式全部记下来了并且当场把所学的太极拳重新再打给张三丰看。在张无忌练

拳的过程中，张三丰反复问他一个问题：“你已经忘掉几招了？”。他的回答令其他人异常不

解，因为他越在那里揣摩太极拳的奥秘，忘记的招数也越来越多。旁边的人不明白，这样的

学法忘的这么快，怎么可能学会武功呢？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张无忌说已经忘掉了所有的

招式。张三丰笑着说：“不错，你终于学会了‘太极拳’”。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张无忌之所以能学会太极拳，正是因为他已经能够从

具体的一招一式之中抽象出了更高一层次的武学规律，因而，当他把所有的有形的武功招数

都忘记的时候，已经掌握了太极拳的精髓。而太极武功讲究的就是借力打力，以柔克刚。说

白了就是事先并没有固定招式存在，而等到敌人向我进攻的时候我再动态的生成破解的招

术。 

 用到图灵机模型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把具体的武功招术比喻成一些输入，而应对招

术比喻成图灵机的输出，那么太极所讲究的借力打力、以柔克刚的方法其实就是类似上节讲

过的 2x 这样的图灵程序！因而张无忌学太极拳的过程就是从特殊的输入输出提升到了一般

的算法的过程。也可以说，张无忌运用了归纳学习法！ 

 然而，仔细观察上一节的叙述，我们会发现。虽然图灵机能够将 2x 这样的法则计算得

出结果，但是抽象出 2x 本身并不是机器自动产生的，而是需要我们外在的人编程进去。那

么，面对这样的问题，究竟图灵机能不能像张无忌一样进行归纳思维呢？ 

 可以设想，如果计算机真有了张无忌那两下子，我们人类可要省事儿多了！我们甚至不

需要为计算机编程序，它就会自动的从若干个具体事例中归纳出一般的通用规律来。然而，

究竟计算机能不能具有真正的归纳能力呢？让我们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说如果计算机能自动归纳，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为归纳方法来编写一段程序 P。这

个程序可以理解为输入的是一些特殊的数对，输出的是能够生成这些数对的程序。也就是说

输入具体的“招术”，输出的是这些“招术”的一般规律。如果说程序 P 真正可以自己归纳，

那么 P 就必然可以归纳出所有的规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其实任何一个程序都能够被看

作是对输入的一个变换而得到输出。那么程序 P 自然也是。假设这些对子(a,b),(c,d),(e,f),……

都是程序 P 的输入输出对，那么我们挑选出前 1000 个（总而言之是足够多的对子）。把这

1000 个特殊情况输入到 P 中，那么 P 就应该能够产生这些对子的共性，也就是 P 自己这个

程序了！换句话说，程序 P 产生了它自己，P 自己把自己给归纳出来了！这似乎陷入了怪圈

之中！另外，我们人类设计出来 P，如果 P 可以归纳所有的规律，那么 P 能否也能归纳出“人

归纳 P”本身这个规律呢？仍然是怪圈问题！这样的问题似乎还有很多。反过来讲，如果假

设归纳出所有规律的程序 P 不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人类总能归纳出规律呢？什么样的具

体问题是可归纳的，什么问题是不可归纳的？然而这些看起来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目前还没有

统一的答案！ 

我们还将会看到很多问题都涉及到逻辑中的怪圈，而由于计算理论已经触及了逻辑、信

息的根本，所以把一些问题引向逻辑怪圈并不奇怪。 

 

四、模拟 

1、什么是模拟？ 

什么是模拟？又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爱因斯坦说过，越是基本的概念就越是难以刻画

清楚。模拟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 

如果你站在一个朋友面前，冲着他做了一些鬼脸。那么他也会学着你的动作冲你做鬼

脸，那么他就对你进行了模拟。 

很明显，在你和你朋友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对应关系：你的手对应他的手，你的眼睛

对应它的眼睛，你的嘴巴对应他的嘴巴……。而且你的手、眼睛、嘴巴做出来的动作也会对

应他的手、眼睛、嘴巴做出来的动作。因而，模拟的关键是对应！如果集合 A 中的元素可

以完全对应 B中的元素，那么 A就可以模拟 B。 

仍然用你冲你的朋友做鬼脸的例子，假如这次你做出的鬼脸以及动作没有被他立即模

仿而是被他用某种符号语言记录到了日记本上了。比如：“X 年 X月 X 日，疯子 XX 冲我做

了一个鬼脸：他伸出了左手食指放到了右眼下面往下拉他脸上的肉，并且吐出了他长长的舌

头！”。过了 N 多天后，你的这位朋友掏出了日记本，按照上面的描述冲着大家做了这个鬼

脸。很显然他仍然模拟了你当时的动作。那么，你朋友日记本上的那段对话描述是不是对你

鬼脸动作的模拟呢？似乎答案是否，因为这段文字跟你没有半点相像。然而你的朋友正是根

据这段描述才做出了对鬼脸动作的模拟。也就是说，他把那段文字翻译成了他的动作，而他

这个动作就是对你的模拟。这个翻译的过程很显然就是某种信息的变换，我们完全可以把它

理解为一个计算的过程，也就是可以用图灵机来实现的算法过程。所以，我们说日记本上的

那段指令也构成了对你鬼脸动作的模拟，原因是这些信息也与你的鬼脸动作构成了对应。具

体的，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表示： 

 

