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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被正式提出以来[1]，⾃动结构（Automatic Structures）已经度过了20年的时光。在2020年，当初的
作者之⼀Erich Grädel发表了⼀篇回顾这⼀领域过去20年进展的⽂章[2]。由于这个领域较新且需要不少背景知识，
我在初学时曾经因为没有找到好的⼊⻔材料⽽颇费了⼀番周折。因此，我产⽣了写这篇简介⽂章的想法。需要提前
说明的是，这不是⼀篇站在领域前沿的综述，⽽是⼀篇写给外⾏⼈看的⼊⻔⽂章。我将⽤尽量通俗、有时不够严谨
的语⾔解释⾃动机和⾃动结构的由来和⽤处。如果想对⾃动结构有更深⼊的了解，可以参照[2]这篇综述。

1 ⾃动机  
我们从⼀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如何表示⼀个集合？⽐如说，如何表示抛⼀枚骰⼦能得到的可能结果的集合？如何
表示所有偶数组成的集合？如何表示所有能写成两个质数之和的数组成的集合？

有些⼈可能觉得，这还不简单吗？抛⼀枚骰⼦能得到的可能结果的集合，可以表示成“抛⼀枚骰⼦能得到的可能结
果的集合”。所有偶数组成的集合，可以表示成“所有偶数组成的集合”。这种⽤⾃然语⾔表述的形式，可能是最⾃然
也最直接的表示⽅法。但是这种⽅法存在两个问题。⼀是，⾃然语⾔的表述可能不够精确，会产⽣歧义。这个问题
倒不那么严重，因为我们总可以尽可能地精细化我们的描述，来让歧义尽可能地⼩。⽐如说，对于所有受过基本数
学训练的⼈来说，“所有偶⾃然数组成的集合”这种说法总是没什么歧义的。第⼆个问题就⽐较严重了，那就是，这
样的表示没什么⽤。在研究⼀个集合的时候，我们不光想知道这个集合是什么，还想知道这个集合满⾜什么性质。
⽐如说，给定的某个元素是否属于这个集合？这个集合是不是空集？这两个集合求交集，得到的是什么？很显然，
如果只看着“⼤于2的偶数组成的集合”和“不能写成两个质数之和的数组成的集合”这两个描述，我们是没办法知道这
两个集合的交集是否为空的。

因此，我们希望有⼀种通⽤的、形式化的集合表示⽅式，能够⽅便我们对集合进⾏研究。

在有⼀些情况下，这个问题并不困难：直接把这个集合⾥的所有元素都列出来不就⾏了！⽐如说，抛⼀颗骰⼦，可
能得到的结果的集合是 。⼜⽐如说，所有不超过 的⾃然数的集合，可以写成

。需要注意，这⾥的省略号表示的含义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把这个集合中的所有元
素都⼀⼀列出来。但是这并不代表这⼀点在理论上做不到。只要我们有⾜够多的笔和纸，我们就可以真的把这些数
⼀⼀写下来，从⽽⽤列举的⽅式来表示这个集合。如果⼀个集合能⽤列举的⽅式表示出来，关于它的⼀切问题都迎
刃⽽解了：想知道⼀个元素是否属于这个集合，只需要对着写出来的列表逐个检查⼀遍。想知道⼀个集合是不是空
集，只需要看写出来的列表是否为空。想对两个集合求交集，只需要找出来在两个列表⾥都出现的元素。可以说，
列举是表示⼀个集合的最强⼤的⽅式。⼀旦把集合⾥的所有元素都列出来了，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集合的表示呢？这是因为，很多集合没法⽤列举的⽅法表示。⽐如说，所有偶⾃然
数组成的集合。有⼈说，不对呀，既然你说了，写不下的可以⽤省略号，那这个集合明明可以写成 。
这⾥和上⾯不同的是，上⾯⽤省略号不是必须的，只是写的⼈偷懒没写全。⽽在这⾥，不管给你多少笔和纸，都不
可能把这个集合⾥的所有元素列出来，因为这个集合是⽆穷的。因此，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写法是真的把集合⾥的所
有元素“逐个列举”出来了。为了说明这⼀点，可以考虑这样⼀个问题：任给⼀个数 ，是否能判定这个数是否属于
这个集合？答案是不能的。因为，如果这个数属于这个集合，那么我们对着这个列表⼀个⼀个找，总还能有⼀个时
刻找到它，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可以宣布， 属于这个集合。但是，如果这个数不属于这个集合，那么我们就不得
不⼀直找下去，永远也停不下来。也就是说，并没有⼀个时刻能让我们宣布， 不属于这个集合。在这⼀点上，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情况和上⼀种情况的区别。

