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北京召开了

首届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会议主题为“规划人工智

能时代的教育：引领与跨越”，100多个国家、10余个

国际组织的 500 多位代表与会，并形成成果文件

《Beijing Consensu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即《北京共识》。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布的第一份关于人工智能与教育的重要文件，主要

围绕 10个议题规划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分别是

（1）政策制定、（2）教育管理、（3）教学与教师、

（4）学习与评价、（5）价值观与能力培养、（6）终

身学习机会、（7）平等与包容的使用、（8）性别平

等、（9）伦理问题、（10）研究与监测。

一、《北京共识》提出背景

1.可持续发展需求

2015 年联合国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制定了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 17项目标。其中

以教育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为基本原则，提出“提供

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

会”的愿景，即可持续发展目标4 （SDG4）。
从内容范畴来看，可持续发展目标4包含了教育

机会、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结果公平三方面；从实现

形式来看，包括正规教育（如学前教育、小学教

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非正规教

育（如青年人的技能培训和老年群体教育等）（李学

书等，2016）。然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

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UIS）的数据，

全球约有2.63亿少年儿童处于失学状态，即1/5的儿

童难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资源，失学比例在

过去5年中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失学率只是教育发

展不理想的表现之一，教育中的性别差异、贫富差

异均日渐凸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3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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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可持续发展需求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双重驱动教育变革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与教育相互赋能成为时代命

题。在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5月在中国北京举办了首届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

会，并形成成果文件《北京共识》。文件围绕政策制定、教育管理、教学与教师、学习与评价、价值观与能力培

养、终身学习机会、平等与包容的使用人工智能、性别平等、伦理问题、研究与监测10个议题3大方面规划人工智

能时代的教育。（1）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变革的核心价值：改善学习评价、助力个性化培养，赋能教学、辅助教师

工作，改善教育管理、优化教育供给；（2）人工智能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4（SDG4）的实现：确保人工智能在教

育领域应用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促进人工智能领域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

（3）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保障机制：制定有效促进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政策，加强人工智能相关人才培养，建设人

工智能教育的研究与监测机制，重视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发展的伦理问题。

关键词：《北京共识》；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可持续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19）03-0003-09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9.03.001
——————————————————————————————————————————

*基金项目：教育部科技司委托项目“中国智能教育推进路径研究”（教技司〔2018〕477）。

作者简介：张慧，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智慧学习研究院；黄荣怀（通讯作者），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智慧学习研究院；李冀红，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智慧学

习研究院；尹霞雨，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北京 100875）。

张慧,黄荣怀,李冀红,尹霞雨
规划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引领与跨越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9,31(3)

本刊
特稿

.. 3

网络首发时间：2019-06-05 10:24:41
网络首发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580.G4.20190604.1726.004.html



张慧,黄荣怀,李冀红,尹霞雨
规划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引领与跨越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9,31(3)

本刊
特稿

年儿童失学，女童失学情况比男童更为严重，女童

失学率是男童的1.23倍；世界低收入国家的高中阶

段失学率为 59％，而高收入国家仅为 6％。此外，

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1/6的少年儿童在阅读或数

学方面达不到最低水平，其中大多数是在校学生

（UNESCO，2017a）。面对如此高的失学率，时任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伊琳娜·博科娃指出：

“这是一个失败，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因为教育是

一项共同责任。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持续

进步。”（UNESCO，2017b）寻找新的有效手段提升

教育机会，改善教育过程，提高教育质量已成为人

类的共同任务。

2.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的推进，人工智能

作为智能技术的代表，对人类的工作、生活和学习都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利用人工智能破解教育变革难

题，实现人工智能与教育相互赋能的问题引起了全球

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

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

系统的一门科学。自1956年第一次提出“人工智能”

概念以来，至今经历了启始（1950-1982）、复苏

（1983-2010）和壮大（2011-2018）三个发展阶

段，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出现大脑、意识和机器

协 同 合 作 的 新 趋 势 （Aggarwal， 2018）。 2016 年

AlphaGo打败人类围棋选手，让人工智能走入大众

的视线，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16年也被视

为人工智能元年。目前约有 18个国家或经济体制

定并开始实施人工智能战略，以此从政府层面来推

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Pedró et al.，2019）。智能

时代正在悄然开启。教育是一个伴随人类生产劳动

而产生的古老而又崭新的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进

程中，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推动人类创造新的世界，

产生与社会发展和人类需求相适应的教育，带来学

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的变迁（黄荣怀等，

2017）。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会不断深入，必然

带来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环境以及人才培养

模式的变革。

3.人工智能应用的全球关注与讨论

教育作为人工智能重要的应用场景，充分利用人

工智能可以帮助其消除学习机会和资源获取的障碍，

实现管理进程自动化，优化教育效果，加速实现全球

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可持续发展和新一轮科技革命

双重驱动教育生态系统变革已成为时代所需，并引发

了全球的关注与讨论：

2017年6月，由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举办

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瑞士日内瓦召

开。来自全球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专家

和学者首次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有效利用人工

智能的发展成果，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

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

挑战。

2019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以“人

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移动学习周在法

国巴黎举行，主要探讨在教育领域中运用人工智能

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

要以人为本。

在可持续发展需求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双重驱动

教育变革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5月

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经多方会

谈达成《北京共识》。在人类迈向智能时代的关键

时期，尽管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潜能已经被广泛讨

论，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目前还处于初级阶

段。《北京共识》从政策制定、教育管理、教学与

教师、学习与评价、价值观与能力培养、终身学习

机会、平等与包容的使用、性别平等、伦理问题、

研究与监测 10 个方面规划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

（见下图）。本文从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核心价值、人

工智能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实现，以及人工智

政策制定 价值观与能力培养

终身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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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可持续发展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双重驱动的教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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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进教育发展的保障机制三个方面对《北京共

