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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算系统的开放性问题 

1、计算系统的开放性 

 

 无论是人工智能、涌现计算还是元胞自动机，这些已知的计算模式都存在着一个局限：

它们都是封闭的计算系统。很多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这类计算系统不够开放，所以这些人工

系统的复杂性还远远不能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相媲美[1]。 

 提到系统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很多人会联想到热力学第二定律[2]。该定律指出，任何一

个封闭系统必然会朝向最无序的熵增状态发展。但是，物理中的封闭系统是指不与外界进行

能量、物质交换的系统。严格来讲，任何一个计算系统都不算封闭系统，因为计算系统需要

外界的能量流注入以支持它完成计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套用物理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与能量和物质系统的开放性不同，计算系统的开放性是指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允许从外

界输入信息，从而改变程序原始的运行轨迹的性质。比如 Windows 的“扫雷游戏”就是一

个开放的计算系统，因为计算程序的运行必须要求用户的信息输入（操作）；而“生命游戏”

元胞自动机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因为一旦该程序运行起来之后，外界就不能再干预该系统

的运作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系统的外界环境往往指我们所面对的大千世界。然而，当我们考虑计算

系统的外界环境的时候，情况可能不必要这么复杂。因为计算机都是人类的工具，任何一个

计算系统的设计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人类使用者的需要。所以，计算系统的外界环境通常

是指它的使用者——人（或者称为用户 User、玩家 Player）。当我们提到计算系统的开放性

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讨论更多的是一种人——使用者和机器——计算系统之间的关系。 

 

2、计算机游戏 

 

 当我们把人-机关系看作开放计算系统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各种人-机

结合方式。从机械四肢、人造器官，到人脑与外围硬件的神经连接，再到人-机“软结合”

的定性与定量结合和专家系统、机器学习系统等等，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然而，仔细分析

这些人-机结合方式会发现，它们往往过于工程化、技术化，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简单的原型，让我们从人与机器两个方面进行

更多的理论思考。 

 本章我们将讨论一类特殊的人-机系统：计算机游戏。这类系统不仅小巧、灵活，而且

同时具备了精巧性（从程序的角度说）以及娱乐性（从人的角度说）的要求。因此，计算机

游戏很有可能作为分析人-机关系问题的一个原型。 

 让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游戏：“俄罗斯方块”（Tetris）出发来体会这种人-机系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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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俄罗斯方块”运行示意图 

 首先，俄罗斯方块是一个开放的计算机程序。在每一个时间步，玩家需要输入信息来完

成下落木块的旋转和位移，而计算机程序则要决定开始下落的木块形状，以及当物块落地后，

系统如何消去这一层的方块，还有对玩家的奖赏以及惩罚等等。因此，俄罗斯方块是一个开

放的计算系统。 

其次，俄罗斯方块的设计既考虑了程序运行的简单性，又考虑了用户的可玩性体验。也

就是说，一个游戏必须做到好玩（从人类的角度讲），同时算法流畅、逻辑规则明确（从计

算机程序的角度讲），它才是一个好的游戏。尽管人和人是千差万别，每一个人的内心感受

又是如此非常复杂多变，但是当我们面对俄罗斯方块这个简单的游戏的时候，一切复杂的动

作都会被简化成物块上下左右的移动操作。所以，这就为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游戏系统

奠定了基础。 

 本章从计算机游戏这类开放性的计算系统出发讨论有关人-机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

将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简单介绍计算机游戏的发展以及分类，以图让读者对计算机游戏有一

个初步的了解。之后，我们用一种开放式的动力系统模型概括了计算机游戏的逻辑内核。其

次，我们从人-机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计算机游戏的特点：一方面，游戏设计中追求的可玩性

使得游戏可以为人提供娱乐；另一方面，玩家的操作为计算机程序的进化与改进提供了可能，

因此计算机程序与玩家构成了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最后，我们从计算机游戏出发，对人-

机关系所带来的哲学以及社会问题展开探讨：随着大型网络游戏的出现，人类社会即将面临

一场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边界、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边界逐渐摸糊的转型；这种转型已经体现在

了很多科幻影片之中；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转型很有可能会使得人类走向一种更高层的“人

-机结合”的沉浸状态。 

二、游戏——一种天然的开放计算系统 

 提到计算机游戏，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现代年轻人热衷的网络游戏。然而，这些游戏的外

表设计过于复杂，以至于我们很难把握游戏的本质。除了炫酷的 3D 画面和复杂的人工智能

程序，我们完全可以从一种更广义的视角来定义游戏，它就是一种“有趣的、交互性的活动”。 

按照这个定义，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类活动，包括体育竞技、球类竞赛都属于广义的游