在第⼀种情况下，⼀个集合是有穷的，它的表示也是有穷的，所以⼏乎关于它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逐个检查来解
决。在第⼆种情况下，⼀个集合是⽆穷的，它的表示也是⽆穷的，这种⽆穷的表示给我们研究集合的性质带来了很
⼤的困难。



那么，有没有⽅法能让我们形式化地给出⼀个⽆穷集合的有穷表示呢？答案是肯定的。⽐如说，所有偶⾃然数组成
的集合就可以⽤如下的C语⾔（这⾥的C语⾔是理想化的C语⾔，也就是我们不考虑整数溢出、栈溢出等问题，并且
假设内存⽆限⼤）来表示：

任给⼀个数 ，我们都可以计算出这个函数的结果。如果结果是 ，就说明 不属于这个集合。如果结果是 ，就说
明 属于这个集合。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两个集合，分别⽤ 和 表示，我们也可以⽅便地得到两个集合的交集：

到这⾥，事情都显得⼗分美好。⽽且，C语⾔的表达能⼒⾜够强⼤，⼏乎所有我们平常能⻅到的集合都可以⽤C语⾔
来表示。⽐如，“不能表示成两个质数之和的数组成的集合”可以表示成下⾯代码中的belong2函数：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情，说：“我会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了！只需要把‘所有⼤于 的偶数组成的集合’和
上⾯这个集合求交集，再判断这个交集是否为空……“等等，我们好像还不知道怎么判断⼀个⽤C语⾔表示的集合是
否为空。

不幸的消息是，“⼀个⽤C语⾔表示的集合是否为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可判定的。

第⼆个不幸的消息是，就连我们最开始引⼊C语⾔表示法时说的，“我们可以⽅便地知道⼀个元素是否属于这个集
合”，也不完全是对的。因为C语⾔中有循环，所以我们⼀样会遇到前⾯所说的⼀直运⾏⽽停不下来的情况。⽽“⼀
段C语⾔在给定输⼊下是否会停⽌”这⼀问题，同样也是不可判定的。

int belong1(int x) {
    return x >=0 && x % 2 == 0;
}

int intersection(int x) {
    return s1(x) && s2(x);
}

int prime(int x) {
    int i;
    for (i = 2; i < x; i++) {
        if (x % i == 0) {
            return 0;
        }
    }
    return 1;
}
int belong2(int x) {
    int i;
    for (i = 1; i < x; i++) {
        if (prime(i) && prime(x - i)) {
            return 0;
        }
    }
    return 1;
}



注意，这⾥并不是说，任给⼀段C语⾔和⼀个输⼊，我们都没法知道它是否会停⽌。⽐如说，我们可以知道，上⾯
的belong1和belong2函数，在输⼊为任意正整数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停⽌并给出结果的。所谓⼀个问题“不可判
定”，指的是不存在⼀个通⽤的⽅法，对这个问题的所有实例都能做出解答。形式化地来说，我们说的是：

⽽不是：

熟悉计算理论的读者可能已经明⽩了，我上⾯所说的“理想化的C语⾔”，实际上就等价于这个领域⾥⼤家更常说的
“图灵机”。“C语⾔表示的集合是否为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图灵机是否为空的问题。“⼀段C语⾔在给定输⼊下是否
会停⽌”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图灵机的停机问题。我⾃⼰在学习的时候，感觉⽤C语⾔来理解更加⽅便直观，因此在
这篇⽂章中也采⽤了这种介绍⽅式。

