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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日渐突出，但理论界对其解答的诸

方案却不尽人意。要科学、合理地解答该问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加以发展，创立科学价值库

理论。在该理论中，科学价值库实质上是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人员的高级复杂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

和。从该理论看，“无人工厂”的利润是伴随科技通过应用、开发研究并入生产过程，科学价值库中的潜在

价值借助于“无人工厂”显化的结果，其实质是科学人员的高级复杂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经济系统中的

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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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问题的提出 

近几十年来，无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随着

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日渐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形成

日益严峻的挑战，但理论界对其解答的诸方案却不尽人意。在本文中，笔者拟在马克思主义

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科学价值的实质及其价值转化过程，透析“无人工厂”的利

润来源之实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在近几十年伴随着“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

“自动化”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在厂矿企业中的广泛应用，出现了几乎“无人”——

在现场中实际操作的工人非常少，或者几乎没有工人在现场中操作——的车间、工厂、企业

等，这些车间、工厂、企业通常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无人工厂”。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一

般情况下，这些“无人工厂”都能生产相当高的利润，因为“无人工厂”大都是高新科学技

术应用的产物。这样，在现实中便出现了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无人工厂”中的“活

劳动”相当少，几乎趋近于“零”或趋近于“无穷小”；而另一方面，“无人工厂”具有“高

利润”的特征，比其它的工厂、企业能生产更多的利润。现实中的矛盾现象反映到理论上，

便产生了所谓的“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伴随知识经济的初见端倪，高新技术在经济

系统中的运用更加普遍，“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更加突出出来。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更加突出的一个颇为重要的

原因，就是它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要求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

值论对它作出科学、合理的解答和阐释。但从目前理论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对“无

人工厂”利润来源问题解答的实际情况看，是不尽人意的。通过对理论界解答该问题的几种

典型的解答方案的分析中，便不难证明这一点。 

第一，牵强的“活劳动创造说”。“活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的思想内核和实质。理论界有的专家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这一思想解答“无人

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非常牵强地提出：“自动化出现以后，即使是‘无人工厂’，最终有

人操作，并不改变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 ［1］
这种观点，从理论上看，的确坚

持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强调了“无人工厂”的利润是“最终操作的人”的活劳动创造

的；但是，从现实角度讲，这种观点是非常牵强的，因为在“无人工厂”中“最终操作的人”



所创造的价值，与“无人工厂”所带来的利润相比较，不可能是等值的，后者肯定远远地大

于前者。这种回答，显然忽视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  

第二，背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实质的“物化劳动创造说”。该观点在肯定了物化劳

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认为“无人工厂”中的利润是由物化劳动创造的。这种观点，从表面

上看，似乎已经回答了“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但是从其实质上讲，这种观点的基础

理论是错误的，即“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观点，遭到了理论界大多数学者的批判。这

是因为：（1）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命题本身来看，它是不科学的。因为物化劳动作

为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是价值的“同义语”，因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等价于“价

值创造价值”，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2）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物化劳动作

为人类活劳动的凝结，是静止状态的劳动、或死劳动、或过去的劳动。与创造价值的活劳动

相比较，物化劳动仅仅是价值创造过程的物质条件，“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 

［2］
；物化劳动在价值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原有价值，而不能创造新价值，这如马克

思所说的：“生产资料转移给产品的价值只是它作为生产资料而失掉的价值” ［3］
，而“生产

资料转移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 

［4］
。既然基础理论是错误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出物化劳动创造了“无人工厂”的利润的

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物化劳动价值说”的翻版——“知识创造说”。该观点从“知识价值论”出发，

认为“无人工厂”中的利润来源于知识的创造，即知识创造了“无人工厂”的利润。这种观

点，表面上看是合理的、科学的，因为它从知识的角度来阐释“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

强调了知识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注重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功能；但从实质上来分析，

它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商榷。这是因为，该种观点的理论前提——“知识价值论”也有悖于马

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实质是“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

而知识价值论则认为，知识是价值创造的源泉。由于知识是人类智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的产物，

