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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释合作行为演化中的“公共地悲剧”一直是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重要而又未能有

效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现有的合作演化模型中, 描述合作行为演化的模型都是基于对称的
思想发展而来, 而现实的合作系统极可能是一个非对称的系统. 但遗憾的是, 合作行为的非
对称性在现有的合作演化理论中被严重地忽视了. 在一个稳定的合作系统中, 合作方的个体
数目和各自的收益与合作接受方事实上是高度不对等的. 而在个体扩散难以实现的系统中,
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对合作方和合作接受方的效应将会因此存在明显区别. 本研究模型
及模拟表明, 合作方之间的密度依赖的约束或干扰性竞争将能维持公共资源利用的非饱和
状态, 合作系统将会因此维持合作关系局部的稳定, 在公共资源很丰富的状态下, 合作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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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发生竞争或冲突行为. 增强合作方个体之间的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合作方对合作
接受方的贡献率、以及丰富的公共资源三因素将提高双方的合作频率. 合作方和接受方之间
的合作关系将会随系统的环境或生态条件的改变而转化为冲突关系, 双方的关系并将随这
些影响因素的变化而扰动(混沌). 在非对称系统中, 合作接受方对消极合作者或欺骗者的惩
罚而对合作个体的奖赏将提高合作方对合作接受方的贡献率, 即提高了类似于亲缘系数或
互惠系数初始关系系数. 该初始相关系数将为合作行为的演化提供一个支点, 但该系数不能
决定合作行为演化的方向. 因此, 本实验模型也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合作系统都
存在直接的冲突.

自 Charles Darwin 和 Adam Smith 以来, 解释合
作系统的稳定性, 及其维持机制一直是生物学和社
会科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1~4]. 主流理论认为, 演化过
程中合作双方的初始相关系数能够维持合作关系,
这种初始相关系数可以通过基因相似性[5~7]、互惠互
利 [8~10]、群体间竞争而实现 [11,12], 理论上说, 这种正
的相关性也可能通过其他类似的机制形成 [2]. 然而,

