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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互聯網技術自二十世紀中後期走出學術象牙塔而在商業應用領域發展以

來，已經在全球範圍內鋪陳拓展；由此帶來的互聯網技術創新持續深入地參

與到經濟活動中，從而全面改造了產業結構和經濟格局，更深刻地引發了社

會層面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組織方式的變革，成為影響社會發展以及形塑工作世 

界特徵的關鍵力量。以中國為例，截至2020年12月，全國網民規模為9.89億， 

是世界上網民數量最多的國家，互聯網普及率也已經達到70.4%，其中網絡支

付用戶規模達8.54億，佔網民整體的86.4%。自2013年起，中國已連續八年

成為全球最大的網絡零售市場。2020年，中國網上零售額達11.76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9.76萬億元，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的24.9%1。

互聯網產業在中國的發展既具有全球化框架下產業發展的基礎特徵，又

基於本國特定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而在發展節奏、具體實踐模式等方面呈現

出獨特的趨勢。一方面，正如以上數據所顯示，互聯網產業所涉及的影響人

群體量龐大，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規模，其對國家經濟社會的貢獻

以及可能帶來的挑戰同時是產業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壓力。另一方面，當前中

國正處於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互聯網產業緊緊抓住此時

機，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方面深度嵌入，在2015年中央政府「互聯網+」

的政策指導下2，共享經濟、平台經濟等迅猛發展，呈現出典型的「中國速

度」；同時，在資金投入方面，也由產業發展之初的以國際金融投資為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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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以國內特別是產業內的金融投資為主，以BAT（百度公司 [Baidu]、阿里 

巴巴集團 [Alibaba]、騰訊公司 [Tencent]首字母縮寫）為主的互聯網龍頭企業，

發展策略由組織內部拓展到產業整體布局，承擔起產業內部的金融投資角

色，通過投資孵化、拆分裂變等方式，陸續培養和帶動了一大批互聯網的新

生企業3。

因此，在互聯網產業迅猛發展，成為宏觀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的背景下， 

其產業內部建構的工作特徵也成為理解產業策略、追溯社會影響的重要線索， 

從而引發世界範圍內經濟學、傳播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廣泛討論。在中

國情況亦然，所不同的是，鑒於互聯網產業在中國的獨特發展特徵，國內相

關研究也呈現出具有鮮明特色的議題。本文正是在這一前提下，在概要梳理

國內與互聯網技術相關的勞動研究之既有成果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該研究議

題未來發展的整合視角。

二　實證研究的區隔與概念整合的探索

綜觀國內有關互聯網產業的勞動研究，顯著地集中在兩個領域：一個是

關注互聯網企業內以編程為核心的互聯網產品生產中的知識勞動（knowledge 

work），另一個是聚焦互聯網企業主導下的平台經濟中從事外賣、家政、網約

車等平台服務業的平台勞動（platform work）。以下將就這兩方面的已有實證研

究進行概要的回溯。

（一）互聯網知識勞動相關的研究：勞動主體性

互聯網企業中的知識勞動在國內引起廣泛關注，正是源於二十一世紀初

中國互聯網企業逐步發展成熟並陸續上市所引發的互聯網相關工作的「致富 

神話」4，繼而發現其企業內部與傳統企業組織截然不同的勞動控制策略： 

扁平化的企業組織結構、以「工程師文化」為核心的企業文化、由各實體團隊

抽調員工組成的去等級化、以項目周期為存續時間的虛擬團隊合作模式、彈

性時間和地點的具體工作安排，以及為員工提供全方位休閒娛樂等再生產 

服務的工作福利體系。面對與傳統工廠管理控制方式迥異的勞動安排，基於

勞動過程理論的根本問題，學者追問的是，在如此寬鬆的工作安排之下， 

最終知識勞工（knowledge worker）5的勞動能力如何轉化為生產過程中的實際

勞動？

既有研究提出的解釋主要基於雙重矛盾的制度安排：企業組織層面上，

虛擬團隊與實體團隊並存；管理策略上，支持虛擬團隊運行的平等、自由工

作氛圍等「工程師文化」的推行，以及基於實體團隊的科層制性質的績效考核

c187-202108024.indd   22c187-202108024.indd   22 6/10/2021   上午11:176/10/2021   上午11:17



