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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与劳动技能的动态适配

——基于生产系统 “硬件—软件—人件”互补演化机制的分析

○ 杨 斌  魏亚欣  田 凡

摘要  机器设备与劳动技能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两个核

心要素，其变化与有机融合推动着生产系统的演变。本文

通过对工业化不同时期技术进步驱动下生产系统变革过程

的分析，发现生产系统有效性的达成决定于其“硬件—软

件—人件”的动态适配关系，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

补—替代”效应。过度强化某一要素的作用，会使其他

二者功能受损，从而损害生产系统的内在均衡。未来的智

能工厂将广泛使用机器人，但工程瓶颈使其无法完全替

代操作工人，劳动者在更具复杂与灵敏的操作中仍然具

备优势，因此智能制造生产系统仍然是以人为中心的高度

柔性生产系统。这一判断将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和人力资源

管理应对工业 4.0 时代的挑战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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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纵观工业发展历程，从手工制作到机械化、自动化

再到现今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生产，从工匠式产品到规模

化、标准化再到定制化、个性化产品，从手工生产到大

量生产、精益制造再到智能制造下的大规模定制……几

百年来，技术进步使机器设备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推动着生产系统的变革。

未来工业 4.0 的主要特征是将信息技术与生产制造

深度融合，使自动化设备能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人的智慧，

从而实现生产体系的智能化，如“无人工厂”“智能工

厂”等。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将为制造业转型提供重大契

机，会对劳动技能在生产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形成重大

挑战。有的学者认为，智能制造将使原有依赖资本和劳

动力大量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冲击，加速劳动技能

的衰退，导致大量失业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伴随着设

备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提升，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

劳动者的技能也会不断趋于复杂化和高级化。

本文试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通过分析工业化不同

时期技术驱动下的生产系统变革过程及内在逻辑，揭示

技术进步和劳动技能的动态适配机制，为应对新时期中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分析思路。

一、生产系统的构成及其有效性

1. 生产系统的核心要素及其特性

生产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现有研究从多

个视角对其展开分析。要素视角将生产系统分解为多个

基本要素：W i n n e r 等将其划分为设备、技巧、组织三

部分 ； [1]Z e l e n y 从硬件、软件、脑件角度展开分析 ；[2]

R a ma nat ha n 按照要素具体体现形式，选择了“技件—人

件—组件—信件”的分析框架。[3] 过程视角则将生产系

统看成将输入转换为输出的系统。宏观过程上表现为物

料加工、物料传送、控制三方面，微观流程上表现为各

种作业方法和惯例。维度视角将生产系统细分为各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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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并指出各种生产要素的归属。Rou sseau 等认为生

产系统包含实在、抽象、活动三个子系统。实在系统由

技术、人员、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构成，抽象系统反映

各种操作流程，活动系统表现为人类的各种活动和事件。[4]

层次视角将生产转换过程看成企业经营的核心，组织的

其他功能都是为确保其顺利运行而起支持作用，由此形

成 T h o m p s o n 所讲的转换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的

嵌套结构。[5]

鉴于生产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分析视角的多样性，

本文基于研究主题，重点关注生产转换系统，将其划分

为硬件、人件、软件三个基本要素（见图 1）。

（1）硬件（H a rd-wa r e），指生产转换系统的物质基

础，涉及生产现场的物理因素，包括生产场所、生产工具、

生产设备等。其中，生产设备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又可细

分为机械操作系统和信息处理系统两部分。机械操作系

统负责执行已经被设计好的、期望进行的机械操作 ；信

息处理系统执行三阶段控制，即“感知—分析—行动”。

信息处理系统可完全或部分嵌入机器中，甚至独立存在。

（2）人件（H u m a n-w a r e），指生产系统中与劳动者

相关的要素，表现为使用设备所需的技能、知识、经验，

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可进一步分为接触性人件和支持性

人件。前者指设备 / 工具的操作者，后者指维修人员和

间接的设备使用者，如软件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

在生产系统中，人件最为特殊，可担负多种角色，如生

产系统设计者、任务执行者等。

（3）软件（S o f t-w a r e），指完成特定生产任务所需

的程序和相应的操作规范、制度，包括信息流、物流、

偏差调整和质量控制等。软件主要负责对“事”的分工

和统合，由此搭建起硬件之间、人件之间、人件与硬件

之间的作业关系。

以上框架既包含了生产要素——硬件和人件，也包

含了生产过程，是对生产系统最简要的概括。

2. 生产系统的有效性

对于生产系统而言，重要的是其能否对硬件、人件、

软件进行合理选择与有效组合，一方面最大化地利用企

业资源，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另一方面能成功

应对生产系统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变化。[6] 前者表现为生

产系统的效率，反映在质量、规模、成本、品种多样性

等指标上 ；后者表现为生产系统的柔性，即生产系统从

一个状态变为另一个状态的能力和成本，[7] 体现着生产

系统的调整能力。

（1）效率及其对生产要素的要求

生产系统效率实现的前提是基于市场需求特征，

通过优化内部流程，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生产出

质量合格的产品。

生产系统只有生产出市场需求的产品，其创造的价

值才能转化为企业收入。而市场需求复杂多变，企业

选择哪种生产方式，应考察其可利用的硬件、人件、软

件的禀赋条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某一要素的状况会

影响对其他要素的选择。[8] 例如，当劳动技能水平较低

时，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和操作流程标准化来解决 ；当劳

动技能水平较高时，企业较多选择复杂高效的设备，并

通过流程整合和多能工来提高生产能力。因此，生产系

统设计是在考虑各要素特征情况下，有效配置硬件、人

件、软件，包括主辅要素选择、组合适配方式等，由此

构建起硬件、人件、软件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形成特

定的生产系统类型，如技能密集型生产、技术密集型生

产等。

在构建起生产系统后，只有不断优化内部流程，建

立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形成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