如果系统内公共资源或空间是有限的, 能提高合作
接受方适合度的合作者将也可能随着自身数量或收
益的增加而导致公共资源的减少, 因而合作方将可
能与合作接受方发生竞争或冲突, 从而导致合作系统
的解体. 这就是至今还未能有效解决的悖论——“公共
地的悲剧”[13~17].
Hardin 和 Williams 分别在 1968 和 1976 年[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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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后来的很多学者都认识到[18~21]：当公共资源利用
达到饱和后, 随着参与者数目或各自收益的增加将
必然会导致合作双方的直接冲突, 而这种因公共资
源的减少而发生的冲突即便在具有较强的遗传或互
惠相关关系的情况下也会发生. 亲选择和互惠选择
理论的奠基人 Hamilton, Trivers 及后来的其他科学家
认为: 合作者的自我抑制或空间异质性将会有效阻
止由于参与者数目增加产生的直接冲突行为 [7,9,22~25].
然而, 这些流行的理论受到如下的批评: (1) 基于“多
次 重 复 的 囚 徒 困 境 ” 原 理 的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互惠选择理论认为合作双方可通过自我抑
制行为而避免由于公共资源紧张而发生的冲突行为.
然而, 当公共资源饱和之后, 合作方增加的个体或者
合作方的更多的合作行为将得不到回报 [24,26], 因而
该理论无法解释那些得不到任何回报的个体或行为
为什么继续采取合作的策略; (2) 空间异质性(约束)
理论认为, 合作双方利用的空间资源的分化将阻止
双方因资源紧张而发生的竞争. 但该理论难以解释
为什么能够克服空间异质性的突变不能在下一代被
复制; 显然, 当公共资源饱和之后, 克服了空间异质
性的突变将会增加其适合度 [26~28]. 现代理论发展发
现: 在一个多人而非两人的博弈中, 空间分化非但不
能促进合作行为的演化, 反而将会阻碍合作行为的
演化. 这是因为假如空间分化为其形成了一个局部
空间, 合作方中的个体间竞争将会加剧, 那么非利他
性个人或非合作个体将会有更高的适合度 [27,28]. (3)
最近的实验、观测结果也显示了空间分化或自我抑制
可能并不能维持合作关系的稳定性. 在著名的种内
合作系统中, 合作系统的合作方, 如蚂蚁、蜜蜂系统
的工蜂/蚁, 秃鼻鼠和猴群中的次级个体等, 都可能
会采用非合作策略而自己繁殖, 而同样在具有高度
互惠关系的著名的种间合作系统中, 合作方都会与
合作接受方发生直接的竞争或冲突行为, 甚至转化
为完全的寄生关系 [29~33]. 这些结果显示了遗传相似
性或互惠本身并不足以维持合作关系的稳定性.
包括 Hamilton 定理, “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 群
选择理论这些经典合作演化理论在内, 它们的基本
假设是合作方和接受方是对称性地相互作用的. 但
是包括上述理论的创始人在内很多学者都意识到合
作系统中合作双方可能是非对称性地相互作用
的 [5,8,9,12,34,35]. 在实际的合作系统中, 实验和观测数
据同样也显示了合作方和合作接受方事实上就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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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性地相互作用的[21,30,35~38]. 这种非对称性存在三
种形式: (1) 合作双方不平等的收益, 例如, 占主导
地位个体的利益或合作系统中宿主的利益大于次级
个体或共生体的利益 [17,34,35]; (2) 演化路径或相互之
间作用途径彼此不同, 例如, 在互惠互利共生系统中,
共生体的进化速度高于宿主, 占主导地位的个体可
能惩罚不合作下属和奖励合作次级个体, 而次级个
体要么付出合作成本而采取合作的策略, 或不与占
主导地位的个体进行合作而采取投机策略[30,33,37]; (3)
合作接收方和合作方在信息状态上的不一致性, 宿
主或占主导地位的个体(接收方)并不总是知道哪些
共生体或次级个体(合作方)是不合作的. 而当共生个
体或次级个体在采取合作或不合作策略时, 它们也
可能不完全知道宿主或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何时、以及
以怎样的强度对其做出惩罚或奖励 [35,37,39,40]. 由于竞
争能力的非对称性和/或合作方和接收方在数目上的
非对称性, 处于弱势的合作方可能更容易与其同样
处于弱势的个体之间发生竞争, 而较少与优势的合
作接受方进行竞争. 在这里, 我们将通过考虑有区别
的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 基于合作方和接收方在
数目上的差异, 对合作的稳定维持机制进行模型分析
和研究.

1

概念回顾

在合作演化的经典模型中, 接收方和合作方的
适合度是其他非遗传因素的线性函数. 因此, 合作接
收方与合作方的适合度的回归系数, 是与环境和生
态因素无关的. 关于这一基本假设, 许多科学家都做
过特别的证明[35,6~10,41~43] . 这些模型可以简单地写成:
N

wi = b0i + ∑ rij aij .

(1)

j =1

假如所有合作方个体的贡献是相同的, 则方程
可简化为 w=b0+raN=b0+bN, 其中 b=ra, 这表明适合
度 w 是合作方数目的线性函数(图 1(A)). 合作接收方
的收益与合作方数目的相关系数因此独立于其他非
遗传因素, 其回归系数主要是由他们的遗传相似性、
互惠程度、或其他类似的机制决定的.
合作行为演化的亲选择理论、互惠选择理论和群
选择理论中, 虽然其合作行为产生的机制不同, 但合
作方与接收方的适合度具有正相关性(即正的回归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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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形 成正的适合度回归系数的数学过程是类似
的 [10,42,44~46,47]. 在合作系统中, 这种正的适合度回归
系数也可以通过其他因素形成 [2]. 在上述模型中, 合
作接收方和合作方之间的适合度回归系数独立于合
作方个体的数目, 也就是说, 这些理论模型忽视了密
度依赖效应(即适合度相关系数等于遗传或互惠相关
性, 详见附录).
但是, 如果合作系统中公共资源或空间是有限
的, 接受方和合作方的适合度将随着可利用公共资
源或空间的减少而出现边际效应 [2,18,19]. 当公共资源
的利用达到饱和后, 合作方的增加势必导致接受方
适合度的减少(图 1(B)), 合作方和接受方将会因此发
生直接的冲突 [14,18,19,21,48]. Hamilton 本人和其他一些
科学家认为, 空间分化或自我抑制将阻止由于公共
资源的减少而发生的直接冲突[7,22,24]. 图 1(C)和(D)描
述了当空间分化或自我抑制能有效预防直接冲突时,

图1

合作方和接收方适合度的图形.