戏。可以说，游戏的历史甚至比人类历史还长因为，这是因为小猫小狗等动物都会通过玩耍

或者相互追逐而游戏，那么很有可能，猿猴在进化成人之前就已经学会了游戏。 

当然，这个定义可以扩充我们对游戏的理解，但是也会让讨论过于发散。在本章中，我



们将主要集中讨论计算机游戏。下面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计算机游戏的历史。 

 

1、计算机游戏简史 

 

 需要指出的是，严格来说，视频游戏（Video Game，通常是一种奔跑在控制台(Console)

——与电视相连接的专为游戏而设计的机器——上的游戏）和个人电脑游戏（PC Game，专

指奔跑在个人计算机上的游戏）还有网络游戏（Network Game，大量互联的计算机共同运

行的游戏程序）不是一种东西，但它们在软件形式、运行原理以及设计理念上却几乎没有任

何区别，所以，为了表达方便，在本文中我们统称它们为计算机游戏。 

计算机游戏的历史堪与计算机的历史相媲美。早在 1958 年的时候，美国 Brookhaven 国

家试验室的物理学家 W.Higinbotham 就用示波器设计了一款非常简单的双人乒乓球游戏，他

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消遣那些参观实验室的科学家。如下图： 

  

图 6-2  第一款用示波器做的计算机游戏“双人乒乓球” 

 虽然这款游戏不是奔跑在电脑屏幕上的，但它却是第一款地地道道的娱乐性电子设备。

1961 年，Steve Rusell 设计了一款名为星球大战（Spacewar）的游戏，由于这款游戏随 DEC

计算机一起销售，所以它被称为史上第一款最流行的计算机游戏[3]。 

1966~1969 年间，Ralph Baer 开发了一系列可交互式的视频游戏机器，人们可以在电视

机上玩各类游戏，这为计算机游戏的普及奠定了基础，Baer 也被称为控制台游戏（Console 

Game）之父[4]。 

 20 世纪的 70~80 年代是计算机游戏业蓬勃发展的 20 年。随着各种游戏控制台以及个人

电脑的普及，一大批计算机游戏被设计出来。例如前面介绍的俄罗斯方块，还有著名的吃豆

人游戏（Pac Man），超级马力（Super Mariao）、魂斗罗(Contra)等等。这个时期的游戏虽然

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凭借良好的游戏规则设计，创造了游戏史上的经典。 

  

图 6-3  两款经典游戏：“吃豆人”和“超级马莉” 



 

 20 世纪的 90 年代是计算机游戏爆发式发展的十年。随着多媒体电脑的普及，越来越多

形象逼真、丰富多彩的游戏进入了千家万户。另一方面，由于游戏设计引擎的出现使得大批

量制作游戏成为了可能。这一时期的大发展诞生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游戏类别[5]。下面仅就一

些代表性的类型进行介绍 

图 6-4  第一人称设计游戏：“反恐精英”、即时战略游戏：“帝国时代” 

（1）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这类游戏往往是从第一人称视角进入到一个全 3D 的游戏世界中，玩家仿佛身临其境一

个虚拟的战场中。毁灭战士(Doom)，半条命（Half-life）、反恐精英（Counter-Strike）等游戏

均属于第一人称设计游戏。这类游戏的特点就是逼真、刺激，适合年轻人游戏。 

（2）、即时战略类游戏 

如果说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模拟的是局部的战场，那么，即时战略游戏就是对宏观战场

的模拟。玩家需要操控、部署大规模部队完成全局的战略安排。红色警报（Red Alert）、星

际争霸(Star Craft)、帝国时代(Empire Age)等游戏就属于这类即时战略游戏。 

（3）、角色扮演游戏 

 与前面两种打打杀杀的游戏不同，角色扮演类游戏模拟的不再是战争，而是一个一个故

事。玩家就仿佛是游戏世界中的演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游戏的展开就是在讲一个故事。仙

剑奇侠传、龙与地下城（Dungeons & Dragons）等就属于这种角色扮演游戏。 

（4）、模拟类游戏 

 无论是赢得一场战争还是展开一段故事，以上介绍的几类游戏都为玩家设立了明确的目

标，而模拟类游戏则没有具体的目标。玩家完全可以把程序当作一个试验场，从而根据玩家

自己的目标来操作程序。 

例如，著名的游戏“模拟城市”就属于这一类。玩家充当一个市长对模拟的城市进行管

理。虽然不同的玩家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模拟城市，但是游戏本身并没有为玩家设置具体的