二十一世紀評論	 23

與薪酬制度的設立。而這種矛盾安排則是源自於互聯網知識勞動的本質——

相較於工業生產中的技術，互聯網技術自身即蘊含了相關技術文化（「工程師

文化」），而這種文化也正是行業所公認的不斷創新發展的重要意識形態基礎。 

因此，企業要發展和持續獲得利潤，既需要為勞動者提供基於「工程師文化」

的工作氛圍，也需要將勞動能力轉化為實際勞動來獲得剩餘價值，因而需要

推動針對知識勞工的管理控制。由於互聯網知識勞動的特殊性，知識勞工在

雙重矛盾的生產制度安排下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勞動自主性，從而在勞動過程

中能夠體現出以往機器生產中勞動者可望而不可及的主體性6。

當然，不同研究者從多個側面對互聯網知識勞工的主體性問題進行了解

讀。有學者通過對中小型互聯網企業「程序媛」（女性「程序員」的暱稱）在勞動

過程中性別劃界策略的研究7，間接呈現出互聯網企業因處於不同市場結構

位置而存在着不同的管理策略；相較於精英互聯網企業「責任自治」管理策略

下勞動者的主體性8，中小企業則一直延續着直接控制的傳統管理策略，勞

動者因而會產生「打工者」認同而非知識勞工的知識勞動認同。也有學者基於

對2019年3月以來爆發的「996.ICU」事件的關注9，提出互聯網精英企業加班

常態化背景下知識勞工的有限主體性問題，背後正是資本的隱性控制形塑了

勞動者對加班的自願性服從bk。還有學者從互聯網企業實習生的角度，為知

識勞工的有限主體性進一步提供了註腳。由於就業壓力和學校實踐教學要

求，高校在讀學生不得不尋找高技能、低薪酬的實習生工作，而由於有大量

實習生作為後備勞動力，進一步拓展了企業的勞動力蓄水池，使得互聯網企

業得以降低正式員工待遇、提升工作要求和擠壓員工生存空間bl，因而更加

有恃無恐bm。

反觀以上有關互聯網知識勞動主體性的討論，不難發現研究觀點之間存

在着明顯的張力。部分研究樂觀地提出互聯網知識勞工在雙重矛盾制度安排

下獲得勞動自主性，部分則悲觀地強調有限主體性所呈現出的窘迫性、被動

性。然而，觀點的矛盾並未進一步引發學者之間的論爭。筆者在仔細查對兩

方調研的企業組織之後，認為關鍵問題並非在於研究結論是否對錯的層面，

而是在於中國互聯網產業自二十一世紀初至今的發展模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

化，從而使得先前以BAT等互聯網龍頭企業為主的創業階段，發展到互聯網

平台企業大量興盛的階段，在發展策略、管理控制模式等方面發生了根本的

變革。因此，產業發展變遷的縱向時間線索，是理解互聯網產業內勞動過程

本質特徵的關鍵，也是一直以來被學術界同仁忽視的維度之一。

（二）互聯網平台勞動相關的研究：勞動關係和勞動過程

互聯網平台勞動在2015年中央政府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的宏觀戰略

背景下，深挖服務業消費者需求，與各傳統服務業深度結合，在平台經濟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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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促生了平台家政業、外賣業、網約車業、網絡直播和快遞業等多種平台服

