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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互联网与观察之流 

 从物理到人工智能，再到生命的本质，沿着观察者这一线索，我们已经探索了多个主题。

如果说前面的讨论仍旧过于理论化，那么这一章将给读者展示观察者理论最具实际应用价

值，也是最有潜力改变社会的方面。 

在第 4 章中，我们引入了图灵机-观察者模型，这是人-机结合系统的一个原型。当我们

将多个图灵机-观察者模型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建模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互

联网。互联网自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成为一种不平凡的，深深影响人类社会的人造物。

观察者理论将能对互联网说什么呢？首先，我们回顾了互联网这个与众不同的人工物在短短

几十年的时间里所创造出来的新鲜概念：开源、维基经济、众包、产销者等等；接下来，我

们试图指出所有这些新鲜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就是整个系统的开放性，于是我们便可以图灵

机-观察者这样一个开放计算系统模型来对其建模。从单一用户的选择、群体用户的选择到

大型虚拟世界，我们都可以用相应的量子力学工具：包括量子概率、量子统计以及量子场来

对其进行描述；然而，我们的理论与量子物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更加关注测量之后的事

情。在这里，用户的一系列选择就坍缩成一股观察之流穿梭于互联网虚拟世界中的各个网站

之间。紧接着，我们将观察之流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进行对比，断言观察之流可以看作是

虚拟世界中的一种能量；最后，我们又站在社会学的角度，考察观察之流与货币流之间的关

系，并指出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将使得观察之流替代货币流的成为主导作用的可能性。 

1、互联网——与众不同的人工物 

 记得 Herbert Simon 曾经在他的著作《人工科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类已经强烈

地改变了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因此，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创造

的人工物。互联网正是这样一种人工物，它由人类集体创造，却远远超越了单一人类个体的

控制和想象！ 

 互联网这种人工物之所以与众不同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超越了创造者想象的人工物，它

更是一种能够反过来改变人类，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创造物。1991 年，一位来自芬兰的

小伙子 Linus Torvalds 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个贴子，说：“我正在编写一个（免费的）操作系

统„„”，这个操作系统就是大名鼎鼎的 Linux。它的重大意义并不仅在于它是一个操作系统，

更在于它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开放源代码。仅仅 2 年多的时间，有上千名程序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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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进来，帮助改进 Linux 系统。从此，一场真正的革命：开放源代码轰轰烈烈地运动起来

了。 

 自从开源软件打响了第一枪以后，又有一系列新奇的现象围绕着互联网诞生了。WIKI

的创始人受到开源软件的启发，准备采用完全免费、开源的方式编纂一套堪与大英百科全书

媲美的在线百科全书，这就是 WIKI 百科网站。到如今，WIKI 网站的总词条数已经远远超过

了大英百科全书，而且这一数目仍在增长。相比传统百科全书，WIKI 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

的开放性，所有的知识都不是板上钉钉的东西，而是可以不断地修改、增长、变化的。（请

参看《维基经济学》）。 

 不仅仅是计算机软件业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即使传统商业的游戏规则也在悄悄发生着

改变。以前，商业界遵循着标准的 20/80 准则，有 80%的消费者愿意把主要的消费精力集中

在 20%的所谓的“大热门”产品上面，而只有 20%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另外 80%不同种类的

“冷门”商品。但是，自从互联网兴起以后，文化商业世界一下子变了模样，“长尾”现象

表明有越来越多的消费集中在那些所谓的“利基”产品上面。大家宁愿到 YouTube、优酷等

视频网站上去观看某个不知名网友制作的搞笑视频，而不是忠实地观看 CCTV 的热播电视剧。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聚集在诸如“迷迪”、“草莓音乐节”上去欣赏小众的、本地的摇滚乐，而

不是去追捧港台大明星。如果我们将所有产品的销售额按照降序排列成一条曲线，那么曲线

的尾端就是那些销售量很小的产品。自从互联网出现后，这个曲线的尾巴变得越来越长了。

尽管单个尾巴上的商品销售量很小，但是整个尾部的总销售额却很大，这就是长尾现象。在

互联网上，商家们的货架空间几乎变成了无穷大，消费者也有更加便利的渠道通过人际传播

快速地获得自己感兴趣的商品，于是消费者与厂家的关系联系更加缩短了，也更加直接了，

人们可以真正地把自己的多样化需求释放出来了。（请参看《长尾理论》） 

 不仅仅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距离缩短了，甚至连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也在悄悄地发生

着变化。现在，网络上逐渐出现了一批新新人类：产销者（Prosumer）。当消费者逐渐多样

化的需求不断被互联网各个角落里的利基生产者满足之后，他们更多样化的需求被进一步刺

激出来了，以至于没有哪个生产者可以满足。最后，他们自己不得不转变角色，从消费者变

成了生产者，这就是产销者。很快，这些产销者成为了当前整个互联网的生力军，从简单的

博客写手、照片的分享者，到难度稍高一些的网络小说作家、网络乐手、视频播客，甚至到

难度更高的“民间科学家”，这些产销者无论从热心程度、敬业精神，还是专业水平上，都

完全不亚于职业的歌手、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实际上，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有大量的专