2

参数假设

在此模型中, 做 4 点基本假设. (1) 合作系统中
个体不能自由地向另外一个群体或系统扩散, 合作
方的个体数目大于接收方的个体数目. 多个合作方
个体利用的公共资源或空间和与一个接收方所利用
的公共资源或空间大致相同; (2) 合作方对接收方的
贡献(即接收方的适合度)和自身对公共资源的利用
(即接收方的成本代价)同时发生; (3) 合作系统中,
可利用的公共资源或空间是有限的. 因此, 合作方和
接收方的适合度的增加具有边际效应; (4) 由于可利
用的公共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 且系统内的个体不
能自由扩散, 合作方个体之间的密度依赖的干扰性
竞争将会随着合作方数目的增加而增加. 这种干扰竞

作为合作方个体数目函数的收益 B 和成本 C 的点图

若 B>C, 净收益大于零, 合作关系得以维持; 若 B<C, 合作的净收益小于零, 冲突发生, 扰乱合作关系. (A) 方程(2)中的 α和 β为零, 收益
和成本均为线性函数, 即 bN+b0, c N+c0. 这里 b=0.008, c=0.004, α1=α2=0, β1=β2=0; (B) 收益函数中的β1 为零, 其函数形式为

b N + b0
, 其
1 + α1 N

中成本函数为 cN+c0; 这里 b=0.20, c=0.008, α1=0.5, β1=0, α2=0, β2=0; (C)和 (D) 收益函数和成本函数中的β均为零 , 收益函数和成本函数
分别为

b N + b0
c N + c0
,
, 其中 b=0.2, c=0.03, α1=0.5, β1=0, α2=0.16, β2=0; (C) 合作收益支付所占公共资源或空间大于成本的情况; (D)
1 + α1 N
1 + α2 N
合作收益支付所占公共资源或空间与成本相等; 这里 b=0.2, c=0.03, α1=0.5, b1=0, a2=0.06, β2=0. 虚线 : 收益 ; 实线 :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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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可能会减少合作方对接收方的贡献, 同样也会影
响自身对公共资源的利用率. 根据这些模型假定, 对
接收方的适合度(利益)做如下的模型表示: 接收方的
净收益为 B(net)=B(N)−C(N), 其中:
B( N ) =
C(N ) =

b N + b0
1 + α1 N + β1 ( N − 1) 2
c N + c0
1 + α 2 N + β 2 ( N − 1) 2

,
(2)

在该函数中, 当α1=β1=0 时, B(N)就转化为 N 的线性
函数. 假如 β1=0, 且成本是合作方数目的线性函数,
则接收方的净收益可能会减少并逐渐转化为负值(图
1(B)). 然而, 如果存在空间异质性(抑制), 这样合作
方个体数量 N 的增加不会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利用
而产生冲突行为, 接受方和合作方会达到一个稳定
的均衡(此时密度依赖的干扰竞争系数 β=0), 其适合
度的图形可以通过图 1(C)和(D)来描述. 假如合作方
个体之间存在密度依赖干扰性竞争 β, 则接收方的适
合度如图 2 所示. 这里应注意到合作方数目参数在经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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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分析和理论模型中可以用其他变量代替, 比如合
作行为投资、时间、或其他变量.
当 N=1, B(N)=B(1)=(b+b0)/(1+α1), 其中 B(1)是考
虑只有一个合作个体时接收方的初始适合度, 它可
以看成是毛收益的内生增长率, 记为 rm. 因此参数α1
可以表述为 α1 =

,

2010 年

b + b0
− 1 . α1 是一个描述内生增长
rm

率的参数 [48], 当 α1 较小时, 内生增长率较大. C(N)
的解释类似于 B(N).
假设从基因型到适合度的变化是一个线性过程,
合作方对合作接受方的贡献率等于遗传或互惠关系
系数, 在 N=1 时它等价于合作方对合作接收方的内
生/禀贡献率(参看附录). 为便于计算, 在下面的讨论
中, 假设 b0=c0=0, 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合作方对合
作接受方的内生贡献率为 R=
=

