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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 薛在兴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是由机器展示的智能，与人类和其他动物显示的自然

智能相对应。在计算机科学中，人工智能被定义为对“智能机器”的研究: 通过研发任何能感知

其环境并采取最优行动实现其目标的装置，实现某些与人类心智相关的功能，如“学习”和“问

题解决”［1］。电动玩具可以自主移动，但它不属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之父图灵认为: 如果第

三者无法辨别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反应的差别，则可以论断该机器具备人工智能［2］。目前，人

工智能的智能化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如果说机械代表了人类手臂的延长的话，人工

智能则代表了人类大脑的延伸。对此，欢呼者说，机器终将能做人类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但也

有悲观者如霍金提出警告: 完全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预示着人类的终结。一旦人类开发了人工

智能，它将自我复制，并以不断增长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人类受缓慢生物进化的限制，无法与

之竞争，将终被取代［3］。在所有争论当中，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是特别激烈的，而专门讨论人

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文献却非常少。自扩招已来，大学生就业一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话

题。2018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820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人们担心，人工智能现在又

来“抢饭碗”，大学生就业岂不是“难上加难”。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首先设定由机器人和大学生劳动力两类生产要素组成的生产函数模

型。在生产函数图形中，竖轴代表机器人，横轴代表大学生劳动力。机器人和劳动力存在着替

代关系，即在一定的产量水平上，可以通过增加机器人，减少大学生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增加大

·6·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8.04.004



学生劳动力，减少机器人。鉴于机器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等产量线会是非常平缓的，即增加一

个机器人可以减少很多大学生劳动力的使用。也因为当前人工智能尚处于开发阶段，人工智能

的研发费用无法通过大规模的产业化摊薄，所以机器人相对于大学生劳动力会很昂贵。

一、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的消极影响

人工智能首先意味着原先必须由人来做的工作可以由智能化机器来完成，这就产生了人工

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李开复认为:“人工智能将快速爆发，10 年后，50% 的人类工作将被人工

智能取代。”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到 2030 年，全球可能有 8 亿个工作岗位将随着自动化的实现

而消失［4］。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上述估计夸大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梅拉尼·阿恩

茨( Melanie Arntz) 、特里·乔治( Terry Gregory) 和尤里奇·齐拉汉 ( Ulrich Zierahn) 预测，对所有

OECD 国家而言，平均只有 9%的工作是可以被“自动化”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差别很大，韩国

只有 6% 的工作可以被“自动化”，在奥地利则有 12% 的工作可以被自动化［5］。麦肯锡在 2017
年的一份报告中宣称，虽然全球大约一半的工作可以被自动化，但由于受技术、经济和社会因素

的影响，实际上，到 2030 年，只有大约 15%的工作会被“自动化”［6］。还有一些研究得出持中的

观点。根据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 Carl Benedikt Frey) 和米歇尔·A·奥斯本( Michael A．
Osborne) 的估计，大约 47% 的美国职业属于自动化“高风险”类别［7］。米歇尔·崔( Michael
Chui) 、詹姆斯·曼尼卡( James Manyika) 和迈赫迪 ·米雷马迪 ( Mehdi Miremadi) 预测，美国

45%的工作活动可以依靠现有技术水平的机器来完成; 而如果人工智能系统的表现可以达到人

类中等水平，该数字将增至 58%［8］。
人工智能一定会取代部分人的工作，但有多少工作会被取代，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出入

很大，究其原因: ( 1) 研究者对未来技术发展水平估计不一样。智能化水平越高，技术对劳动力

的消极影响越大。( 2) “潜在的”消极影响能否变成“实际的”消极影响，还取决于政治的和社会

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很难准确预测的。( 3 ) 不同的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不同。
比如梅拉尼·阿恩茨、特里·乔治和尤里奇·齐拉汉( 2016 ) 使用的是人类劳动与机器人竞争

模型，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和米歇尔·A·奥斯本( 2013 ) 选择了美国 702 种职业进行分

析，将其划分为被机器人取代的“高危职业”“中危职业”和“低危职业”，达龙·阿塞莫格鲁

( Daron Acemoglu) 和帕斯库尔 ·雷斯特雷波( Pascual Ｒestrepo) 认为此法因为将“高危职业”下

所有的工作当作“高危工作”而高估了人工智能的消极影响，进而他们采取的是基于任务的工

作分析方法。［9］

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的替代效应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 1) 人工智能的价格。人工