业艺人士在他们的本职工作之余，也正在迅速地成为产销者，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博客、网站，

与普通的爱好者一样分享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互联网世界发生的这些伟大变革反过来又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运作模式。随着经济全球一

体化的发展，很多公司把自己的非核心业务分包给别的公司来做，这叫做“外包”（out 

sourcing）。而现在，有了互联网，有的公司甚至将自己的核心创新产品外包给互联网上的成

千上万的网民来做，这种行为也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叫作“众包”（Crowd Sourcing）。诸如保

洁、IBM 等知名大公司都加入了众包的队伍，他们发现，采用一种更开放的心态不仅没有使

得自己的技术机密外泻给竞争对手，而且，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利用众包的力量进行高效率

的创新，从而把他们的竞争对手远远甩在后面。 

2、开放式计算——互联网的核心 

 有关互联网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奇怪的人工物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再一一详

述。总结这些新奇的社会现象，我们会发现互联网是由成千上万的有血有肉的人和成千上万

台冷冰冰的机器构成的一个庞大的混合体。因此，这种混合性必然具备一些独一无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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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征就是它的开放性。我们这里所说的开放性具有两层含义：第一，相比较以前的人-

机系统来说，人类相对于机器更开放了，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照片、视频、思想暴露给互联

网这个人工系统（当然，这些人原本是想对广大网民而不是机器系统开放自己的隐私的）。

就跟隐蔽自己的真实思想是所有人都具备的正常心理一样，把自己的真实个性暴露给大家也

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这种暴露唯一的回馈就是获得更多的注意力资源（这一点我们还将在

后文进一步论述）。其次，计算机朝向人类更加开放了。相比较传统的计算机应用，互联网

上的计算机更依赖于用户的选择与操作。因为只有朝用户开放，计算机程序才能真正地为人

类服务。 

 提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传统网页（或俗称为 Web1.0 的页面）和现代的交互式网页（或

俗称 Web2.0 页面）进行比较。首先，传统网页采用的是静态的页面，制作者将网页设计成

类似黑板报一样的页面上传到网上，用户只能被动地看这些网页，而不能参与其中。从开放

性的角度来说，传统的网页就是一个封闭的计算系统，因为它只能被动地将内容推给用户，

而不能反过来接受用户的交互。相比之下，动态的 Web2.0 页面则是一种开放得多的系统，

用户不仅可以浏览页面的内容，而且可以通过页面实现简单的互动（例如 BBS），甚至可以

修改网页的部分源代码，来进行用户定制。所以，动态的网页就是一种开放的计算系统，设

计者甚至不用设计该计算系统的内容，而只要设计一个交互的平台，那么成千上万的用户就

能帮助设计者自动完成内容的添加和管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豆瓣，那里面的书、影、音资

料全部由互联网用户管理）。 

 实际上，互联网的这种开放性特征恰恰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各种奇异的社会现象：包括

开放源代码、维基百科、长尾、产销者、众包等现象的根源。开放源代码之所以受到广大程

序员的青睐，堪与强大的商业公司运转模式相抗衡，就在于它的源代码完全开放。于是，大

量的程序员就可以参于其中，对其进行修改。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正是因为 YouTube，优酷

等视频网站的开放性，他们才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分享给广大的网民。所有生产者生产产品的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消费者相对于生产者永远是多数，于是这就存在着

有限的产品可能性要应对无穷种消费者需求的矛盾。但是这一矛盾有望通过产品本身的开放

性得到解决，因为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那么为什么不让消费者自己制定生产产品的方

案与设计呢？毕竟，他们对自己的需求最了解了。于是，大量的产销者诞生了。 

 我们可以用图 6-1 来概括生产消费循环的关系。在图 6-1 中，传统的封闭式产品生产方

式是建立一个大的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消费需求通过一个较长的反馈回路传递给生产者，

生产者再根据反馈信息进行统一的生产调整。而当有了互联网之后，厂商们生产的产品都是

具有开放性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直接接收消费者的需求反馈，而自行调整，

从而满足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我们看到，生产、消费的反馈回路在开放性产品那里缩短了，

这种缩短不仅带来了效率，而且从本质上加速了生产、消费循环的速度，从而使得信息以及

物质的流动进一步加快。所以，开放性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加速流动，物质流和能量流在信

息流的带动之下进一步加速发展。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很有道理，但这仅仅是一种定性的描述，我们是否可能建立数学模型，

对这样一种开放式的计算和生产方式进行刻画呢？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有了第四

章的图灵机-观察者模型，我们便有可能对开放式的、可交互的计算机程序产品进行建模了。

这种模型不仅仅对程序的确定性行为进行描述，而且也包含了用户观察者的不确定性选择行

为。从而，我们便可以把互联网最本质的推进因素：开放性归结为量子概率中的交互不确定

性。 



 

图 6-1 两种产品生产方式对比 

3、量子力学与互联网 

（1）、用户选择与量子比特 

 让我们首先针对 Web2.0 式页面的设计来回顾一下第四章提出的图灵机-观察者模型。图

灵机-观察者模型是描述人-机混合体的数学模型。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将观察者的选择看作

