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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场争论，可以参照波斯纳（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ｌｌｅｎ Ｐｏｓｎｅｒ）等人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７ 日所撰写

的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判决书（Ｎｏｓ． １６ － ２００９， － ２０７７ ＆ － ２９８０，具体可参见

ｈｔｔｐ： ／ ／ ｃａｓｅｌａｗ． ｆｉｎｄｌａｗ． ｃｏｍ ／ ｕｓ⁃７ｔｈ⁃ｃｉｒｃｕｉｔ ／ １７５０６００． ｈｔｍｌ）。 波斯纳对网约车与传统出租

车之间的行业竞争关系做出了说明与判断，由此也引发了一轮激烈的争论。

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
工作自主性∗

———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

吴清军　 李　 贞

提要：本文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对国内某移动出行平台上司机的劳动过
程及劳动供给进行了分析。 与传统劳动过程控制不同的是，平台对劳动控制
变得更加碎片化，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权是同时并
存的。 在此判断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平台控制劳动过程并使劳动者产生工作
认同的三种核心机制，即工作自主性机制、计薪与激励机制以及星级评分机
制。 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下，劳动者对平台与平台规则形成了主动认同与被动
接受的复杂主观感受与工作体验。 同时，本文通过对 １５４８４ 名样本司机的数
据分析，论证了司机对工作的认同可转化为超额劳动，但在转化过程中存在
着身份的差异。

关键词：分享经济　 劳动过程　 劳动供给　 工作自主性　 工作认同

一、引　 言

自美国优步公司（Ｕｂｅｒ）２０１０ 年推出网约车平台以来，分享经济的

用工模式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学界争论最激烈

的问题，除了如何确定分享经济与传统商业模式之间的行业竞争规则

之外，①就是互联网平台与劳动者（网约车司机）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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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判断二者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要参照多个标准，但在所有标准当中，
最为核心且最能反映二者关系的标准，则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是否

接受和服从平台的工作指令，并考虑这种接受和服从是长期的还是短

暂的 （ Ｃａｐｐｅｌｌｉ ＆ 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３；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Ｐａｒｍｅｔｅｒ， ２０１６；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１６）。①

网约车司机与互联网平台是否形成雇佣关系？ 这个问题目前仍处

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并且从各国不同的法院判例来看，判决标准和判决

结果也不尽相同。 虽然学术、政策及法律的争论仍在进行，但自美国优

步开始，各种分享经济平台却大量涌现出来，比如以爱彼迎（Ａｉｒｂｎｂ）为
代表的短租共享平台、以美团、点评为代表的餐饮配送平台、以亚马逊

土耳其机器人（Ａｍａｚ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ｕｒｋ）为代表的工作众包平台，等
等。 这些分享经济平台以弹性和灵活的工作方式吸引了大批劳动者，
参与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数量迅速增加（Ｋａｔｚ ＆ Ｋｒｕｅｇｅｒ，２０１６；Ｈａｒｒｉｓ ＆
Ｋｒｕｅｇｅｒ，２０１５；Ｈａｌｌ ＆ Ｋｒｕｅｇｅｒ，２０１６；Ｆａｒｒｅｌｌ ＆ Ｇｒｅｉｇ，２０１６），平台的用工

模式也已渗透到许多行业当中。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探讨分享经济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本文

暂不参与目前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争论当中，而是希望引入社会学的

劳动过程理论来进行理解和解释。 判定平台与劳动者关系的核心问题

在于劳动过程的控制，因此本文将结合劳动过程理论，分析三大问题：
第一，互联网平台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是如何进行监管和控制的？ 第

二，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监管产生了怎样的意识与态度？ 第三，
劳动者的主观意识与态度对劳动供给会形成怎样的影响？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以国内某移动出行平台（以下统称为 Ｗ
平台）为分析对象，从 Ｗ 平台的劳动过程入手，着重分析分享经济平台

的劳动过程与监管和控制机制。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因考虑到目前对

分享经济平台与劳动者的研究都处于探索阶段，所以本文将采用混合

研究的方法对司机的工作进行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 文章首先对 Ｗ
平台的工作规则、工作管理以及劳动者对工作认可进行案例分析，进而

利用 １５４８４ 个司机样本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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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可参考 Ｈａｒｒｉｓ ＆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１５； Ａｌｏｉｓｉ， ２０１６；Ｋｅｎｎｅｄｙ， ２０１６； Ｋｕｒｉｎ，
２０１７；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 Ｐｒｉｃｅ， ２０１６； Ｍ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７；常凯，２０１６；王天玉，２０１６；Ｋａｔｚ ＆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１６。



二、劳动过程控制：从工业生产时代到互联网时代

关于劳动过程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 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

做出了阐述。 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

的活动，也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马克思，２００４）。 资本家为实

现价值增值，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监督和指挥，在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中

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 所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

劳动组织的分析，揭示了劳动者对资本的隶属、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以

及工人反抗和斗争的观点。
在《资本论》出版后的一百多年中，劳动过程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

重视，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此主题上的研究并未获得较大的理论突破

（布雷弗曼，１９７９）。 一直到 １９７４ 年，布雷弗曼（Ｈａｒｒｙ Ｂｒａｖｅｍａｎ）出版

了《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 在这本著作中，他把研究焦点放在了劳动

的科学管理和劳动技能退化的主题上，自此之后劳动过程的研究得以

复兴。 在《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之后，学界围绕布雷弗曼的研究展开

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 争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布雷

弗曼的研究提出了批评（Ｅｌｇｅｒ，１９７９；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７７；Ｅｄｗａｒｄｓ， １９８１）。
在这些批判中，一些学者认为布雷弗曼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并未涉及工

人阶级的主观意识。① 此后，弗里德曼（Ａｎｄｒｅｗ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爱德华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ｄｗａｒｄｓ）和布若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ｒａｗｏｙ）等学者开始将劳动过程

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工人的主体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布若威的

《制造同意》。 在书中，他将劳动过程作为分析的中心，将工人主体的

意识与行动置于生产层面上进行研究，阐释了工人“同意”（ｃｏｎｓｅｎｔ）意
识的产生过程。 布若威的研究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的认识（参见游正林，２００６）。
但是，布雷弗曼、布若威等学者所探究的劳动与雇佣都发生在工业

化大生产时代，研究的劳动过程、劳动控制以及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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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布雷弗曼（１９７９： ２９）提到：“我不打算讨论现代工人阶级

的意识、组织或活动的水平。 这是一本关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作为一个

自为阶级的书。”



建立在资本—劳动的雇佣关系基础之上。 当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社

会经济的发展已催生出了新型的分享经济平台和劳动者群体，传统的

组织关系和雇佣关系都在发生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资本与劳

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认为同样不能忽略资本通过互联网技

术对劳动过程的管理与控制。
分享经济平台与传统雇佣组织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最根本一点在于，分享经济平台仅对劳动者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进

行监管和控制，而其他时间不加以管理和控制。 所以，劳动者在平台上

接单和工作，可以自由决定工作时间、地点、休息休假，甚至能够决定劳

动供给与薪资水平，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性。 那么如何来理解平台工

作的这种劳动控制和工作灵活性的关系呢？ 学者们根据优步的案例，
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性研究。