B (1) b 1 + α 2
)
= (
C (1) c 1 + α1

1 + α2
α − α1
b *
b
= 1+ 2
K , 其中 K * =
. 给定 , 合
c
c
1 + α1
1 + α1

当合作方个体间存在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时, 收益 B 和成本 C 为合作方个体数目的函数

方程 (2)中参数 α和 β不为零 . 结果表明 , 当合作方个体间存在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时 , 净收益既可能低于零 , 也可能大于零 . (A)和 (B),
假定干扰性竞争仅存在于合作方个体之间 , 而其他参数不变 . (A) b=0.2, c=0.03, α1=0.5, β1=0, α2=0.015, β2=0.001. (B) b=0.2, c=0.03,
α1=0.5, β1=0, α2=0.015, β2=0.002; (C)和 (D) 假定合作方个体和接受方个体之间都存在干扰性竞争 , 但干扰性竞争程度不同 . (C) b=0.2,
c=0.03, α1=0.5, β1=0.007, α2=0.015, β2=0.002; (D) b=0.2, c=0.03, α1=0.5, β1=0.003, α2=0.015, β2=0.002. 虚线 : 收益 ; 实线 :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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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对合作接受方的内生贡献率 R 依赖于 1+α1 与
1+α2 的比值. 由于内生贡献率在没有考虑环境和行
为约束的条件下主要是由参与个体的内生特征决定
的, 因此合作方对合作接受方的贡献率主要由遗传
因素或互利互惠性决定.
β是一个通过合作方的密度影响适合度或成本的
参数. 合作方的数目越大, 相互之间的干扰效应越大.
理论上, 该参数既可能是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 也
可能是行为调节机制. 这两种机制都能够减少参与
个体的适合度增长率.

3

在不同合作系统中, 这两个参数可能存在比较
大的差异. 非对称性更强的合作系统的接收方和合
作方将增大参数 m 和 k 之间的差异. 这是因为一个较
强的非对称关系更有利于占支配地位的优势个体或
宿主对合作方不合作行为的惩罚, 也有利于抑制合
作方对公共资源的利用. 非对称性的选择压力将导
致内生增长能力和竞争干扰对合作方和合作接受方
在适合度增加方面产生不同的效应, 这种区别性选
择将有利于合作的演化(图 4).

响应函数和模型机理

参数α和β决定接收方适合度的变化趋势. 参数α
描述了合作方对接收方的内生贡献率. 当参数 β=0,
同时存在空间异质性(抑制)时, B(N)和 C(N)将会随着
合作方个体数目的增加而渐进于一个常数; 增长率
由参数α决定(图 1(C)和(D)). 若双方个体之间均存在
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 即β≠0, 且合作系统中不存
在空间异质性, 接受方总适合度或成本将会受到合
作方密度的影响, 接收方总收益 B(N)既可能比成本
C(N)高, 也可能比成本低, 这依赖于参数 α 和 β 的取
值(图 2).
解方程 B(net)=B(N)−C(N)=0 得到一个均衡解, 即
(b − c) + (bα 2 − cα1 ) N + (bβ 2 − c β1 )( N − 1) 2 = 0 .

(3)

图 3
当接收方的收益等于其成本 ( 合作方的回报 ) 时 , 内生增长能力 α ,
干扰性竞争 β, 合作方个体数目 N 三者之间的关系 . 其中 b=0.4,
c=0.1, k=0.1, m=0.3

不失一般性, 令α1=α, α2=kα, β1=β, β2=mβ, 则上
述方程变为:

α=

(b − c) + (bm − c)( N − 1)2 β
.
(c − bk ) N

(4)