智能的价格越高，越不容易用人工智能来替代劳动力。( 2) 劳动力的价格不同。劳动力的价格

越低，越不容易用人工智能来代替劳动力。( 3 ) 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度。人工智能越成熟，其

对劳动力的边际技术替代率越高。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还主要应用于比较简单、重复性强的工

作。人工智能的技术还不够成熟，机器人价格昂贵。我国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劳动力价格还

比较低廉。所以，综合来看，市场短期内使用人工智能大规模取代大学生劳动力的可能性并不

高。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性增强，机器人普遍应用，机

器人价格降低，我国劳动力总量下降，价格提高，人力资本对大学生的替代效应必然会提高。
除了有可能减少市场对大学生劳动力需求总量，人工智能还会使大学生就业变得更加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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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做过一项研究结论是: 信息通信技术带来了人类知识更新速度的加

快。在 18 世纪，知识更新周期为 80 － 90 年，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缩短为 30 年，上个世纪 60 －
70 年代，一般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为 5 － 10 年，而到了上个世纪 80 － 90 年代，许多学科的知识

更新周期缩短为 5 年，而进入新世纪时，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 2 － 3 年。将来，人

工智能具备了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能力，其对劳动者替代的范围和深度将呈蔓延式加速扩

展。大学生毕业后如果停止学习，难免就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伴随着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可替代性的增强，大学生独特的、不易被机器人所模仿甚至超越

的能力，即核心竞争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大公司采取外包的形式将非

核心职能转移出去，而保留自己的核心业务，通过集中力量打造核心竞争力，争取在市场上立于

不败之地。大学生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不被机器人所取代，同样必须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参

考普拉哈拉德( C． K． Prahalad) 和哈默尔( G． Hamel) 的观点［10］，大学生核心竞争力首先有助于

大学生进入不同的行业和职业; 其次，核心竞争力对大学生为公司创造价值贡献巨大，它的贡献

在于实现公司最为关注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 最后，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难以被竞争

对手所复制和模仿的。相对于人工智能，大学生应该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

点: 即对人类发自内心的爱; 独特的审美情趣; 团队协作的能力; 变革与创新的能力，等等。

二、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的积极影响

人工智能会摧毁一些职业和工作，但同时也会创造一些新的岗位和就业。根据咨询公司德

勤的报告，在英国，有 80 万个低技能工作岗位已经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人工智能同时也创造

了 350 万个新就业机会。咨询公司( Gartner) 也认为: 从 2020 年开始，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数量将

会超过造成失业的数量，人工智能会在“杀死”180 万个工作机会的同时，创造 230 万个新的工

作机会［11］。
( 一) 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的创造效应

所谓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的创造效应是指，因为人工智能的引入，产生了一些新的职业

和岗位，或者是原有的职业和岗位劳动力需求增加。短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增加劳动

力市场对人工智能开发、应用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在过去一年里，人工智能人才需求量增长近

2 倍。算法工程师增速最为迅猛: 2017 年一季度环比增长 60%，2017 年二季度环比增长 36%，

2017 年三季度环比增长 43%［12］。据媒体报道，2017 年中国 AI 技术类工程师的招聘量是 2014
年的 8． 8 倍，在招聘网站上，10 个有关人工智能的职位中，有 9 个处于空缺的状态，中国对人工

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在未来几年可能猛增至 500 万人［13］。
从中期来看，人工智能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来自于人工智能对现有工作的支持性而非替代性

功能。人工智能可以使一些工作更简单，更适合人类来做。IBM System 的高级副总裁汤姆认

为，人工智能收集的大量数据能够帮助医生提高诊断的准确率。《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也认

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减轻教师的工作量，比如分析学生的行为表现、优化课程、修改作业、回答

问题，但不能取代某些科目的教师，比如英语和数学［13］。德国是在制造业中使用机器人密度全

世界第三高的国家。伴随着工业机器人的迅速普及，许多需要由人类来完成的新的工作任务被

创造出来，所以，该国的就业人数达到东西德统一以来的新高。
( 二) 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的规模效应

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规模效应而增加就业。人工智能被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

·8·



命”，它有望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市场对劳动力的

需求就会增加。据估计，到 2030 年，AI 将为全球经济贡献 15． 7 万亿美元，其中包含 9． 1 万亿来

自消费端，6． 6 万亿源于生产率的提高［14］。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

通知》，到 2020 年，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到 2025 年人工智能成为带动我国