一种观点从二者的关系着手进行分析，认为劳动者在工作中获得

的工作自由是以损失劳动权益保护为前提的。 有学者认为，分享经济

平台使得劳动者参与集体行动以及改变环境的可能性被削弱，并且劳

动者不得不承担平台调整费率、 增加控制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Ｃｏｃｋａｙｎｅ，２０１６）。 这些风险常被认为是工人为获得灵活工作而进行

的必要权衡（ ｔｒａｄｅ ｏｆｆ）：比如无须固定的工作时间，按照意愿选择是否

工作等（Ｈａｒｒｉｓ ＆ Ｋｒｕｅｇｅｒ，２０１５）。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劳动者看似以

缺少保护为代价获得了时间安排上的自由和灵活，但竞争导致的工资

率下降迫使他们延长工作时间，于是劳动者只能再以牺牲这一自由和

灵活为代价来换取养家糊口的收入（Ｆｉｎｋｉｎ，２０１６；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２０１７）。
另一种观点则是从获得工作自由的结果进行分析的，认为劳动者

虽然获得了工作的自由，但结果可能会导致他们陷入资本更加严厉的

控制之中。 有学者认为劳动者在某平台上持续工作的时间是他们获得

收入和保持内部排名的主要方式，为了增加收入，他们不得不增加工作

时间。 劳动者在平台上的工作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灵活只是一种安

慰（Ａｌｏｉｓｉ，２０１６）。 最终，经过市场竞争，仅存的一两家平台得以幸存，
权力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平台所有者成为虚拟的垄断资本家

（Ｋｅｎｎｅｙ ＆ Ｚｙｓｍａｎ，２０１６）。 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更富，财产转换为权

力，劳动者的收入和财富则随着工人保护、劳动条件被损害而丧失，劳
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发生倾斜（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７）。 对于那些以平台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全职”劳动者来说，平台对他们的控制力度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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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 ＆ Ｓｔａｒｋ，２０１６），他们也更容易受到平台政策调整（诸如收入

降低、工作条件变得恶劣）的影响，成为承担风险和忍受艰苦工作条件

的劳动者（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２０１６）。 依赖网络而生的分享经济尽管听起来很

慷慨，但却是“贪婪的资本家将劳动者的拼命工作货币化的方式”
（Ｈｅｎｗｏｏｄ，２０１５），其繁荣发展形成了新一代的电子血汗工厂（Ａｙｔｅｓ，
２０１３），导致了 ２１ 世纪新一轮的剥削（Ｅｔｔｌ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６），且这种剥削更

具隐蔽性（曹晋、张楠华，２０１２）。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与传统雇佣组织相比，分享经济平台通过互

联网新技术和新的用工形式，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出现了新的变化。 平

台仅控制劳动者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而其他时间由劳动者实行自我

管理；与此同时，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拥有一

定的工作自主权。 所以，在分享经济的用工模式中，平台对劳动过程控

制和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权是同时并存的。 对于这种新用工模式以及

平台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的策略，下文结合案例进行详细分析。

三、Ｗ 平台劳动过程与控制机制

为探究分享经济平台的劳动控制，我们选取了 Ｗ 移动出行平台进

行深入探究。 Ｗ 平台自 ２０１４ 年进入网约车市场以来，业务已迅速扩

展至上海、广州、深圳、北京、成都、重庆、杭州等多个城市，吸引了大批

用户。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末，在该平台上的中国用户注册数为 ４８８８ ７
万。 本文选取 Ｗ 平台为个案进行研究，其用工模式和劳动控制策略能

够很好地反映当前分享经济用工模式的特征。

（一）“灵活”与“自由”的平台工作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我们分别访谈了 Ｗ 平台的管理人员

以及北京、成都、泉州与深圳等地的网约车司机。 我们结合访谈结果与

平台设定的程序，整理了司机在平台上的工作流程。 通过简单描述劳

动过程，我们可以比较平台工作与传统雇佣工作之间的差异。
与传统雇佣工作不同的是，司机在平台上工作不需要经过面试、入

职、签订合同、培训、工作任务分配、工作协作、业绩考核、薪资发放等复

杂的劳动过程，司机在平台上只需经历两个程序即可，即注册和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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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劳动过程：注册。 注册程序和流程可在线完成，注册后几个

工作日内即可得到平台认证的信息。 在注册中，司机需提供姓名、身份

证件、车辆型号、驾驶执照、保险、收款银行账号等信息。 上传完相关信

息之后，司机需要观看一段简短的视频，内容包括对公司的介绍、客户

端软件使用方法、接单流程、注意事项等，视频结束后还需再通过相关

测试。 经过平台审核和背景调查后，司机即可激活程序，成为网约车

司机。
第二个劳动过程：接单和完成工作任务。 司机开始工作后，每一订

单的工作流程如下：司机打开软件客户端，点击上线按钮→平台根据距

离、服务分等信息进行计算，给司机派单→司机有 １５ 秒时间点击屏幕

确认接单→司机打电话与乘客沟通具体上车地点→乘客上车后，司机

滑动开始行程按钮→到达目的地后，司机按下结束行程按钮→司机对

乘客进行评价，软件自动计算费用→订单结束，司机等待下一单。
如上所述，司机开始工作后，每一订单的完成实际上都类似于一条

虚拟的生产线。 手机客户端软件指导司机通过点击手机屏幕完成生产

线上的每个任务，即完成“接单→电话确认地点→载客→结束行程→
评分”的流水线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在潜意识中并不完全将其

认同是一种“工作”，“挺有意思的”、“跟着 ＡＰＰ 的流程走就行”成为司

机群体的普遍感受。 “轻触屏幕与踩油门”的结合就完成了工作任务，
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同时，司机的工作时间看起来非常灵活，例如司机可以按照自己的

时间表选择在线时间、在线时长，也可以选择是否下线。 更为重要的

是，与传统雇佣工作不同的是，生产资料即网约车是由司机自己提供

的。 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司机有一种“为自己工作”的感觉。 Ｗ 平

台对工作的宣传语更加深了司机对工作“灵活性”的认识，即“做自己

的老板，您自由决定什么时候上班，工作多久”。
因此，一方面 Ｗ 平台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具备了天然的碎片化特

点，空闲时间即可完成每单交易，计算机算法和软件的应用大大提高了

供需匹配的效率，虚拟的流水线式工作过程使司机感受到并未被管控；
另一方面 Ｗ 平台将自由、灵活、可随意支配闲暇时间作为吸引司机加

入平台的宣传，使司机产生了自由工作的感觉。 相比雇佣条件下的工

作，Ｗ 平台上的司机在工作时间上感受到了更多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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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酬机制与激励机制

Ｗ 平台通过后台的大数据运算，设计了区别于出租车行业的计费

方式和奖励政策。 在计费与奖励政策制定中，平台拥有单方面的定价

权，且能实现价格随着天气和路况变化进行实时调整。 所以，在整个计

费和奖励政策设计与实施中，Ｗ 平台充当着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为了给乘客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平台根据车辆类型制定了不同的

计费方式。 例如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平台根据市场竞

争状况，将最低级别的专车里程费由 １ ５ 元 ／公里提升至 １ ８ 元 ／公里，
时长费由 ０ ２５ 元 ／分钟提升至 ０ ３５ 元 ／分钟，长途费与夜间费维持不