 

 

 

 

 
A B C 模拟 变换 

模拟 



这里 A 是你的鬼脸动作，B 是你朋友做出来的鬼脸动作，C 是日记本上的描述。你朋

友的动作 B 模拟了你的动作 A，而 B 的动作信息是通过执行 C 上的描述得到的，也就是说

存在着一个从 C 到 B上信息的变换。这样我们认为 C 也对 A 进行了模拟。 

 

2、图灵机之间的模拟 

下面来考虑图灵机之间的模拟。按照前面的定义，一台图灵机包括：输入集合 I，输出

集合 O，内部状态集合 S，程序规则表 T四个要素。那么如果两个图灵机之间的这些元素都

存在刚才说的对应关系，就认为两个图灵机可以相互模拟了。然而图灵机的功能是完成对输

入信息进行变换得到输出信息的计算。我们关心的也仅仅是输入输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因而

一台图灵机 A 如果要模拟 B 并不一定要模拟 B中的所有输入、输出、内部状态、程序规则

表这些元素，而只要在给定输入信息的时候，能够模拟 B 的输出信息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来表示图灵机之间的模拟： 

 

 

 

 

 

 

 

 

 

 

也就是说在给定相同输入信息的情况下，只要输出信息 o’能够模拟信息 o 就可以，也

就认为 B模拟了 A。而信息 o’对信息 o的模拟又符合我们上面对一般集合之间模拟的定义。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另外一台图灵机能够把信息 o’计算并映射成信息 o，就认为 o’模拟了 o。

说白了也就是 o’可以与 o 不一样，但是只要你能用一个图灵机把 o’经过一系列运算变换到

相同的 o，就认为 o’模拟了 o。因而也就是图灵机 B 模拟了图灵机 A。 

进一步，我们可以假设 A 和 B 输入的信息也不一样，一个 i，另一个是 i’，那么如果 i

和 i’之间也存在着模拟对应关系的话，我们仍然认为 B可以模拟 A。也就是下面的图： 

 

 

 

 

 

 

 

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 A图灵机模拟了 B 图灵机，那么并不一定 B 图灵机可以模拟 A

图灵机。因为有可能 A 图灵机比 B图灵机处理的信息更多。也就是说假如 B能处理的信息

就是 1，2，3，4，而 A 处理的信息除了这四个数之外，还有 5,6,7,8，那么显然当输入 1234

的时候 A 能够模拟 B，而当输入 5678的时候 B没定义了，不能完成任何操作。在这个时候

B 显然不能模拟 A 了。 

 

3、计算等价性 

讲了这么多关于模拟的知识有什么用呢？模拟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阐明什么是等价

输入信息 i 

图灵机 A 

图灵机 B 

输出信息 o 

输出信息 o’ 

模拟 模拟 

输入信息 i 图灵机 A 

图灵机 B 

输出信息 o 

输出信息 o’ 

模拟 模拟 

输入信息 i’ 

模拟 



的。比如为了完成加法运算，你写了一段程序，而我也写了另一段程序，虽然我们两个的程

序可能完全不一样，然而只要我们两个程序之间能够相互模拟，也就是说只要给定两个数，

我们都能正确的一模一样的算出它们的和，那么我们两个程序就是等价的！ 

具体地说，如果 A 能够模拟 B，并且 B 也能模拟 A，那么 A 和 B 就是计算等价的。计

算等价性是非常强有力的，因为它揭示了在我们这个宇宙中某种非常普遍的规律。我们仍然

用刚才说的加法算法为例子来说明。虽然计算两个数的加法的方法可能有无穷多种，也有可

能用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语言，什么 C,Basic,JAVA 等等来实现，更有可能奔跑在不同的计算

机上，然而所有这些程序，这些计算的结果意义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所有与加法运算算法

计算等价的计算机程序都是一回事儿，因而加法算法这个东西是某种永恒而独立的！ 

看！我们在宇宙中找到了某种永恒性了，这种永恒性反映了宇宙规律中某种本质上的

美！计算等价性就和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具有这种高级的对称性，我甚至觉得计算等价性要比