務，將數以千萬計從事傳統服務業勞動和工廠勞動的工人納入到互聯網平台

經濟中bn，顯見地改變了宏觀勞動力市場結構和經濟發展格局。基於互聯網

平台經濟所涉及龐大的從業者群體和廣泛的經濟社會影響，學者對該領域的

研究主要聚焦於勞動關係和勞動過程兩個方面。

在勞動關係方面，互聯網平台企業在金融資本「輕資產」戰略要求（一般指

減少企業的固定資產佔比，在互聯網產業經營策略中主要表現為對人力成本

的控制）與自身經營策略的雙重規制下，選擇了與平台一線服務業勞動者（以

下簡稱「平台勞工」）締結信息服務合作關係，而非正式的僱傭關係，這樣一來

在制度層面，眾多平台勞工被視作獨立承包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而非

法律意義上的受僱傭的勞動者（employee），因而喪失了基於正式勞動者身份

才能享有的相關勞動權益和社會保障bo。

國內有關平台用工性質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法學領域，這是因為勞動關係

的判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制範疇，當下法律對

勞動關係的判定，仍然停留在工業生產模式下對僱主、僱員等特徵的判定和

權力責任的規範，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則聚焦於勞動者對僱主的從屬性bp。而

對從屬性的認定則與勞動過程中的管理控制問題緊密相連，也正是在這個意

義上，勞動社會學的研究從勞動過程理論切入，並非僅僅關注新型用工模式

下的管理控制類型，更呈現出對平台勞工所應享有的勞動關係及相關權益福

利的人文關懷。

具體來看，有學者基於對平台家政業（與傳統家政業服務內容相同）勞動

過程的研究提出了平台用工模式中「資—客—勞」三方互動主體，而平台通過

對運營機制的設計，賦予原本處於後台的消費者更大、也更可見的決定權與

監控權，從而成為在平台家政勞動過程中核心的控制主體；在「勞動關係—勞

動過程」聯合分析框架下，相對其他產業用工模式，平台家政業「強控制—弱

契約」的用工模式使平台家政勞工處於更加不利的社會結構位置上bq。

至於因媒體廣泛報導而引發公眾關注的外賣業br，相關研究則指出，外

賣平台基於勞動者群體的特質而將派送過程進行遊戲化包裝bs，平台根據接

單的數量與質量設定不同「騎士」等級，並據此設立「累進式計件工資制」的薪

酬計算方式bt，從而誘導外賣騎手從形式上可自行決定上下線的自由勞動者

轉變為持續超時工作的「全天候工人」ck。不僅如此，外賣騎手的工作時間、

軌迹等數據會回饋到平台數據算法中，一方面成為平台的數據資產，另一方

面成為不斷壓縮派單時間、促發「超級流動」（即多重流動）的數據基礎，並最

終使平台獲得更多利潤（也即平台對外賣騎手的數字控制）cl。在這方面，兩

位專門從事外賣業勞動研究的學者都提出平台的技術控制——算法控制、數

字控制——在整個勞動過程中的重要性。正是在技術支撐下，勞動時間的加

速與延長、勞動控制主體的多元化與強化、精準的計件薪酬機制與獎懲倒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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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價機制等具體控制措施才得以實行。在此基礎上，外賣騎手除了共享平

台「強控制—弱契約」的用工模式以外，更凸顯了超級流動的特點cm；對更快

流動速度的追求使得外賣騎手在送單過程中時刻面臨着極高的交通風險，進

一步突出了非正規用工模式下社會保障的缺失對平台勞工特別是外賣騎手所

帶來的風險。

在網約車業研究方面，有學者基於網約車平台勞動過程的工作自主性機

制、計薪與激勵機制以及星級評價機制，提出網約車司機對平台控制規則存

在被動接受和主動認同的雙重工作體驗cn。也有研究者基於網約車司機以車

為主要資產的行業特點，指出在勞動過程之外平台企業與租賃公司的合作，

司機因平台的合規要求而必須通過租賃公司貸款購買合規車輛，使他們遠在

勞動過程開始之前便背負巨額貸款，從而不得不對平台勞動產生認同co。 

當然，這些學者在有關網約車司機認同方面的爭論並非僅由於對認同產生機

制的分析，而在某種程度上再次提醒人們關注平台勞工群體中的多元性，當

研究者僅關注專職司機，又或關注專職和兼職的所有群體時，所看到的現象

和得到的結論會存在一定差異。

同時，有關網絡直播和快遞業的研究中，雖然二者的行業差異較大，但研

究者卻不約而同地關注服務業中的核心勞動——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

維度，即服務業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既要付出體力和腦力，也需要付出情感

才能最終完成工作cp。研究提出，雖然平台控制機制多樣，但平台服務業中

的情感勞動維度在一定程度上為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爭取自主性提供了具體

路徑，從而有利於其主體性的體現，當然勞動者也同時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甚

至面臨情感耗竭的可能。

綜合來看，在互聯網平台勞動方面，勞動社會學領域的討論多集中於平

台勞動的控制與反抗問題。由於平台勞動所涉獵的行業較多，行業間差異較

大，研究者一般專注於具體行業的內在特徵，尚未在平台勞動整體特徵（家

政、外賣、網約車等行業之間的差異及共性）層面展開對話和取得成果。通過

以上對相關研究的概要梳理，可知研究者一致認為基於技術的監控權力分配

和基於算法的數字控制是平台勞動過程中控制的核心特徵，而互聯網的知識

勞動正是生產和落實此權力分配和數字控制的關鍵所在。因此，對互聯網技

術以及互聯網企業平台搭建的知識勞動的理解，是深入討論平台勞動特徵 

的重要前提。目前已有學者通過在勞動者端的實踐間接推演算法的本質與邏

輯cq，遺憾的是尚未有從技術生產者角度的直接印證，也尚未來得及在平台

服務勞動端與平台知識生產端之間構建起對話和互動的橋樑。

總之，基於中國互聯網產業發展的現實考量和對既有實證研究的梳理回

顧，可以發現對具體行業議題的討論深度和豐富性有餘，但建立行業議題間

的交互和對話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對互聯網產業整體勞動特徵的認識

以及對更廣泛影響趨勢的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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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字勞動」概念與整合視角