机制，才能保证生产系统效率的实现。所以组织理论者

往往强调效率与官僚制的互补关系。[9]

（2）柔性及其对生产要素的要求

生产系统经常面临内外环境的波动。其中，外部环

境波动主要源于市场需求的波动，如数量波动、品类波

动、产品样式变化等。这些波动会影响生产系统的任务

量、任务种类，需要生产系统有效地调用硬件、人件、

软件等因素以灵活应对。如 Ta y m a z 所言，系统层面的

生产柔性需要操作层面的数量柔性、混合柔性、过程柔

性、产品柔性等来支撑，而操作层面的各种柔性需要依

靠要素层面的机械柔性、工艺路线柔性、控制柔性来支

撑。再如机械柔性决定了产品柔性、过程柔性，工艺路

线柔性决定了数量柔性和扩展性柔性。因此，要素层面

的柔性对生产系统的整体柔性起着底层决定性作用，而

操作层面的柔性主要起着缓冲作用。[10] 另外，面对环境

变化，企业有临时应对策略和根本解决方案之分，分别

对应着其短期柔性和长期柔性。其中，短期柔性主要通

过设备调整、流程改变来实现，强调在既定能力范围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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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主要影响生产系统的反应速度。长期柔性是对机器

设备的升级换代和生产流程的重塑，意味着生产系统能

力的提升或转型，将引发产量和产品种类的重大改变。[11]

另一方面，生产系统的内部波动往往表现为设备的

损坏、人员的流失、信息阻塞或混乱等。对此，主要利

用生产要素自身的柔性和互补关系来解决。其中，硬件

的柔性主要体现在设备的通用性和专用性的平衡上，[12]

人件的柔性体现在数量柔性（雇佣调整）和技能柔性

（多能工）相结合上，[13] 软件的柔性则体现在不同的流

程组织方式的搭配上。

总之，如果生产系统在保证一定的效率基础上还能较

好地适应内外环境的波动，就可认为具有了较高的有效性。

二、有关技术进步与劳动技能关系的研究

生产系统各要素处于不断变化且相互影响中，由此

推动生产系统有效性的不断提升。在各要素的关系中，

硬件的核心——技术对人件的核心——技能的影响最令

人关注。一方面是由于两者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触动生

产系统的根基，成为系统层面调整变革的诱因 ；另一方

面，更是由于技术对技能的影响关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

中的主体性问题，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矛盾运

动的微观基础。

技术与技能关系的研究历史悠久且数量众多。不

同领域的学者视角也各不相同。本文因循大致的历史发

展脉络，从政治经济学视角、中立视角、整体视角对已

有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

1. 政治经济学视角

最早关注技术进步对劳动技能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者。以 Braver man 为代表，他将技术变革和

自动化视为资本主义精英控制工人阶级的工具，通过将

整体的手艺传统分隔为原子式的、狭隘构思的、不需要

思维的任务，逐步实现技术对技能的替代，使传统手工

技能不断被稀释，由此降低劳动者在生产系统中的地位，

使其失去对生产的控制。[14] 这种“技术进步对劳动技能

替代”的分析为以工会为代表的劳动者组织抵抗技术进

步提供了理论依据。

2. 中立视角

“技术的去技能化”的观点将 研究者的注意力

引向了技 术进步对 技能 水平的影响。A t t e w e l l [15] 对

B r a v e r m a n [14] 及其同盟持有的“去技能化”观点进行了

批判，指出其在理论、实证、方法论上均存在很大问题。

例如，现实情况与结论不符、方法论上采用演绎推理方

式、缺乏严密性等。对此，一批学者开始采用实证方法

回归事实层面，探究技术进步究竟对技能水平产生何种

影响。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组织因素对二者关

系具有调节作用，从而催生出了权变视角。

（1）技术进步对劳动技能水平的影响

单独分析技术对劳动技能水平的影响，出现了  “去

技能化”“技能升级”“技能分化”等多种结论。

P e n n 等对 1970 年以来英国三家造纸厂技术变革对

劳动技能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发现引进自动化设备后，

劳动者技能水平是提升的。工人不仅需要增加理解控制

仪表盘的能力，还需依靠以前对制造设备的了解来做出

反应。[16]

Katz 等指出，新技术的引入导致对中等技能的工人

需求下降，而对低技能操作工和高技能的技术工人的需

求反而会增加。[17]