能量守恒定律更加深刻！因为无论如何能量守恒定律仍然是刻画了物理系统的某种属性，而

计算等价性则刻画的是非常广泛的信息系统之间的某种守恒和对称性，而一切系统都可以被

抽象为信息系统，甚至是物质世界，所以，计算等价性是跨越所有系统之间的某种高级对称

的、永恒的、美的东西。 

为了进一步理解计算等价性的威力所在，我们不妨科幻一下。假设我们能够用计算机

模拟某个人，比如说张三的思维过程了（也就是假设真正的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了）。那也就

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计算机软件 X 来完成对张三思维的模拟。这样，这个软件就会在一切

与它具有计算等价性的程序甚至系统上实现张三这个人的思维过程！比如我们完全有可能让

一大堆分子的碰撞来实现 X 这个软件，那么就会在这大堆分子碰撞的过程中完成对张三思

维的模拟，也就是说张三这个人的意志蹦到了这一大堆分子系统中去了！更进一步，我们还

可以找来足够多的人比如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来模拟那大堆分子的碰撞，从而完成软件 X

的计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张三这个人的思维或者说意识在那群人的整体上突现了！很

有可能，这些构成软件 X 的人都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上层的张三的意识的出现。更有趣的

是，张三自己很有可能就在那一群人之中呢！ 

相信你已经能够参悟到了什么是计算等价性的威力了，那么我也相信你能够理解为什

么说任何一台我们使用的计算机都不过是图灵机的翻版了。 

 

4、意义* 

考虑下面三句话：“请把窗户关上！”，“Please close the window！”，“01001110111”。这

三句话分别说给不同房间中的三个人。第一句话告诉给一个中国人，于是他关上了窗户；第

二句话告诉了一个英国人，他也关上了窗户；第三句话告诉的是一个机器人，他也关上了窗

户。这三句话从表面看显然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当它们让不同的人来听的时候，却达到了

相同的最终结果：窗户被关上了。那么，我们自然会想，这三句话有何相同呢？显然，答案

是他们的意义相同。然而什么又是意义呢？ 

真正回答意义的本质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现在人们正在努力理解语义是什么。虽然

我们仍没有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不妨从图灵机、计算以及计算等价性的观点来考虑该

问题。如果把中国人、英国人、机器人都看作是图灵机，而那三句话看作是对他们的输入信

息，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图灵机计算的输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三种结果是相同的。也就是

说这些图灵机之间是可以相互模拟的。 

考虑这三句话，显然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意义。而根据前面的叙述，能够相互模拟的图

灵机是具有相同的计算等价性的。因而描述听到关窗指令后并按照指令行事的图灵机具有相

同的计算等价性。而这种计算等价性就好像是前面说到的加法规则一样是独立于计算系统、

执行机构的。因而，我们能得到下面的图： 



 

 

 

 

 

 

 

 

 

 

 

 

 

 

通过这个对比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所谓语言的意义，就是执行这个语言系统的计

算等价性！ 

我们如何知道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意义呢？显然，我们只要有了翻译就可以明白

“请把窗户关上”与“Please close the window”具有相同意义，而翻译所作的工作无非就是

输入中文信息输出英文信息这样的信息转换工作，因而，也就是一个计算过程！ 

 然而当不存在从一个语言到另外一个语言的翻译的时候，我们也并不能断定某一个符号

序列对于固定的图灵机是否有意义。这就是说，我们虽然不能明白鸟叫是什么含义，但并不

能否认它们的叫声可能有意义，因为只有鸟自己才能明白叫声的含义。 

 

五、万能图灵机 

1、编码 

其实我说的这个“万能图灵机”就是计算机术语中的“通用图灵机”，英文是 Universal 

Turing Machine。而我之所以称之为“万能图灵机”完全是因为这个名字似乎听起来更加直

观。 

前面已经讲述了模拟的概念，那么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存在不存在一台图灵机

能够模拟所有其他的图灵机呢？答案是存在的。这种能够模拟其他所有图灵机的图灵机就叫

做通用图灵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万能图灵机”。这种机器在图灵计算这个范畴内，是万

能的！ 

“万能图灵机”会怎样工作呢？假如我把信息 x输入到了图灵机M中，M 就能计算出

一个结果 o。那么如果我把 x和M的信息都输入给万能图灵机，那么万能图灵机也会输出 o，

也就是万能图灵机可以模拟任何一台特殊的图灵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仅仅通过改变输入 x

和 M 的值就能“改变”万能图灵机的程序规则了。因而也可以认为万能图灵机就是可以任

意编程的。这里的改变两个字加上了引号，是因为事实上任何图灵机在诞生之后规则就不能

改变了，因而我们能够改变“万能图灵机”的规则，仅仅是因为看上去是这样的，其实根本

没有改变。 

要说明为什么“万能图灵机”是存在的，以及它是怎样模拟其他任何图灵机的动作的，

我们必须先要理解究竟怎样把任何一台图灵机输入到“万能图灵机中”，这就需要理解编码

的概念。什么是编码呢？你可以理解为对某一堆事物进行编号就是编码。 

其实我们每人每天都在跟编码打交道。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而这个身份证都有一

语言 执行者 

请把窗户关上！ 中国人 

Please close the window！ 英国人 

01001110111 机器人 

同意义 

同意义 

计算等价 

计算等价 

相同处： 意义 计算等价性 

输入指令 

输入指令 

输入指令 



个 ID 号码吧？那么这个号码就是你的编号。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每个人都分配一个学号