进一步讲，是物化了的人类劳动，因此“知识价值论”是“物化劳动价值论”的翻版，显然

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实质是相悖的。而从这种观点出发对“无人工厂”利润来源

问题的阐释，也肯定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除上述三种观点之外，理论界有的学者还从“社会劳动价值说”、“供求决定价值说”等

观点出发，对“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进行阐释，但都是不尽人意的。深究其原因，所

有这些观点都是因为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作进一步的发展，仅仅从表面上、现象上

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进行分析的结果。笔者认为，要想在本质层面从根本上

彻底解答“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作进一步发展，将其

应用于对科学价值及其它的“库存”形式即科学价值库进行研究和分析，并且在马克思主义

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已科学价值库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科技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然后从该理

论体系出发来解答这一问题，方能达到彻底解决该问题的目的。 

 

2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角度看，科学价值的实质是凝结在科学使用价值中的科学人员

的人类抽象劳动 

 

为了系统地论述这一理论观点和解决上述矛盾，我们必须从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分析科学价值及其它的“库存”形式——科学价值库
［5］

的理论实质入手，方能达到目的。

可以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我们揭示科学价值和科学价值库的理论实质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通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有关经典论述和科学自身的特征，将不难揭示科学价值的理论

实质。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可知，科学价值的实质是凝结在科学使用价值中的人类抽

象劳动。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的分析，科学地揭示了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人类的



抽象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 ［6］
，价值本

身除了劳动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物质” ［7］。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据此可

知，科学劳动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是人类劳动的

一种主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科学价值的源泉，即科学价值是科学人员的劳动创造的，是人类

的科学劳动的凝结。 

进一步讲，科学价值是凝结在科学使用价值中的人类抽象劳动。马克思指出：“一切劳

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

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

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8］ 
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可知，科学劳动

作为人类“一切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人类的高级劳动力——科学劳动力在生理

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科学商品的价值，即科学价值，进

而赋予科学使用价值的价值内含；另一方面是科学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

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生产特殊的使用价值——即科学使用价值，如包含科学原理、科

学规律、科学推论等在内的科学论文、科学报告、科学著作等，进而成为科学价值的载体。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角度来分析，科学价值的实质是凝结在科学使用价

值中的科学人员的人类抽象劳动。 

 

3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角度看，科学价值库的实质是历代科学人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的累加之总和 

 

由理论科学成果的价值转移具有转移而不减的“奇异性”特点
［9］

所决定，该种成果在

某种意义上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科学价值库”。究其实质，科学

价值库是历代所有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人员高级复杂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和
［10］。在此，以某个历史时期的科学理论即前人创造的理论成果为基点，来分析科学价值库

中价值的生产和累加过程，以阐明科学价值库的理论实质。 

一般地，在某个历史时期，基础科学成果的价值（用 W1表示）构成
［11］

是：（1）前人遗

留下来的理论科学成果[软设备]中的价值，用 W0 表示；（2）基础性研究设施[硬设备]的价

值，用 C1表示；（3）基础性研究人员创造的自身价值，用 V1表示；（4）基础性研究人员创

造的剩余价值，用 m1表示。用公式表示为： 

W1=W0+C1+V1+m1 （公式 1） 

由于在现实的科技生产过程中，前人遗留下来的理论科技成果，尽管是基础性研究工作

的必备知识条件，其价值 W0 已经转移到基础性研究成果中，但是它是无偿地被利用的，在

其价格中是难以体现的
［12］ 

；又由于科学家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工作特点和长期的社会习

惯所决定，m1是难以实现的，即在其价格中是显示不出来的；而 C1和 V1是维持基础性研究

的保障，必须在其价格中显示出来才能做到维持基础性研究的“简单再生产”。因此，基础

科学成果的价格用 A1表示，其公式为： 

A1=C1+V1（公式 2） 

从理论上讲，在基础性研究的成果中包含四部分价值，而能够在其价格中显示出来的只

有 C1和 V1两部分，另两部分 W0和 m1没有显示出来。这样，W0仍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科学价