以上研究只关注了既定水平的技术对劳动技能的

影响，未能分析随着技术水平由低到高，劳动技能将会

如何变化。对此，B r i g h t 通过将技术水平按照自动化程

度高低分为 17 个等级，分别探讨其对劳动者身体努力、

精神努力、操作技能、一般技能、经验、责任感、决策

制定等方面的影响。他发现，自动化水平超过 5 级时，

工人的技能全面下降。当自动化水平处于 1-4 级时，工

具设备是完全由工人控制的，整体的劳动技能水平是上

升的；当自动化水平处于 5-8 级时，机械控制成为主导，

但仍然需要工人的操作，此时，工人的部分技能水平是

上升的，但其他大部分技能是下降的，整体技能水平是

下降的；当自动化水平处于 9-11 级时，设备完全实现按

输入的程序自动运作，工人的大部分技能水平是下降的；

当机械化水平处于 12-17 级时，机器能够通过对信息的认

知和处理实现动作的自动改进，劳动者技能水平急剧下降。

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对技能水平的影响并不是完全线性的，

在一定水平下是互补关系，之上则是替代关系。[18]

（2）权变视角——组织因素的调节作用

权变视角指出，技术进步对技能水平的影响受到组

织因素的调节，导致相同技术下技能有不同发展轨迹。

Spenner 指出，技术对技能水平的影响不是简单线性

关系，也不是直接影响，而要受到社会要素、使用方式

等的调节。因此，两个企业可能引入相同技术设备，但由

于使用方式不同，导致技术对技能的影响也不同，脱离

开技术应用的情境孤立地分析二者关系并无意义。[19]

M i l k m a n 等通过对新泽西 G M 组装工厂现代化的

研究指出，技能两极化源于工厂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自

身。技能工人经历了技能更新，获得更多的责任来维持

和管理新的设备，而生产工人则经历了去技能化，越发

成为新技术的附庸。[20]

S p e n n e r 指出管理自由裁量权和组织文化，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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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影响技能变化之间重要的调节变量。[21]

3. 整体视角

以上两种视角注重技术对技能的单向影响，忽视了

劳动技能的能动性，并且未能站在生产系统整体的角度

思考二者存在的目的及相互适配关系的意义。由此出现

了整体视角。

（1）技能的价值

无论技术设备多么先进，都难以使人从生产现场

完全消失。La zon ick 等指出机器离开人的技能无法独立

运作，是人通过对机器的功能特点、可操控性的局限和

范围的洞察，控制机器产生期望的结果。虽然智能化机

器越来越普遍，但是技能仍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机器

的生产潜力。因此，如果不具备高超的技能来有效使用

机器，机器自身的先进性对生产系统的有效性并无决定

性意义。[8]Oz a k i 指出人不只是生产资源，更是有智力的

人。他们有思考、分析、创造、开发信息和知识的能力。

把人放入生产系统，与机器融合能创造性使用机器，产

生更高价值。[22]Gold i n 等研究了工人技能高低对机器使

用情况的影响。对于同一设备，技能高的劳动者创造出

的价值更高。因此，技术和技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能力

相乘效应。[23] 以上研究均表明，即使在设备越来越先进

的情况下，劳动技能仍然具有难以被替代的重要价值。

（2）技术与技能的组合性

合理发挥技术和技能各自的优势，构建二者有效组

合的思想，在劳动经济学、人机互动研究中普遍可见。

技术进步要为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服务。鉴于技

术进步对劳动者雇佣的影响复杂难辨，为了避免其负面

影响，劳动经济学强调“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即既

要利用技术进步的优势，又要避免技术进步对劳动技能

的过度替代，保障劳动者的雇佣安定。[24]

在生产操作中，技术和技能是互补互动的，二者共

同构成一个作业系统。Fe r r i s 等指出了合理设计人机交

互界面的重要性。他们在对飞机驾驶自动化的分析中发

现，当飞机操控平台高度自动化且被连续使用时，容易

导致驾驶员对辅助技术的高度依赖，从而逐渐失去手动

操作所要求的认知技能和精神判断能力。因此，一旦意

外危险发生，需要驾驶员手动控制飞机时，驾驶员面临

巨大压力和内心的争执。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应采

用适度的自动化，达成人—机操控的合理组合。[25]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年的研究摆脱了技术和

技能谁强谁弱的分析思路，从互补相乘的角度考虑两者

的适配组合问题。然而，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

尤其缺乏一个系统整合的分析框架。为此，本文基于生

产系统的构成框架，以生产系统有效性为导向，试图通

过对生产系统演进历史的分析，为从宏观视角和系统逻

辑揭示技术与技能的动态适配过程提供一种分析思路。

三、生产系统演进过程中技术与技能的动

态适配

历史上，生产系统发生过多次重大变革。本文将

因循从手工生产向少品种大规模生产，再向精益生产转

变的顺序，通过分析不同的生产系统面对特定的市场需

求、技术发展水平、劳动者技能状况等因素，如何利用

技术进步，对其硬件、软件、人件进行重新组织从而提

升其有效性的过程，来揭示技术与技能的动态适配机制。

1. 工场手工生产系统中技术与技能的动态适配

历史上，生产系统最初的转移发生在英国，以手工作坊

向工场手工生产转变为标志，由此开启现代工业生产时代。[11]