到⽬前为⽌，我们介绍了两种表示集合的⽅法。⼀种是列举法。这种表示⽅法⼏乎可以回答所有关于这个集合的问
题，但是只能表示有穷集合。另⼀种是图灵机。这种表示⽅法⼏乎可以表示所有集合，但是⽆法回答很多关于这个
集合的问题。那么，有没有⼀种适中的表示⽅法，既能⽐列举法表示更多的集合，⼜能⽐图灵机回答更多的问题
呢？终于轮到我们今天的主⻆出场了，那就是有限状态⾃动机。

为了说明什么是⾃动机，我们先来看另外⼀个例⼦。假设有⼀个⾃动售货机在售卖⼀个3元钱的饮料，并且这个售
货机⽀持投⼊1元、2元的纸币，还⽀持退款。如果⽤C语⾔写，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售货机的⾏为：

可以发现，这个⾃动售货机有两个核⼼的内容。第⼀个是状态，也就是表示当前余额的变量money。对于售货机来
说，只要知道了money当前的值，那么之前的历史就都可以忽略不计。⽐如说，如果现在售货机⾥的余额是2，那
么不管这个2是怎么来的，是投⼊了⼀个2元的纸币，还是投⼊了两次1元的纸币，还是先投⼊1元纸币，再退款，再
投⼊2元纸币，对于售货机来说都没有区别。第⼆个核⼼内容是状态之间的转移，⽐如说当前余额为1元，那么如果
收到了1元纸币，则余额变为2元；如果收到了2元纸币，则余额先变为3元，然后释放出⼀瓶饮料，并且余额变回0
元。

看透了⾃动售货机的本质以后，我们就没有必要采⽤C语⾔这么复杂的计算模型了。下⾯这个状态转移图⾜矣：

int main() {
    int money = 0;
    while (1) {
        if (receive_one()) {
            money += 1;
        }
        if (receive_two()) {
            money += 2;
        }
        if (refund()) {
            money = 0;
        }
        if (money >= 3) {
            money -= 3;
            release_goo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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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图中，圆圈代表状态，例如"2"就代表上⾯C语⾔代码中的money=2。箭头代表状态之间的转移，例如从“2”
到“3”的“+1”边就代表在余额为2的状态下投⼊1元，转移到余额为3的状态。

这个⾃动售货机的模型已经和⾃动机很接近了。稍有不同的是，我们的⾃动机要回答的是“给定某个输⼊，判断它
是否属于当前集合”这⼀问题，因此它还需要有给出判断结果的能⼒。这⼀点我们通过把⾃动机中的⼀些结点标记
成接受结点来实现。也就是说，⾃动机按照给定输⼊在状态之间进⾏转移，如果最后停在接受结点上，就认为这个
元素属于这个集合。把上⾯的转移图稍加改动，我们就可以得到判断“输⼊⾦额是否达到3元”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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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保证只有有限多个状态，我们假设售货机的余额⼀旦达到3元后就不能继续投⼊纸币了。

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怎么设计⼀个⾃动机来识别偶数呢？有的读者说，可以写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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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是不⾏的。因为我们引⼊⾃动机的⽬的，就是希望得到⽆穷集合的有穷表示。⽽上⾯这台⾃动机却有⽆穷多条
转移规则。

因此，我们需要⾸先找到⼀种对⾃然数的合适表示⽅式，使得⾃动机只需要有限个状态和有限条边就能完成识别任
务。我们采⽤的⽅法是数的⼆进制表示。（⼗进制表示也可以，只不过因为引⼊了更多的数字，⾃动机的结构会复
杂很多。）给定⼀个⾃然数的⼆进制表示，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偶数呢？答案很简单，只需要看最后⼀位。如果最后
⼀位是0，那么这个数就是偶数。如果最后⼀位是1，那么这个数就是奇数。