在一个给定合作系统中, 合作方对接收方的贡
献(即接收方的收益)和合作方自己对公共资源利用
率之间的差异(即参数 m 和 k)是由内生增长率α和干
扰竞争β决定的. 参数 m 和 k 的生物学特性可能是合
作系统的固有特性. 当合作方个体之间存在密度效
应, 且环境变化会影响内生增长能力 α 和干扰竞争 β
时, 接受方和合作方之间的收益函数在不同环境中
也会变化(图 3).
然而, 假如 b, c, α, β给定, 方程 B(N)−C(N)=0 可
解出
c
α c
N
(1 − c / b)
.
m = ( ) + ( )( − k )
−
β b
b
( N − 1) 2 β ( N − 1) 2
66

(5)

图 4
当接收方的收益等于其成本(合作方的回报)时, 收益 B 和成本 C 的
内生增长能力的比率 k, 收益 B 和成本 C 的干扰性竞争比率 m, 合
作方个体数目 N 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里 b=0.4, c=0.1, α=0.1, 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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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的局部稳定性

在一个非对称的合作体系中, 如果合作方个体

本模拟表明, 不同的公共资源利用率(即内生增

之间存在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 那么干扰性竞争

长率), 以及接收方与合作方之间的不同的密度依赖

参数以及合作方对接收方的内生贡献率的大小将直

干扰性竞争将直接决定合作接收方的净效益是否可

接 决 定 合 作 双 方 是 合 作 还 是 竞 争 关 系 ( 图 2). 当

以维持在零以上. 假定合作的接收方不存在密度依

B(net)>0, 合作方采取合作策略将获得较高的适合度.

赖干扰性竞争, 而合作方个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密度

然而, 当 B(net)<0, 与合作方的合作将会导致收益的

依赖干扰性竞争时, 接收方的净收益可以保持在零

净损失, 此时合作关系不能维持, 并会转化为冲突关

以上(图 5(C)和(D)). 合作方内生增长率(即公共资源

系

[24,47]

. 合作接收方的净收益通过下列函数计算:

Bnet =

b N + b0
1 + α1 N + β1 ( N − 1)

2

–

c N + c0
1 + α 2 N + β 2 ( N − 1)

图5

2

. (6)

利用)比较低时, 将有利于合作接受方的净效益维持
在零以上(图 5(D)). 然而, 这种维持是脆弱的. 如果
共同资源可用性, 内生增长能力 α , 或密度依赖的

不同情况下接收方的净收益

当干扰性竞争 β , 内生增长能力 α , 或公共资源利用能力 [1-B(N)-C(N)]变化时 , 接收方的净收益可能由正转变为负 . (A) 当 α =0.8, k=0.1,

m=0.5 时 , 净收益与干扰竞争参数的点图; 只有当密度依赖干扰性竞争较弱时, 净收益才可能为负值; (B) 当 α=0.8, β=0.01, k=0.1, m=0.5
时 , 净收益与可利用(未使用 )的公共资源的点图; 当未被利用的公共资源非常低时, 净收益可能为负值; (C) 当 α=0.8, k=0.1, m=0.5 时 , 对
不同的 β, 其他参数保持不变, 净收益与可利用(未被利用的)的公共资源的点图; 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的变化可能导致接收方不同的收
益 ; (D) 对不同的接收方收益和成本的内生增长能力, 净收益与可利用公共资源的点图, 这里α=0.8, β=0.01, m=0.5; 结果显示了具有较高
贡献的接收方对合作方的歧视性选择, 而对公共资源的未充分利用有利于合作关系的维持, b=0.4, c=0.1, 合作方个体数目从 2~60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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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性竞争 β发生变化, 净收益率可能会降低到零以
下(图 5(B)~(D)). 在自然条件下,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的. 这是因为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参数 β, 内生增
长能力 α, 公共资源和空间可能随不同的生态或环境
条件而改变.
无论是内生增长能力 α 或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
争 β 发生变化, 都可能导致接收方的净收益小于零,
并且当公共资源饱和之后, 竞争关系(冲突)将会发生.
对给定的内生增长率周期α或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
β, 当可利用的公共资源或空间短缺时, 竞争关系(冲
突)也会发生.
直接影响总收益和成本的内生增长能力 α 将会
对合作或冲突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 这里, 合作方对
合作接受方的内生贡献率 R=B/C 等价于合作双方之
间适合度的初始关系系数, 它类似于互惠选择或亲
选择理论中互惠相关或亲缘系数 [2,10](附录). 本实验
模拟显示, 比较高的初始相关系数能够增加合作的
概率, 从而减低冲突的概率(图 6). 但是较高的初始
相关系数仅仅有利于合作行为的演化, 而不能充分
维持合作关系的整体稳定.