任务和目标。 

 “模拟人生”是另外一款非常著名的模拟游戏，玩家在游戏中可以过上与自己真实生活

完全不同的人生。 

 模拟类游戏甚至还可以对玩家进行培训。例如，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一个十几岁的

孩子在第一次试驾飞机的时候就开的非常熟练。飞行员教官惊奇地问他：“你以前开过飞机

吗？”。“不，”孩子回答说，“没开过，但是我玩过‘飞行模拟器’（flight simulator）这款游

戏”。目前，也有很多汽车驾驶学校利用游戏训练学员驾驶。 

 

 当然，除了上面列举的这四类之外，90 年代发展起来的游戏类型还包括：冒险类、格

斗类、体育竞技类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游戏大部分都是单机版的，也就是游戏本身不包括

  



联网功能。 

进入 2000 年之后，计算机游戏朝两个趋势进一步发展。一个趋势是走向了更大规模的

网络游戏[6]，另外一个趋势是走向了更小规模的手机游戏。 

最早的网络游戏起源于一种被称为泥巴（MUD，Multiple User Dimension，多用户层面）

的多人聊天程序。这种程序没有图形界面，玩家只能通过在网络上传递文本信息进行互动。

随着多媒体电脑以及图形加速器的普及，人们将这种多人聊天程序扩展成为现在的大型网络

游戏。第二人生（Second life）、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是两款最有影响力的大型网

络游戏。 

  

图 6-5  两款流行的网络游戏：“第二人生”与“魔兽世界” 

与单机版游戏最大的不同点是玩家在游戏世界中不仅仅可以跟程序进行互动，而且还可

以与大量其他玩家角色进行互动。因此，在这类游戏中，虚拟世界中的社交行为、协作行为

都是真实社会的缩影。最近，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关注网络游戏这个领域，科学家们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场所，网络游戏为科学家们研究各种人类社会行为：从病毒的传

播到虚拟经济系统提供了良好的试验平台。 

进入 2000 年以后，手机成为一种非常普及的电子类产品，越来越多的游戏商家看准了

这块市场，开发了很多手机游戏。在这里，我们不对一般的手机游戏进行赘述，而专门考察

一类比较特别的称之为手机定位类的游戏。 

  

图 6-6  手机定位版的“吃豆人”游戏 

手机定位游戏将每个安置了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手机看作玩家的输入装置，利用玩

家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就而实现游戏中的互动。例如，上图所示的就是一款手机定位版的“吃

豆人”（Pac-man）游戏[7]。多个玩家在一个真实世界中行走，卫星定位系统将每一个玩家的

信息映射到一台服务器上。这个服务器正在按照一个现实世界的迷宫运行吃豆人的游戏。这

样，每个玩家通过扮演不同的吃豆人角色(吃豆人或者妖精），就可以通过真实世界的运动而

完成游戏。 



这种手机定位游戏大大拓展了人们对游戏概念的理解，它摆脱了游戏一定依赖于键盘和

鼠标的传统观念。 

 

2、计算机游戏的逻辑内核 

 

 在这一小节，我们透过各种眼花缭乱的游戏外形，从计算程序的角度来理解计算机游戏。

可以不夸张的说，无论是炫酷的 3D 游戏，还是小巧的手机游戏，它们都共享一个非常基本

的逻辑内核：一个开放的动力学系统（Open Dynamical System）。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把任何一个游戏看作一个模拟的世界。这样，随着 CPU 时钟的每

一次嘀嗒跳动，这个游戏世界就运行一个仿真周期，游戏根据程序算法完成世界状态的更新。

而游戏与模拟程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游戏允许玩家的输入，因此，我们可以把游戏的逻辑内

核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框图： 

 

图 6-7  开放式的动力系统 

 每一个时间步，游戏程序根据用户的输入信息 I 以及游戏的状态 x 完成一次运算 f(x,I)，

这个运算结果反映为游戏新一步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又会在下一步反馈给系统。游戏的进度

就体现在每个周期的 x 变量的不同。而游戏的规则则体现为 f 的不同。通常情况下，f 不能

写出解析的函数形式，而必须用算法的语言进行表达：它往往包含了游戏逻辑、人工智能、

物理模拟、图形渲染等功能。 

 从数学上看，一个函数迭代：xt+1=f(xt)是一个标准的动力系统（Dynamical System）[8]。

但是，该框图与动力系统最大的不同在玩家输入 I 的存在，因此我们称此框图表达的是一种

开放式的动力系统（Open Dynamical System）。玩家输入信息 I 对于动力系统的设计者来说完

全是不确定的（不包含在规则 f 之内），所以这种开放式的计算系统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 

