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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怎样形成的?
———在程恩富、马艳框架下对目前教科书观点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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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主流观点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归结为,企业单位商品

价值量→部门劳动时间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

逻辑,部门内的劳动时间是具体的自然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

单劳动时间为单位的抽象劳动所耗费的时间的平均化.据此,笔者认为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需要进行两次转化,一次是部门内的转化,形成部门具体劳动的平

均时间;一次是部门向社会的转化,形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完成后一个转化

的关键工具是程恩富、马艳转换.

　　关键词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程马转换　自然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如何形成? 这是一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基本

理论问题.尽管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谓观点各异,但是以各个版本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为代表的主流观点都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部门内部各个企业

劳动时间的平均(为了简单,下面我们将教科书的主流观点称为主流观点),也
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部门内各个企业的具体劳动时间的平均而形

成的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然而令人心存疑惑的是,既然部门劳动时间是具体劳动时

间,那么它怎么能够作为抽象劳动时间而成为一般价值标准呢? 假如主流观

点存在某些偏差的话,那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下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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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怎样形成的? １５　　　

们就以这些疑问为路标展开分析的思路.

一、主流观点的逻辑

　　如前所述,主流观点是将部门内各个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值作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即用部门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鉴于主流观点的极为重要性和影响的广泛性,鉴于他们的观点和逻辑与本文

逻辑的密切相关性,我们下面具体地展开他们的思想逻辑.

　　为了明确地表述他们的观点,首先给出必要的定义和符号(这里的符号和

符号的含义是笔者根据主流观点而引入的).设第j 个部门第i个企业在tij

段时间内的产量为Qij,该企业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为vij,该企业所在部门的总

产量为Qj,部门所实现的总价值为Tj,部门的单位商品价值量表示为vj,该
部门内共有n 个企业.

　　基于上述定义和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典定义,他们将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的形成过程和结论归结为一个命题.

　　命题　在以上定义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表示为

vj ＝
Tj

Qj
(１)

　　证明:其实,证明的过程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个别单位商品价值量的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之前必

须首先确定个别企业的单位商品价值量,因为它的加权平均就是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因而它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基础,尽管它还不是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由以上定义可知,企业的个别单位商品价值量可以表示为

vij ＝
tij

Qij
(２)

　　第二步是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的确定,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最终形成.
已知该部门在tij 段时间内所形成的商品价值总量等于各个企业的产量分别

乘以单位商品价值量(这里已经用到了第一步的结果),即

Tj ＝∑
n

i＝１
Qijvij (３)

　　所生产的商品总量为

Qj ＝∑
n

i＝１
Qij (４)

　　根据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vj 的定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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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vj ＝
∑
n

i＝１
Qijvij

∑
n

i＝１
Qij

(５)

　　考虑到(３)、(４),得到该部门的单位商品价值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１).证毕.

　　从上面的证明过程可知,主流观点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过程

是,企业个别单位商品价值量→部门内个别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加权平均→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

　　从他们的命题的结论和证明过程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
命题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部门时间,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时间,因此根据

主流观点的推论,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每个部门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通常都不同.既然每个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同,那么

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各个部门的商品交换该如何顺利地进行呢? 第二,
即使每一个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恰巧相同,恐怕也无法顺利进行交换,因
为各个部门的劳动复杂度不同,各个部门的同样时间劳动是无法直接进行比

较的.虽然命题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部门内各个企业单位商品价值量

的加权平均,因而意味着各个企业的劳动复杂程度的区别可以忽略不计,但是

就社会而论,各个部门的劳动复杂程度却很不相同,不同劳动复杂度下的单位

商品价值量具有不同的量纲,因而不具有可比性.这说明,该命题是存在局限

性的.

二、对局限性的分析

　　那么,主流观点局限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

从持主流观点的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经典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的理解开

始.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经典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是,“在现有的社会正

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

需要的劳动时间”.而持主流观点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呢?