变。 调整后各级别费用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Ｗ 平台乘车服务计费方式

基本费用标准

车辆级别 一类车 二类车 三类车

起步价（元） ０ ００ １５ ０ １８ ００

最低费用（元） １０ ２０ ３０

里程费（元 ／ 公里） １ ８ ２ ３ ３ ８５

时长费（元 ／ 分钟） ０ ３５ ０ ４ ０ ７

长途费
超过 １２ 公里，每公
里多收 ０ ８ 元

超过 １５ 公里，每公
里多收 １ ２ 元

超过 １５ 公里，每公里
多收 １ ９ 元

夜间费（２３ ∶ ００ － ５ ∶ ００） ２ ２ 元 ／ 公里 ３ 元 ／ 公里 ５ ７５ 元 ／ 公里

　 　 资料来源：具体费用标准来源于 Ｗ 平台公司内部网站。

根据上述计算方式，司机将获得每单的基本收入。 除此以外，平台

还推出了样式繁多的奖励措施。 这些奖励措施因城市不同而有所差

异，并且每周都有新的变化。 以北京地区某时段的奖励规则为例，①奖

励项目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普通翻倍奖：除高峰时段外所有行程均将得到基础车费（含溢

价）的 ５０％作为奖励，最多每单可奖励 ７０ 元。
（２）高峰小时保底奖：这项奖励的前提是在规定的高峰时间段内，

司机每小时至少上线 ４５ 分钟，并完成至少一项订单业务。 如果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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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内基础车费和奖励费未达到保底金额，平台将按照保底费用标准

进行补贴。
（３）优秀司机额外翻倍奖：司机当周成单率 ６０％ 以上，当周完成

８０ 单以上，且当周评分 ４ ８ 分以上，平台额外奖励当周基础车费的

８０％ ，上限为 ２０００ 元。
（４）金牌服务奖：司机当周评分在 ４ ８ 分以上，成单率 ６０％ 以上，

且当周完成订单数最多的前 １００ 名司机，可再获得 ４００ 元金牌服务奖。
（５）新司机首周奖：司机激活账号后 ７ 天内完成 ５ 单、１０ 单、１５

单，分别奖励 ２００ 元、５００ 元和 ８００ 元。
司机在平台上的收入所得，本质上是司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

化形式。 对于 Ｗ 平台上司机获得收入的计算方式，平台采用了类似于

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薪酬体系。 这一收入计算体系对司机产

生了极强的激励效果，并且不同时间、时段及地区奖励规则的多重变

化，也将司机纳入到了一种“有趣”的游戏当中。

（三）隐形的“雇主”和管理：处于核心的评分机制

每一订单完成之后，平台会鼓励乘客根据乘车体验进行星级评价，
星级从 １ 星至 ５ 星不等。 为了增加双方信息的透明度，使双方所提供

的信息更具对称性，平台提供了双向评分，即司机和乘客都可以给对方

进行相应的评价。 这种双向评分机制看似公平，实质上是一种对司机

不公平的规则设计，即乘客获得的评分对其出行利益并不会带来太大

的影响，但乘客对司机的评分则与司机的收益直接关联。 平台通过评

分机制对司机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管控。
第一，司机完成工作的方式与工作环境受到评分机制的管控。 平

台推出的所有奖励都涉及司机评分和成单率，而司机的成单率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司机评分的影响（较低的星级更容易导致乘客取消订单），
因此评分高低直接决定司机是否可获得奖励，进而影响司机的实际收

入。 为了获得奖励，司机表现出对高分星级的强烈偏好，从而直接影响

司机在劳动过程中的一系列表现，例如为乘客提供餐巾纸、饮用水、充
电器，以热情、友好、积极的态度进行交谈和服务等等。 除此以外，决定

司机工作环境的权利也被部分转交到了乘客手中，比如播放何种音乐，
是否打开空调等。

第二，司机的工作时间受评分机制影响。 乘客所能看到司机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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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是他们最近 ５００ 单行程的平均星级。 当司机的星级较低时，他们往

往会通过增加接单量来获得提高评分的可能性。 当乘客给司机一颗星

的评价时，司机则至少需要完成五个五星级的订单才能抵消影响。 另

外，司机是否能够达到领取奖励的标准，也取决于最近一周的星级评分

和成单率，这样的机制使得司机每周都处于被评价的状态之中。 通过

这种评分机制，平台每周都会给予司机激励，进而督促司机努力工作。
第三，平台使用评分机制对司机进行惩戒。 当司机所获得评分低

于某一分数时，司机将无法获得相应的奖励补贴；如果分数继续降低，
则司机的账号会被停用。 爱德华·陈（Ｅｄｗａｒｄ Ｃｈｅｎ）认为这一机制是

平台对劳动者实施控制的有力方式（Ｃｈｅｎ， ２０１５）。 也有一些学者认

为，平台使用评分机制对司机工作进行控制，这种行为实质上是在行使

雇主的解雇权（Ａｌｏｉｓｉ，２０１６）。
第四，评分机制暗含监督管理权与冲突的转移。 从表面上看，司

机的星级是由乘客根据乘车体验所打出的评价分数，实际上这样的评

分机制是平台通过软件将监督和管理权转移给乘客的一种表现。 这

种监督和管理权的转移使得司机不会感觉到自己被平台直接监督和

管理；并且因为乘客作为消费者天然地具备对服务的敏感，这样的监

督伴随着司机的劳动过程无处不在，且成本极低。 除此以外，无论是

因为司机自身路况不熟的主观原因，还是因为定位不准确的客观原

因，或是乘客心情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差评，且后果都由司机来承

担。 一旦出现乘客的差评，司机首先会抱怨乘客“太过挑剔”、“恶意

差评”，大大降低了司机质疑评分机制与平台控制的可能性。 平台以

超低的成本换取了对司机工作全程的监督，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监

管与司机之间的冲突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消费者和司机的身上。
第五，评分的排他性和不可转移性使司机更加依赖平台。 司机在

平台中所获得的评分在某一特定平台上有效，但无法转移至其他移动

出行平台。 一旦司机转移到另外一个平台上接单，则意味着其“职业

生涯”的终结（Ｐｒａｓｓｌ ＆ Ｒｉｓａｋ，２０１６）。 平台评分与收入类似，都是作为

司机在平台上工作“资产”的一部分，司机轻易不会放弃已积累起来的

分数。 尤其对那些在平台中已投入大量精力且已获得较高评分的司机

来说，评分的不可转移性对其选择的自主性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除评分机制外，平台还通过其他方式对司机的劳动过程施加监管，

比如在其注册过程中要求司机不能同时在不同平台上接单，如被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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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平台有权终止与司机的合作等等。 但是，评分机制始终处于平台控