值库中，而 m1则是科学人员通过基础性研究工作创造的为科学价值库增添的新价值。 

基于上述的分析，科学价值库中的价值会随着历代基础性研究工作的进行而不断地得到

累加。如果在一定历史时期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人员用“甲”表示，甲之后的从事基础性

研究的科学人员用“乙”表示，那么甲的成果又会成为乙继续研究的“前人的理论科学成果”，

其价值伴随乙的研究而转移到乙的成果中去，同时乙创造的剩余价值（用 m2 表示）进一步

增添了科学价值库的价值量。依次类推，如果继乙之后的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人员用“丙”



表示，丙之后的用“丁”表示……，而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分别用 m3、m4……表示，那么这

些剩余价值还会不断地增添到科学价值库中去。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价值库（用 W

表示）就是历代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人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和
［12］，用公式表示为： 

W = W0 + m1 + m2 + …… + mn（公式 3，其中 n 为正整数）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角度来分析，科学价值库的实质是历代科学人员所

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累加之总和 

 

4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角度看，“无人工厂”利润的实质是科学价值库中的潜在科学

价值借助于“无人工厂”转化或显化的结果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视角来看，“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于科学价值，其实质是在

科技并入“无人工厂”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由科学价值库中的潜在价值显化或转化而来的，

而这一显化或转化过程需要技术成果（包括应用性研究成果和开发性研究成果）的吸纳、“无

人工厂”的生产产品的凝聚等中介环节，最后是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加以实现的。 

4.1  首先，我们来分析科学价值库中的价值向技术成果的转移并被技术成果吸纳的过程 

一般地，技术成果的价值[用 W2表示]构成是：（1）基础科学成果的价值[W1]；（2）研究

设施的价值[用 C2表示]；（3）技术人员创造的自身的价值[用 V2表示]；（4）技术人员创造

的剩余价值[用 m’2表示]。用公式表示为： 

W2 = W1 + C2 +V2 + m’2 （公式 4） 

由于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技术研究的直接目的是将基础科学成果转化为能够运用于社会

生产的成果，实现其经济价值，因此公式 4 中 C2、V2和 m’2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即能够在其

价格中表现出来。对于 W1，尽管通过技术研究已经将其转移到技术成果中，但是人们在计

算其价格时，“习惯”于只计算购买基础科学成果的价格 A1。这样，技术成果的价格[用 A2

表示]构成，用公式来表示，则为： 

A2 = A1 + C2 + V2 + m’2（公式 5） 

比较公式 4和公式 5 可以看出，技术成果的价值和价格之间存在一个差值，即 W2 – A2 

= W1 –A1 =M0 + m’1 。这说明技术成果中凝结着的科学价值库的价值的绝大部分[W0 + m’1]

没有显化出来，而显化出来的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即 A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

价值库中的潜在价值，已经转移到技术成果中并被技术成果所吸纳，这为其向“无人工厂”

这一社会生产过程的转移并进一步凝结到“无人工厂”的生产产品中去奠定了基础。 

4.2  其次，我们来分析科学价值库中的价值通过技术成果这一中介进一步并入“无人工厂”

这一社会生产过程，被“无人工厂”的生产产品所吸纳，进而在经济系统或社会流通系统

中加以实现的过程 

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无人工厂”的生产产品的价值[用 W3表示]构成是：（1）技术成果[即

软件资本]的价值[W2]；（2）“无人工厂”生产设施[即硬件资本，或固定资本]的价值，用 C3

表示；（3）“无人工厂”中极少量的生产工人创造的自身价值，用 V3表示；（4）“无人工厂”

中极少量的生产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用 m’3表示。这样，“无人工厂”的生产产品的价值

构成可用公式表示为： 

W3 =W2 + C3 + V3 + m’3 （公式 6） 

由于“无人工厂”作为企业进行生产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价值，因此其生产产品价值构