　　首先,他们由经典定义中的“某种使用价值”这一关键词推断,马克思所指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就部门而不是就整个社会而论的劳动时间.因为各个

部门的使用价值不同因而不具有可比性,所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就是某一部门内部各个生产者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的

平均化,也就是该部门内各个企业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之和除以为生产这些

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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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怎样形成的? １７　　　

　　笔者认为,主流观点用平均值方法理解马克思经典语录的含义是有道理

的、值得借鉴的,但是用部门内的平均劳动时间的形成来替代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的形成也许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样一来将势必混淆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

劳动和抽象劳动范畴的区别.尽管对于上述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

典定义,我们或许无法完全知道马克思的确切解读,但是我们可以从马克思

«资本论»的逻辑中大致推断出它的基本内涵.事实上,马克思之所以要定义

价值范畴以便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因为在马克思心中有一个疑问:为什么

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能够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交换? 这一交换的背后一定

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在质上相同而在量上又可以相互比

较,也就是说,在商品交换背后的东西能够保证不同商品之间具有公度性质.
而这一共同的东西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为生产这些商品所付出的具

体劳动,因为不同部门的使用价值之间以及为生产这些使用价值所耗费的不

同部门的具体劳动之间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因此,为了解决上述疑问,必须进

一步抽象,而一旦抽象掉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和具体劳动的性质,所剩下的就

只有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这种劳动是无差别的因而具有作为不同商品交

换的公度作用.这样马克思就抽象出与商品使用价值范畴相对立的价值范

畴,即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把生产

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力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

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是两者都是

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总之,从马克思的逻辑看,价值是商

品交换的产物,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因为价值体现为不同商品生产者的交换关

系,实质上体现的是不同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

　　由上述马克思的逻辑推断,价值是在不同商品生产者的交换过程中产生

的,没有交换也就不会有价值.既然同一部门内部各个生产者都生产同样的

产品,那么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因而同一部门内的生产者之间不

形成价值一般.既然部门内不会形成价值一般,那么部门内也就不会形成具

有社会普遍公度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由此看来,主流观点定义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只是部门内各个生产者的平均时间,这个平均时间还

不具有各个部门之间公度性这一一般价值属性.主流观点误把部门内可以比

较的具体劳动,无条件地推广到部门之间交换过程中,这样就无意中用具体劳

动替代了抽象劳动.

　　事实上,根据马克思的逻辑,如果各个部门之间存在商品交换,从而需要

在单位上进行通约,那么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每个部门的劳动仍然是个别劳

动,而不是一般的劳动,因此从价值一般的角度来考察,部门内企业个别劳动

的平均化形成部门平均劳动,这是形成社会必要劳动的基础,但不是社会必要

劳动.社会上交换着的各个部门劳动时间在一定条件下的平均才是一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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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上的劳动.

　　其次,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经典定义中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指的是在

一个部门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定下,当时社会某部门内大多数生产者具有的

生产条件,而生产条件主要是生产工具,所以“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就是当时绝

大多数生产者采用的生产工具.以织布为例,如果绝大多数企业都采用织布

机织布,只有少数采用手工织布或电子自动化织布,那么织布机生产就是社会

正常生产条件.既然一个部门内绝大多数生产者都采用相同的工具,那么在

同一部门内劳动复杂性的区别就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各个生产者的劳动时间

就可以进行累加,从而算得平均时间.

　　笔者认为,他们把某一部门的具体时间与其他不同部门的具体时间同等

化,从而混淆了以钟表度量的自然时间和以简单劳动时间度量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的区别(这一问题首先是由程恩富教授和马艳教授发现的).诚然,在
一定假设下一个部门内的各个生产者劳动复杂度确实是大致相同的因而可以

采用同一种时间单位进行累加或平均.但是如前所述,部门内每个企业的劳

动时间以及由此决定的平均时间都是具体劳动时间,而这一具体劳动时间是

以钟表时间来计算的自然时间.由于各个部门的劳动复杂程度不同,即使各

个部门计算具体劳动的自然时间相同,各个部门的自然劳动时间也无法比较

因而无法累加和平均,这是因为在相同的自然时间里各个部门的劳动复杂程

度不同,在同样自然时间里复杂劳动是倍乘的简单劳动,比如建筑小工１小时

的劳动不可能和无线电工程师１小时劳动相等,后者的１小时劳动的复杂程

度是前者的若干倍.只有将各个部门的自然时间全部转化为简单劳动时间,
各个部门的劳动时间才能进行比较,才能累加和平均进而形成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