制劳动过程的核心，一方面评分机制将监督司机劳动过程的权力转移

给乘客，平台成为背后“看不见的雇主”，形成了对工作的隐蔽性控制；
另一方面评分与司机的收入和声誉密切相关，对司机完成工作的方法、
方式和态度产生了实际的控制。

以上我们描述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过程，通过描述可以看出，司机

在互联网平台上工作，既享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权，同时在工作过程中也

要受到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尽管司机享有一定工作自由，但是平

台仍然拥有控制权，司机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接受平台的工作指令，接受

平台对司机的劳动过程与劳动结果的监管和控制。 平台控制和劳动者

工作自主权同时并存于劳动过程中，这一特点与传统雇佣模式下的劳

动过程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四、工作自主性与劳动者认同

布若威把工人的主体性带入了劳动过程的分析，他认为劳动过程

的研究应该去考察工人的体验，也就是工人对于剥削的“同意”。 通过

对资本主义工厂“赶工游戏”的研究，他认为“赶工游戏”作为一种意识

形态机制塑造了工人对“剥削”的同意，从而使资本在取得剩余价值的

同时掩盖剩余价值的重要作用（闻翔、周潇，２００７）。 在布若威的分析

中，尽管工人能够在“赶工游戏”中产生主观上的“同意”，但资本仍牢

牢控制着整个劳动过程，这种控制与布雷弗曼所称的“概念”与“执行”
相分离的控制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在分享经济用工模式下，资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方式发生了

巨大变化，互联网平台通过计算机技术，把整个生产和服务任务细化成

一个个可以由劳动者独立完成的工作任务。 正如上文分析的 Ｗ 平台

劳动过程一样，平台将整个运载的任务变成了一单单可以由司机独立

完成的任务，平台仅控制司机的在线劳动过程，而其他时间并不加以控

制。 在 Ｗ 平台这种分享经济模式下，控制变得碎片化了，并且劳动者

只要不接单，平台对其没有任何控制。 所以，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并非

是劳动者的主观感知，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和平台的控制是同时存在

的。 那么在这种碎片化的劳动过程控制中，劳动者会产生怎样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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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和感受呢？

（一）“同意”的主动认可

Ｗ 平台通过宣传工作的自由与灵活，并提供具有激励作用的计费

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司机工作的积极性，使之对平台规则产生了认可。
所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司机对工作的认知与感受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粟瑜、王全兴，２０１６）。 我们在与司机的访谈中发现，
司机感知到的并非仅仅是平台的监管与控制，同时也感受到工作的自

由与灵活。 故此，在平台监管与工作自由相互融合的劳动过程中，司机

对工作产生了类似布若威所说的“同意”。 这种“同意”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
第一，对工作自主性和灵活性产生了认同。 平台通过制定诱人的

激励政策，将每项工作任务都嵌入到“游戏”之中，让司机在完成“生
产”的同时还感觉不到无聊和单调，反而会觉得工作有趣并受到激励，
从而使他们更加配合平台的规则，制造满足奖励条件甚至是超过该条

件的“产量”。
同时，司机进入平台的原因存在很明显的差异：有些司机专职开网

约车，其动力来自于这份工作带给他们经济收入；部分司机则是为了社

交、消磨时间顺便“载客分担一下油钱”；也有司机纯粹出于兴趣，赶一

趟分享经济的潮流。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平台工作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司机的需求。 平台工作之所以能够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就在于

平台工作是以“订单”的方式分配任务。 司机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和

任何地点加入平台工作，其工作最大的特性就是工作安排的灵活性。
在从事这些灵活工作的劳动过程中，虽然司机的工作也会产生生理和

心理上的劳累或不适，但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平台工作为他们带来了

“相对满意”。 比如一些没有其他技能的司机，除开车之外并没有更好

的就业方式，比起失业或不断找工作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平台工作使

他们暂时获得缓解；有些原本开“黑车”的司机也加入到网约车司机当

中，促使他们加入平台工作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开网约车“不
用东躲西藏了”；另外，有些司机拥有比较充裕的闲暇时间，与其赋闲

没有收入，不如利用随时可进退的平台赚取额外收入。 不管司机们加

入平台工作的动机是否存在差异，这种“相对满意”的感受都使他们对

平台规则产生了主动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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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互联网规则的透明性产生了认同。 互联网平台作为乘客

和司机的交易平台，无论是交易规则的透明性，还是计酬体系的透明

性，都是吸引司机加入平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透明的规则降低了

交易成本，提升了交易双方的信任度。 对于司机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还

是计酬体系的透明性和公开性。 无论是基础费率还是奖励补贴，平台

都将其公开化和透明化。 虽然部分司机存在着“闹不清这个钱怎么算

出来的”的怨言，但是公开透明的计酬规则让司机们首先产生了“多劳

多得”的公平感。 另外，为了刺激乘客的乘车需求并吸引司机上线接

单，平台初期的补贴力度非常大，很多司机都感受到了收入的大幅增

长；并且平台结算收入的周期以周为单位，司机能够在客户端软件中快

速而直观地看到自己收入的变化。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使得司机

更加主动与快速地对平台规则产生了认可，也即布若威所说的“无法

在既参与游戏的同时又质疑其规则” （布若威，２００８：８２），这为促使劳

动者产生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对平台激励机制产生了认同。 司机被纳入平台所设计的工

作游戏中，不知不觉就完成了劳动定额。 如果说平台基本里程费和时

长费的设置与传统出租车计费模式类似的话，那么平台各项奖励规则

的实施则使司机在线时间和接单数量获得了极大提升。 为获得各项奖

励，司机会自发延长在线工作时长，并尽可能完成更多接单量。 如果说

传统出租车司机每天首先想到的是“先赚回今天的份子钱”，平台司机

想到更多的则是“完成今天的接单量”。 并且，与传统激励不同的是，
平台的奖励规则可随时变化。 在平台奖励种类繁多且力度很大的时

候，司机偏好短途拉客，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把单拉够，先把补贴赚到

手”。 为完成更多的任务目标促使司机在不知不觉中付出了更多的劳

动，而不断变化的规则又增添了游戏的趣味性，司机的工作被纳入到了

平台指定的规则之中。
按照布若威所言，尽管在工业化大生产下资本实际控制了整个劳

动过程，但资本主义“赶工游戏”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工人对剥削的“同
意”（布若威，２００８）。 但是在分享经济的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控

制已变得碎片化了，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劳动者工作的自主性是

同时并存的。 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网约车司机对互联网平台和

工作规则的认同，这种认同的主观体验比布若威所描述的“同意”更加

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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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意”的被动接受

布若威认为资本通过资本主义工厂意识形态塑造了工人的“同
意”，但在这里他并没有分析这种“同意”的体验到底是工人主动产生

的，还是迫于资本强大的力量而被动形成的。 在分享经济劳动过程中，
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和平台的控制是同时并存的，在此，我们发现的