值得指出的是，在随机动力系统的研究中，系统的运行外界随机因素的干扰。但是，在

游戏中，外界输入的信息是玩家的游戏行为，它显然不能等同于一种随机干扰因素。因此，

开放动力系统与随机动力系统是不同的。 

总之，无论计算机游戏的形式多么复杂多变，它的最小逻辑内核却是不变的，也就是一

个包含了玩家更新信息的开放式动力系统。 

三、人-机关系与游戏 

 我们已经对计算机游戏的发展历史、分类以及逻辑内核进行了阐述，相信读者已经对计

算机游戏这种特殊的开放式计算系统有了一定了解。下面，我们将针对人-机关系问题对计

算机游戏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可以说，计算机游戏在一开始就同时考虑了人和计算机两个方面。因为任何一款游戏首

先必须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所以，我们不能抛开计算机可实现的算法来讨论游戏。另一方面，

 

f(x,I) 

I 

x 



计算机游戏必须能够满足人类的娱乐需要：无论计算机游戏的程序规则多么复杂，如果它不

能吸引任何人类玩家的兴趣，它也必定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所以，游戏计算机程序需要给玩家带来欢乐，这被称之为游戏的可玩性[9][10]；另一方面，

玩家的玩游戏行为又能够促进游戏的进化。本小节将沿着这两个方向对游戏进行进一步的探

讨。 

 

1、可玩性的涌现 

 

 游戏的可玩性目前仍然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就是指一个游戏可玩的程度。但是我们很

难从定量的角度来衡量它。粗略地说，游戏的可玩性体现为人类在进行游戏过程中的愉悦性

或者持久性。虽然游戏的图形设计、音响效果能够提高它的可玩性，但是游戏的本质则更多

地体现为游戏规则层面。 

 在通常情况下，好玩的游戏通常依赖于那些设计简单，但是变化无穷的游戏规则。一个

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围棋游戏。 

 

图 6-8  围棋 

 围棋的规则异常简单：黑、白两个玩家交替下棋，当黑色或者白色棋子在几何空间上将

另一方棋子包围住就可以把对方的棋子吃掉。最后，通过计算黑白双方的占地面积来判断输

赢。 

 众所周知，这种简单游戏规则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走法。而复杂的走法并来源规则本身，

而是来源于双方玩家在规则的限定下开发出来的策略。也就是说复杂的走法是从简单的限定

规则中涌现而出的。因此，可以说围棋是一种涌现计算系统，只不过这个计算系统不是封闭

的计算系统，而是一种开放式的允许两个玩家参与的系统。 

 比较中国围棋和第四章介绍的“生命游戏”程序会发现，它们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首先，它们都有一个棋盘格世界，其次它们都涉及非常有限的格子状态（“生命游戏”中的

格子有黑、白两种状态；围棋的格子（确切说是线的交点）有黑、白、空三种状态）；再有，

“生命游戏”和围棋的规则都是局部作用的。每一个方格或者棋子都仅仅对它周围的邻居方

格或者棋子造成影响。最后，复杂的、长程的相互作用会在这些局部作用中涌现而出。也就

是说，涌现性是围棋和“生命游戏”的最大共同点。 

  

 虽然可玩性和涌现性一样是一个无法说清的概念。但是通过游戏设计师们大量的实践摸

索，人们渐渐发现要想设计出具有可玩性的游戏，规则中的平衡性[9][10]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



素。这里，平衡性通常是指游戏的规则或者游戏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称性、均匀性和公平

性。 

 举例来说，围棋的黑棋、白棋在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完全均匀、公平的状态。再如，很多

格斗游戏（例如街头霸王）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平衡性。 

 

图 6-9  街头霸王 

 

 虽然街头霸王中有很多形式各异的角色，但是它们却各有所长。身材庞大的角色虽然力

量无穷、攻击力强，但是身体活动的灵活性较差，而身材小巧的角色灵活性强但是攻击力却

稍显不足。正是因为不同角色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巧妙的公平性，才使得玩家有动力选择不

同的格斗角色进行游戏。 

 这种不同角色之间的能力平衡关系可以用“石头、剪子、布”的博弈表达出来[3][9]，如

下图。 

 

图 6-10  循环的博弈关系 

 

 其中箭头方向表示的是角色之间的制约关系。只有当这种制约关系能够构成一种非传递

图的时候（箭头连接形成的路径构成循环），才能使得各个游戏角色都具有一定的公平性，

因此，游戏的可玩性才能体现出来。我们完全可以把石头、剪子、布理解为不同的格斗角色，

当石头对战剪子的时候由于石头拥有更高的攻击力因此石头赢。当布对战石头的时候，由于

布拥有较高的防御力，因此布会赢。但是，当剪子队战布的时候，由于剪子的灵活性和攻击

性可以攻破布的防御力，因此剪子会赢。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中均衡制约关系，才是的玩家