6

讨论

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合作演化理论中, 假设了
更多的合作个体或合作行为并没有对收益或成本产
生边际效应, 所研究的合作问题是基于 2 人博弈, 而
非多人博弈. 当遗传或互惠相关性较高时, 能够形成
稳定的合作均衡. 然而, 当考虑合作行为的边际收益
时, 这些经典理论认为合作系统内的自我抑制、空
间 异 质 性 或 类 聚 效 应 能 够 维 持 合 作 的 稳 定 均 衡状
态 [5,8~10,49,50]. 显然, 这种合作的纳什均衡仅当合作个
体采取纯合作策略时能够维持[2,10,25,50~53].
然而, 当考虑多人博弈以及收益与成本的边际
效应时, 这样的纯策略将可能是不可信的 [27,28,52,53].
当公共资源饱和或合作的成本大于收益时, 欺骗或
非合作策略将会获得适合度优势, 因此, 合作的纳什
均衡不可能形成[26,52,53]. 实际的实验、观察数据也证
实了: 无论是在种间共生还是种内合作系统中, 合作
方通常采取混合策略, 即要么与合作接收方合作, 要
么欺骗合作接收方 [29,31,33,37,54]. 此外, 在大多数合作
系统中, 合作接收方和合作方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已
经被广泛的观测到[26,30,35,55].
如果考虑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 公共资源的
使用能够保持在非饱和状态, 因此局部的合作关系
得以维持. 这种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在种群生物
学中已经得到广泛证实. 在演化稳定的合作体系中,
合作方个体的数目通常大于接收方个体的数目, 合
作方和接收方有区别的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将会
发生. 由于公共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 当合作方个体
数目增加时, 合作方个体之间的干扰性竞争将会增
加, 这将减少合作方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从而使
公共资源或空间维持非饱和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接
收方的净收益能够维持为正, 此时可能破坏合作系
统的冲突或竞争将不会出现.

图6
在不同合作方与接收方初始相关系数水平上, 合作接受方收益为
负值的频率 (注 : 在非对称系统中, 这样的初始相关可能是由于接
收方对合作方中非合作个体或弱合作个体施加歧视性惩罚但奖励
合作个体形成的, 参看 Rui-Wu Wang 等人在 Ecology 上已接受发
表的论文和未发表的模型). 该图显示合作方和接收方较高的初始
相关系数会减少出现负收益的概率，负收益的频率同时受到合作
方个体间干扰性竞争强度等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 合作方个体数
目从 2~60 变化 , b=0.4, c=0.1. 初始相关系数为 R=(B)/(C)在 N=1 时
的数值, 该值等价于遗传或互惠相关系数(见附录 ), 图中是标准
化后的数值, k 从 0.0001~c/b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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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作双方不同的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可
能随着不同的年龄阶段、可利用性食物或公共资源大
小而发生变化. 在高度社会性系统中, 比如蜜蜂、蚂
蚁的合作方个体(工蜂/蚁)会表现出强烈的相互监督
现象, 并且其监督的强度在不同化学激素水平或不
同物种间有很大的差异 [33] . 这种相互监督在很大程
度上能减轻个体与雌王在繁殖(reproduction)上的冲
突 [ 3 3 ] . Buss 的 实 验 同 样 表 明 [ 5 6 ] , 生 活 在 苔 藓 虫
(Bugula turret)上的种群个体之间存在强烈的密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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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的干扰性竞争, 其干扰性竞争的强度在很大程度

转化为非合作个体, 寄生在合作系统中. 因此, 共生

上取决于其种群规模的大小, 一些个体在高密度时

体或下属(合作方)能够采取混合策略, 即作为寄生在

可能会丧失遗传能力, 这将减少个体之间对公共资

合作系统中的合作方或非合作方个体. 这种现象在

源的竞争. 有差异的干扰性竞争也可能存在于南非

种群间和种群内已被广泛观测到[26,29,30,33,37,39].