是：劳动者对互联网平台和工作规则既存在主动的认同，同时劳动者这

种认同的主观体验，也源于劳动者面对劳资力量不均衡所产生的被动

接受。
并不是所有的司机都会对平台工作产生满意的感受，随着市场需

求的饱和以及平台奖励的减少，有些司机逐渐产生了不满。 有的司机

开始对平台制定的规则产生质疑，一些司机表示：“２０％ 的平台管理费

太高，算算现在的收入，这个比例甚至比出租车司机缴纳的份子钱还

多”。 也有的司机感受到了工作时间的延长，他们认为：“（工作）绑得

慌，一大早上了车就下不来，一直在开。 现在高峰期出租车也开始活动

了，不开车赚不到钱啊”。 还有司机深深感受到了评分机制带来的影

响，认为“以前我的分没这么高，有的乘客没什么原因就给一星，我这

也是一单单把分给拉高的，没什么办法”。 虽然司机开始感受到了这

样的压力，但他们对规则还是处于接受的状态，认为“这个平台就是给

乘客和我们提供一个信息的；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希望奖励

再多一些”。
司机对工作的不满确实存在，但大多数司机应对不满的方式只是

在质疑过后继续埋头工作，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提高服务质量、向乘客

索要好评的方式来继续工作。 如布若威（２００８：１０２）所言：“存在的不

满，并未指向反抗资本主义而是指向其再生产”。 所以我们分析认为，
网约车司机主动认可平台规则与被动接受相并存，究其原因，主要表现

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劳动仍依附于互联网平台。 按照平台公司的宣传，司机是拥

有自己资产（网约车）的独立合伙人，他们实行的是自我管理，不受平

台的任何束缚。 但是，通过对司机劳动过程的研究发现，司机和劳动仍

然依附于平台。 消费者通过手机软件获取服务，订单在几十秒乃至几

秒钟内被接受，而司机则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和约定的地点接到乘

客———这样的模式逐渐让消费者以技术和设备的精准来要求司机，而
司机则成为平台和软件在现实中的延伸。 同时，司机需要的驾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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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不高，可替代性极强，他们面临着更大的竞争。 因此，在某种程

度上，司机被平台和消费者看作是与出租车司机同质的廉价劳动力，劳
动逐步被商品化。 虽然司机自己提供生产资料，但其劳动却附属于

平台。
其次，劳动者更加原子化。 通过引入个体竞争和冲突转移，平台中

的司机被逐步分散为原子化的个人。 尤其对于兼职司机来说，他们与

其他的“同行”并没有太多的关联。 在平台上专职开车的司机则因为

背景和境遇较为相似，有共同的微信群，但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很难为了

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 随着平台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只会剩下

一两家影响力较大的平台，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力量愈发不均衡。 面

对平台制定的规则，他们更加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平台的规则。
综上所述，Ｗ 平台通过其对“灵活、自主”工作的宣传，吸引了大批

传统劳动力市场中的自由职业者和闲暇时间较充裕的劳动者。 当劳动

者进入 Ｗ 平台成为司机后，平台通过颇具吸引力和趣味性的计酬机制

和实时评分机制，实现了对劳动者工作过程的实质性控制。 这种控制

渗透入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及工作时间等多个方面，使劳动者

自主或被动地对平台规则产生认可，最终形成了与平台合作的结果。

（三）分享经济下的工作认同

为了更好地探讨分享经济下的工作认同，这部分对上述分析的内

容做个简单总结。 关于分享经济下劳动者主观意识的研究，目前已有

一些学者从劳动过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根据他们的分析，可以把目

前学者的观点总结为两类：第一类延续了布若威的观点，认为平台工作

通过虚拟的网络和手机软件应用来实现，表面上看劳动者受到 ＩＴ 算法

及软件的指挥，使之产生“没有上司”的感觉（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２０１５），但与其

说平台扮演了数据库的角色，不如说平台就是雇主（Ａｌｏｉｓｉ，２０１６），控制

变得难以察觉。 另外有学者认为，“分享经济”一词并非偶然出现，它
的使用其实是一种商业策略（Ｃｏｃｋａｙｎｅ，２０１６），虽然平台将其运营模式

称为共享，但软件只是使资本的运作得以发生在产生合意 ／同意

（ｃｏｎｓｅｎｔｉｎｇ）的双方之间，实质的共享并未发生（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１５）。 在分

享经济中，“共享”、“任务”、“帮忙”、“服务”等词语的使用替代了“工
作”、“劳动者”、“劳工”，劳动者成为隐藏在背后“看不见的工作者”，
逐渐被认为是 ＩＴ 设备、虚拟平台和手机软件的延伸 （ Ｄｅ Ｖａｌｅｒ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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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第二类是从劳动者工作选择意愿进行研究。 有些学者认为，平台

工作满足了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的心理需求，产生了“满意”的感觉，
从而使部分劳动者产生自我控制（Ｗｈｅａｔｌｅｙ，２０１７）。 除收入等经济性

因素以外，促使劳动者进入平台工作的原因还包括众多心理因素。 一

方面，劳动者可能为摆脱某种负面心理情绪而不得不努力工作。 平台

吸引了一批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选择的劳动者，为了避免失业带来的

空虚、耻辱和自我贬低，并在平台工作中使用过往培训所获得的技能

（Ｍｕｒｇｉａ，２０１３），他们甘愿从事平台上缺乏保护的工作，进而实现自我

管理（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蒋大兴、王首杰，２０１７）；另一方面，一些进入平台

工作的劳动者则是因为平台能提供正面的心理激励（Ｅｔｔｌ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６）。
从上文分析的案例来看，我们觉得以上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片

面性。 第一种观点过于强调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且过于强调互

联网技术所导致的“剥削”的隐秘性。 这种观点延续了布若威关于工

业化大生产时代劳动过程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关注劳动过程控制出

现碎片化的特点。 第二种观点片面强调劳动者个体选择的主观性，仅
从劳动者主动接受平台规则的角度来阐述劳动者的主观意识，而没有

去分析劳动过程中平台控制的事实。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认为在分享

经济下，劳动控制已出现了碎片化的新特点，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是

同时并存的。 这也意味着劳动者对互联网平台和工作规则的主观认

识，既存在着主动的接受，同时也存在着在劳动过程中对剥削产生的被

动“同意”。

五、数据分析与结果

按照布若威的观点，劳动者在资本控制劳动过程中能够产生主观

意识上的“同意”，从而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那么，在平台碎片化的

控制、司机拥有一定工作自主权的劳动过程中，司机的主观意识是否会

影响他们的劳动供给？ 由于目前学界对分享经济与劳动的研究仍处于

初步探索阶段，所以本文希望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定量的研

究方法来验证这一观点。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调查数据。 通过 Ｗ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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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协作，我们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采用手机客户端推送的方式向司机发放

了问卷。 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本次研究采用配额抽样的方式，共回收

有效问卷 １５４８４ 份。 样本城市涉及北京、成都、杭州、深圳、合肥、重庆、
长沙、上海与广州等九大主要城市。 问卷内容涉及司机的基本人口统

计学特征、工作内容和对工作评价等方面。 第二部分是根据问卷被调

查样本司机在平台中的编号，直接从平台上抽取该样本的部分后台

数据。

（一）研究假设

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家有两种途径来赚取更多的剩

余价值，一是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或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即产

生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技术进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

余劳动时间，即产生相对剩余价值。 在分享经济平台中，资本通过技术

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市场摩擦，使消费者和司机之间的匹配速度和效率

都获得了较大提升。 所以，按照马克思界定的两种不同剩余价值，本文

认为资本通过技术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 对于相对剩余价值，
我们很难使用目前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测量和计算，所以在这里我们并