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到 2030 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 万亿元。劳动力需求是一

种派生需求，消费需求的增加就会传导到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上。生产率的提高，企业有更多的

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等成本线外移，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相切于更高的劳动力数量和机器人数

量水平上。即因为人工智能增加了产值，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市场在增加机器人使用的同时也

增加了对大学生的使用。这就是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的规模效应。
( 三) 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

有了人工智能的辅助，劳动者能够更有效地完成工作，减少工作时间和工作压力。由于枯

燥的重复性劳动可以由机器人来从事，劳动者有机会解放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做一些相对更适

合人类身心特点的工作。因为劳动者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等，

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将得以提高。在收入方面，至少是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职业的大学生的收入

将显著提高。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的报告称，2017 年准独角兽们给入门级人工智能相关岗位开

出的薪资比整体薪酬水平高出 110%，中级岗位高出 90%，高级岗位高出 55%［15］。中国 2017
年 37 个主要城市的平均薪酬为 7 599 元 /月，而拥有 AI 技能的人才 40%薪酬为 10 001 － 15 000
元 /月之间，34%薪酬在 8 001 － 10 000 元 /月之间，20%在 15 001 － 25 000 元 /月之间［16］。由此

从长期来看，在规模效应的影响之下，所有在职劳动者的收入都有可能提高。

三、讨论与建议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至于何种影响更大一些，各方还

远未达成共识。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Ｒ) 在其立场文件中表达了完全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

机器人代替的是工作活动，但不是工作本身。自动化为人类提供了从事更高技能、更高质量和

更高报酬的工作的机会［17］。德国的经验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相比，各方更容易达成共识的是，人工智能对不同工作的影响是不一

样的。具体到大学生就业者。
第一，受技术限制，当前人工智能主要从事的还是低技能、重复性的工作。
第二，艺术类、心理学类等专业高校毕业生更不容易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这是因为人工

智能虽然会有很强的记忆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但永远缺乏情感。所以，它对需要较多情感投

入的专业毕业生的可替代性就会很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专业的大学生被替代的可能性

一定高。《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要开展跨学科探索性研究，

推动人工智能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量子科学、心理学、数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基础学科

的交叉融合。这表明，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其他学科只要注意融合，同样大有用武之地。
第三，高学历大学生会比低学历大学生更不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是因为学历越高，

对其创新的要求越高。人工智能虽然已经具备了一些深度学习的能力，但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

还很弱。设想，如果所有的工作都由机器人来做，劳动者完全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又会发生什么

呢? ( 1) 所有劳动者无工可做; ( 2 ) 社会上大多数人没有收入( 劳动者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 ;

( 3) 机器人所生产的商品或劳务将卖不出去( 买不起) ; ( 4 ) 机器人和劳动者将一起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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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工作和不能工作) ，整个经济和社会陷入停滞。换一种情形来想。如果是小农经济，生产

资料归农民个人所有，那么首先，农民技术进步的动力不会这么强( 农民主要是为了满足自我

消费的需要，而不是资本积累的需要) ; 其次，机器人不会对农民构成失业的威胁，即使所有的

工作都被机器人做了，农民也可以做一些陶冶性情的事情。
为什么两种情形下结果不一样呢? 关键在于机器人劳动成果的分配。当前，人们普遍关注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问题，但对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却被忽视了。对大学生而言，如果其中一

部分人甚至所有的人因人工智能而不可避免地遭遇失业，社会就应当有一套机制，将因采用人

工智能而产生的“财富盈余”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是帕累托改进。
如果劳动者完全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作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劳动者将丧失收入。不会丧失

收入的少数人是谁呢? 或者说，谁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呢? 首先是资本所有者，他们因为掌握

资本而获得了因采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

者，我们不妨称之为“技本家”，他们因为掌控了人工智能而有可能掌控整个经济命脉! 为了避

免这种情况发生，人工智能技术应该是扩散性的，而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另外，为了实现帕

累托改进和经济的良性运行，资本所有者和“技本家”应该让渡出来一部分利益。

结语: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其对大学生就业既有积极的影响，亦

有消极的影响，但净效应目前尚难下定论，它要受到技术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不同类型大学生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就业差异会拉

大。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深思的是: 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高等教育应当培

养怎样的人才，就业不利的大学生如何获得政策支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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