也是编码。 

26 个字母能够被编码，比如 a对应 1，b对应 2，……，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任意一

个英文单词都是可以被编码的则不那么容易一眼看出来。事实上，我们可以按照字典顺序把

所有的单词都列出来。也就是说字母顺序越靠前，字符长度越短的单词排在前面，其次长单

词，字母顺序靠后的单词就排在后面。比如一种可能的字典顺序： 

a, about, an…, bad, be, behave….. 

只要这样一排好序，我们就能给每个单词赋予一个数字，最简单的方法是，给第一个

字母分配 1，第二个分配 2，……，因而我们就给所有的单词都编码了。 

下面讨论任意一个图灵机能不能被编码。我们假设讨论的所有图灵机的输入集合都是

仅有 0,1两种，而它的输出也仅仅有 0,1,2,3四个动作分别表示前移，后移，涂写 0，涂写 1。

而内部状态数最多为 10000 个（总之足够多就可以了）。下面考虑程序。 

假设图灵机的程序表为： 

 

 

当前内部状态 s  输入数值 i  输出动作 o  下一时刻的内部状态 s' 

 

         2           1          0             3 

         1           0          3             2 

         3           0          1             1 

        …           …          …             …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写到一行中，这就是 2,1,0,3; 1,0,4,2; 3,0,1,1，注意用“，”分开了内

部状态，输入数值，输出动作和下一时刻的状态，而用“；”分开了一行一行具体的程序。

这样无论这个表有多大，我们都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就相当于一个

英文单词，这就是对该图灵机程序的一个描述。同理，其他的图灵机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

单词描述，那么我们再用字典序的方法对这些描述进行编码，也就得到了对所有图灵机的编

码。 

如果一台图灵机的编码是M，它读入的信息是 x，这样只要把M和 x用“.”号隔开的

方法分开作为数据输入到“万能图灵机”中，运用特殊的算法，这个万能的机器就能得出对

M 计算 x 的模拟结果了。事实上可以由定理证明万能图灵机对于任意的编码都是存在的，

在这里我们就不叙述证明过程了。 

 

2、自食其尾 

既然“万能图灵机”能够模拟任何一台图灵机的动作，那么它能不能模拟它自己的动

作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首先看到“万能图灵机”也是图灵机，也有固定的输入、输出、

状态的集合、固定的程序，因而它也能被编码。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自己的编码信息输入给

它自己了。这就好像一条蛇咬到了自己的尾巴。会发生什么呢？自食其尾就会产生怪圈，虽

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不好的征兆，然而在下一节里面，我们将看到这种怪圈会诞生什

么样的结论。而且我们也会看到，其实这个怪圈是和康托尔对角线法则、哥德尔定理有关的。 

图灵机一旦能够把程序作为数据来读写，就会诞生很多有趣的情况。首先，存在某种

图灵机可以完成自我复制！事实上，计算机病毒就是这样干的！我们简单说明一下，这个特

殊的图灵机是如何构造的。我们假定，如果一台图灵机是 X，那么它的编码就记为<X>，这

样能够自我复制的图灵机 T 的功能是，把 T 的编码<T>写到纸带上输入到“万能图灵机”，



那么“万能图灵机”就能根据读入的<T>，在纸带上再次输出<T>的一份拷贝<T>’，并且

<T>=<T>’。下面就来大概解释如何构造这样的 T。首先 T 由两部分构成 AB。第一部分 A

的功能是指导“万能图灵机”把 B的编码<B>原封不动的打印到纸带上，这个时候纸带上就

有了<B>，如果这个时候你想用同样的方法打印<A>到纸带上是不行的，因为会出现循环定

义。然而 B可以这样做，读入纸带上的信息 X，生成能够打印 X 的图灵机：p(X)的编码<p(X)>

打印到纸带上，并把 X 和<p(X)>的内容前后调换，有定理保证这样的图灵机是存在的。这

样当 B 读到纸带上的信息<B>之后就会打印出能够打印<B>的图灵机的编码也就是<A>了，

然后把<A>和<B>位置对换就构成了<AB>也就是<P>，所以 P 把自己进行了一次拷贝。初看

起来，这种自我复制的程序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包含了无穷无尽的怪圈。P要能产生它自己