没有考察资本通过技术所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 本文主要探讨绝对剩

余价值，即通过司机的工作时间，我们以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来衡量司

机被控制的程度。 因此本文选取了司机的工作时间作为数据分析的因

变量。
以案例研究的劳动过程为依托，我们发现司机被平台的计薪方式、

评分机制以及“自由灵活”的工作方式所影响，在被平台监管的同时也

产生了对平台规则的认可。 因此，本文的自变量为平台对司机在三个

维度上的影响，具体测量三个方面：（１）是否认为平台的激励机制更

优；（２）是否认为评分机制能让自己更好地服务乘客；（３）是否认为平

台的工作更具灵活性。 同时，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影响司

机在平台上工作时间的最主要因素是他们的身份，即专职还是兼职。
专职司机和兼职司机在工作时间、工作态度、工作动因与工作评价等方

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本文将这两类群体区别开来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探讨，本文提出以下两组研究假设：

Ｈ１ａ：认可平台激励机制的专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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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
Ｈ１ｂ：认可平台评分机制的专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更长；
Ｈ１ｃ：认可平台工作灵活性的专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更长。
Ｈ２ａ：认可平台激励机制的兼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更长；
Ｈ２ｂ：认可平台评分机制的兼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更长；
Ｈ２ｃ：认可平台工作灵活性的兼职司机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间

更长。

（二）变量处理与操作化

１． 自变量

本文选取了三个自变量，分别为：
司机感知到的平台激励情况：将“您是否认为平台激励机制优”转

化为虚拟变量，回答“是”则取 １，“否”则取 ０。
司机感知到的评分机制，将“评分机制是否让您为乘客服务更规

范”转化为虚拟变量，“是”则取 １，“否”则取 ０。
司机感知到的工作灵活度，将“您是否认为平台工作更灵活”转化

为虚拟变量，“是”则取 １，“否”则取 ０。
２． 因变量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工作时长。 工作时长选取的数据为：通过从

平台抽取的调查期前十周工作时长，计算每个样本的周均工作时长作

为因变量。
３．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及与工作有关的职业变

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出生年份、性别、最高学历、婚姻状况、户籍

情况、子女个数、所在城市。 职业变量包括：开网约车的时间。
将“出生年份”用问卷调查时间 ２０１６ 减去填答年份，得到司机年

龄的连续变量。
将“性别”转化为虚拟变量，男性取 １，女性则取 ０。
将“最高学历”转化为“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初中及以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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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９，“高中或中专”取值 １２，“本科和大专”取值 １６，“硕士及以上”取
值 １９。

将“婚姻状况”按照“是否已婚”转化为虚拟变量，回答“是”则取

１，“否”则取 ０。
将“户籍情况”按照“是否本地户籍”转化为虚拟变量，回答“是”

则取 １，“否”则取 ０。
将“子女个数”按照“０、１、２、３”转化为连续变量。
将“城市”按照“是否为一线城市”转化为虚拟变量，回答“是”则

取 １，“否”则取 ０。
用问卷填答时间与第一单接单时间之间的差值，作为司机进入平

台工作时间的连续变量。

（三）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１．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对样本司机的总体特征作如下总结：第
一，司机的平均年龄为 ３５ ９ 岁，其中“２５ － ４４ 岁”的司机占总体的

８０ ０％ 。 第二，男性司机占比远超过女性，占到总体的 ９５ ２％ 。 第三，
近一半（４８ １％ ）司机的学历为高中或中专水平，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者占比 １２ ３％ 。 第四，８４ ７％ 的受访者处于已婚状态，平均子女个数

为 １ ３ 个。 第五，６５ ０％的司机没有当地户籍，“外来人口”占据平台

司机的大多数。 ５３ ２％的受访司机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

市，４６ ８％来自其他非一线城市。
根据对问卷中“开专车是您唯一的工作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可

以将 Ｗ 平台上的司机分为专职司机与兼职司机。 在 １５４８４ 个样本中，
专职司机占比为 ４２ ２４％ ，兼职司机占比为 ５７ ７６％ 。 对比来看，兼职

司机受教育程度较高，持有本地户籍比例也较高。 二者在人口统计学

方面特征如下：第一，在年龄方面，专职司机平均年龄为 ３５ ８ 岁，兼职

司机为 ３６ １ 岁，二者在年龄结构和平均年龄方面差异不大。 第二，在
受教育程度方面，兼职司机中受过高等教育（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的

比例约为 １７ ６％，远高于专职司机的 ５ ２％。 第三，兼职司机中持有本地

户籍者比例为 ５１％，远高于专职司机的 ３６％。 第四，在家庭情况方面，兼
职司机群体中已婚比例为 ８５ ５％，高于专职司机近 ２ 个百分点。 其中专

职司机有更多的子女，平均为 １ ３７ 个，略高于兼职司机的 １ ２４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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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Ｗ 平台专职与兼职司机人口统计学结果

变量 类别 专职司机（％ ） 兼职司机（％ ）

年龄（岁）

２４ 及以下 ５ ０ ３ ８

２５ － ３４ ４４ ９ ４２ ５

３５ － ４４ ３３ ３ ３９

４５ － ５４ １４ ９ １３

５５ － ６４ １ ９ １ ６

６５ 及以上 ０ ０

性别
男性 ９７ ５ ９７ ４

女性 ２ ５ ２ ６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２４ ２ １１ ８

高中或中专 ５５ １ ４３

大专 １５ ５ ２７ ７

本科 ４ ９ １６ ３

硕士及以上  ３ １ ３

婚姻状况 已婚 ８３ ６ ８５ ５

子女数

０ ６ １ ７ ８

１ ５５ ５ ６３ ３

２ ３３ ６ ２６

３ 个及以上 ４ ９ ２ ９

城市类别
一线城市 ５９ ０ ４８ ９

非一线城市 ４１ ５１ １

户籍状况
本地户口 ３５ ９ ５１ ３

非本地户口 ６４ １ ４８ ７

２． 自变量与因变量统计描述

表 ３ 对测量司机主观认可的三个自变量进行了统计描述。 由表 ３
可以看出，专职司机中认可平台规则的比例比兼职司机高。 具体而言，
分别有 ４５ ３％和 ４２ ３％的专职司机和兼职司机对平台的激励机制产

生认可；５６ ９％和 ５２ ０％的专职司机和兼职司机对平台的评分机制产

生认可，并对评分做出反应；５０ ３％ 和 ４０ ０％ 的专职和兼职司机对平

台工作的灵活性产生认可。 下面的回归分析将以下三个自变量纳入，
分别探究专职司机和兼职司机对平台规则的认可是否有效产生了超额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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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主观认可描述统计

百分比（％ ）
平台激励机制优

评分机制让自己为
乘客服务更规范

平台工作更为灵活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专职司机 ４５ ３ ５４ ７ ５６ ９ ４３ １ ５０ ３ ４９ ７

兼职司机 ４２ ３ ５７ ７ ５２ ０ ４８ ０ ４０ ０ ６０ ０

根据司机的工作时间所进行的统计，司机在平台上的工作时间平

均每周为 ２７ ２ 小时。 其中，专职司机平均每周工作 ３７ ２ 小时，兼职司

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为 ２０ １ 小时，专职司机每周工作时间约为兼职司

机的 １ ８５ 倍。

（四）回归分析

本文以司机在平台上的工作时间为因变量，以司机对平台规则产

生的三方面认可为自变量，并控制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分别对两类群

体将认可转化为劳动供给进行检验。① 据此，建立以下模型：

Ｙ ＝ α０ ＋ α１Ｍｏｔｉｖｅ ＋ α２Ｓｔａｒ ＋ α３Ｆｌｅｘ ＋ αｎＸｎ ＋ ε

其中，Ｙ 代表最近十周劳动者的每周平均工作小时数。 Ｍｏｔｉｖｅ 为

虚拟变量：“是否认为平台的激励机制优”，Ｓｔａｒ 为虚拟变量：“评分机

制是否让您为乘客服务更规范”，Ｆｌｅｘ 为虚拟变量：“是否认为平台工

作灵活”。 Ｘｎ 是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入行时间、年龄、性别、受教育年

限、婚姻状况、户籍情况、子女个数、城市。 ε 代表误差项。
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 对上述模型进行逐步回归，以筛选并剔除引起多重