（1）工场手工生产系统生成的影响因素

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其生成源于以

下关键因素的影响 ：一是在 18 世纪中期英国成为海上

霸主，殖民地势力范围第一次到达顶峰，商人面临巨大

的海外殖民地市场 ；二是从事羊毛织物贸易的商人不断

增多，并且获取了巨大利润。他们迫切希望导入机器以

提高产量 ；三是各类手工业行会的内部规制大部分被解

除，而“圈地运动”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被迫从乡

村流入城市，为未来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四是以蒸汽动力为代表的第一轮工业革命发生。

（2）工场手工生产系统的初始设计

面对以上背景因素，资本家对生产系统做出了如下安排：

生产系统定位 ：批量、多品种产品。

生产系统设计：劳动分工，“技术、技能并重”。

面对巨大海外市场需求，资本家采取批量生产多种

产品的策略，最初雇用了大量手工业者，通过一定的分

工将工人安排到生产过程中。此时的生产方式尚未发生

根本改变，产量有限。后来，资本家开始使用机器设备

替代手工业者，以提升生产效率，导致生产方式发生重

大变革。此时工场手工生产系统的特征如下：

硬件方面 ：生产场所从最初的小作坊转变为工场，

并存在逐步扩大的趋势。生产动力由人力、畜力、水力

转变为蒸汽动力，又逐步转向柴油机和汽油机。生产工

具与设备由木质工具、织机、碾机等转变为金属工具和

机械纺织机。这些设备的特征是通用、灵活、廉价。

人件方面 :  劳动者由传统的工匠转变为工场工人。

其技能由手工技能转变为机器看护工、接线工等专业化

劳动，但仍需较高的手工技能。

软件方面 ：关注生产效率，发展出初步的分工协作

体系，基于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协调的要求，产生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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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级，生产要求经由管理人员、工头到工人依次传递，

但缺乏反馈机制。

整体上看，此时的机械化程度较低，机器的使用只

是对手工业者技能的一种补充，并且机器的导入往往提

高了工人的技能。机器越通用，各种工艺的应用越广泛，

就越能扩展手工技能的维度和灵活性。分析这一时期各

要素在生产系统中的作用，可认为硬件和软件均不发达，

而人件居核心主导地位。如图 2 所示。

（3）工场手工生产系统中技术和技能的适配路径

在工场手工生产系统中，设备机械化程度不高，分工

也相对粗略，因此生产较依赖于劳动者技能。为了适应

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手工业者一般先通过学徒制，即

协助师傅工作学习多种技能，然后进入工场与设备进行

磨合适应，最终达到与设备的匹配。因此，此时技术进

步与劳动技能之间的适配路径为“先适应后匹配”，是技

能适应技术的过程。在此，分工的作用并不显著，劳动

者并未因简单的分工而降低其技能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后来，随着市场需求日益扩大，资本家开始依靠增

加机器和手工业者的方式来加大产量。但是手工技能的

形成耗费较长时间，一时间熟练操作工的短缺成为生产

系统的瓶颈。对此，资本家利用技术进步，通过导入专

用机械设备使操作技能趋于单纯化，降低对熟练技能的

依赖，自此出现了机器对技能工的替代。同时，劳动分

工的细化使操作工只需负责生产的某个环节，导致人—

机匹配的简单化。此时，可认为是技能对技术的“先匹

配后适应”的状态。另一方面，机器的大量采用衍生出

设备的保全维修工。其掌握的复杂多维技能无法被机

器替代，而是维修工将其技能与各种机器相磨合，呈现

出“先适应后匹配”的状态。

总的来说，工场手工生产小批量、低成本、多样化、

高技能的生产特征是对传统生产模式的延续。其在质量、

成本、反应速度与柔性上具备一定的优势。然而，伴随

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生产模式难以满足人们对

大量工业制品的需求，开始向少品种大规模生产体系转变。

2. 少品种大规模生产系统中两者的动态适配

少品种大规模生产系统以福特创立第一条汽车生

产流水线为标志，由此将现代工业推向“大量生产—大

量流通—大量消费”时代。

（1）少品种大规模生产系统生成的影响因素

其生成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困扰资本家的主要

问题有：一是外部市场存在大量需求，但苦于产品量少

价高，大众的消费欲望被抑制 ；二是工厂内部熟练工工

资高、纪律差、跳槽频繁，工会组织强力存在，劳资对

立激化。随后的管理方式和技术进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机会 ：泰勒科学管理的出现为企业主提供了直接