是量子测量行为。注意，这里的一个反直觉的认识是，这个量子测量行为并不是观察者对计

算机系统的测量，而是反过来，一次用户选择相当于是计算机系统对观察者思维状态的测量。

站在计算机的角度（而不是用户的角度）来看，那么所有的程序操作都是确定性的行为（当

然，如果包括不确定性算法的时候，也可以用经典概率来描述）；计算机唯一不能确定的就

是用户的输入选择行为，于是在计算机看来，一个等待着用户进行的 0 或者 1 的选择就是一

个处于叠加态的量子比特，可以写为： 

10                              （1） 

 那么，当用户实际做出了选择以后，相当于计算机对人类观察者进行了一次测量，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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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 就会塌缩成确定的 0（以概率 * ）或者 1（以概率 * ）。于是，计算机得到了

确定的 0 或者 1 的输入之后，就可以按照固定的算法继续演化下去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量子概率来对用户选择进行建模呢？这是因为用户的选择实际上具备

一种我称之为“交互不确定性”的行为（参见第 2 章）。尽管对于一个单一选择来说，使用

量子概率和经典概率具有不可区分的相同效果。但是，当我们考察多个测量行为构成的网络，

在其中不同的量子比特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相互纠缠，构成相互不兼容的（不对易的）属

性对的时候，那么量子概率和经典概率的区别就会显现出来（参见《当概率变成复数》一文）。 

 所以，图灵机-观察者模型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这种由量子概率刻画的交互不确定性。

因此，我们不妨进一步猜想，这种交互不确定性也许是构成互联网的开放性的关键因素。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 Web1.0 网站中，设计者不仅仅设计了网站的结构，而且填充了所

有内容。而 Web2.0 则仅仅制定一个用户交互的框架，所有的内容都交由用户的参与而产生。

于是 Web2.0 的这种开放性和强交互性就构成了它的主要特征，并且由此吸引了大量的用户。 

 如果套用我们的图灵机-观察者模型，那么传统的 Web1.0 网站则可以用经典的图灵机进

行建摸，因为所有的内容全部是由设计者设计固定死的。而 Web2.0 的设计所体现的这种交

互性则只能用图灵机-观察者模型中的量子概率来体现。 

 让我们用一个用户贴标签的例子为例来说明。如果设计者允许用户在 n 个标签中进行选

择，那么，这就相当于设计者在他的网站程序中安置了一个量子态： 

nn  10 21                      （2） 

 如果设计者没有为用户准备有限 n 个备选方案，而是为用户准备了一个文本输入框，也

就是允许用户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下任意的一个标签，那么，这就相当于在网页程序中设置了

一个无穷维希尔伯特空间中的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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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x                         （3） 

 其中表示允许用户输入的合法字符集（通常是 26 个英文字母加上 10 个数字），而 *

则表示由这个字符集所构成的所有可能的字母组合的集合。 

 由此，我们看到 Web2.0 的这种开放性特征就由图灵机-观察者模型中的量子概率进行表

示了。所以，从模型的角度来说，之所以互联网的开放性能够如此与众不同，恰恰就是因为

在网站上存在着大量的用量子概率表述的叠加态用户选择行为。 

（2）、大规模用户行为与量子统计 

 然而，上面的模型仅仅适用于一个程序对于一个单一用户的交互情况，对于互联网程序

来说（例如一个标签选择），它往往面临成千上万个不同用户。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程序的每

一个本地拷贝与相应的用户进行交互看作一个图灵机-观察者模型的话，那么这些互联网程

序的所有本地拷贝的群体就构成了一个统计系综（参见有关量子统计的内容），所以，这群

用户与同一个程序的交互行为就可以用量子统计理论来建模。 

 让我们还是以一个网页中的是否选择按钮（即可看成一个 0 或 1 的选择）为例来讨论。

假设这个网页被 n 个用户浏览过了，每个用户都对此选择进行了决策，并提交给了服务器。

每个用户在选择之前都处于不同的量子叠加态上面，设有 n1 个用户处于叠加态

10 111   ，有 n2个用户处于叠加态 10 222   ，„„，有 nm 个用户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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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态 10 mmm   。这相当于一个量子混合态： 





















nnpyprobabilitwith

nnpyprobabilitwith

nnpyprobabilitwith

mmmmm /10

/10

/10

22222

11111








          （4） 

 在量子力学中，对于这样的混合态有一种更加简洁的表示方法，这就是密度矩阵（Density 

Matrix）。也就是说，上述量子混合态可用如下的密度矩阵等价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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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ii  表示由状态矢量 i 与它自己完成张量基而构成的投影算符。比如，如