成中的 C3、V3和 m’3都能够在该产品的价格中显示出来，实现其价值。由于人们“习惯”使

然，企业在计算产品价格时只将技术成果的价格 A2计算在内，这样，“无人工厂”的生产产

品的价格[用 A3表示]构成用公式表示，则为： 



A3 = A2 + C3 + V3 + m’3（公式 7） 

从理论上讲，该产品若以其价格 A3出卖成功的话，“无人工厂”作为企业已经收回了成

本 A2、C3和 V3，而且获得了少量生产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 m’3。 

而事实上，“无人工厂”作为企业是不会以 A3来出卖该产品的，因为技术成果的价值 W2

伴随该成果并入“无人工厂”的生产过程已经转移到其生产产品中，而成为该产品的价值，

根据等价交换原则，“无人工厂”作为企业以 W3出卖该产品便能成功，这样，企业不仅收回

了成本 A2、C3和 V3，也不仅获得了少量生产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m’3，而且还获得了超出 m’3

的另一部分价值。根据上述 7 个公式可知，这另一部分超出 m’3的价值[用 M 表示]，用公

式表示则为： 

M = W3 – A3 = W2 – A2 = W1 – A1 = W0 + m’1（公式 8） 

4.3  “无人工厂”利润的实质显示：科学价值库中的潜在科学价值通过技术成果的吸纳和

社会生产产品的凝聚等中介环节而最终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加以实现的结果 

通过上述分析已经显示出，“无人工厂”利润的实质是科学价值库中的潜在价值通过技

术成果（包括应用性研究成果和开发性研究成果）的吸纳和社会生产产品的凝聚等中介环节，

而最终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加以实现的。 

根据公式 8可知，“无人工厂”作为企业获取的超出少量生产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m’3

的另一部分价值——即 W0+m’1 ，正是科学价值库中的潜在价值通过技术成果的吸纳和“无

人工厂”的生产产品的凝结这些中间环节，最终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实现的结果。而这种从科

学价值库中转化出来的被作为企业“无人工厂”所获取的超出少量生产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

值 m’3的另一部分价值（W0+m’1），实质上是“无人工厂”所带来的利润的最重要或最主要

的组成部分，是科技并入“无人工厂”的生产过程必然结果，是科学人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无人工厂”中的再现和在经济系统中的实现。 

5  结束语：几点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无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随着科技的

发展和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在当代日渐突出，这对马克思

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构成了挑战；与此同时，目前理论界对该问题解答的诸方案是不尽人意的，

其根本原因是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结果。 

第二，要科学、合理地解答“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问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

论进一步发展，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透析科学价值及其它的“库存”形式即科学价值

库，并在其基础上提出科学价值库理论。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角度看，科学价值的实质是凝结在科学使用价值中的科

学人员的人类抽象劳动；而科学价值的“库存”形式即科学价值库的实质是历代从事基础性

研究的科学人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和。 

第四，“无人工厂”的利润来源于科学价值，其实质是在科技并入“无人工厂”的生产

过程中的同时，由科学价值库中的潜在价值借助于“无人工厂”显化或转化而来的。 

第五，从科学价值库的潜在价值到“无人工厂”的利润的转化过程是复杂的，需要应用

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等技术成果的吸纳、“无人工厂”的生产产品的凝聚等中介环节，最后

是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加以实现的。 

第六，归根到底，“无人工厂”的利润主要来源科学人员的复杂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此，“无人工厂”已经成为历代科学人员创造的以潜在形式存在于“科学价值库”中的剩

余价值的“显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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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source problem of profit of 

“unmanned factory”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ute, but the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in academic 

circles is not to one’s heart’s content. In order to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y solve the problem, we must 

develop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found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value store. In this theory, the 

scientific value store virtually is the summation of all the surplus value that fundamental researchers 

create with advanced and complicated labor. From the visual angle of this theory, the profit of “unmanned 

factory” is the transformed result of the value in the store of scientific value by the “unmanned factory”, 

along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rges into the productive process through the agency of applied and 

developed research, and it’s essence is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surplus value that fundamental 

researchers create with advanced and complicated labor in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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