海岛猫鼬(meekates)的雄性和雌性之间, 并且在雄性

虽然在大多数合作系统中, 人们已经观测到竞

和雌性个体内部的干扰性竞争强度在不同发育阶段

争现象, 但是竞争关系如何被压制从而维持合作关

[57]

. 在物种间的互利合作系统, 这

系稳定的呢?并且谁来支付压制竞争所产生的额外成

种有差异(非对称性)的干扰性竞争同样存在. Wang 等

本呢？这些对经验和理论科学家来说仍然是个问题.

人 [58] 报告了在共生体(榕小蜂)中的干扰性竞争可以

本模型表明, 通过减少内生增长率、减少公共资源或

使得公共资源的使用维持在非饱和状态, 从而维持

空间的利用效率(通过密度依赖干扰性竞争)、或减少

了榕小蜂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而榕小蜂之间这种

合作方数目的增加形成的对公共资源利用的压制有

密度依赖干扰性竞争在不同季节是明显不同的, 这

利于维持接收方和合作方之间的合作.

表现出很大的变化

是因为在不同的温度和湿度下授粉蜂的寿命周期不
同[58,59].

在一个非对称合作系统中, 用于压制合作方数
目的增加或公共资源或空间的利用效率所需要的额

由于内生增长能力 α 和密度依赖的干扰竞争参

外成本能够被拥有公共资源或空间的宿主或占主导

数 β对净收益的影响很敏感, 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

地位的个体支付. 显然, 当非对称合作系统中合作关

效应在不同生态或环境条件下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合

系得以维持, 宿主或占主导地位的个体得到的收益

作关系转化为冲突关系. 在现实合作系统中, 内生增

将远高于次级个体或共生者的收益, 这时就演化为

长能力 α和密度依赖干扰竞争参数 β 均会在不同环境

“智猪博弈”. 在“智猪博弈”中, 获得收益较高的个体

条件下发生较大的变化. 在生存条件较好时, 由 α描

必然支付额外成本提供公共服务以维持合作关系,

述的内生增长率会增加, 而当生存条件变坏时, 其会

而收益较少的个体就不会为这样的公共服务支付成

急剧减少. 内生增长率的弹性在许多有机体中具有

本, 而采取投机策略. 在这样的一个支付矩阵中, 博

较宽的变化范围. 给定相同的密度依赖干扰性竞争,

弈双方就可以实现一种稳定状态[10] .

合作方较高的内生增长率更容易导致适合度的直接

从理论上说, 密度依赖的降低合作双方对公共

冲突(图 3(D)). 而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 在不同自

资源利用效率的反映函数既可能是合作方个体之间

然条件下将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合作关系中的个体

的消极干扰性竞争, 也可能是合作方个体间的密度

按顺序进入系统, 或合作方个体的后代没有明显的

依赖的主动调节机制, 但被动的干扰性竞争似乎更

重叠, 密度依赖干扰性竞争可能会减弱. 显然, 接收

可信. 这是因为更多的合作个体将导致公共资源或

方和合作方对公共资源或空间的可利用性在不同自

空间的减少. 假如公共资源和空间有限, 并且参与者

然条件下的变化, 可能同时导致参数 α 和 β 的变异,

之间存在扩散障碍, 合作方个体之间的竞争或干扰

从而能够引发接收方和合作方之间不同的收益函数.

则可能会出现. 然而, 源于合作方和接收方之间的遗

因为决定合作接收方和合作方之间不同收益的

传相似性或互惠关系而产生的密度依赖的自我调节

因素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有较大的变化, 合作系统中

机制可能是不可信的 [24]. 当合作方个体数目的增加

可能存在合作接收方和合作方之间的直接竞争. 这

必然导致可利用公共资源或空间减少时, 如果合作

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所有合作系统中都观测到

方个体在公共资源和空间饱和后采取自我抑制策略,

[26,30,33,37,39]

.