管理方式，使其不必受熟练工的支配 ；技术进步大幅提

高了设备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 ；同时资本家已经积累

了较大规模的资本，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又进一步增

强了其通过融资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

（2）少品种大规模生产系统的初始设计

综合利用以上条件，福特对生产系统进行了如下安排：

生产系统定位 ：标准化产品、低成本、大规模。

生产系统设计：以机械化设备为主导，技能为辅助。

最大可能地用机械设备替代熟练工，通过流水线和标准

化工序排除工人对生产流程的影响。

福特看到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巨大作用，将

大量机械设备引入生产系统，采用组装流水线模式生产

标准化产品，排除技能工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实现少品

种大规模生产。[26] 其生产系统的特征如下：

硬件方面 ：生产动力由蒸汽和燃油转变为电力。生

产设备由简单的机械化提升为半自动或自动化设备，且

能够根据工序及物流设置机器布局，如流水线。生产技

术和工艺得以改良，并趋向于标准化，如标准化生产方

法。但此时的生产设备专用化程度较高，且价格昂贵，

使生产系统具有一定的刚性。

人件方面 ：伴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劳动者（主要

指一线的操作工人）的技能逐步趋向简单化和标准化，

主要是对机器功能的补充，通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劳

动者没有作业的自主性和决定权。与此同时，由于生产

节拍的固定，对劳动者间的合作协同要求降低。

软件方面 ：首先依然是由产定销。工厂虽然会根据

对消费市场的需求预测调整产量，但市场供求关系依然

是生产者主导，大量标准化产品难以满足顾客对产品的

多样化需求。其次，作业分工更加细致、简单、重复。

最后，泰勒制科学化管理的采用使管理职能日趋独立，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通过管理层级和作业流程指挥操

作工人，完成了作业现场“思考”与“执行”的分离。

在此看到技术设备的进步推动了生产系统的升级，

其结果是对劳动技能的广泛替代，大部分操作工人的技

4-13南开管理评论  第23卷, 2020年第3期第              页 



9

封面主题
能依据对设备匹配的要求被事先定义，在生产过程中，

劳动者体力、脑力、技能灵敏度、经验、责任等的作用

呈下降趋势，而流水线上劳动分工的细化进一步加剧了

这一倾向，如图 3 所示。

（3）少品种大规模生产系统中技术和技能的适配路径

生产过程的去技能化使劳动者的技能日趋单纯，由

此人—机的匹配更为单一。在这一生产系统下，劳动技

能对技术进步的适配路径为“先匹配后适应”，机械设

备和自动化技术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少品种大规模生产过度强调靠自动化设备降低

对熟练技能的依赖，使生产系统存在一定的弊端 ：在质

量上，流水线末端容易出现大量不合格产品；在成本上，

大批量生产带来高密度的机器与人工需求，固定资产折

旧压力巨大 ；在品种多样性和对市场的反应速度上，由

于专用设备难以迅速调整切换，面对不确定性变化缺乏

缓冲，对生产及市场的柔性反应能力较差。

3. 精益生产系统中二者的动态适配

精益生产方式衍生于丰田英二和大野耐一在丰田汽

车公司进行的变革，主要是基于对生产过程中一切无用、

多余因素的精简，使生产系统快速适应客户变化多样的

需求，其特色是“多品种小批量”的大规模生产。

（1）精益生产系统生成的影响因素

其生成主要受如下因素影响 ：一是多样化的市场需

求 ；二是资金有限，无法购买先进的生产设备 ；三是劳

动技能多样化、水平高 ；四是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增加

解雇的成本，催生了稳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2）精益生产系统的初始设计

生产系统定位 ：按需生产，强调小批量、多品种产

品生产。重视生产效率和灵活性，而非生产规模。

生产系统设计：以技能为主导，技术为辅助。生产

过程以人为中心，视机器设备为技能的补充。其中，技

能主要分为操作技能、脑力（信息处理、知识、经验）、

人际能力。

精益生产的理念认为，应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系

统的转换和节拍调整，生产过程应以人为中心，通过作

业员工的数量柔性（省人化）和技能柔性（多能工）实

现生产系统的柔性。在此过程中，半自动化通用设备和

看板方式是对员工技能的辅助和补充，[27] 使得精益生产

系统具有如下特征 ：

硬件方面：企业不再一味地追求生产规模，而是强

调生产效率。生产设备主要采用容易维修且可能改进的

半自动通用设备。作业现场布局紧凑，以方便员工交流。

在基本流水线布局基础上设置了 U 型多工序操作台，为

实现准时化生产（J u s t I n T i m e）、看板模式和由人控制

的自动化等提供可操作性。

人件方面 ：需要多能熟练工。长期宽幅的在岗培训

和小团队改善活动等，使劳动技能具有一定的企业特殊

性而难以转移。生产过程中强调集体协作和共同责任，

作业分工较为宽泛，员工间合作密切且联动性强。

软件方面 ：首先强调需求决定生产，生产系统要对

市场的变化快速反应，且进行小批量定制化生产。其次

是拉式生产，建立无间断生产流程，由后端工序向前端

工序传递生产信息，对于后端工序需要的关键零部件，

前端工序必须优先生产，与此同时，不断提升生产工序

间信息传递的速度、密度和精度。

由此可见，相对于前两种生产系统，精益生产系统

重视硬件、人件、软件的协同均衡，没有出现重视某一

要素而轻视其他要素的情况。在此，技术设备依然保持

了一定的先进性并不断通过改善得以提升，同时也没有

降低技能的作用，主要依靠劳动者技能的多样性和较高

熟练度，提高生产系统的柔性和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

力。同时，软件系统重视信息传递速度—密度—精度的

平衡，为生产系统操作层面的柔性奠定基础，从而实现

效率和柔性的兼顾，如图 4 所示。

（3）精益生产系统中技术和技能的适配路径

综合来看，精益生产系统关注生产系统的柔性能力，

要求工人具备更广泛的熟练技能，需在团队协作而非等

级制度下运用这些技能，追求自动化技术与劳动技能的

互补相乘效应。在精益生产方式下，员工需要通过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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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幅的在岗培训（O J T）使技能不断升级扩展，担负起