<P>就意味着 P 中至少包含了一个<P>，而这个<P>中又包含了至少一个<P>……，最后 P 必

然是一个无限大的程序，然而我们却能够证明 P 是可能的。 

有了“万能图灵机”还能得到很多有趣的结论，比如假设有一大群图灵机，让它们彼

此之间随机的相互碰撞，当碰到一块的时候，一个图灵机可以读入另一个图灵机的编码，并

且修改这台图灵机的编码。那么这样一个图灵机“汤”中会产生什么呢？圣塔菲研究所的芳

塔娜已经研究了这个实验，并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在这样的系统中会诞生自我繁殖的、自我

维护的类似生命的复杂组织，而且这些组织能进一步联合起来构成更大的组织！ 

 

六、停机问题 

1、死循环 

在进行正式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一个非常简单的猜硬币游戏。 

假如我的两个拳头中一个攥着一枚硬币，另一个没有，然后让你猜是哪一个？于是你

告诉我左手中有。这时候我不会把手张开，而是背过身去做一番手脚，然后把拳头伸过来，

张开手！哈，你错了吧，硬币在右手中！大概傻子都能看出来我的伎俩之所在！不用说，采

用这种方法我保证百战百胜。因为我总是等你说出来哪个手有硬币之后再动态的改变我的策

略。所以，这改变之后的状态就已经不是你猜的了。 

大概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图灵停机问题就是一个类似该游戏的原理！ 

下面我们来看看图灵停机问题是怎么回事儿。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可怜的“小虫模

型”么？当时我们就提出来一个问题：会不会存在某种聪明的数学，只要检查一下小虫的程

序，而不用执行该程序就能够让我们预言小虫什么时候会陷入“傻循环”，而无休止的重复

前面的动作？我们不妨假设这样的“聪明的数学”就是一个程序，它可以读入小虫的程序规

则，然后吐出一个答案说明小虫会死循环，并且在多少多少步之后。那么这样的“聪明程序”

存在么？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小虫模型就是一个图灵机，那么“聪明程序”的问题就变成了正

规的描述：存在不存在一个程序比如说 P，能够判断出任意一个程序 X 是否会在输入 Y 的

情况下陷入死循环？我们不妨设 P(X,Y)表示 P 判断程序是 X，数据是 Y 的结果。如果存在

死循环，那么 P(X,Y)就输出一个 yes。如果不存在死循环，那么 P(X,Y)就输出一个 no。我

们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P(X,Y)存在么？这就是停机问题。所谓的某个程序 X 在输入 Y上停机

就是说 X 不存在着死循环，反过来如果不停机就是存在着死循环，因而这里停机和死循环

是一回事儿。那么，这种判断停机问题的程序 P 存在么？ 

答案是不存在的。下面我可以证明我的这个结论。 

我们不妨假设程序 P 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根据 P 设计一个新的程序 Q 如下： 

X 是任何一段程序的编码： 

Program Q(X){ 



   m=P(X,X) 

   do while (m=no) 

  … 

  … 

end do 

   if m=yes then return 

} 

这段程序通俗来讲就是：输入任何一段程序 X，调用函数 P(X,X)并得到返回值 m，如

果 m=no，也就是说根据 P的定义，P 判断出程序 X作用到它自己身上 X 不存在死循环。那

么 Q 就不停的做 do while 和 end do 之间的语句。如果 m=yes，我们知道这表示 P 判断出程

序 X 在 X上存在死循环。就返回，结束该函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定义的函数 Q(X)是没有问题的。下面就进入关键时刻了：我们问

Q 这个程序作用到 Q 自身的编码上也就是 Q(Q)会不会死循环呢？当然我们可以运用强有力

的函数 P(Q,Q)来计算这个问题。 

假设 Q(Q)会发生死循环，那么 P(Q,Q)就会返回 yes。然而根据 Q 函数的定义，把 X=Q

代入其中会发现由于 P(Q,Q)返回的是 yes，也就是 m=yes，因此 Q 函数会马上结束，也就是

程序 Q(Q)没有发生死循环。然而如果假设 Q(Q)不发生死循环，那么 P(Q,Q)应该返回 no，

这样根据 Q函数的定义，把 X=Q 代入 Q(Q)之中会得到 m=no，这样程序就会进入 do while

循环，而这个循环显然是一个死循环。因而 Q(Q)发生了死循环！这又导致了矛盾。 

无论 Q(Q)会不会发生死循环，都会产生矛盾，然而哪里错了呢？答案只能是最开始的

前提就错了，也就是说我们最开始的假设 P(X,Y)能够判断任意程序 X 在输入 Y 的时候是否

死循环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样的程序 P(X,Y)不存在！ 

 

2、如何理解 

 也许你会感觉整个论证过程有些怪异，为什么不存在这种 P(X,Y)程序呢？而上面的论

证过程中仅仅说 P(X,Y)当作用到 P(Q,Q)上时会产生矛盾。似乎并不能说明 P 作用到其他程

序上不能判断是否死循环。比如你可以考虑编写这样一段程序，当一发现某个程序 do 

while(T)，这里 T 总是为真，这样的语句出现的时候就判断这个程序有死循环。这显然是可

能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你假设了 P(X,Y)能够判断任意的一个程序是否死循环！最关键的