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

(一)程马转换的主要内容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实质上是从自然劳动时间转换为简单劳动时间

的过程,而另一方面,由于简单劳动时间单位无法确定,因此在计算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时又要使用自然劳动时间.为了实现上述转换,我们需要使用程马

转换工具.程马转换是在程恩富教授、马艳教授的论文«马克思“商品价值量

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发展»中提出来的①.
该转换的要点是,区分了自然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畴,同时将两者用

① 马艳、程恩富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J]财经科学,２０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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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怎样形成的? １９　　　

复杂劳动系数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了部门劳动时间与社会劳动时间的连接桥

梁.即定义 Tn
j 为第j部门产生某产品的自然劳动时间,Tb

j 表示这一自然时

间以简单劳动时间作为度量单位后的劳动时间,用cj 表示该部门劳动复杂化

系数,它是一个转换系数.于是有

Tb
j＝cjTn

j (６)

　　我们称式(６)为程马转换.这一转换非常重要,它将劳动自然时间与以简

单劳动时间为单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值得注意的

是,式(６)的含义不是一单位复杂劳动时间等于若干倍简单劳动时间,这样的

含义虽然没有错,但与式(６)不同.式(６)的含义是为生产一定社会需要量产

品所耗费的自然劳动时间,一旦转化为以简单劳动时间为度量单位,则要将自

然劳动时间放大若干倍.有了这一转换,我们就可以将各个部门不同的自然

劳动时间全部转化为以简单劳动时间为公度单位的劳动时间,这样,各个部门

的劳动时间就具有了一般性,各个部门的劳动时间就可以进行比较和加总了.
不失一般性,这里规定当j＝１表示简单劳动部门,这时c１＝１.

(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

　　设Vb 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以简单劳动时间来计量单位;Tb 表示各个

部门为生产一定量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耗费的简单劳动时间总和;Tn 表示各个

部门为生产一定量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耗费的自然劳动时间总和;vb
j 表示第j

部门以简单劳动时间来计算的单位商品价值量,vj 表示第j部门以自然劳动

时间来计算的单位商品价值量,c为以向量形式表示的劳动复杂系数,其量纲

为简单劳动时间单位/自然劳动时间单位;Q表示各个部门产量之和.下面我

们以定理的形式给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过程.

　　定理　设整个社会有 m 个部门,则在上述定义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

以表示为

Vb＝
cTn

Q
(７)

　　而且式(７)的量纲为简单劳动时间单位.

　　证明:第一步计算自然劳动时间下的企业单位商品价值量.第j部门第i

企业的单位商品价值为vij＝
tij

Qij
.

　　第二步,企业的个别自然劳动时间转化为部门的平均自然劳动时间.由

第一步得到部门商品价值总量为Tn
j ＝∑

n

i＝１
Qijvij 和部门生产的商品总量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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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
n

i＝１
Qij ,于是得到部门的平均劳动时间vj ＝

∑
n

i＝１
Qijvij

∑
n

i＝１
Qij

,即vj ＝
Tn

j

Qj
.

　　第三步,部门平均自然劳动时间向以简单劳动时间为单位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转换.由前面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可知,在一定的自然劳动时间

内,比如一年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各个部门劳动

时间之和除以各个部门的产量之和,即

Vb ＝
∑
m

j＝１
Qjvb

j

∑
m

j＝１
Qj

(８)

　　而

Tb ＝∑
m

j＝１
Qjvb

j,Tn ＝∑
m

j＝１
Qjvj (９)

　　由程马转换得

∑
m

j＝１
Qjvb

j ＝∑
m

j＝１
cjQjvj⇔Tb ＝cTn (１０)

　　由第二步可知

Tn
j ＝∑

n

i＝１
Qijvij⇒Tn ＝∑

m

j＝１
Tn

j (１１)

　　将式(１１)代入式(１０)进而代入式(８)得

Vb ＝
Tb

Q ＝
∑
m

i＝１
cjTn

j

Q
(１２)

　　将式(１２)写成向量形式即有Vb ＝
cTn

Q
.又因为c的量纲为简单劳动时

间单位/自然劳动时间单位,而Tn 的量纲为自然劳动时间单位,所以cTn 为

简单劳动时间单位.证毕.