果 10 iii   ，那么，在基坐标系(|0>,|1>)下面 ii  的算符就可以表述成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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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混合态 也就可以表示成一个 2*2 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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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这个矩阵的对角线上的数值恰好就是用户选择 0 或者 1 的概率，也就是，用户选择 0 的概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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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1 的概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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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如果每个量子态的分布 pi 退化到了确定的状态，也就是某个 pi=1，其它的

pi 都是 0，那么用户选择 0 或者 1 的概率就完全是由量子概率幅 i 或 i 给出的，由此我们

退回到了只有一个用户进行选择的情况。如果 i 或 i 都是纯实数，这就相当于每个用户的

选择可以看作一次抛硬币的实验，那么最终计算的 p(0)和 p(1)的结果就是我们常见的按照经

典概率的运算结果。由此，采用量子力学中的密度矩阵，我们就可以对互联网上大量用户的

选择行为进行完备的描述了，它不仅可以涵盖经典的情况，而且还包含了更多的量子概率的

可能性。 



（3）、虚拟世界与量子场论 

 Web2.0 网络应用程序就好比是程序员搭建的一个空书架，所有书架上的书（网站的内

容）全部由用户来填充。沿着开放性的思路走到底，我们自然发现，其实书架本身也完全可

以 “空掉”，也就是说用户不仅能够创建内容，而且连盛放内容的容器也是由用户来搭建。

所以，程序员需要设计一个彻底的“虚拟世界”，所有的规则、内容全部由用户动态地产生。 

 不要以为我们在进行科学幻想，实际上早在 1999 年，美国 Linden 实验室就设计了一款

全新的网络游戏：“第二人生（Second Life）”，部分实现了我们的设想。设计者宁愿称“第

二人生”为一个大型虚拟世界而不是一款网络游戏，就是因为用户面对得虚拟世界近似为一

张白纸，所有的内容全部由用户搭建，而不仅仅是让它们在有限元素中进行选择。 

 那么，量子力学是否能对这样的大型虚拟世界建模呢？非常有趣的是，在量子力学中的

确有一种非常恰当的模型能够描述这种情形，这就是量子场论中的 Foke 空间表述方法。在

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把用户的 0、1 选择建模成一种叠加态。那么，在大型虚拟世界中，用

户面对的不仅仅是一次 0、1 的选择，而是整个世界的构建。用户可以在世界中构建出任意

多种虚拟物体出来。假设每一件虚拟世界中的物体都可以用一个量子叠加态 i 来表示（也

就是说用户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属性值选择来确定该物体的确切状态）。 

 在虚拟世界中，用户可能创造出一个物体、两个物体、„„甚至是无穷多种物体，那么

这种虚拟物体就处于 Foke 空间中的叠加态，也就是计算机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叠加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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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表示的是一种真空的状态，即虚拟世界中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则表示虚拟

空间中有一个物体处在的任意一个叠加态。 21 则表示有两个物体，并且这两个物体处

于任意的叠加态，所以它们的直积就构成了任意两个物体的组合„„。因此，这个大矢量

就构成了 Foke 空间中的一个状态矢量。其中 Foke 空间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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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H 是单个物体所处的希尔伯特空间， n 表示对这个空间 H 进行 n 次直积。


0

则表示用这些直积空间为基张成一个更大的直和空间。所以，允许用户从 0 搭建的虚拟世界

就完全可以用量子场论中的 Foke 空间来表述了。 

 更进一步，我们还观察到了量子场论与人类思维世界中有趣的相似性（参考这篇文章：

http://arxiv.org/abs/0705.1740）。例如，量子场论的基本思路是描述对真空态（也就是  ）

的源激发会导致量子场幅值的变化，而从这些幅值中，我们便可以“读出”各种粒子产生、

湮灭的图景，这正是 Feymann 图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人类的思维空间也看作是类似宇宙真空的大容器，思维中的各种念头看作是

宇宙中的各种粒子，那么对人类思维空间的一个小刺激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波动（源激发），

http://secondlife.c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ck_space
http://www.amazon.com/Quantum-Field-Theory-Nutshell-Zee/dp/0691010196
http://arxiv.org/abs/0705.1740


这些波动就会不断地产生、湮灭各种念头。 

 在量子场论中，真空中的量子涨落最终会沉寂下去。但是，在人类思维世界中，如果人

不进行最终的决策（也就是测量行为），那么所有的念头都不会起到任何实际的作用。互联

网上的虚拟世界恰恰起到了对人类思维世界的测量作用。把一个全空白的虚拟世界交给用

户，就相当于对用户思维世界的一次彻底的测量，把存在于他脑海中的各种念头全部凝结成

货真价实的比特。 

 

 总之，互联网程序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与随机性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交互不确定性，并且，如果我们假设这种交互不确定性可以用量子概率进行建模，那么，我

们就可以把现代物理中很多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引入进来。本小节就是对这些概念的应用进行

一个初步的畅想。 

4、观察之流——互联网的动力引擎 

 

图 6-2 网站上的点击流 

图片来源：http://statviz.sourceforge.net/ 



  我们已经提到如何从计算机程序的视角，将用户做出选择之前的状态用量子概率描述，

同时，把用户的每一次选择都看作是一次量子测量。然而，我们并没有花更多的篇幅讨论量

子测量之后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仅仅把量子概率看作数学工具，从而把它用到互联网上面。然而，毕竟互

联网应用与量子物理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量子物理中，观察者的测量行为往往是所有过程的