就是这“任意程序”上了。因为假如你已经按照刚才提到的判断是否有 do while(T)语句的方

法写出了一个程序 P 来判断某程序是否死循环，那么我就会根据你这个程序 P 再构造出一

个程序 Q，就是利用上面提到的论证方法，我们不妨写成 QP(这里下标 P 的含义表示根据你

的程序 P 而构造的 Q)。这样你的 P 在遇到了 P(Q,Q)这样的怪东西的时候无能为力了！ 

可能你还不服输，于是你又改进了你的程序变成了 P’，这个时候 P’能够判断包含了 QP

这个程序时候的所有程序情况了。那么我又会根据你的新程序 P’来构造出一个更新的 QP’，

你的程序 P’仍然不能判断，当然你还可以构造 P’’,P’’’,……，我也会跟着构造 QP’’,QP’’’，……，

总而言之这个过程是无穷的！因为我总在你之后构造程序，所以你是水我是船，水涨船高，

我总能比你高一级别！ 

这很像刚开始叙述的那个猜硬币的游戏。你想猜对我的硬币，就必须告诉我一个答案是

左手还是右手，然而关键问题是我总能根据你做出的答案动态调整，使得你永远也猜不对！

停机问题也是如此，我总能根据你的程序 P 来构造你的 P 判定不出来的问题 Q，我总会赢！

很简单，因为你总要在我之前构造好 P 呀，就相当于你总要先说出硬币在哪个手！ 

 

3、对角线删除方法 



 我在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图灵停机问题、哥德尔定理等等都来源于康托尔的对角线删除

法则。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如果运用对角线删除法则如何证明图灵停机问题呢？采用

这种全新的证明思路，也许你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停机问题的本质。 

 问题没有变，是否存在一个程序 P(X,Y)判断出来任意一个程序 X 当输入 Y的时候是否

有死循环，或者说是否停机。 

我们仍然用反证法，假设这样的 P(X,Y)是存在的。而我们知道程序 X 本身是可以被编

码的。也就是可以为所有的程序进行编号：1，2，3，……，而数据 Y本身也是这样的编号

1，2，3，……，因而我们就可以把每一对 X 和 Y的组合排列在一张表上。比如列表示的是

数据 Y，而行表示的是程序 X，这样 P(X,Y)的值也就是 yes或 no就可以写在第 X 行第 Y 列

的对应位置上，表示 P(X,Y)判断出的 X 作用在输入 Y 上是否会死循环的结果。比如下面的

表就是一个示例： 

        1    2    3    4    5   6  ……   Y …… 

1      yes   no   no   yes  yes  no ……   yes …… 

2      no    no   yes  yes  no   yes ……  no …… 

…     …………………………………………………… 

X      no   yes   no  yes   yes  no ……  yes …… 

…     …………………………………………………… 

到这里没有发生什么毛病。我们知道上表中的每一个行都表示一个确定的程序作用到不

同的数据上所得到的结果。比如程序 X 作用在 1,2,3,4,……,Y，……上给出的结果就是一个

序列： 

no,yes,no,yes,yes,no,……,yes，…… 

下面我们把上表对角线上的元素挑出来。也就是专门找那些第 1行第 1列，第 2行第 2

列，……这样的元素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列： 

yes,no,no,yes, …… 

而根据这个序列我们完全可以构造这样一个反序列： 

no,yes,yes,no, …… 

也就是说这个序列在每一个位上都与前一个对角线序列不同！这个序列就称为对角线删

除序列。那么我问，这个对角线删除序列是否在我们表中的某一行上呢？答案是否定的！这

个序列必然不在表中。因为它的第一个元素与 1,1 不同，第二个元素与 2,2不同，……。换

一种方式解释就是：假设对角线删除序列的确在表上列出来了，那么这个序列必然在某个固

定的行，比如说就在第 1001 行。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这第 1001 行，第 1001 列的元素，我们

知道根据序列的构造方法(1001,1001)对应表中的元素是与序列上的这个元素不同的！因而产

生了矛盾，也就是说这个构造出来的对角线删除序列不在表中！  

我们完全可以设计出一段程序 Q 使得 Q 作用在 1,2,……,X,……上产生的序列就是对角

线删除序列，而对角线删除序列不在表中就意味着程序 P 并不能判断出程序 Q 作用在任意

输入上是否停机。其实这里的程序 Q就是前一节论证停机问题的程序 Q。 

用对角线删除的证明方法来看究竟哪里出错了呢？错误就出在我们假设程序 P 能够得

到这样一张完整的表，这张表对所有的程序计算得到是否停机的答案。 

 

