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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描述了生命现象中遗传信

从中通过的通道. 本文尝试通过在信道概念中引入时

息的流动过程[1]. 但是, 这种“遗传信息”与物理学和信

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再把进化中的信道理解为一种

息与编码理论中的“信息”[2] 意义颇为不同. 虽然物理

占据空间的、“物质性”的东西, 而是理解为一种占据

学家很早就认为生命是一个从环境中吸收负熵的过

时间的、“事件性”的东西. 即把新物种从祖先物种中

程 , 而负熵就是信息 .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成

的形成过程中基因组的复制(或伴随着变异产生的新

型的、物理的模型从信息传输的角度来描述生命进

信息)看做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本身被视为两代生命

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 在生物学的研究中, 研究者通常

单元之间的唯一联系. 信道时间即为信源通过信道到

倾向于关注生物性状的变异及其在时间中的进化, 而

达信宿的时间. 这样一来, 适合进化过程的自然通信

很少考虑性状与时间本身之间的联系. 换而言之, 进

系统, 就可以描述为物质性的信源和信宿通过一个事

化生物学对性状变化的理解完全是牛顿的经典力学

件性的信道联系起来并传递信息的过程. 根本上说就

的方式. 本文尝试以时间和信息为基本量建立一个基

是祖先物种通过遗传信息的复制(和变异)形成后代物

因组进化的框架, 并试图讨论是否进化所产生的信息

种, 这其中包括了进化革新(图1).

[3]

[2]

改变与进化所经历的时间之间会存在某种相互联系.

在人工通信系统中, 信源符号在进入信道前需要

现有的通信系统涉及的是空间上不同的两个地

编码为可以在信道中直接传输的单义可译码再进入

点, 以及两点之间通过一定的物质性媒介的联系在信

信道传输[4], 而信源编码存在一个最高编码效率[4]. 在

宿重建信源的统计状态的过程 [2]. 与此相比, 生物的

自然通信系统中, 有类似的情况. 众所周知, 生命的演

进化, 是时间上有差距的两个物种后者继承前者的遗

化过程是在选择压力下进行的, 因而不同种类信息传

传信息并发生部分改变的过程. 研究者们很容易将祖

输系统的演化也同样应该是一个受自然选择影响的

先物种类比为信源, 而新形成的后代物种类比为信宿.

过程. 如果一个信息传输系统有较大的选择优势, 它

但是这样的考虑将在信道问题上遇到困难: 很难设想

就更有可能在漫长的生命历史中被保留下来. 可以想

一种存在于祖先和后代生命单元之间的可以供信息

像, 一个信息传输系统如果有更高的信源编码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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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位, 离散无噪信道中传递一个码符号需要t个这样
的单位”; 而是说“以码符号通过离散无噪信道所需的
平均时间久度为一个单位, 信道中传递某一个码符号
所需时间的久度是t个这样的单位”. 这样, 就在信息与
时间的关系中排除了空间. 这意味可以将单义可译码
码长理解为信源符号i在编码后经过信道到达信宿的
时间来进行信源编码, 即有
pi

r

ni

=r

kt i

,

(1)

其中k为常系数, 对应不同的信源编码效率, pi 为符号
的信源概率, r为信源符号总数. 从中解出时间为

1
1
logpi =
I,
klogr
klogr i

ti
图1

人工通信系统和自然通信系统的比较

A: 基于Shannon理论的经典人工通信系统示意图[2]; B: 自然通信系
统. 遗传信息的编码和传递都是全基因组水平

(2)

此式即为给定信源符号在最高效的编码后通过信道
到达信宿的时间与该符号在信源的概率之间的关系.
取到等号时, 编码效率最高.
与人工通信系统的一个重要差别是, 在自然通信

符号发送速度, 那么在与其他信息传输系统的竞争中

系统中信源和信宿的信息量会有差距. 因而给定符号

它会有较大的选择优势. 所以, 经历漫长的进化历史

i的信源概率ps 和信宿概率pD 会不同. 那么, 是哪个概

存留下来的现存生命过程中的信息通信系统一定会

率决定了信道的时间, 或者还有其他的概率描述方式

保持其信源编码效率非常接近其系统允许的最高效

来确定信道时间呢? 基因组序列由A, C, G, T 4种核

率, 称这一假定为自然通信系统的高效性假定.