以下將基於對互聯網產業的現實發展觀察和既有研究討論，嘗試提出一

個將以上兩種與互聯網技術緊密相關的勞動同時納入考慮的整合視角。這一

視角主要基於筆者自2012年以來對互聯網產業中知識勞動和平台勞動的觀察

和調查。正是對產業中具體勞動者的深度訪談和對互聯網產業的長期關注，

引發了本文對產業整合視角的思考：首先嘗試從概念層面樹立起一個可以將

兩類勞動融合納入的概念範疇，之後在此基礎上就整合視角下的核心維度提

出相應的建議。

（一）「數字勞動」概念的引入

作為「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研究領域的創始者，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是較早嘗試對互聯網產業相關勞動給出概念範疇的學者。他提出了

「自我程控勞工」（self-programmable labour）和「原始勞工」（generic labour）的概 

念cr，前者是指工人可完成信息生產中的工作目標，並在過程中不斷學習知

識、生產知識；而後者是指不具備以上能力的清潔工、餐廳服務員等，他們

的社會地位較低、福利較少、無法也無需使用網絡工具工作cs。這兩個概念

着重強調的是網絡技術所導致的工作世界的分化，位於底層的「原始勞工」被

排斥在網絡社會邊緣，在硬件方面體現出鮮明的數字鴻溝。

隨着智能手機的普及和平台經濟的興起，「原始勞工」在硬件擁有率和信

息使用程度方面都得到大大改善。在這一背景下，多位學者嘗試提出將其納

入互聯網勞動的相應概念。對應到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數字勞動」（digital 

work）和「網絡勞工」兩類概念。「數字勞動」主要由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提

出，即所有與數字經濟生產和再生產相關的工作都屬於數字勞動，從業者甚

至包括為了製造手機芯片而採礦的礦工ct；「網絡勞工」則由邱林川基於卡斯

特的「網絡社會」概念而提出，涉及兩個過程：一個是網絡化勞動，也就是傳

統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過程被信息技術嵌入而網絡化，網絡在這裏是指技術 

組織手段和新型生產工具；另一個是網絡即勞動，認為網絡本身是一種新的生 

產方式，把非物質勞動聚集再轉化為資本積累的生產活動，這裏主要將作為產 

消者（prosumer）的互聯網上休閒、娛樂和創造性的無償勞動納入進來dk。

對應到本文所討論的將互聯網知識勞動和平台勞動統一的意圖，以上兩

個概念都在範圍上過於寬泛，但「數字勞動」概念下對「數字」的強調，更貼近

兩種工作在技術使用方面——以權力分配機制和算法機制（數字控制）的生產

和使用為核心——的勞動本職，因此本文建議使用「數字勞動」這一概念指稱

以上兩類國內既有的互聯網產業勞動，但在概念範疇方面則較原範疇進一步

具體化，即整合視角下的數字勞動主要是指技術作為權力分配實踐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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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算法的生產和使用為核心的有酬勞動。在這一概念下，互聯網知識勞動是