4、意味着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了，的确存在着一类问题我们人类能构造出来，而图灵机是不能解的，。

我们知道图灵机不能解的问题也就是一切计算机不能解的问题，因而这类问题也叫做不可计

算的。因此，必然存在着计算机的极限。实际上，运用我们前面叙述的计算等价性原理，有

很多问题都可以被归结为图灵停机问题，也就是说图灵停机问题揭示了宇宙中某种共性的东



西，所有那些计算机不能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讲都和图灵停机问题是计算等价的。比如在最

开始我们就提到的希尔伯特第 10 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计算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是不可

计算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到计算所有程序的程序。比如是否存在一个程序能够检查所有的计

算机程序会不会出错？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计算机程序特别容易犯错误，

为了检查出某段计算机程序的错误，我们人类就必须对这个程序进行人工的检查。那么能不

能发明一种聪明的计算机软件，输进去任何一段计算机程序，这个软件就会自动帮你检查输

入的程序是否有错误？答案仍然是不存在的，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被证明和图灵停机问题实质

上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的梦想又破灭了！ 

图灵停机问题也和复杂系统的不可预测性有关。我们总希望能够预测出复杂系统的运行

结果。那么能不能发明一种聪明的程序，输入进去某个复杂系统的规则，输出的是这些规则

运行的结果呢？从原则上讲，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也是和图灵停机问题等价的。因而，

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要想弄清楚某个复杂系统运行的结果，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样的系

统实际运作，没有任何一种计算机算法能够事先给出这个系统的运行结果。你很有可能不同

意我的观点，因为毕竟我们能够发明很多预测复杂系统的方法，而不需要一定要让复杂系统

去真实的运作。但是，你还是没有理解我这里的问题。我们强调的是不存在一个通用的程序

能够预测所有复杂系统的运行结果，但并没有说不存在一个特定的程序能够预测某个或者某

类复杂系统的结果。那么这种特定的程序怎么得到呢？显然需要我们人为地编程得到！也就

是说存在着某些机器做不了的事情，而人能做。这似乎为人工智能的崇拜者给以了沉重的打

击！ 

人工智能真的是不可能的么？彭罗斯曾经写过一本科学明著：《皇帝新脑》来论证人工

智能的不可能性。它所运用的方法就是我们上面的逻辑。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工智能程序来

说，总存在着它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似乎我们人类却不受这种限制，我们总是能够发现一

个程序是否有死循环，总是能够找到对某类复杂系统预测的方法，并且我们还能构造出来图

灵停机问题这样的问题。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反对者马上就会论证到，其实针对某一

个具体的人，比如说就是彭罗斯，我们也能够运用前面的方法构造出一个彭罗斯自己不能解

的问题！然而事实情况下要构造彭罗斯不可解的问题太麻烦了，而我们只是说原则上讲这种

问题是存在的！因而计算机超越不了的问题，人自己也超越不了，所以说人工智能是可能的！ 

看看上面提到的两方面论证似乎都很有道理，究竟哪个正确呢？真的会存在某个人不可

解的类似图灵停机的问题么？其实要想彻底回答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超越图灵计算的限制

是否可能？如何超越图灵机停机问题呢？下面我们将详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5、超越图灵计算* 

我们仍然用那个猜硬币的游戏为例来说明。 

在进行了几轮猜硬币的游戏之后，你已经很恼火了，认为这样的游戏不公平。于是你想

了一个妙招来对付我：每当我让你说硬币在哪个手中时，你先胡乱的说一个答案，比如左手。

这个时候我会根据你的答案动态调整把硬币放到了右手中。这个时候你赶紧抢着说，不对，

我猜你的硬币在右手！我没办法只能再次调整策略把硬币放到了左手。你又赶快说：是在左

手！……。就是这样，你也学会了我的方法，根据我的策略不断调整你的策略从而让我不可

能赢你。能不能把这种方法用到超越图灵停机问题呢？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这样的过程。假如你写出了一个程序 P 能够判断所有程序是

否停机，那么我就能够构造一个程序 Q 是你的程序判断不了的。这个时候还没有结束，你

又根据我的Q构造了新的程序 P’，然而我又能构造一个程序Q’仍然让你的程序 P’解决不了。

但是你没有结束，又构造了新的程序 P’’，我于是又构造 Q’’……。 

乍一看，似乎这个过程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原因很简单，我要求的是构造一个固定的



程序 P 判断出所有程序是否停机。而你给我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程序，而是一

个不断变化的捉摸不定而虚无飘渺的程序序列！并且你的这些总在变化的程序序列总是要根

据我构造的程序才会确定改变！ 

首先一点值得肯定的是，运用这种方法，我们的确能够超越图灵计算了，只要反复不停

的变换我们的程序就不可能找出它不能解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又会让我们很失望：这样