最后一步，只要观察者得到了可观测量的值，理论的预言就结束了。至于观察者在测量之后

如何处理他的测量结果，以及是否继续再次测量则统统不归量子物理管。在互联网的应用中，

测量之前的描述并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当测量（用户进行了选择）之后，这样或那样的测

量方式或者结果最终会如何影响计算机程序的推进？因此，我们的理论应该更多地关注测量

之后，而不是测量之前。 

 

图 6-3 生态食物网 

图片来源：http://www3.ncc.edu/faculty/bio/fanellis/biosci119/MarineAuto.htm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集中在互联网的某一个具体应用上：网页浏览行为。我们都知道，互

联网上任意一个普通的网页都可能存在着大量的超链接，它们有的连接到本网站的二级页

面，有的则连接到其它的网站。针对由大量的网页通过超链接联系到一起的计算机程序集合

来说，用户的选择就相当于对一个网页上面的不同连接的点击行为。例如，如果某一个页面

上有 2 个超级链接，则我们便可以用一个量子比特来对点击情况进行建模。而用户的测量结

果就体现为沿着某一个超级链接从其中的一个页面跳转到另一个页面的动作。于是，当整个

http://www3.ncc.edu/faculty/bio/fanellis/biosci119/MarineAuto.htm


网站存在着多个不同的页面，它们又由多个超级链接相联系的时候，用户的连续的测量行为

实际上就体现为一条从不同的页面之间跳转的路径。 

 

图 6-4 真实生态系统中的能量耗散 

 

 在传统的互联网分析行业中，大量用户在不同网页之间的跳转被称为“点击流”

（Clickstream）。在本文中，我们已经将用户的跳转选择看作了一种量子测量行为，所以，

我们就把用户的点击流称作是观察之流。 

 例如，图 6-2 就是某网站不同网页之间的点击流。 

 在这张图中，节点表示该网站中的网页，连线表示超级链接，连线上的权重数值表示有

多少个用户浏览行为从上一个页面跳转到下一个页面。我们看到，对于每个节点来说，它的

流入的总数往往大于流出的总数，这是因为有很多的用户在浏览到此网页之后就退出了。通

常，每一个节点在往下一个节点走的用户数只占流入的总用户数的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被

称为转化率。 

现在，很多大公司已经开发了许多成熟的工具来分析这种点击流数据，例如 Google 

Analytics，StatViz，Pathalizer，Visitors 等等。而且也有着非常成熟的分析方法。尽管这些强

大的分析工具已经注意到了观察者的点击流的潜在商业价值，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认识还远远

不够，事实上，正如我在第 4 章中已经提到的，观察者相对于虚拟世界中的计算机程序来说，

相当于一种能量流的注入，因此观察者的点击流就是互联网世界中的能量流，它提供了整个

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的演化。 

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点击流和能量流之间的对比关系，让我们来观察图 6-3。这是

一张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网，每个节点都是一个物种，节点的连线表示捕食关系。虽然这张

网络上没有标注每条边的权值大小，但是物种之间存在着能量和物质的流动。当一个物种捕

http://www.plosone.org/article/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one.0004803


食了另一个物种，那么能量就会从被捕食者流到捕食者。图中箭头的方向就是能量流动的方

向。整个生态系统存在着一个能量流的根节点，这就是太阳，它把能量流输入给基本的生产

者（Primary producers），然后再分发到网络中的各个物种中去。 

如果我们将这张图上下颠倒一下，我们会发现它与上面那张点击流的图存在着极大的相

似之处。首先，我们可以把每个网页比喻成不同的物种，网页之间的点击流动比喻成生态系

统中的能量流。进一步，无论是能量流还是点击流，它们都具有很大的耗散特性。 

图 6-4 是著名生态学家 H.T. Odum 在早期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而获得的一个小型生

态系统的能量流分布图。这个简单的食物网只有植物、食草类动物、食肉类动物，顶级

消费者、分解者五个物种。不同物种之间（甚至同一个物种内部如基本生产者）都用不

同粗细的管道连接着。这些管道的宽度就是能量流的大小。我们看到，太阳将总的能量

流注入进来，然而大部分能量在第一级光合作用反应的时候就已经浪费成热了。接下来，

从植物到食草类动物，再到食肉类动物，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大量的能量流耗散成

了热量流出了整个生态系统。因此，自然系统中的能量流虽然在每一步转化的过程中都

是守恒的，但是这些能量却存在着大量的贬值、耗散的现象，也就是每一步生态系统中

的能量转化都伴随着大量的自由能转变成了热量弥散在环境中。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把某一个时间段上网的总人数看作是一个固定的常数，那么

这些人在网站上形成的点击流就同样具备一定的守恒特性：也就是不同时刻访问该网站

的总人数是常数，所不同的是这些用户会停留、分布在不同的网页上面。而在每一步从

某一个网页到另一个网页的跳转过程中，都存在着大量的用户损失，用户并没有从世界

上消失，而是跳离了这个网站，或者是下网做别的事情去了。因此，这是一种与能量流

转变为热量等价的耗散特征。 

 