技術密集型的勞動，而平台勞動則是技術依賴型的勞動；前者通過技術設計

的平台機制與算法來規制後者，後者則通過具體的勞動過程進行回應，從而

最終實現或反抗以上規制，也即二者的互動。

筆者希望透過「數字勞動」這一概念的選擇和範疇的設定，能在一定程度

上推動原本處於區隔情境中的兩方研究者在實踐調研層面的綜合以及在學術

互動方面的融合，促進這一議題與傳統產業勞動相關討論的承繼與延展關

係。當然，概念的統一僅在形式上將區隔的議題納入到同一範疇，而真正使

二者的融合被接受和理解的基礎則依賴於兩個方面，包括對中國互聯網產業

發展脈絡的梳理和對兩類勞動共享的核心分析要素的辨析，前者是融合的縱

向時間路徑，後者則是融合的橫向學理維度。

（二）整合視角之產業發展脈絡

從產業發展脈絡來看，需要注意到互聯網產業在中國發展二十多年來已

經表現出一次里程碑式的範式轉換，而圍繞此次轉換可以將互聯網產業發展

劃分為兩個主要的階段——PC端（電腦端）階段和移動端階段。

在第一階段，承載的硬件主要以PC（personal computer，個人電腦）端為主。 

互聯網產業整體生產勞動的目標主要為普及技術應用和建設基礎設施，包括以 

「搜狐」、「新浪」為代表的門戶網站，以「百度」、「搜狗」為主的搜索引擎，以

「騰訊QQ」為代表的即時通訊軟件，以及以「網易」等為代表的電子郵箱等。

在產業主導群體方面，從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具有海外計算機

技術專業學習和工作背景的張朝陽（「搜狐」董事局主席）、李彥宏（「百度」創

始人）等人均在此時開始醞釀自己的創業之路，彼時國際金融資本也正看好中

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人口大國在互聯網方面的發展潛力。因此，國內的

互聯網企業創業和發展過程伴隨着國際金融資本的深度捲入，再加上第一批

創業者的國際從業背景，使得國內的互聯網企業在業務模式、經營方式和企

業文化等方面與國際知名互聯網企業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在發展模式方面，這些企業延續了國際互聯網企業的兩個特點。一個是

與金融資本特別是華爾街投資者的緊密合作關係。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的發

展也同時被打上了明顯的金融資本影響的烙印，例如對市場佔有率而非商業

模式下對盈利的重視，為了競爭有限的資本投資和上市機會而形成的「贏者通

吃」、「賽道」意識等。另一個則是高度認同企業發展的原動力來自於技術的持

續創新，而平等、自由的工作環境是確保創新產生的重要前提基礎。

因此，在企業的管理控制模式方面，企業文化的主觀維度與「谷歌」

（Google）等國外互聯網公司一樣將「工程師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的核心內容，

在工作實踐中踐行以工程師驅動為核心的技術推進模式，在文化上建立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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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由等「工程師文化」為特徵的企業文化dl；而在企業管理控制的客觀制

度層面，也因應「工程師文化」的落實和對由勞動能力向實際勞動轉化的監管

雙方面需求，實行去扁平化的企業組織結構以及虛擬團隊的項目合作方式，

在管理策略方面，則表現為實行彈性工時制，以及靈活的辦公地點、辦公方

式等寬鬆、自由的勞動規範，更提供了健康、休息和休閒等全方位的辦公環

境和福利。當然，因應企業快速發展目標的需求，也相應設立了基於科層制

實體團隊的以關鍵績效指標（KPI）為核心的績效考核體系，並基於此考核結果

決定勞動者的工作薪酬與職位晉升，從而構成了雙重矛盾的企業管理控制制

度特徵。總體上，企業的管理控制類型更接近於工業時代的賦予勞動者自主

空間的責任自治模式，在這一階段的知識勞工仍在一定程度上擁有勞動決策

方面的主導權，呈現出勞動者的主體性特徵dm。

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基於上述發展模式，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發展

以彌合數字鴻溝、搭建潛在網民與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之間的橋樑、推廣普

及互聯網的PC端基礎應用為特徵，產生了以BAT為核心的一批互聯網龍頭企

業。而其中的勞動者主要為具備高等教育背景的知識勞工，從事的是知識生

產和應用的腦力勞動，是一般意義上的白領精英群體。

在第二階段，進入了以智能手機為硬件載體（移動端）的移動互聯網時代， 

互聯網產業整體生產目標轉換為以平台模式為主的商業策略實踐。伴隨着蘋

果公司（Apple Inc.）的 iPhone 3G手機在2008年面世，智能手機以驚人的速度

在全球迅速推廣。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調查顯示，中國在2013年網民人

數為6.18億，其中手機網民數5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數比例達到

81.0%，年增長率為19.1%，繼續保持了高速增長的趨勢，手機已經成為當時

國內網民上網使用排名第一的終端機器dn。

也正是在此時期，以BAT為首的各大互聯網公司紛紛開始由PC端的業務

向移動端的業務進行遷移或探索，由此推動了移動互聯網領域持續多年的投

資、併購和創業的浪潮。因此，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移動互聯網時代， 

中國互聯網產業開始藉由智能手機的可移動性、個體化等特徵而更深入地嵌

入到用戶的生活中，與各類服務型、應用型產業相結合，為用戶提供基於手

機的衣、食、住、行、用等全方位服務。當下為人們所熟知的外賣、網約車、 

平台家政等行業因此應運而生。

當然，移動互聯網發展階段並非上一個十年的簡單延續，實際上其面臨

着相當多的挑戰。在發展模式方面，這一階段企業的發展雖仍然與資本緊密

相關，但投資方來源則以BAT等資本化的龍頭企業為主而非之前的國際金融

資本，其對本土情況更加了解，競爭也更加激烈，而對企業市場佔有率、發

展速度和贏家通吃等戰略要求也更加明確和緊張。因此，在某種程度上， 

移動互聯網的創辦者面臨着比起前輩競爭更加劇烈的產業環境。在此階段，

互聯網企業的發展動力已經發生根本變遷，技術創新的重要性被平台商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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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的項目產品運營所取代，技術從創新引領到被動響應，以「程序員」為代