的变换过程并不能给出一个实实在在的程序来！我们拥有的仅仅是不断改变的程序序列，而

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程序！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要想彻底超越图灵计算的限制，我们必须要放弃程序的实在性。

也就是说程序在每时每刻都要变化成不是它自己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不断变化得不是它自己

的怪东西存在么？ 

几千年的人类科学一直在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无论是原子、分子还是计算机程序，它

们必须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个体，在这种前提下科学才能够对它进行研究！如果当我们研

究它的时候，它已经变得不是它自己了，那么科学就对它无能为力了。然而，我不禁要提出

这样的问题：真的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存在着么，有没有某种东西在每一时刻都在变得不是

它自己了呢？ 

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了记得赫拉克里特就曾经提到过：一个人不能两次

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想他说的正是这样的问题：因为河流在每时每刻都不再是它自己了。河

流是一大群流动的水滴构成的整体，在每时每刻这些水滴都在不停的运动、流逝，因而当你

两次踏入这条河的时候，所有的水滴可能都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怎么能说这些水滴构成的整

体还是同一条河呢？ 

再考虑我们人自己。你很可能拿着一个你 3 岁时候的照片兴奋的对你的朋友说：“看，

我 3岁的时候多可爱呀！”。然而你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照片反映的 3岁时的你和现

在的你是同一个个体！然而，3岁的你和现在的你是多么不同呀！我们知道，你无疑就是一

大堆细胞构成的一个整体。而基本生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实际上人体的所有细胞每隔大约 4

年就会因为新陈代谢的作用全部更新一遍。也就是说，你的细胞全被掉了包了，更何况 3

岁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差了多少个4年呀？那凭什么说那个3岁时候的你就是现在的你呢？ 

这个问题看似玄学，不过我认为现在我们的确应该认真对待该问题了。尽管从分析的角

度来说 3岁的你和现在的你的确不是一个个体，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这两个你的确都是同一

个人！那就意味着，你这个个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固定的细胞，而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

变化，都在更新的一个一大堆细胞组成的构形。这个构形在每时每刻都要利用更新的一大堆

细胞去维持自己的存在！我们得到了什么？和我们前面叙述的超越图灵机的讨论结合起来，

就发现，原来人还有赫拉克里特的河流这种东西刚好就满足那种超越图灵计算的要求。也就

是说人还有赫拉克里特的河流在每时每刻都在不停的更新它自己从而变得不是它自己了。那

么很有可能，某一种做类似变化的个体的变化规律就是不停超越它自己的图灵停机程序，这

样的虚幻的个体就真的能够超越图灵计算了！ 

总结前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给出结论，一个固死的能够被写出就不再变化的程序不可能

超越图灵计算的限制，然而如果一个程序每时每刻都已经变化得不是它自己了，这个程序就

能够超越图灵计算。联系到人这个个体，我们能得到：因为每时每刻的人都已经由于细胞的

变化而变得不再是它自己了，所以人是超越图灵计算的！还记得在前面我提到的一个问题么：

“人脑的信息处理过程能不能被表示成固定的程序呢？”。我这里的答案就是否定的！也就

是说人脑信息处理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程序！如何制造真正的人工智能呢？很显然，我

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程序来构造，而必须是利用其它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现在还没

有结论！ 

 



七、悬而未决 

到此，我已经把全部的有关图灵机、可计算理论、停机问题的一些重要概念介绍完了。

然而在计算理论这个领域里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介绍。但我不得不根据我的兴趣进行取

舍。在整个介绍过程中，一方面我介绍了人们已经得出来的结论，另一方面，我尽量把一些

没有解决的问题展现给大家。回忆起来，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下面几个： 

1、 是否一切的信息处理过程都具有固定的程序呢？人脑有固定的程序么？ 

2、 如何用计算机程序进行归纳？能对所有事物进行一劳永逸的归纳算法是否存在？ 

3、 什么是意义，更确切的，什么是语义？ 

4、 图灵停机问题是不可超越的么？ 

5、 人工智能是否可能？ 

还有很多问题在本文中没有提出来，然而我认为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我们如何用图

灵机模型表示一般的学习过程？若干小的图灵机是如何自动的构造出更大的图灵机的（这就

是万事万物自组织的过程）？生命的目的性如何用图灵机模型表示？ 

另外最近的计算主义已经把宇宙中一切的过程都归结为计算过程了，也就是说到处都是

图灵机正在做运算。那么我们能不能从图灵机的角度探讨时间和空间的本质呢？我们知道，

计算理论另外一大类问题就是探讨计算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那么这种计算的时间和空间与

我们这个宇宙的时间和空间有什么关系呢？ 

我希望，在新世纪的今天，人们会最终解答这些问题！ 

书写之中不免有很多错误和遗漏，也可能会存在很多逻辑漏洞，如果你发现了，请告诉

我，我不禁感谢！ 

 

2004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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