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不仅仅沿着物种之间的捕食关系网流动，它还能反过来改造食

物网的结构。尤其当我们把研究尺度放大到生物进化的时间上看的时候，那些得不到能

量的物种就会慢慢灭绝，而由于变异的作用，新的物种又会发生出来，并且可以更有效

地捕获能量流资源，从而发展壮大。同样的道理，大量用户形成的点击流也应该会对网

页之间的互联结构造成影响。按理说，那些总是竞争不到观察流的网页就应该逐渐消失，

而那些很受欢迎的网页应该进一步生长，甚至分叉形成新的物种（网页）。然而，目前

的网络应用程序似乎还没有进化成类似生态系统一样的网络。因为，只有管理员/网站

设计者才能对网站的结构进行更改，虽然它们理应根据用户点击流的情况对网站结构进

行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实际上仍然效率很低、速度很慢，究其原因是，网站结构并不能

自动地被用户流调整。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网站都这样无效率，在很多新兴的 2.0 类网站中，就存在着利

用用户的点击流直接更改网络结构的例子。例如，最典型的就是在目前很多社会网络网

站(SNS)，你经常会看到诸如这样的提示：“察看这篇文章的用户也察看了 XX 文章”，并

给出 XX 相应的超级链接。这样的提示以及超级链接就是根据大量用户的点击流数据生

成的。因此，从本质上讲，网页之间的互联结构正在根据大量用户访问网站的动态情况

而发生着改变。 

正如大多数 SNS 网站都有着传统网站不能比拟的用户体验一样，这样一种能够利用

用户流本身改变网站链接结构，反过来进一步引导用户流的能力可以使得网站的“粘性”

得到提升。从观察者理论的角度来说，这恰恰是因为网站利用了大量观察者的交互不确

定性而确立了结构，因此这类结构就会更具有粘性。 

目前，如何根据具体的用户访问路径而给出相应的推荐连接结构的问题是一大类称

为“推荐算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设计什么样的算法，把用户可能想要的感兴



趣的信息较快地推给用户，以使得用户可以更高效地使用网站。 

换做观察者理论的语言来说，推荐算法实际上解决的就是一个利用了交互不确定性

的测量网络（参见第 4 章）的最优结构的问题，这种最优性当然是希望用户有最好的应

用体验，或者说是能够提升测量网络的粘性问题。在第 4 章中，我们已经指出了，实际

上这种粘性问题的度量与物理学中的熵这一概念相关。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说，目前

所谓的“推荐算法”实际上就是设计了一种更有效率地产生信息（负熵）的技术。因此，

从观察者理论的角度看来，一方面观察者为互联网程序提供了能量流，另一方面程序则

为观察者提供了信息（负熵）。可以用下图来总结观察者与互联网程序之间的关系： 

 

图 6-5 人-机关系 

 

5、点击改变世界 

正如我们在前言中指出的，观察者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看问题的视角，它希望从问

题的背景而不是前景出发提出对世界的新认识。在大多数的互联网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中，

人们通常把信息流看作是一种显式的流动，它在不同的人际之间传播、扩散。虽然这个观点

没错，但是它却是一种盯住前景看的方式。我们知道，当信息流相对于人进行运动的时候，

人也相对于信息流动。于是，从背景出发，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信息的流动，而是观察者的点

击流在不同信息结构之间的流动。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第一个看到这种背景模式的人，著名的系统科学专家，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Herbert Simon 早在 1971 年的著作《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中就已经提到了注意力经济这个概念： 

“在一个富含信息的社会中，信息的富有意味着某种其它东西的缺乏：也就是信息所消费的

东西。那么什么是信息所消费的呢？这就是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的富足导致了

注意力的不足，以及我们如何有效地在那些过量的信息资源之间分配注意力的需求。”（Simon 

1971,pp.40-41）。 

Simon 所说的消耗信息的注意力，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察者的观察。而大量观察者的

集体观察可以客观地反映在外在事物的观察之流中。注意，我这里所说的观察流与上一节讨

论的点击流概念已经略有不同，这里的观察流是一种广义的概念，也就是观察者对外在事物

分配的注意力、观察以及测量。 

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不是信息流，而是观察流。广义地看，这种观

察流就等价于观察者在某事物上所消耗的注意力大小。正是因为这种注意力，才使得观察者

观 察者

（用户） 

图 灵 机

（ 互 联

网程序） 

能量 

信息（负熵） 

http://www.swarmagents.cn/bs/membership/viewelite.asp?id=13415&user=jake&cid=20


和被观察事物深刻地联系到了一起。 

让我们以个人电脑中的计算机程序为例来说明究竟观察之流是如何与个人电脑中的程

序发生相互作用的。 

从软件的角度看，操作系统就像一个大的虚拟宇宙，其中 CPU 相当于是虚拟宇宙中的

时间，内存就是它的虚拟空间。在这个宇宙中存活的是各式各样的计算机程序，它们只有获

得充分的 CPU 计算时间才能真正被激活，并产生新陈代谢：改变自身的结构、产生出新的

数据和代码。然而，是什么因素决定了 CPU 时间的分配呢？从本质上讲，恰恰是观察者决

定了 CPU 该运行哪一道程序。因此，如果观察者对某一个程序更感兴趣，它就会以更多的

机会把更多的 CPU 时间分配给该程序。相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说，观察者的观察之流就好像