表的互聯網核心知識勞動崗位日益呈現工具化傾向do。

因此，在企業的管理控制模式方面，作為創新基礎的「工程師文化」和與

之相關的組織與工作環境的設定也變得不再必要。為了實現企業快速佔領市

場、掌握產業鏈頂端話語權的發展目標，反而需要一套驅動員工全力投入快

速推進的管理模式（例如「996」加班工作制、目標與關鍵成果 [OKR]績效評測

方法等dp），以及更強調競爭（企業之間、個體之間）的企業文化，在此背景

下，對於員工績效的考核以及對於工作時間、工作方式的要求也因此更加嚴

格和細緻。在這一階段，勞動者的加班不僅頻率和時長都有所增長，更本質

的變化體現於企業自上而下規定的「制度化」、「常態化」加班，員工沒有選擇

權和自主空間，最終處於一種傳統上主要應用在對工廠體力勞動者進行管理

的直接控制的管理模式下。

而在業務模式方面，移動互聯網領域深度介入到用戶的生活服務需求，

勢必要與傳統服務業的相關方進行合作，因此在用戶之外，企業還需要處理

與服務提供者也即一線服務業勞動者的關係。這與上一階段企業的用工關係

主要為企業內部的知識勞工存在較大差異，移動互聯網企業既需要原有的知

識勞工以生產和運營APP軟件，也需要大量向用戶提供生活服務的傳統藍領

體力勞動者。在如何處理與這些勞動者的關係方面，移動互聯網公司基於金

融資本一貫的輕資產戰略的要求，以及國外優步公司（Uber）等既有的平台運

營模式，紛紛將自身定位為平台企業，與服務業勞動者建立起僱傭關係之外

的信息服務合作關係。由此，曾被排斥於互聯網領域之外的「原始勞工」，在

平台經濟的背景下被納入進來，成為本階段互聯網產業發展的另一主要勞動

類型——平台勞動。

基於以上互聯網產業發展脈絡的維度，我們得以彌合在互聯網知識勞動

既有研究中所存在的張力，也即學者對知識勞工主體性問題的爭論。正是由

於產業發展範式的轉換，使得知識勞工所面對的管理控制類型由第一階段的

責任自治轉換為第二階段的直接控制，由此引發了勞動自主性程度的變化，

產生了不同階段主體性的差異。在第二階段主體性有限的前提下，自產業創

辦之初即伴隨着加班壓力的程序員卻在第二階段發起「996.ICU」抗議活動，他

們反抗的並非加班本身，而是其背後勞動者失去部分自主性，以及被迫常態

化加班這種從責任自治模式向直接控制模式的變遷。

那麼，如何理解在第二發展階段互聯網知識勞動與平台勞動的關係呢？

從產業整體發展線索來看，正是此次發展與管理範式的轉變，使知識勞動和

平台勞動在概念維度上的互動機制之外，更在企業組織中的管理控制模式上

愈發接近，甚至可以共享一套市場競爭的工作文化，例如「騎士精神」dq。

當然，二者在技術本質上的聯繫，已有學者展開理論層面的討論，例如

西弗（Nick Seaver）認為算法可以被看作是多元傳遞模式下的一種技術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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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實踐，其將影響宏觀政治社會以及微觀產品運營機制dr；也即富蘭克林

（Ursula M. Franklin）在其著作《技術的真相》（The Real World of Technology）中

所提出的：將技術視作一種正式的實踐，使其與相關文化聯繫起來，同時給

技術的使用者帶來權力，因而實踐最終可以定義內容ds。從以上技術影響路

徑的觀點可見，在產業發展範式轉換背景下互聯網知識勞工生產的產品——

平台系統，其底層邏輯和系統運作機制正是直接決定平台勞動特徵的關鍵。

也就是說，當我們討論平台勞動的本質時，若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勢必要將

核心決定要素——互聯網知識勞動納入考察範圍中，根據該勞動類型及其實

踐主體的群體特徵和勞動過程特徵，進一步與平台勞動的相關發現互相印證

和比較，同時也需要將研究視角由微觀具體的平台勞動議題，提升到以產業

整體發展為核心的數字勞動層面（圖1）。

（三）整合視角的核心維度：資本、技術與文化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在數字勞動的整合視角下，曾經區隔的互聯網知識