　　由定理的证明过程可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有三个过程,第一、第
二个过程与上述命题证明过程相同,只是平均化过程,是具体的自然劳动时间

的平均化过程,这个过程只局限在每个部门之中,所以,不具有一般意义.第

三个过程是部门自然劳动时间转化为以简单劳动时间为度量单位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的过程.这一过程已经不再局限于部门内部,而是通过形成简单劳

动时间单位,使各个部门具体劳动时间转化为抽象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第一、二个过程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基础,而第三个过程才是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关键所在.对照命题与定理,我们可以看到,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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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辑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怎样形成的? ２１　　　

停止在前两步,所以他们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未完成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值得注意的是,简单劳动时间只是抽象意义上的时间,因此以简单劳动时

间为单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进行度量.而由式(７)可知,我们可以通过

计量自然时间和劳动复杂程度从而计算出简单劳动时间,而自然劳动时间和

劳动复杂系数通常是可以计算出量来.一旦计算出各个部门的自然劳动时间

和劳动复杂系数,就可以采用式(７)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这里我们又一

次看到,之所以能够通过自然劳动时间和劳动复杂系数来计算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是因为程马转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此外,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假设自然劳动时间一定,比如１年,于是得到

如下推论:

　　推论　在各个部门自然劳动时间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示

为

Vb ＝
Tn

０∑
m

j＝１
cj

Q
(１２)

　　其中Tn
０ 为常数.特别地,如果各个部门均以１年为自然时间为单位,则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示为

Vb ＝
∑
m

j＝１
cj

Q
(１３)

　　证明:将式(１２)中Tn
j 分别等于常数Tn

０ 和１,即得式(１２)、式(１３).证毕.

　　由式(１３)可见,在同一年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就是各个部门的劳动

复杂系数之和除以各个部门的产量之和.

四、结论

　　主流观点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部门平均劳动时间,这一时间是以

具体的自然劳动时间作为度量单位的.由于各个部门具体劳动的复杂程度不

同,在同样的自然劳动时间里劳动密度也不同,因此,部门的平均时间因不具

有公度单位的性质而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根本属性

是它的一般性,这个一般性只有通过部门之间的交换才能完成.为了实现部

门之间的交换,需要有一个公度单位,这一公度单位就是简单劳动时间单位.
有了这一公度单位,简单劳动时间就可以在整个社会上进行平均,这样就完成

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过程,即企业单位商品价值量→加权平均→以自

然时间为单位的部门平均劳动时间→部门交换形成简单劳动时间单位→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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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社会以简单劳动时间进行平均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完成上述部门之

间通约的工具是程马转换.上述过程只表明了一种逻辑而不是表明时间先

后,事实上,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这一过程的部分环节是同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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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SociallyNecessaryLaborTimeisFormed?
———DiscussiononCurrentTextbookViewsinthe

FrameworkofChengEnfuandMaYan

ZhuShuyang

　　Abstract　The Mainstream pointattributestheformationofsocially
necessarylabortimetoenterprises’unitcommodityvalue→theaveragelaＧ
bortimeofdepartments→sociallynecessarylabortime．However,accordＧ
ingtothelogicofMarx’sthought,thedepartmentlabortimeisthespecific
naturallabortime,whilesociallynecessarylabortimeistheaveragetime
spentbyabstractlaborwhichtakessimplelaborasaunit．Accordingly,I
believethatsociallynecessarylabortimeneedstwotimesofconversions:

oneistheconversionwithinthedepartmenttoformtheaveragetimeofdeＧ
partmentspecificlabor,theotherconversionisfromdepartmenttosociety
toformsociallynecessarylabortime．Thekeytoolforthelatterconversion
isChengEnfuandMaYan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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