是太阳的能量流一样为整个虚拟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输入。 

 

图 6-6 观察者与计算机程序 

在图中，蓝色的箭头就表示观察之流，它仿佛是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一样为整个计算机

程序生态系统提供了运作的本原动力。因此，观察者就像上帝之光投射给计算机虚拟世界，

他“看”到了哪里，哪里就被照亮了。 

同样的道理，观察之流还能改造计算机程序，以及程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知道，唯

一能修改程序结构的因素就是设计程序的程序员了。但是，程序员不是别人，正是一个屏幕

前的观察者。正如我们在第 4 章已经指出的，其实无论是程序员还是普通的玩家用户，他们

都可以统一成观察者，而他们的观察作用（体现为点击流或者是玩的操作）都是为计算机程

序世界注入了能量流。这种能量流当然包括了程序员更新程序代码的交互，所以，从本质上

讲，是观察之流正在创造着虚拟世界中的虚拟结构。 

6、观察流与货币流 

 当大多数人都从信息流的角度来考察互联网的时候，我们从观察之流这个背景出发却能

获得关于互联网及其演化的全新图景。如果把互联网上的所有网站看作是节点，网站之间的

超级链接看作连线，那么我们可以把互联网抽象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络。进一步，假设大多

数的用户点击流都会按照超级链接的结构在网页之间跳转，成千上万的用户的点击行为就形

成了贯穿于这些网站之间的观察之流。我们可以用如下的示意图表示： 

程序 1 

程序 2 

程序 3 



 
图 6-7 WWW 网上的观察之流与货币之流 

 如图所示，节点为网站，它的大小表示该网站平均所吸纳的观察流（点击率）大小，节

点之间黑色的连线表示用户的点击流量，粗细表示流量的大小。每个节点周围都有很多虚线

剪头表示那些不是通过其它网站跳转过来，而是直接登录该网站的用户。 

 我们通常认为信息会在互联网上流动，然而从这张图来看，信息不可能在两个站点之间

跳转，而只能是用户沿着此网络流动。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 Internet 网，也就是由路由器、

交换机等硬件构成的网络，那么在多个节点（路由器）之间跳转的的确是信息流（比特流）。

但那是互联网的硬件世界，当我们真正跳入互联网海洋的时候，硬件之间的连接对于用户来

说是透明的，于是人们只能看见一个 WWW 网络世界。所以，在这个 WWW 虚拟世界中流

淌的不是信息流而是用户的观察流。 

 另外，我们在图中画出了几条红色的箭头，它表示 WWW 世界中的另外一种流动：货

币流。我们知道，在互联网世界里面，点击率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这种资源甚至可以换取真

实的货币，这就是互联网广告。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中，广告收入都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来源。

将某些广告投放到自己的网页上，吸引用户点击进去，这样一部分观察之流就可以顺着广告

的指引方向跳转到相应的页面。这就达到了广告的目的，于是被点击的公司就会为投放广告

的公司支付一笔广告费，这就形成了图中的红色箭头：即货币流。然而，在现在的互联网中

这种货币流并没有形成规模，只有少部分的网站之间会有实质性的货币流动。 

 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了两股相互反向、对冲的流动，即观察之流与货币之流。广告投

放会吸引观察之流过来，与此同时，货币却会朝着反方向流动。这样两种相互反向、对冲的

流动模式让我们想起来了现实社会中的另外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货币流与商品流之间相互

反响、对冲的运动。 



 
图 6-8 观察流-货币流与货币流-商品流的类比 

 在进行商品买卖的时候，我们实质上在人际关系网络上实现了商品流与货币流的反向运

动，即商品从 A 转移到了 B，同时货币从 B 转移到了 A。这两种流动始终相伴而行。当然也

有例外的情况，例如当 A 赠与 B 某种商品的时候，货币流并没有发生。但是，在如今这个

商品社会，这是很少发生的情况。 

 与此相对应，我们可以把发生在互联网上面的两种流动：观察之流和货币流分别类比为

人际关系网络之上的货币流与商品流。有趣的是，上图中的观察流（黑色）对应了下图中的

货币流，而上图中的红色货币流则对应了下图中红色的商品流。之所以这样对应是想说明在

上图和下图中，观察流和货币流分别起到了主导货币流和商品流的作用。在商业世界中，某

人要购买某物是原因，这样一种货币流会造成商品流动的结果。 

 在互联网上，一个拥有了庞大点击量的网站就仿佛是拥有一大笔资产的百万富翁，它可

以随时选择将这样庞大的点击流量引导到他希望它们流到的地方上去。当网站需要用货币的

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广告来引导观察流来换取货币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观察之流形成

了主动的流动。 

 你也许会反对说，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世界仍然是资本主导的世界，尽管有很多

网站已经聚集了相当多的观察之流，但是它仍然不能养活自己，于是还要让货币流来主导观

察之流。 

 