勞動和平台勞動到底在本質上可以共享哪些具體分析維度呢？綜合既往的研

究發現與筆者的研究與觀察，至少涉及到以下三個主要的方面：資本、技術

和文化。

第一，有關資本，在數字勞動領域裏主要是指金融資本。二十世紀中後

期以來，金融資本在全球化和互聯網技術的推動下，替代工業資本而成為了

形塑全球市場規則的重要推手dt，而互聯網產業則成為其所選中的核心盈利

手段，並為其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投資模式——「概念股」；在該模式下，互聯

網企業的增長速度和市場佔有率成為金融資本投資決策的核心要素，而非傳

統企業投資模式下主要考慮的營利狀況，並且為互聯網企業打造了閉環式整

體投資方案ek。企業上市之後，金融資本依然會通過直接的企業財報質詢和

間接的操縱股市來左右互聯網企業的經營和發展。

圖1　「數字勞動」概念下知識勞動與平台勞動關係示意圖

數字勞動

知識勞動
技術密集型

平台勞動
技術依賴型

規範性技術 直接控制 騎士精神 算法控制 騎士精神
平台機制
資—客—勞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c187-202108024.indd   30c187-202108024.indd   30 6/10/2021   上午11:176/10/2021   上午11:17



二十一世紀評論	 31

這一點在所有互聯網企業中都有所體現。以輕資產戰略為例，如前所述， 

是指企業盡可能減少固定資產佔比，從而提高經營效率和市場彈性，然而互

聯網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並非物質而是勞動者，因此企業大多轉為將資源主要

投放於核心業務的人力資本上，而將非核心業務以外包或勞務派遣等形式運

行，以便減輕相關資源消耗和管理負擔。在互聯網知識勞動中，企業將非核

心項目和工作外包給勞務派遣工；而在平台勞動中，則進一步將這一策略推

廣，將負責平台建設和運營的知識勞動定義為核心業務而形成正式僱傭關

係，將從事一線服務的平台勞工視為非核心業務，與其建立信息服務或勞務

派遣等非正規用工關係，在最大程度上節約用人成本和規避相關風險。

當然，伴隨着互聯網產業的發展和競爭的白熱化，昔日的「概念股」策略

也開始回歸營利模式，這也意味着一家企業若想得到金融市場的青睞而持續

發展，勢必面對更多的挑戰，需要比上一個階段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成果。這

也是理解產業不同階段異同的重要線索之一。畢竟，很多互聯網平台企業在

此種宏觀營商環境下，顯然需要將外部的壓力通過內部的管理策略落實和消

化。因此，資本的影響絕不僅限於對核心邊緣勞動關係的界定，更需要將其

作為將產業整體帶入商業化進程的核心要素來分析。正是資本的介入，逐步

誘導技術和文化等要素做出有利於市場的修正和妥協。因而其對知識勞動、

平台勞動管理策略以及勞動過程等方面的影響及其發生機制，應當成為對數

字勞動作進一步探究的重要線索。

第二，有關技術，是指互聯網技術。數字勞動中勞動者的工作都與互聯

網技術密切相關：一類是技術密集型知識工作，另一類是技術依賴型服務工

作。因此，技術的變遷將深刻影響兩類勞動的特徵。而從產業整體發展角度

來看，互聯網技術的確在兩個階段有了一定的變化。根據富蘭克林對技術的

分類，在第一階段，知識勞動的目標是「技術改變世界」，開拓技術影響的領

域，在工作環境和勞動過程多個方面擁有自主空間，且能夠參與項目從決策

到運營的全程，使用的是具有整體性的技術；而在第二階段中，知識勞動的

目標是算法，是執行既定的運營策略和修補完善細節，最終也體現為對一線

服務的平台勞工的規制，因此技術出現了規範性特徵el。回到兩類技術的本

質，整體性技術將帶來技術及工作的進步，而規範性技術則會帶來控制與服

從。這一角度將不僅使我們反思僅就算法出發的分析的片面性，還有利於將

數字勞動中產業發展線索和勞動類型線索所產生的區隔進一步融合，也即從

技術本質的角度理解互聯網知識勞動在不同階段的變遷，以及這種變遷與平

台勞動之間的內在關聯，例如平台知識勞動技術的規範性特徵如何影響了平

台勞工的勞動過程。

當然，有關互聯網技術本質特徵的討論不僅有利於澄清互聯網產業層面

的議題，更創造了在宏觀社會結構層面上將此種特定的技術與整體技術體系

（technosystem）em相聯繫和對話的可能性路徑。建基於對數字勞動特徵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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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把握，此路徑將有利於引導勞動領域的研究進一步回應和反思學科有關現代 