有动力选择各种不同的角色对战，也才使得这个游戏更加好玩。 



 但是，均匀性和对称性仅仅构成了游戏平衡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游戏必须是

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也就是说游戏本身要存在一种破坏游戏平衡的机制（也就是所谓的对

称破缺机制）。 

让我们仍然用围棋为例，虽然在初始时刻，黑白双方完全处于对称、均匀的地位。但是

一旦某一方吃掉了另一方的一大片棋子之后，这种对称性就会在瞬间破缺掉，被吃掉棋子的

一方会一下子占据被动地位。正是这样一种打破平衡的机制才使得游戏的可玩性持续的提

高。 

另外一个例子来源于俄罗斯方块。玩家在游戏的过程中总是要追求一种平衡（落下的物

块应该足够均匀的分布，以便能够消掉大量的物块），但是这种平衡很容易就会被新掉下来

的物块打破。这样，玩家的游戏过程就体现为一种不断地建立平衡、打破平衡的重复之中。

正是这样一种动态的平衡机制使得俄罗斯方块具有很高的可玩性。 

当然，游戏中的这种平衡、打破平衡的机制应调节到一定的比例范围内才会好玩。过于

均衡的游戏会很容易让玩家生厌，而过多地破坏平衡机制则会让玩家丧失信心。所以，正如

复杂的行为诞生于“混沌边缘”的计算系统一样，游戏中的这种建立平衡、打破平衡的交替

性也应处在某种“混沌边缘”的临界状态下才能使得游戏的可玩性增加。 

总之，游戏中的可玩性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索的概念。 

 

2、游戏的进化 

  

如果说游戏给玩家带来的是可玩性，那么玩家给游戏带来的则是一种程序上的进化。目

前，已经有很多模拟进化类的游戏允许玩家部分直接更改游戏，使得游戏可以朝玩家更满意

的角度进化，让我们以这种游戏为例来说明。 

 一个非常典型的进化游戏是由生物学家 Richard Dawkins 开发的称之为 Blind Watch 

Maker（盲目的钟表匠）的游戏[11]。玩家可以通过与这个程序的交互而促使用图形表示的虚

拟生物体的进化。 

 



图 6-10  盲目钟表匠游戏 

 

 如图所示，计算机按照一定的算法生成图中方格内的不同生物形态（由复杂曲线构成的

图形）。其中每一个生物形态都是由一组抽象的基因串（一个数字串，例如 62013..）表示的，

程序根据他们的基因串按照一定的迭代算法生成图形。在相同的迭代算法下，不同的数字串

能生成完全不同的生物形态（图中 12 个方格中的生物形态就具有不同的基因串）。 

 在初始时刻，计算机随机生成 12 个基因串画在不同的方格中展现给玩家。玩家可以通

过鼠标点选来选择自己喜爱的一个生物体。接下来，这个被选择的生物体就可以把自己的基

因串遗传下去，从这个基因串出发，系统可以进一步变异（对字符串进行微小改变）出新的

11 个生物体，而把之前的未被玩家选择的生物体淘汰掉。这样，玩家面前就有了 12 个新一

代的生物体。由于这些生物体都是第一轮被选中生物体的变种，因此它们会比较相似。但是

由于遗传过程中变异效应的存在，这些生物体又会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接下来，玩家会重复

上一步的操作对生物体进行选择，然后由系统实施遗传、变异的操作，这样不停地重复下

去„„。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玩家比喻成上帝，生物形态就比喻成物种，那么玩家的选择行为就

促使生物形态的一步步进化。由于不同玩家的偏好不同，所以系统会进化出完全不同的生物

形态。有的生物形态是如此栩栩如生，以至很难相信这些就是玩家通过简单的鼠标点选工作

完成的。目前，从这个简单的盲目钟表匠程序出发，人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交

互式遗传算法”。通过人与计算机的结合，我们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设计工作。 

 盲目的钟表匠告诉我们玩家的玩游戏行为的确可以促进计算机程序的进化。沿着这个思

路，人们还设计出许多类似的计算机游戏。 

 

图 6-11  模拟进化游戏：“孢子” 

 

例如，2008 年推出的大型游戏“孢子”（Spore）也是一款模拟生物进化的游戏。玩家

通过控制一个物种，使其从单细胞进化成智慧生命，甚至可以探索太空。实际上，从人-机

交互的角度看，很多模拟类和养成类的游戏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玩家可以影响游戏进化的游