对机器设备的操作、保养维护、修理及改进等多项任务，

最终达成技术进步与技能提升的互动耦合。因此，技

术进步与劳动技能在这种生产系统中呈现出先适应后匹

配、再适应再匹配的循环改进过程，再结合以看板方式

为核心的信息处理系统速度—密度—精度的提升，使生

产系统保持较高的效率和柔性。

21 世纪以来，日本传统制造业出现了衰退趋势。日

本式经营的“三种神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

内工会）造成的刚性成本日益加大，而小团队改善、“5S

管理”、全员参与“T Q C 管理”等导致的劳动异化现象

也不容忽视。再加上日本社会的“少子化”和“老龄化”

日趋严重，都对日本式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重大

制约。有证据表明，过于拘泥于精益制造可能会导致日

本生产体系的自我过度适应，最终丧失国际竞争力。更

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浪潮和新一轮技术革命（I T 技术、

互联网效应、知识经济等）冲击下，精益生产方式相对

封闭自洽的局限性正在日益凸显。由于近年来在新技术革

命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将对未来的生产

方式造成重大影响，人们开始关注智能生产系统。

四、理论模型与总结

本研究从生产系统的有效性出发，对工场手工生产、

少品种大规模生产与精益生产中技术与劳动技能适配

关系进行总结，并建立基于生产系统有效性的技术与劳

动技能适配关系模型，为探讨工业 4.0 对劳动技能的影

响提供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1. 各种生产系统的基本特征

根据本文对生产系统演进历史的梳理，可归纳出各

种生产系统的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  
表1  各种生产系统特征汇总

生产系统 手工生产系统
少品种大规模
生产系统

精益生产系统

生产系统特征 初建 / 混沌 刚性 柔性

技术特征 机械化 基于流水线生产的自动化
以人为中心的

自动化

技能特征
简单技能与多样技

能并存
水平低、单一化 水平高、复杂化

技术与技能关系 互补替代共存 替代 互补

技术与技能
适配性

由技术社会互构的
动态适配机制

由技术驱动的先匹配后
适应机制

由技能驱动的先
适应后匹配

2. 基于生产系统有效性的硬件—软件—人件三者异

质共生模型

通过分析各种生产系统中技术进步与劳动技能的适

配关系，本文构建了以生产系统有效性为导向的硬件—

人件—软件三者异质共生的互补演化模型，如图 5 所示。

其主要涵义可解释如下：

（1）硬件—人件—软件的互补依存

硬件和人件作为生产系统的基本要素，承担着主要

的生产转换功能，且两者是互补依存的。一方面，从完

成任务角度来讲，硬件离不开人件。硬件是由人件组装、

操作和改进的，没有人的参与硬件的功能无法被充分使

用。对于人件而言，虽也可独立完成一些工作，但面对

越复杂、困难的任务，越需要硬件的辅助。另一方面，

从完成任务的效率来讲，硬件和人件各有长短。硬件的

优势主要表现在力量、速度、持久性、稳定性、精确性、

能适应极端作业环境上。人件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创造

力、成本方面。在产品同时需要满足低成本、高质量、

多品种、快速交货的情况下，只有将硬件和人件合理组

合，达成互补相乘效应，才能保证生产系统的有效性。

硬件和人件只是生产要素，如果没有分工协作的安

排、操作流程的导引和加工信息的传递，就无法完成作

业任务。软件的作用在于将各类硬件和人件串联起来形

成一个分工协动体系。在此，人件和软件也是互相依存的。

一方面，人件要服从软件的安排，从事特定活动；另一方

面，人件是软件的设计者，制定何种流程、使用何种设备、

如何配置人员，需要发挥人件的知识、经验和创造力。

（2）硬件—人件—软件的相互替代

虽然硬件、人件、软件在生产系统中缺一不可，但是

在某项具体功能上，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且可相互替代。

硬件与人件在力量、操作甚至处理信息能力等方面

存在竞争，出现机械动力对劳动者体力替代，自动操作

对手工技能的替代等。硬件和人件对软件的替代，表现

在硬件功能越强、人件技能越高越不需要将某一任务分

解为多个步骤来完成，从而降低软件的复杂性。

以上分析揭示出硬件、人件、软件之间的异质共生

型关系。其中，互补关系使得三者缺一不可，纵然某一

要素功能强大，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其他两者的作用。而

替代关系使三者在不同时期、不同特征生产系统中的主

辅地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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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业4.0 可能的冲击与应对策略探析