性、倫理性等方面的根本理論問題，也同時為延展互聯網技術與社會的互動機 

制（社會的技術規訓和互聯網技術對社會的影響）提供了可能的彈性空間。

第三，有關文化，對企業文化的強調是中國互聯網企業的普遍特徵。以

BAT第一代公司為主的「工程師文化」，以第二代平台企業為主的「聰明皮實有

要性」en、「騎士精神」等市場競爭文化等，從形式上看企業間文化意識形態存 

在明顯區隔。但如果我們回顧互聯網技術的起源，則會發現互聯網技術的誕生 

源自於大型研究組織、大學生與早期計算機技術實踐者，他們推崇學術性的、

自由主義的傳統，因而使互聯網技術及其實踐都帶有相關文化痕迹，從而產

生了與機器生產技術相區別的、具有獨特文化維度的互聯網技術eo。而在後

續商業化的過程中，如何處理企業營利和技術文化之間的衝突就成為互聯網

企業經營策略的重要抉擇。在第一階段的知識勞動那裏，我們看到企業為了

持續獲取創新，所作出的雙重矛盾安排的虛擬團隊模式，以及企業文化層面

對「工程師文化」的推崇和包容；而在第二階段，當創新讓位於對平台系統的

執行與規制時，技術在組織中的位置與功能發生變化，企業文化也一併向更

加市場化的方向改變，以競爭性的文化替代了「工程師文化」，由此，雖然平

台勞工與平台知識勞工分屬於組織內外且社會結構位置懸殊，但可以共享一

套「騎士精神」的企業文化，以及存在雙方對競爭、速度等具體勞動規範的一

致認同。在這一脈絡上，文化的啟發並不僅在於企業意識形態的變遷，更在

於企業文化是與企業發展策略和管理控制策略相匹配的重要維度，是進一步

理解以上環節的核心基礎。

同時，在數字勞動框架下對企業文化、「工程師文化」等中觀維度文化現 

象與實踐的梳理，並不意味着對宏觀文化議題先驗性的同意。對於未來的研究

來說，在關注企業層面文化實踐機制之外，亦需要將其與互聯網技術文化的宏

觀社會來源與背景相結合，反思技術文化曾作為上個世紀工業社會技術批判的 

文化路徑的本源意義——從制度、實踐和文化角度全面反抗工業社會集中權

威化的統治，而開創一種去權威、去中心化的新型社會結構和運行模式 ep。

那麼在經歷了商業化和具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等過程之後，中觀組織層面的技

術文化實踐對其文化母題的消解、違逆或增益都表現在哪些方面，從而有利

於將互聯網的具體情境研究重置於全球社會歷史進程的宏大背景之下？這既

是對文化問題自身的反思，也是對社會發展從文化維度的梳理與回顧。

四　小結

本文提出了在「數字勞動」概念下，進一步深入研究所需要的整合視角中

的三個主要分析線索。然而，將三個線索逐一論述的寫作結構也容易造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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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維度相互獨立的誤解；在本質上文化無法懸空，技術也並非孤島，資本更

需要依託於具體的工具和策略運行與轉化。因此，在具體的研究中還需關注

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以及結合學界同仁在各自領域內的觀察和既有

研究，進一步探索除了以上三個維度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才能更立體和全面

地把握數字勞動的本質。與此同時，基於對互聯網產業勞動本質特徵的整體

把握，才有可能在理論層面做更進一步的討論與推進。例如發端自工業生產

時代的勞動過程理論，一直以來被直接用來分析互聯網產業的勞動。這種遷

移使用是否恰當，以及對於該理論在互聯網產業的研究推進又意味着甚麼，

對類似問題的回應須以產業整體特徵的把握為前提。

總體上，目前國內對互聯網產業內各領域的研究是豐富、深入且各有千

秋的。學者對相關研究的投入十分值得欽佩，研究成果呈現之敏銳性和深刻

性也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學界、媒體和公眾的認同。從議題上看，主要聚焦

於對各領域勞動過程的細膩刻畫，並基於平台的管理控制事實，對不適切的

勞動關係等勞動制度安排進行詰問。本文在對既有研究梳理基礎上所提出的

「數字勞動」概念和整合視角，並非對既有研究方向的反對或非議，而是認為

當領域內的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我們需要再次反思以促發一種力量，從

而推動互聯網產業相關的勞動研究不僅能緊隨產業內勞動現象的變遷，更能

拓展視野，推動學科學理上的進展。當然，這也並不意味着本文提出的內容

能夠承擔起如此重任，或涉獵分析所需之全部。但若文章所拋之磚，能引發

同仁的共鳴與思考，便已達成本文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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