戏。 

但是，不可否认，在一般的游戏中，玩家不具备更改游戏规则的权利，所以游戏的进化



也无从谈起。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游戏都是由游戏设计者设计出来的计算机程序，这类程

序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玩家的娱乐需要。如果玩家的用户体验能够反馈给游戏设计者，那么设

计者就可以反过来修改游戏的规则使得游戏能够更好的满足玩家的需要。于是，玩家实际上

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影响游戏，从而促使游戏朝向更有利于玩家娱乐的方向改

变。所以，从这样一种更广义的反馈角度来看，玩家促成了游戏的进化。 

 

 因此，计算机游戏为玩家提供了可玩性，而玩家的操作则促进了计算机游戏的进化。总

体来说，计算机游戏体现出了真正人与机器之间的和谐关系。 

四、对人-机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的讨论从开放的计算系统逐渐展开，慢慢引申到了一种人与机器（计算机程序）之

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发现，计算机游戏其实可以看作一种最简单的人-机结合系统，对这种

系统的深入研究，会引发我们深入思考更多的人-机关系的问题。 

 

1、从消费到生产 

 

 上一节已经指出，计算机游戏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游戏场所；人类的玩游戏活动则

促进了机器世界的进化。如果说这样一种和谐的人-机关系的确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的话，

那么，这种变革必定会反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只不过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本小节介绍

的网络游戏经济学家 Castronova 的研究工作就启发我们如何观察到这种现象。 

 我们都知道，现代的经济社会是由消费和生产两种非常重要的人类活动元素组合而成

的。人类的生产是一种社会劳动，通过付出自己的体力或者知识赢得社会的回报。而消费则

代表了另外一种人类活动，它往往把生产换回来的财富消耗掉，转变成人们需要的物质或者

服务。我们可以把人类的生产活动比喻成一个充电的过程，而把消费活动比喻成放电的过程。

没有充电不能储存财富，没有放电积累的财富也失去了意义。人类社会正是在生产与消费的

不停循环中不断演化、前进的。 

 通常情况下，玩游戏都被视作一种人类的消费行为，因为游戏可以给人们带来娱乐。但

是，按照上一节的论述，其实人类玩游戏的活动可以促使计算机程序的进化，因此，从这个

角度说，游戏就是一种生产！也就是说，在游戏世界里，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角色发生了微妙

的变化。 

 虽然这种从消费到生产的转变看起来很荒谬，但是，Castronova 的研究却指出这种转变

在网络游戏中的确已经发生，而且他能够为网络游戏王国估算总产值（GDP）[12]。 

 2001 年，美国加州大学的 Fullerton 分校的经济系教员 Edward Castronova 对当时正流行

的大型网络游戏 EverQuest 中的经济行为发生了兴趣。他发现，尽管游戏公司并不支持，但

是仍然有大量玩家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很高级别的角色放到 eBay 网

站上进行拍卖，从而获得真实的现金收入。如果我们把整个 EverQuest 世界看作一个独立的

经济系统（因为玩家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进行虚拟的现金和物品交易），那么，真实世界中的

玩家购买虚拟的物品（升级的玩家角色）的行为就可以看作是一种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的

货币流。也就是说，虚拟世界完全可以等同于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中的生产活动(玩

家的打怪升级)具备了与现实世界发生现金交易的能力。如下图所示： 



 
图 6-12  Castronova 计算 EverQuest 世界 GDP 示意图 

 

 如图所示，大圆表示 EverQuest 虚拟世界，圆外表示现实世界。其中的黑色圆点表示非

玩家扮演角色（NPC），白色圆点表示玩家扮演角色（替身，Avatar），虚线箭头表示玩家-玩

家之间以及玩家-NPC 之间的虚拟现金交易。三角形表示真实的人类玩家，无箭头线表示玩

家操控某种虚拟世界中的角色的关系。实箭头线表示的是真实的现金流。如图中所示，玩家

A 和玩家 B 通过 eBay 拍卖网站中介完成了真实的现金流，玩家 A 将自己通过打怪升级之后

的替身 A 卖给了玩家 B，因此玩家 B 将对替身 A 进行掌控。这种真实的现金流对应的是虚拟

物品的交易，也就是说虚拟世界中的物品具有真实的价值。 

 Castronova 估算到：每个玩家让自己的角色每升级一次平均花费 51.4 小时，而虚拟角

色没升级一级就能在 eBay 拍卖网站上多卖出 13 美元。如果我们将玩家的升级活动看作是一

种生产的话，那么平均每个小时每个玩家就能创造 13/51.4 ≈0.25 美元的价值。进一步，当

年的 EverQuest 游戏平均每小时有 60381 个玩家在线，这样这个虚拟世界的年均 GDP 就是

60381*24*365*0.25 ≈1 亿 3 千万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的世界各国 GDP 排名中列第 77 位。