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日趋日近。

对此，智能制造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否会完全取代工

人的技能？是否会造成大规模失业？以下将做初步探析。

1. 工业 4.0 的内涵

2012 年，基于机械化生产的工业 1.0、流水线生产

的工业 2.0及自动化生产的工业 3.0，德国第一次提出“工

业 4.0 计划”。2013 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

出“工业 4.0”这一概念，强调在自动化与数据化的基础

上，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

段，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简单来说，生产过程中

的订购、生产、运送等环节全部实现智能化，缩短生产

周期，提高生产效率，更好地满足日益个性化的需求。

自此，德国工业 4.0 获得广泛的关注。

2. 智能制造生产现场的特点

陈明等 [28] 将智能工厂的结构划分为企业层、管理

层、操作层、控制层和现场层五个层面。企业层运用

PL M 系统完成了产品从需求到设计、制造再到供给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运用 E R P 系统实现企业资源规划，运

用信息门户、OA 系统等开展综合管理。管理层负责生

产计划与生产信息的协调管理。操作层负责生产车间的

机加、装配、物流等环节的设备监控和数据采集。控制

层通过控制系统有效连接操作层和现场层，构建生产现

场的物联网系统。现场层主要由物流单元、机加工车间

和装配车间构成。操作层、控制层与现场层协同完成产

品生产和信息集成。

智能制造生产现场中各个生产环节高度联动，各

个层级间的界限越发模糊，已经打破了传统生产车间的

空间结构。根据五个层面在生产系统中的功能，本研究

认为智能制造下的生产车间是包含操作层、控制层与现

场层的集合，并可对生产车间的操作工人做出区分，即

将操作层的操作工人定义为操作工人 A，该类工人通过

软硬件设备完成对现场层的设备监控与数据收集 ；现场

层操作工人定义为操作工人 B，该类工人围绕自动化生

产线进行生产操作，如机械加工工人、装配工人。与此

同时，根据生产现场结构可知，生产管理人员处于管理

层，职能管理人员处于企业层，技术人员集中于管理层

与企业层，如图 6 所示。

3. 智能制造过程中技术与技能的适配关系

F r e y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的进步将减少可通

过模式识别实现的任务中对劳动力输入的总需求，并增

加对不受技术进步影响的劳动执行任务的需求。[29] 相关

案例分析表明，技术进步能够将简单的、固化的操作动

作、步骤与路径固定到机器中，机器通过视觉识别技术

产生动作指令以完成生产，从而导致具备单一化、模式

化操作技能的操作工人 B 被机器大量替代。而操作层

的操作工人 A 与现场层的操作工人 B 呈现出不同的境

况，操作工人 A 的技能复杂、多样，现有的技术和设

备辅助操作工人 A 更高效准确地完成能动性工作，对

操作工人 A 的技能进行有效补充，因此操作工人 A 仍

然扮演着生产车间的主导者角色。

伴随着自动化浪潮的到来，不断增加的技术进步使

进一步的劳动力替代成为可能。然而，计算机化的工程

瓶颈使得技术对劳动力替代的速度放缓。更具体地说，

安装、维修等职业的计算机化将主要取决于感知和操纵

挑战，主要包括“手指灵巧度”“手灵巧度”及“狭窄的

工作空间”三个因素。因此，虽然机器能够进行更复杂

的模式识别，但是人类劳动力在需要更复杂的感知和

操作的任务中仍然具有相对优势。迪特 · 斯帕特的实证

研究表明，在 3/4 的生产企业中，人工劳动起到重要的

作用，生产线主要以人工劳动或以人工与自动化混合模

式进行生产，只有不到 1/4 的企业进行全自动化或高度

自动化生产。如博世洪堡物流中心的喷油器装备生产线

同时存在两种类型的生产线，一种是全自动生产线，另

一种是工人同机器人混搭模式下的生产线，虽然全自动

生产线的组装速度高于人工生产线，但是该生产线在许

多精细环节中，机器的出错率很高。[30]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果机器的深度学习及机器

人的灵巧性得以进展，人类劳动在感知和操作上的相对

优势可能会消失。然而，目前的生产技术与设备显然无

法实现无人化生产，最具柔性的人力劳动依然是提高生

产率的关键因素。其次，当高昂的技术与设备的投资成

本超过雇佣成本时，极度的追求自动化显然是不合适的，

将会造成生产资料的大量浪费。再者，技术具有路径依

赖的特点，对新技术的需求和技术的创新直至成熟之

间，以及对先进生产设备的需求和设备设计直至完成生

产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值，因而生产过程依赖于劳动

技能对技术与设备进行补足。结合上述分析，可认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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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4.0 的生产系统依旧是以人为中心的自动化生产系统。