因此，我们就得到了如下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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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点0表示当前数的最后⼀位是0，结点1表示当前数的最后⼀位是1。从结点0到结点1标记为1的边的含义是：如果
之前的最后⼀位是0，⼜读到了数字1，那么现在的最后⼀位就变成了1。结点0是接受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个⾃然
数最后⼀位是0，那么它就是偶数。

读到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下⾃⼰设计⼀个⾃动机来识别3的倍数。如果⽤3进制表示的话，这个问题⼀点
也不难。如果要⽤2进制表示呢？稍后我们就会揭晓答案。

实际上，⾃动机的表达⼒是⼗分强⼤的。如果你熟悉正规表达式的话，或许已经知道，有限状态⾃动机的表达⼒等
价于正规表达式。例如，上⾯识别偶数的⾃动机就等价于正规表达式 。

不仅如此，⾃动机还有很多好的性质。⽐如说，⾃动机⼀定会停机。也就是说，给定⾃动机和它的⼀个输⼊，⾃动
机⼀定能在有限步之内回答这个元素是否属于这个集合。⼜⽐如说，⾃动机是否为空的问题是可判定的。只需要寻
找是否存在从起点到终点的路径即可。再⽐如说，两个由⾃动机表示的集合的交集、并集等全都是可以有效计算
的。



下⾯我们⽤⼀个例⼦说明如何计算⾃动机的交。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识别偶数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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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识别3的倍数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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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计算⼆者的交集呢？如果⼀个输⼊被新⾃动机接受，那么它要同时被这两个⾃动机接受，但是⼜不能把这个输
⼊读两遍，因此，在新⾃动机中，我们需要同时追踪输⼊在原来的两个⾃动机中的轨迹。新⾃动机中的状态都可以
表示成 ，其中 对应第⼀个⾃动机中的状态， 对应第⼆个⾃动机中的状态。上⾯两个⾃动机的交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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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的含义是在第⼀个⾃动机中处于状态0，在第⼆个⾃动机中处于状态1。从状态 读到1会转移到状态

，这条转移规则的含义是：在第⼀个⾃动机中处于状态0读到数字1会转移到状态1，在第⼆个⾃动机中处于
状态1读到数字1会转移到状态0。

看到这⾥，可能⼜有读者会⼤喜过望：“我们只要先写出表示偶数的⾃动机，然后再写出表示所有能写成两个质数
之和的数的⾃动机……”等等，我们好像还不知道怎么写出表示能写成两个质数之和的数的⾃动机。遗憾的是，这样
的⾃动机是不存在的。

到⽬前为⽌，我们总共介绍了三种表示集合的⽅法。第⼀种是列举法。它上⾯的⼏乎所有问题都可以⽅便求解，但
缺点是只能⽤来表示有穷集合。第⼆种是图灵机。它⼏乎可以表示所有我们能⻅到的集合，但缺点是关于它的许多
问题都是不可判定的。第三种是我们今天的主⻆，有限状态⾃动机。它既可以表示⼀⼤批的⽆穷集合，⼜能⽅便地
进⾏运算。

2 ⾃动结构  
在⽤⾃动机表示了集合之后，我们还想更进⼀步。⽐如说，我们想⽤⾃动机来表示⼀个结构（structure）。⼀个结
构是 。其中，集合 是论域（例如⾃然数）， 是 上的关系。如何⽤⾃动机表示集合
，我们已经会了。因此，现在只需要研究怎么表示 即可。

假设 是⼀个 元关系。那么，识别它的⾃动机就不能⼀次读⼊⼀个元素，⽽需要同时读⼊ 个元素。这⾥可以类
⽐上⾯求两个⾃动机的交时采⽤的“笛卡尔积”的思路。只不过，这次取笛卡尔积的不是⾃动机⾥的结点，⽽是转
移。也就是说，这个⾃动机的转移形如 ，它表示的含义是第⼀个元素的这⼀位是 ，第⼆个元素的这
⼀位是 ，依次类推。