共线性的变量，并保证最后得到的结果最优。
１． 回归结果：专职司机群体

使用上述模型对专职司机群体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在控制其他变

量的基础上，回归结果（详见表 ４）显示：
第一，认可平台激励机制的专职司机表现出更多的劳动时间供给，

相较不认可平台激励机制的专职司机而言，认可激励机制的司机平均

每周多工作 ２ ７ 小时；认为评分机制改变自己的工作行为的专职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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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兼职司机和专职司机在工作态度与认识、工作的动因与工作的评价等方面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所以本文将这两类群体区别开来，并且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



表现出更多的劳动时间供给，相较不认为评分机制改变自己工作行为

的专职司机，认可者平均每周多工作 １ ３ 小时。 虽然有一半的专职司

机认为平台工作具有灵活性，但是否对平台工作的灵活性产生认可，因
为显著性不足被剔除出回归方程。

第二，在其他控制变量中，男性、一线城市、非本地户籍的专职司机

的周工作时间相较女性、非一线城市、本地户籍的专职司机平均多 ４ ８
小时、１ ７ 小时和 １０ ７ 小时。 入行时间、年龄、教育年限、子女个数变

量对工作时间也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
第三，经检验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表 ４ 　 　 回归结果：专职司机群体 Ｎ ＝５３３５
变　 量 回归系数

激励机制优（参照组：是） ２ ６６６∗∗∗

（ ５８２）

评分使自己服务更规范（参照组：是） １ ３１３∗∗

（ ５８８）

入行时间
 ０１０８∗∗∗

（ ００２３６）

年龄
 ２７８∗∗∗

（ ０３８９）

性别（参照组：男） ４ ８３８∗∗

（１ ９１３）

教育年限
－  ５８６∗∗∗

（ １２７）

户籍（参照组：本地） － １０ ７１∗∗∗　
（ ６６５）

子女数
 ３４１∗∗

（ １４６）

城市（参照组：一线城市） １ ６７８∗∗∗

（ ６０９）

常数
２９ ２７∗∗∗

（２ ８５４）

Ｒ２  ０８７

　 　 注：（１）∗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２）根据回归结果，此处只呈现了显著的自
变量与回归系数。 表 ５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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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回归结果：兼职司机群体

使用上述模型对专职司机群体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在控制其他变

量的基础上，回归结果显示：
第一，认为平台工作灵活的兼职司机的工作时间更多，相较于不认

为平台工作灵活的司机，认可的司机周均工作时间多 １ 小时。 是否认

为平台激励机制优或是否认为评分机制使自己的服务更规范，对兼职

司机群体的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在其他控制变量中，非本地户籍和一线城市的兼职司机，比

本地户籍和非一线城市的兼职司机周均工作时间多 ４ ５ 小时和 ２ ５ 小

时。 教育年限和年龄也对兼职司机工作时间有显著影响，但程度较低。
其他控制变量因显著性不足被剔除。

第三，经检验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表 ５ 　 　 回归结果：兼职司机群体 Ｎ ＝７１２１
变　 量 回归系数

工作灵活（参照组：是）  ９７８∗∗

（ ３９３）

教育年限
－  ６０５∗∗∗

（ ０７９６）

户籍（参照组：本地） － ４ ４６１∗∗∗

（ ４２７）

入行时间
 ００８７５∗∗∗

　 （ ００１５８）

年龄
 ２７８∗∗∗

（ ０２６）

城市（参照组：一线城市） ２ ５２９∗∗∗

（ ４０２）

常数
１８ ４３∗∗∗

（１ ４６４）

Ｒ２  ０６５

　 　 注：∗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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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结

通过逐步回归，可以对以上两组假设进行验证。 第一组假设中，假
设 Ｈ１ａ 与假设 Ｈ１ｂ 成立，假设 Ｈ１ｃ 不成立。 第二组假设中，假设 Ｈ１ａ
与假设 Ｈ２ｂ 不成立，假设 Ｈ２ｃ 成立。 对回归结果的解释是：认可激励

机制或评分机制的专职司机会付出更多的劳动；虽然近一半的专职司

机认为平台工作更灵活，但与否定平台工作灵活的专职司机相比较，在
劳动时间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对兼职司机的分析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

结果，对平台工作灵活性的认可会产生更多的劳动，但是否认可激励机

制和评分机制对兼职司机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换言之，在平台使

司机产生认可、满意进而催生合作的机制中，激励机制和评分机制能够

刺激专职司机延长劳动时间，而对平台工作灵活性的认可是刺激兼职

司机延长劳动时间的因素。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混合研究的方式，通过深入探究 Ｗ 移动出行平台中劳动者

的劳动过程，着重分析了工作中的控制、劳动者的主体性与劳动供给。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不同。

第一，本文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在当代的应用与扩

展。 在马克思之后，布雷弗曼、爱德华兹、弗里德曼、布若威等学者对劳

动过程理论的扩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时代发展至今，在新的商业模式

和就业形式下，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依旧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劳动过

程的研究焦点转向了灵活的就业形式，并着重分析了劳动者的主体性，
这些都是劳动过程理论在当代的应用与扩展。

第二，本文丰富了学界对分享经济的研究。 分享经济方兴未艾，目
前学界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研究偏重于分享经济的定义、类
型等探索性研究，缺乏全面的描述性研究和深入的解释性研究。 本文

则着重分析了分享经济下工作的新特点，指出了劳动过程控制和劳动

者的主观意识与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差异。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对分享经济中的

劳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同时也对案例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数据验

证，从而在研究方式上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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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混合研究发现，分享经济以互联网平台和技术为依托，工作任

务变得更加碎片化，劳动控制也变得碎片化。 所以在分享经济用工模

式下，碎片化的控制与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是同时并存的。 这种新的

用工模式也导致劳动者对平台和平台规则的主观认识与体验变得更加

复杂，主动认可和被动接受下形成的主观认识远比布若威描述的“同
意”更加复杂。

尽管劳动者享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权，但是当劳动者在平台上工作

时，平台对在线工作过程的控制变得更强，也更具隐蔽性。 通过颇具激

励性的薪酬体系和任务设计，劳动者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游戏之中，完
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 同时平台通过星级评分机制，借助消费者的监

督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环境产生了实质性控制，并能

够施行类似雇主的惩戒措施。 通过以上激励机制、评分机制、监督机制

等方面的设计，平台对劳动者的工作过程产生了实质的控制，使劳动者

的认可多于不满，合作多于反抗，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再生产。

参考文献：
布雷弗曼，哈里，１９７９，《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布若威，迈克尔，２００８，《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
曹晋、张楠华，２０１２，《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