在工业 4.0 情境下的生产系统中，智能化物理网络

有效连接企业层、管理层和生产车间的硬件以构建生产

网络化，数字化平台高速集成生产车间的信息与数据并

向管理层和企业层精准传递。软硬件的高度互联使得智

能生产现场织成一张巨大的生产网络，随之而来的是层

级模糊化、组织扁平化、管理多样化。

扁平化、模糊化的结构为操作层的操作工人 A 提供了

技能升级的契机，该类操作人员往往具备复杂、多样的技

能，且需在日常工作中与管理人员的协同工作，使得操作

工人 A 承接了部分技术职责和管理职责。因此，在企业培

训与教育系统的双元机制下，当操作工人 A 提升技能或积

攒经验后有可能转化为管理人员或中低层级的技术人员。

然而，在该模式下，被大量替代的操作工人 B 难以

完成技能升级。单一化、低水平、低能动的技能使现场

层的操作工人 B 与操作层的操作工人 A 之间存在技能

鸿沟。面对快速发展的技术，当机器成本低于雇佣成本

时，大量的操作工人 B 被动退出生产系统，而暂时留下

的具备高灵敏技能的操作工人亦难以获得正式的企业培

训。此时，低技能的操作工人将被重新分配到那些需要

创造性和社交性的工作中，如服务类工作，或者进入到

新技术创发形成的新领域中，而小部分不具备创造能力

和社交技能的工人有可能会退出劳动力市场。

六、研究总结

本文通过梳理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生产系统的演进

历史，分别阐释了工场手工生产系统、少品种大规模生

产系统和精益生产系统的生产特征、技术特性、自动化

程度与劳动技能特点，分析了各种生产系统中技术进步与

劳动技能之间的适配问题，构建了以生产系统效益为核

心的硬件—软件—人件三者异质共生型互补演化的模型，

发现过度强调某一要素的作用会使另两者的功能受损，

从而损害生产系统的有效性，较全面地揭示了工业化不同

时期在新技术驱动下的生产系统变革过程及内在逻辑。

由于工业化 4.0 时代刚刚开始起步，其主要特征和

内在逻辑尚未充分展现，智能化生产系统中硬件—软

件—人件的互补适配关系尚在探索阶段。纵观工业化的

演进历史，每一次革命都是对上一阶段延展之上的变革，

而呈现出迭代的特征。因此，本文从工业化历史演进的

角度，对生产系统硬件—软件—人件之间异质共生型互

补适配关系的研究，即使对智能技术与制造实体深度融

合的工业 4.0 时代，也应能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和人力资

源管理变革提示一种思路与启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传统生产系统下技术

与技能的适配逻辑。在传统生产系统的时空结构下，技

术进步与社会因素对生产系统产生影响，导致生产系统

内部的硬件、软件、人件三者间形成或制约或驱动的关

系，进而引发了劳动分工的变化，并产生了两类技能需

求模式。一是劳动分工细化导致劳动技能水平低、单一

化，技术进步与劳动技能形成替代关系 ；二是劳动分工

难以细化状况下要求劳动技能水平高、复杂化，技术进

步与劳动技能形成互补关系。

第二，新型生产系统下技术与技能的适配逻辑。在

工业 4.0 的背景下，技术进步减少了对可通过模式识别

完成生产任务的劳动力需求，并增加了对不受技术进步

影响的劳动力需求。智能制造现场层的操作工人 B 因其

技能单纯化、易操作、低创新而被机器大量替代，与此

同时，操作层的操作工人 A 因其承接了部分管理职责和

技术职责而与机器形成互补。

第三，智能制造生产是以人为中心的自动化生产。

未来的智能工厂将会广泛地引进机器人以替代操作工

人，但是工程瓶颈使其无法完全替代操作工人，人类

劳动力在更具复杂与灵敏的操作中仍然具备优势。与此

同时，尚未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机器仍然依赖于人为设

定的动作与路径，因此智能制造生产系统是以人为中心

的高度柔性生产系统。

本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克服制造业转型过程中面临

的现实挑战有如下启示：（1）政府在推动工业 4.0 实现制

造业转型的同时，必须关注劳动技能的升级转换问题，避

免引发劳动关系紧张、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2）企业

投资时需关注生产技术与劳动技能的适配关系，根据技

术与技能的互补—替代程度进行理性投资，避免盲目追求

自动化、智能化造成的资源浪费。（3）企业针对劳动技能

易被技术替代的领域，应加快劳动技能升级，避免出现

劳动力过剩或因技能不匹配而引发的劳动力缺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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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chine equipments and laborers’ skills are the two core ele-

ment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y evolve individually and their rela-

tionships change accordingly. If factories can integrate the two elements 

organically, it will drive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duc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review of different period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greatly drive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production system.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duction system is 

not entirely determined by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but by the dynamic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skill, and organiz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production system into three compo-

nents, namely hardware, software and humanware. Upon further analy-

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i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components. In some cases, they are complementary. Som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romotes skil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y can be substitutive. 

If factories over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one ware, it will hinde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other two, which will damage the inherent 

equilibrium of the production system.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the inherent equilibrium of the production system. This idea gives us a 

lot of inspiration. Considering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e widely 

used in intelligent factories in the future, workers in factories are being 

replaced by robots and software, more broadly, factories are automating 

many jobs that people used to do. This will result in massive unemploy-

ment and deskilling of multi-skilled workers. However, employees don't 

disappear from the shop floor. There still exist big engineering bottle-

necks which make them unable to completely replace operating worker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system is still a human-centered 

highly 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 namely laborers still have consider-

able advantages in more complex and sensitive operations. This judgment 

will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give some practical advices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dustry 4.0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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