 我想说的是，虽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它并不能简单的否定我们的结论。让我们考

察一下人类历史，早在封建社会早期，货币作为一种一般等价物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并不被大

多数人认可。人们需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而货币仅仅是这些商品中的一种。例如，来到

集市上生产羊的 A 真正需要的是斧头，而生产斧头的 B 需要的是羊，于是只要 A 和 B 相遇，

交易就能发生，人们根本不需要货币。因为货币并不能当斧头用也不能当羊肉来吃。但是在

更一般的情况下，A 很难遇到需要羊同时又生产斧头的 B，所以 A 就会先把自己的羊卖给任

何一个需要羊的人，换回来等价的货币。然后等待时机，当找到了可以卖斧头的人，再用货

币换到斧头。这样，利用货币，A 就解决了交易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复杂性的问题。总结来看，

A 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 

G-M-G 

观察流 

货币流 

货币流 

商品流 



 其中 G 为商品，M 为货币，-表示交易链条。也就是 A 先持有商品，交换得到货币，再

由货币交换商品，最终的目的是持有商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多样性进一步增长，一类特殊的称为资

本家的人出现了，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某一种单一的商品，而是货币本身。他们利用商品

与货币的交换来实现资本的增殖，我们可以概括为如下的链条： 

M-G-M’ 

 这个 M’就是增殖的货币，资本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赚取更多的货币的。这正是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内容。一个商品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才说货币起到了主导的作用。由

此可见，货币本身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起到主导作用的，只有当商品世界足够丰富，资本变得

相对稀缺的时候，货币才会起到主导作用。 

 与此相对应，我们现在的互联网也是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可以说现在人类社会的主流仍

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人们的必须品，占到了主导的地位。因此，所有的互联网公司

都好比是那个拿着羊去换斧头的人，他遵循这样的交换模式： 

M-O-M 

 这里 M 是货币，O 是观察之流。也就是说该网站需要具备一笔启动基金，建设网站，

然后才能吸引观察流量过来。但是网站吸引观察流量的最终目的仍然要落回到货币上面。所

以，此时的互联网就像是商品社会的初级阶段。然而，有理由相信，当资本世界进一步地发

展以至于货币不再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时候，我们也许会看到一种新的阶层出现：“观察流

资本家”，他们遵循如下的交换模式： 

O-M-O’ 

 也就是说这些人会有意识地赚取流量，并且把观察流量的增殖作为他最终的追求目标。

而货币资本对于“观察流资本家”来说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过渡阶段。 

当我们畅想未来的时候，如果真的把观察之流看作一种虚拟世界之中的货币流，那么我

们可以向现实资本社会的运转模式中借鉴很多宝贵的经验。例如，人类发明了银行来储存货

币流。那么，在互联网上，我们是否可以发明一种程序来储存用户的观察之流呢？再例如，

商业社会中的股份制公司，脱离实体商品的虚拟货币等等这些模式是否都可以借鉴到观察之

流上来呢？ 

 

然而，当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我们却看到了与我们这里描绘的场景截然相反的情况。一

个最明显的反驳就是观察之流并不与货币流反向。例如，我们上网将我们的观察之流投放给

互联网，电信部门却要向我们收取费用。在这里，观察之流与货币流发生了同方向的运动。

再例如，我们在网站上购物的时候，我们会同时把观察流和货币流投向给同一个网站，这也

恰恰是同方向的运动。 

我想，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罪魁祸首就是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观察之流可以形成虚拟世界

中的能量流这样一种事实。当我们观察者操作电脑，开始网上冲浪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把

自己的观察之流的“能量”投射到了虚拟世界之中。正如我们在第 4 章中介绍的 Castranova

的研究所指出的，玩家玩游戏的过程其实可以等价地看作一种生产而不是一种消费，这就是

因为，玩家的观察之流会为虚拟世界提供进化的力量。当然，与此同时，作为现实世界中的

存在体，人的存在本身就要消耗各种物质资源、能量资源，这些资源的消耗的确需要消耗成

本。所以，现实的情况是，观察者的观察本身就同时具备了消费和生产的特性。所以，电信

收取我们上网的费用，向电子商务网站投入的货币流都是观察者消费方面的产物。但是，我

们却忽略了观察者作为生产者一方面的力量，当我们登录搜索引擎网站进行搜索的时候，实

际上我们已经将观察之流注入给它，搜索引擎公司可以从其他的公司那里挣取广告费，它也

理应将这笔广告费返还给大量的用户观察者。因为正是这成千上万个用户的观察行为才导致



了搜索引擎页面排序的进化。同样的道理，电子商务网站也应向用户反馈一定的费用来支付

他们观察之流的推进网站进化的作用。 

 

当我们深入研究观察之流与货币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面牵扯

了相当多的社会学的问题。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一个社会的物质越发达，这里的注意力

资源观察之流就会变得越稀缺。于是，一些反资本主义特征的现象就会自然浮现。例如，很

多经济发达地区都会有免费提供的报纸、电视服务；很多大公司、超市都会为路人免费的发

放广告，甚至还会有人倒贴钱这样去做。其本质原因就是，在物质资源丰富的社会中，观察

注意力变成了一种严重的稀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