如果将现实世界发生的虚拟物品或者角色的交易看作是 EverQuest 王国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商

品出口的话，Castronova 还计算出 EverQuest 虚拟世界的年出口总额是 500 万美元，而美元

兑 EverQuest 中的虚拟货币的汇率则是 1:93。 

 Castronova将自己的估算结果撰写成了一篇题为：《Virtual worlds: A First-Hand Account of 

Market and Society on the Cyberian Frontier》的文章挂到了网上。开始，该文吸引了一批游戏

设计者、游戏运营人员的欢迎；之后，一些经济学者开始读他的文章；最后，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他的工作，甚至还包括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现在，Castronova 已经成为研究虚拟

世界中的经济交互行为的领军人物，越来越多的虚拟世界中的科学研究被提到日程上来。

2007 年，Nature 和 Science 这两本顶级科学杂志分别出版了介绍虚拟世界中社会科学研究的

特别报道文章。 

 我们看到，Castronova 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把玩家的打怪升级这种传统意义上

的消费行为（为了纯粹的游戏娱乐）看作一种生产，从而把网络游戏不再看成是一种无意义

的消费活动，而更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现在，对于很多玩网络游戏的人来说，这种从消

费到生产的认识转变已经不算稀奇，目前已经兴起了一种被称为“打金者”(Gold Farme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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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越来越多的亚洲地区玩家甚至将网络游戏中的打怪升级作为一种职业，他们将虚拟角

色提升到一定级别之后再卖给发达国家的玩家换取现金收益。2010 年 2 月的《科学美国人》

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Gaming for Profits: Real Money from Virtual Worlds》的文章[13]，专门报

道了这个独特的行业。 

由此可见，由游戏行业的发展引起的人-机关系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在不

远的将来，很有可能随着游戏的普及，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再是一个可以分辨很清楚的

两个侧面。人们可以将很多艰苦的生产活动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消遣，人与机器之间的关

系也将变得更加和谐。 

 

2、从《终结者》到《阿凡达》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机关系问题不仅对我们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也影

响了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最近 20 年来科幻电影的发展历程就可以体现出这种艺术创作的变

化过程。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鼎盛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机器即将进化

成为一种更新的物种，从而控制、代替人类。人-机关系达到空前的紧张状态。这种思潮体

现为一大批以机器人战胜人类为代表的科幻电影。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终结者》系列。该

电影幻想了一种恐怖的未来：人工智能机器终于有了自我意识，从而可以反过来掌控整个人

类。于是，人和机器展开了一场殊死战争。 

   
图 6-13  三部不同时代的科幻电影：“终结者”“黑客帝国”“阿凡达” 

 到了 2000 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瓶颈，科学家们承诺的那种可以

战胜人类的机器人不仅没有实现而且进展相当缓慢。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大规模网络游戏

的兴起和流行。这种技术上的变化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重新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难道

人类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仅仅为了创造出一种能够毁灭人类自己的机器吗？这种哲学思考也

反映在电影作品上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幻电影作品就是《黑客帝国》（Matrix）。 

 虽然电影《黑客帝国》仍然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了黑暗，由机器统治人类的未来社会，

但是，《黑客帝国》所倡导的统治方式却与传统的人工智能科幻电影有着巨大的不同。在黑

客帝国中，机器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虚拟世界（网络游戏），使得人类一出生就生活在

这样一款游戏之中。一方面，机器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可以永久持续下去的生活方式（未来的

地球已经变成了垃圾场），另一方面，人类为机器提供了生物能量。因此，虽然机器统治了

人类，但是电影所倡导的却是一种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共生关系：机器需要人类提供能量，人

类需要机器创造生存空间和生活的内容。这种人类与机器共生的主题在《黑客帝国》三部曲

结束的时候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人类救世主 Neo 通过牺牲自己帮助机器世界清楚了病毒



（Agent Smith），从而说服了机器源头（The source），开创了一种人类和计算机程序和谐共

生的局面。虽然，《黑客帝国》仍然以惊天动地的人-机战争为叙事手法，但是电影的落脚点

却是人-机的共生。这已经与传统科幻电影中机器人和人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针锋相对局