我们以“奇偶性相同”这个关系为例，它可以表示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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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点p表示两个数的最后⼀位相同，结点q表示两个数的最后⼀位不同。可以发现，不管之前处在哪个状态，只要读
到 或者 ，就说明最新读到的⼀位相同，因此会转移到状态p。反之则会转移到状态q。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上⾯的⾃动机只能处理⻓度相同的两个数。因此，如果我们要⽐较的两个元素⻓度不同
的话，需要引⼊占位符。所幸，在⾃然数⾥⾯，这个问题⼀般不会给我们带来较⼤的困扰：⼤多数情况下，在短的
数字前⾯加上前导零即可。⽐如说，如果我们要⽐较2（ ）和4（ ）的奇偶性，只需要把2写成 。

下⾯我们来看⼀个真正激动⼈⼼的⾃动机：⽤来计算两个⾃然数加法的⾃动机。当然，加法是⼀个函数，如果要⽤
⾃动机来表示，我们⾸先要把它转化成⼀个关系。也就是说，下⾯的⾃动机实际上表示的是⼀个三元关系 ，它的
定义是 当且仅当 。另外，⼀般我们计算加法的时候都是从低位向⾼位算，因此为了⽅便起
⻅，我们的输⼊顺序也改成从低位到⾼位。例如，表示2+4=6时，我们的输⼊是 。

0 1Start

(0,0,0);(0,1,1);(1,0,1)

(1,1,0)

(0,0,1)

(0,1,0);(1,0,0);(1,1,1)

结点0表示没有进位，结点1表示有进位。从结点0到结点1的 的含义是，如果当前没有进位，⽽且两个加数
的这⼀位都是1，那么这⼀位得0，并且向上进位。

不要忘记我们引⼊⾃动机的初衷：找到表达能⼒和运算能⼒之间的平衡。在简单了解了⾃动结构能表达什么之后
（稍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动结构上能进⾏哪些运算。

⼀个含有论域和论域上元素关系的结构，很容易让⼈想到⼀阶逻辑。实际上，我们有如下结论：

（定理1）⼀个⾃动结构上的⼀阶逻辑理论是可判定的。

可以说，上⾯这句话就是整篇⽂章想要介绍的最重要的结论了。为了说明这个结论，我们需要证明如下定理：

（定理2）任给⼀个⾃动结构上⼀阶可定义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个含有⾃由变元的⼀阶逻辑公式）
，我们都可以构造⼀个⾃动机来表示这个关系。

有了这个结论之后，要检查⼀个⼀阶逻辑的句⼦在给定⾃动结构上是否有效，只需要检查它对应的⾃动机是否⾮空
即可。

下⾯，我们来说明为何定理2是对的。我们归纳于 的结构来构造这个⾃动机。

原⼦公式来⾃⾃动结构的定义。布尔运算来⾃⾃动机的交并补，前⼀部分已经说明这些都是可以有效计算的。因
此，我们唯⼀要额外说明的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表示 的⾃动机，如何构造出表示 的⾃动机。



实际上，答案异常地简单：直接把所有转移规则⾥的 去掉就⾏了！⽐如说，表示 的⾃动机中，有
⼀条转移规则是：如果在状态p读到 ，就会转移到状态q。现在我们想得到 。那么，我们就可以
不再在意 的取值：反正只要有⼀个 满⾜要求就⾏了嘛！不管之前 的取值是什么，我们都可以通过存在量词
把 这⼀位的取值改成 ，从⽽使这个变量在此处得到满⾜。也就是说，这条转移规则变成了 。确实
挺合理，因为公式 含有的⾃由变量变元恰好就是 。

下⾯我们⽤⼀个例⼦来说明上⾯的构造。要得到表示 的⾃动机，我们只需要把上⾯表示加法的⾃动
机⾥所有转移规则中代表 的那⼀位去掉。也就是

0 1Start

(0,0);(0,1);(1,1)