更多的合作个体或重复的合作行为将不会得到任何

本实验组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实际实验或观测的

收益. 因此这样的密度依赖机制, 在合作系统中可能

数据中, 会存在合作个体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

是被动的相互干扰性竞争而非积极主动的自我调节

会极大的不同, 甚至相反 [26,37,55,58~61]. 合作方与合作

行为. 而这种被动的密度依赖干扰性竞争维持合作

接收方进行竞争时, 采取非合作策略应该是合作方

系统稳定性的调节机制, 可能是一个普遍的机制, 而

占主导地位的策略. 此时, 诚实的合作方个体可能会

非一个特例[26,56,62] .

了接收方和合作方之间的直接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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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结果表明, 在非对称系统中合作个体间的密度
依赖干扰性竞争能够维持合作关系的局部稳定. 合
作方和合作接收方之间合作或竞争的概率将取决于
合作方对合作接受方的内生贡献率的大小、合作方个
体间的密度依赖干扰性竞争的强度, 以及可利用率
公共资源或空间的大小. 这些参数单一的或几个同
时的改变, 都将可能导致合作方和接受方不同的相
互作用状态. 由于这些决定合作双方适合度或收益
的因素能够在不同环境下发生变化 [63,64], 合作方和
接收方的适合度或收益将可能在不同环境显示出极
大的差异, 因而表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
在亲选择或互惠选择理论中被称为遗传相关性
或互惠关系的初始关系系数, 在非对称性的合作系

致谢

统就是合作方对合作接受方的内生贡献率. 初始关
系系数越高, 将越有利于合作关系的演化, 但这个初
始关系系数仅仅是一个支点, 而不能决定合作演化
的方向 [65]. 而密度依赖的干扰性竞争也仅仅只能维
持一个合作关系的局部稳定. 因此, 合作系统内合作
双方的关系将会随双方的内生增长率、密度依赖干扰
性竞争强度、以及可利用公共资源大小的变化而出现
周期性扰动 [22,66]. 当合作系统中能够存在直接竞争
行为, 合作方的非合作行为、欺骗或寄生就可能存在
于合作系统了. 这样就能解释为何在大多数合作系
统中都能观测到合作方和接收方之间的直接竞争或
冲突现象. 同样, 也就可以解释无论种间还是种群合
作系统中为什么都存在次级个体或共生体的欺骗性、
甚至寄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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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当 N=1 时, 适合度相关或合作方对接收方的贡献率与遗传或互惠相关的关系证明. 假设合作演化的参
与者从它们的基因型到适合度的演化是一个线性过程, 接收方和合作方之间的适合度相关(相依系数)将等价
于它们的遗传相关. 这一逻辑关系在合作演化的 Queller 方程中已有表述[42]. 图 7 说明了这种合作的线性演化
过程的路径图.

图 7 个体及其合作伙伴的基因型(G 和 G′)通过表现型(P 和 P′)影响其适合度(W)的路径图
X 和 X’表示影响表现型的其他因素, Y 表示影响适合度的其他因素. X, X′, Y, Y′与合作双方基因型之间的关系系数无关, 这个数学逻辑只能
当个体基因型到表现型再到适合度是线形进化时才成立

假设 w1 和 w2 是两个参与者的适合度, 其基因型分别为 g1 和 g2. 在本实验系统中, w1=B(N). C(N)是参与者
1 的成本, 它可以转化为参与者 2 的适合度: w2=kC(N), 其中 k 是一个常数; 当 N=1 时, 即不考虑密度效应. 假
设 w1 和 w2 与 g1 和 g2 具有线性关系, 则根据 Fisher 定理或 Price 方程, dw1=c1dg1, dw2=c2dg2, 故
dw1
dg
= c 1 = cr
dw2
dg 2

其中 r 是两个参与者的遗传相关系数, c=c1/c2 是一个常数. 由此可得:
w1 = a1w2 r + a0 .
假如 w1=0, 则 w2= 0; 因此有 a0 = 0. 从而,

w1
w
1 B(1)
B(1)
= a1r , 1 = ( )
, 故
等价于 r. 这表明: 线性演
w2
w2
k C (1)
C (1)

化过程中, 合作方和接收方之间的遗传相似性(相关性)等价于适合度相似性或接收方多合作方的贡献率.
互惠选择的数学过程和逻辑原理与 Hamilton 定理是相同的[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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