面有了很大的不同。 

 2009 年底，一部旷世奇作《阿凡达》（Avatar）登上了大荧幕，吸引了众多影迷的眼球。

这部电影不仅创造了 3D 电影的奇迹，而且也是一部深入思考人-机关系的佳作。影片叙述了

人类为了探索“潘多拉”星球，而设计了一种称之为“阿凡达”的技术。Avatar 这个词源于

印度教，表示神所拥有的替身。在网络游戏中，每个玩家都有一个可以直接操控的计算机世

界中的角色，这种角色就被称之为玩家的替身（Avatar）。 

 电影假想了各种巧妙的技术手段（DNA 合成生物等等），使得主人公可以直接控制他的

替身在潘多拉星球完成冒险。我们完全可以把潘多拉星球理解成为一个网络游戏世界，这样

每个由人类控制的阿凡达就是投射到这个网络游戏世界中的玩家替身（相当于一个网络社区

中的虚拟 ID），而那些潘多拉星球上的土著人就是游戏世界中的 NPC(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这样，影片中最后发生的人类与潘多拉星球土著人之间的战争就完全可以映

射为真实世界中的人类与虚拟世界玩家角色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 

 《阿凡达》的胜利结局虽然属于潘多拉星球“游戏世界”，但是人类也并没有完全被消

灭或者控制，而是被赶回了地球，最终仍然是预示了一种人和游戏世界的和谐共生。 

有趣的是，《阿凡达》与《黑客帝国》等影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阿凡达》的叙事第

一人称已经完全进入了“阿凡达”的游戏世界，而《黑客帝国》等其他影片的叙事第一人称

仍然是处于现实的人类。 

 我们可以看到电影艺术其实反映了一种人们在解读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微妙改

变，从《终结者》时代人类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盲目恐惧，到《黑客帝国》人与机器的和

谐共生，再到《阿凡达》中，叙事主体从人变到了机器（游戏世界），人-机关系的微妙变化

已经在这些电影中体现出来了。 

 

3、从涌现到沉浸 

 

 当我们从人-机结合的角度来思考技术的进步就会发现很多日常现象变得很容易理解

了。为什么手机的应用越来越普及？为什么电视机的屏幕越做越大？为什么游戏画面作的越

来越逼真？从人-机关系的角度来说，这些技术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好的“沉浸”到

技术所营造的虚拟环境中去。 

 “沉浸”（Immersion）是一种心理状态，指当一个人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或者游戏的时

候，完全浸入了这件艺术作品或者游戏当中，而忘记了自我的真实存在。例如，当我们观看

一个电影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被带入电影的情景中，以为电影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艺术

家也用“置入感”一词来评价一件艺术作品的好坏（好的艺术作品能够跟观众带来很强烈的

置入感）。 

 心理学家 Csikszentmihalyi 曾经提出了一种“心流”理论（Flow theory）来描述人类沉浸

到某种游戏或者艺术品之中的心理状态[14]。如下图所示： 



 
图 6-14  Csikszentmihalyi 的心流理论 

 

 我们可以将人操作某种机器或者某种游戏的技巧程度当作 x 轴，将游戏本身的挑战性、

难度作为 y 轴，这样我们可以把人操作机器（艺术作品、游戏）的状态反映到一个坐标平面

上，那么不同的区域就对应了不同的人-机状态。所谓的心流（位于右上角的那个区域）就

表示玩家的技巧性很高，同时游戏本身的难度也很高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玩家能够完全

沉浸于游戏之中。不仅是玩游戏，包括音乐家进行音乐演奏、运动员进行体育竞技都存在着

这样一种完全沉浸的最佳状态。 

 可以说心流所描述的最佳沉浸状态正是我们常说的一种所谓的人-机合一的状态。当人

与机器达到了这样一种合一的状态之后，人和机器也就真正的融为了一体。 

 

从英文构词和字面意思的角度来讲，沉浸（Immersion）这个词与第四章所提到的涌现

(Emergence)一词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沉浸表示的是一种向内的（词头是 Im）浸入，而

涌现（词头是 Em）则表示的是一种向外的浮现。其次，沉浸表示的是一个人“忘我”地浸

入到了一个外在的事物中，而涌现表示的是一个外在的事物所表现出吸引人的新奇属性。最

后，虽然沉浸和涌现都是一种很难用量化语言说清楚的概念，但是它们都表达了某种很高层

次的状态。涌现和沉浸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外在事物发生涌现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真

正的沉浸到这个事物中去。如果说涌现是 21 世纪的复杂性科学的重要关键词，那么沉浸就

将成为开放的计算系统，以及人-机结合的重要关键词。因为，沉浸恰恰表达了一种人-机结

合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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