传播研究》第 ５ 期。
常凯，２０１６，《雇佣还是合作，共享经齐依赖何种用工关系》，《人力资源》第 １１ 期。
蒋大兴、王首杰，２０１７，《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则》，《中国社会科学》第 ９ 期。
马克思，２００４，《资本论》，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粟瑜、王全兴，２０１６，《我国灵活就业中自治性劳动的法律保护》，《东南学术》第 ３ 期。
王天玉，２０１６，《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的劳动关系认定———以“ｅ 代驾”在京、沪、穗三地法

院的判决为切入点》，《法学》第 ６ 期。
闻翔、周潇，２００７，《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中国社会科学》第３

期。
游正林，２００６，《管理控制与工人抗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中的有关文献述评》，《社会

学研究》第 ４ 期。
Ａｌｏｉｓｉ， Ａ． ２０１６，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ｚ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Ｓｅｔ ｏｆ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７（３）．

Ａｙｔｅｓ， Ａ． ２０１３，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ｓ． ” Ｉｎ Ｔｒｅｂｏｒ Ｓｃｈｏｌｚ （ｅｄ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ｓ
Ｐｌａｙ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０６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４



Ｂｒｏｗｎ， Ｇ． Ｅ． ２０１６， “Ａｎ Ｕｂｅｒ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Ｌａｗ ７５ （１５）．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Ｉ． ＆ Ｒｏｂｉｎ Ｐｒｉｃｅ ２０１６， “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７（３） ．

Ｃａｐｐｅｌｌｉ， Ｐ． ＆ Ｊ． Ｒ． 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３，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８（４） ．

Ｃｈｅｎ， Ｅ． ２０１５， “ Ｏｒｄｅｒ Ｄｅｎｙｉｎｇ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 Ｕｂ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Ｃ．  Ｓ Ｍｏ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Ｎｏ． Ｃ － １３ － ３８２６ ＥＭＣ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ｄｆｆｉｌｌｅｒ． ｃｏｍ ／ ２３６５５１５３２⁃ＯＣｏｎｎｏｒ⁃ｖ⁃
Ｕｂ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ｄｆ⁃ＯＲＤＥＲ⁃ＤＥＮＹＩＮＧ⁃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ＵＢ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ＣＳ⁃
ＭＯＴＩＯＮ⁃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ｉｌｌａｂｌｅ⁃Ｆｏｒｍｓ） ．

Ｃｏｃｋａｙｎｅ， Ｄ． ２０１６，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Ｇｅｏｆｏｒｕｍ ７７．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Ｐａｒｍｅｔｅｒ， Ｋ． ２０１６， “ Ｆｒｏｍ Ａｍａｚｏｎ ｔｏ Ｕｂｅｒ：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６．

Ｄｅ Ｖａｌｅｒｉｏ， Ｓ．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Ｃｒｏｗｄ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ｉｇ⁃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 ／
ｌｉｂｄｏｃ ／ ｉｌｏ ／ ２０１６ ／ １１６Ｂ０９＿２＿ｅｎｇｌ． ｐｄｆ） ．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Ｒ． １９８１， “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５）．

Ｅｌｇｅｒ， Ｔ １９７９， “Ｖａｌ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 ”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ｌａｓｓ ７
（１） ．

Ｅｔｔｌｉｎｇｅｒ， 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４８（１１） ．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Ｄ． ＆ Ｆｉｏｎａ Ｇｒｅｉｇ ２０１６， “ Ｐａｙｃｈｅｃｋｓ， Ｐａｙ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ｃｈａｓｅ． ｃｏｍ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ｒｅｐｏｒｔ⁃ｐａｙｃｈｅｃｋｓ⁃
ｐａｙｄａｙ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ｔｍｌ） ．

Ｆｉｎｋｉｎ， Ｍ． ２０１６， “Ｂｅｃｌｏｕｄｅｄ Ｗｏｒｋ， Ｂｅｃｌｏｕｄ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 ＆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７．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 Ｌ． １９７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ｌｌ， Ｊ． ＆ Ａｌ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１６，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Ｕｂｅｒｓ Ｄｒｉｖｅｒ⁃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ｈｔｔｐ： ／ ／ ａｒｋ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ｅｄｕ ／ ａｒｋ： ／ ８８４３５ ／ ｄｓｐ０１０ｚ７０８ｚ６７ｄ） ．

Ｈａｒｒｉｓ， Ｓｅｔｈ Ｄ． ＆ Ａｌ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１５，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ｓ ｆｏｒ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ｏｒｋ： Ｔｈｅ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 ．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ｐａｐｅｒｓ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ｓ＿ｆｏｒ＿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ｏｒｋ＿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ｗｏｒｋｅｒ） ．

Ｈｅｎｗｏｏｄ， Ｄ． ２０１５，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ａｋｅｓ． ’” Ｎａｔｉｏｎ ３００（７） ．
Ｋａｔｚ， Ｌ． ＆ Ａｌ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１６，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ｓｐａｃ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ｅｄｕ ／ ｊｓｐｕｉ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８８４３５ ／ ｄｓｐ０１ｚｓ２５ｘｂ９３３ ／ ３ ／ ６０３． ｐｄｆ） ．

１６１

专题研究 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Ｊ． ２０１６， “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ｔｈｓ ｔｏ Ｕｐｄａｔｅ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２． ｉｔｉｆ． ｏｒｇ ／ ２０１６⁃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ｇｉｇ⁃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ｄｆ） ．

Ｋｅｎｎｅｙ， Ｍ． ＆ Ｊｏｈｎ Ｚｙｓｍａｎ ２０１６，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３） ．

Ｋｕｒｉｎ， Ｊ． ２０１７， “Ａ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Ｕ． Ｓ．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Ｇｉ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１２（２）．

Ｍｉｎｔｅｒ， Ｋ． ２０１７，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ｉｒｔａｓｋ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８（３）．

Ｍｕｒｇｉａ， Ａ． ２０１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Ｉｔａｌｙ．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７（１）．
Ｐｒａｓｓｌ， Ｊ． ＆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ｉｓａｋ ２０１６， “Ｕｂｅｒ， Ｔａｓｋｒａｂｂｉｔ， ＆ Ｃｏ：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ｒｏｗｄｗｏｒｋ．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 ＆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７．
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 Ａ． ＆ Ｌｕｋｅ Ｓｔａｒｋ ２０１６，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ｂｅｒｓ Ｄｒｉｖｅｒ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０．
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 Ａ． ２０１６， “Ｗｈａ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７．
Ｒｏｇｅｒｓ， Ｂ．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Ｕｂｅｒ．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２６０８０１７＃＃）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Ｊ．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ｉｇ Ｗｏｒｋ：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８（３） ．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Ｋ． ２０１５，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ａ Ｒｉｄｅ？” Ｔｉｍｅ １８６（５） ．
Ｓｔｏｎｅ， Ｋ． Ｖ． Ｗ． ２０１７， “Ｕ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２８（１） ．
Ｗｈｅａｔｌｅｙ， Ｄ． ２０１７，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 Ｗｏｒｋ，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１（４） ．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吴清军）
中国中央电视台（李贞）

责任编辑：闻　 翔

２６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