(1,0)

(0,1)

(0,0);(1,0);(1,1)

眼尖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动机，实际上就是识别  的⾃动机。

只含有⾃然数和加法的算数 叫Presburger算数。⽬前为⽌，我们已经知道：Presburger算数的标准模型是
⾃动结构，⾃动结构上的⼀阶理论是可判定的。因此，我们通过这条路径就能得出结论：Presburger算数的标准模
型上的⼀阶理论是可判定的。（这个结论最初是通过量词消去的⽅法证明的。）

那么，是不是任何⼀个可以⽤⾃动机表示的⾃然数上的关系，都可以⽤Presburger算数上的⼀阶逻辑公式来刻画
呢？答案是否定的。反例是⾃然数上的这个关系： ，它的定义是： 当且仅当 是 的幂，且 能整除 。其中
是采取的进制，在我们的例⼦中 。它的⾃动机表示是：

p q

r

Start

(0,0)

1,1

(1,0)

(0,0)

(0,1)

(0,1);(0,0)

可以证明，扩展的Presburger算数 是在⾃动结构的意义上完全的。也就是说，⼀个⾃然数上的关系能⽤
⾃动机表示，当且仅当它能⽤ 上的⼀阶逻辑公式定义。

既然这个算数已经是完全的了，那么⾔外之意就是，更复杂的关系就不能⽤⾃动机表示了——⽐如说Peano算数
。这⼀点也不难理解，因为如果Peano算数能⽤⾃动机表示，那么它的⼀阶理论就变成可判定的了。



只含有乘法的Skolem算数 情况如何呢？显然，我们之前讨论的⾃动结构是没法表示它的——否则把它和
Presburger算数合在⼀起我们就得到Peano算数了。但是我们⼜知道，Skolem算数是可判定的。既然如此，是否
有更复杂的⾃动结构可以表示它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需要⽤到树⾃动结构。

我们之前谈论的⾃动机，输⼊都是⼀个有限⻓的序列。这种⾃动机叫做词⾃动机（word-automaton），⽤词⾃动
机表示的⾃动结构叫做词⾃动结构。如果⼀个⾃动机的输⼊是⼀棵树，那么它就叫做树⾃动机（tree-
automaton）。如何把⼀个⾃然数表示成⼀棵树呢？为了⽅便地计算乘法，我们⽤质因数分解的⽅法来表示。例
如， 就可以表示成下⾯的树的形式：

f

f1

0

1

f

1

由f构成的序列，可以看成这棵树的主⼲。主⼲左侧从上到下⻓出的每⼀根枝条，按顺序代表这个数的质因数分解
中2的次数、3的次数、5的次数等等。在做乘法的时候，只需要对每⼀个质因数的次数（也就是每⼀根枝条）分别
做加法即可。

可以证明，Skolem算数没有词⾃动结构表示（这⼀点其实并不显然。因为我们要证明⾃然数的任何⼀种词⾃动机
表示上都不能做乘法，⽽不仅仅限于我们上⾯介绍的那种表示⽅法）。因此，从这个例⼦中我们可以知道，树⾃动
结构的表达⼒严格强于词⾃动结构。

最后⼀个问题是，实数上的情况是怎样的？⽤量词消去的⽅法可以证明， 是可判定的。这个结论能否和前
⾯⼏个结论⼀样，⽤⾃动结构的⽅法来证明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能找到 上的⾃动结构？显然，不管是
词⾃动结构，还是树⾃动结构，在这⾥都不够⽤了，因为这两个⾃动结构所能接受的集合都是可数的，⽽实数集合
是不可数的。我们需要⼀个更强⼤的⾃动结构——例如⽆穷树上的⾃动结构（⽆穷序列上的⾃动结构已经被证明难
当此任）。这个问题仍然是⾃动结构领域最⼤的开放性问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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