苷酸组成, 所以基因组序列可以看作一个符号数为4

在描述单义可译码的码符号在信道中传输所需

的信源. 4种核苷酸的频率就描述了基因组的统计特

的时间时, 通常会使用这样的表述方式“无噪音离散信

征. 但是考虑到实际基因组序列的复杂性, 更符合实

道传输一个码符号需t 秒时间”. 不妨把时间的持续称

际的做法是考虑长度为k的序列中双核苷酸i, j的联合

为“久度”. 分析这句话背后所预设的理论框架: “秒”

概率. 尽管定义不同, 相似的方法已用在量化基因组

这个时间单位自然的定义是来自“天”(一天有24小时,

DNA序列的异质性中[5], 以此建立系统发生关系[6,7]或

每小时有3600秒), 也就是地球自转的久度. 所以这里

描述基因组进化机制[8]. 本文使用序列的互信息作为

隐含的一个关系是, 无噪音离散信道传输一个单义可

测度. 互信息的定义公式如下:

译码符号的久度, 被用地球自转的久度来度量了. 当
然可以换用其他的时间单位确定方式(如现在天文学
中的秒是通过铯-133原子基态的能级跃迁周期来定义
的), 但无论如何, 都在用一种空间中的运动来度量时
间的久度以建立一个时间的单位, 并用这一时间单位

xij
x ij log x x , x i , x j = (M 1) i x ij = (M 2) ij ,

I=
i

i

j

是最基本的物理量. 上面这个预设框架显示, 在讨论
再用这个用空间作单位的时间来描述信息. 在自然通
信系统中, 尝试去掉空间而直接用单义可译码的平均

(3)

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0 < x ij < 1

来度量信息传输中时间的久度. 时间、空间和信息都
信息与时间的关系时, 总是在引入空间来度量时间,

j

x ij = 1
i

j

xi =

x ij +
j

xki ,

(4)

k

i, j , k = 1, 2, 3, 4; x ij , xki = (M 2) ij ,

码长来度量信道中时间的久度. 回到上面举的例子,

其中, i, j, k是A, C, G, T 4种核苷酸, 这里分别用1, 2, 3,

不再说“以地球自转一圈所需时间久度的1/(24×3600)

4表示(网络版附件1.1). 互信息公式实际上是一个十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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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空间中的九维超曲面. 把这个曲面命名为“互信息

信源点S到信宿点D通过信道所花费的时间, k, r和L的

曲面”. 一个给定双核苷酸频率分布的基因组对应着

含义如前式(6). 其微分形式为:

该空间曲面上的一个点. 因而, 信源向信宿的信息传

dI
µ = dI = klnrL .
dt
dL

输过程(或者说信源向信宿进化的过程)就可以看成互

(8)

信息曲面中的一个点由坐标点S向坐标点D运动的过

式(8)显示, 进化速率μ由进化过程在测地线上的位置

程. 由于前面讨论过的高效性假定, 这个运动一定会

L, 信息增加量dI和测地线弧长dL共同决定.

在这个九维曲面上找最短距离进行. 因而信息量曲面

简单地定性分析一下, 由于微分形式中有测地线

上信源到信宿的测地线长度即可作为信源到信宿的

长度项, 所以从祖先物种进化到后代物种的过程, 进

“信道距离”. 测地线弧长是一个概率空间中的无量纲

化速率是逐渐增加的. 如果从一个祖先物种进化为两

量. 由式(3)知这个弧长决定了信道时间, 也即是祖先

个后代物种, 两个后代物种将各有各的进化速率. 后

基因组通过自我复制产生变异的后代基因组的时间.

代物种间的互信息量差异越大, 两条测地线弧长差异

其可以表示为:

越大, 意味着各自的进化时间的差异就越大, 因而各

t=

1
logL,
klogr

(5)

些多细胞真菌还有单细胞真核生物. 然后用本模型计
(6)

用信源与信宿的信息量之差作为基因组信息量的变
化量, 用信源信息量通过信道的时间作为时间, 这样
就可以定义信息量的进化速率μ如下式:
ID I S
I I
µ = D S = klogr
,
tS D
logL

本研究组收集了94个来自公共数据库的基因组
(网络版附表1和2), 涵盖了多细胞动物, 绿色植物和一

这里, k是常系数, L是弧长. 其微分形式为:
1
dt = 1 × dL.
klnr L

自的进化速率的差异也就越大 [9].

算了这些基因组数据的进化速率. 由于祖先基因组的
双核苷酸频率难以推测, 依次将每个物种作为祖先其
他所有93个物种作为后代来计算进化速率. 结果中,
有接近20%的进化过程起点和终点之间有大于一个数
量级的差异(网络版附图1和2; 网络版附表3). 当选择

(7)

其中IS 是信源信息量, ID 是信宿信息量, tS→D 是信息从

某一个物种作为祖先时, 其他后代物种之间的系统发
育关系越远, 得到的曲线的终点在粗粒平衡上的差距
越大. 这些结果显示了某种间断平衡的进化模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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