识》的10个主要议题进行综合性解读。

二、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

1.人工智能改善学习评价，助力个性化培养

我国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2018 年教育部发

布了我国首份《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学

生的学业压力、睡眠不足、视力不良等问题较为突

出。监测数据显示三成以上学生感到很有学习压

力，相当比例的中小学生参加语文和数学课外辅导

班。（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2018）小学生

（以四年级学生为例）参加语文和数学辅导班的比

例分别为 37.4%和 43.8%，中学生（以初二学生为

例）参加语文和数学辅导班的比例分别为17.1%和

23.4%。2016 年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超过

8000 亿人民币，参加学生人数超过 1.37 亿 （新华

网 ， 2018a）。按照《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

（2017）规定，小学生应保证每天 10 小时睡眠时

间，初中生应保证 9小时。监测结果显示，69.1%
的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达标，83.4%的中学生不达

标。我国青少年近视比例居世界第一，其中小学生

的近视率也接近40%（新华网，2018b）。这些问题不

仅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每个家庭的幸福，更关

乎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

对新时代学习者特征的不了解，对教育背后科学规

律认识的不清楚，对个性化学习理论理解的模糊，

因此亟待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来解决这些难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为破解这些难题

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宏观层面，基于人

口信息、经济发展数据、地理位置信息和基础教育

质量等多层次多维度的大数据，可以综合评价资源

配置合理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真正落实教

育公平。基于学习和教学内容、环境和管理等过程

和结果以及多重关系的大数据，可以揭示教育教学

的规律和特点，创新教育理论与方法体系，为提升

教育质量提供科学指导。基于学习过程和成长过程

的大数据，可以科学精准地认识学生的个性特征、

学习情况和发展水平，实时动态评估学习状态，实

现个性化学习的规模化效应。

中观层面，人工智能可以使学习方式从统一步

调、统一方式、统一评价的班级“集体学习”向个

性化学习转变。人工智能可以改善学习评价，为每

个学生精准“画像”，记录学习计划和成长轨迹，识

别学生的学习偏好、学习障碍等。中国网络教育技

术标准体系（Chinese E-Learning Technology Stan-
dards，CELTS）中的学习者模型规范CELTS-11分

类标准，是教育应用层面支持教育资源共享、信息

交换和系统互操作能力的统一技术标准，为不同年

龄、背景、地区的学习者基于规范创造和建立个人

学习者模型（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化委员会，

2002）。学习者模型主要包括学习者个体信息和学

习者状态信息。根据信息的稳定性，学习者的个体

信息可以分为持续性信息和动态信息 （Picard，

2003）。学习者的个体持续性信息是指相对稳定

的、影响学习效果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认知特

点、学习风格、学习兴趣等；学习者的动态信息是

指能随情境、时间而变化的，与学习活动有关的个

体状态，主要包括领域知识水平、学习主题、情感

状态等。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教师梳理辅导学生的

经验，包括资源遴选和路径选择等，进而为学生提

供个性化学习服务。

微观层面，人工智能可以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结

构进行表征，可以基于对学生学习障碍的自动诊断，

进行预测性分析和诊断性分析，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兴

趣、能力和学习障碍等，向学生推荐学习任务、学习

内容、学习资源和学习策略（余明华等，2017）。

2.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辅助教师工作

人工智能使人类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得到极

大拓展，并有助于消除学习者获取学习机会和资源

的障碍，这引发了教师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担

忧。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人工智能可以为教师提

供很多支持与帮助，但教师是不可替代的。雅斯贝

尔斯（1991）指出：“教育是关于灵魂的教育，而

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师的功能不仅在于

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帮助学生建

立积极的情绪情感及价值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主

体，教师是主导。教师的引导作用，尤其对学生情

绪情感价值观的引导是技术和机器无法替代的。

随着人工智能提供的辅助越来越智能，人技协作

的“双师模式”将是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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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教师将与虚拟教学助理协同工作。虚拟教

学助理可以帮助教师完成一些机械重复性的低技能任

务，例如作业批改、教育资源寻找等，也可以帮助教

师管理日常任务。教师可以将精力专注于高技能的

任务，包括学习服务设计与开发、人技协作教育决

策、个性化学习指导、综合性学习活动组织、社会

网络连接指导、学习问题诊断与改进、发展性评估

与改进、心理健康管理与疏导、社会性的培养、同

伴互助专业成长、信仰和价值观的引导、体质健康

监测与提升、生涯规划指导、人工智能教育服务伦

理监管等（范国睿，2018；余胜泉等，2019）。

人技协作带来的教学环境和工作方式变化，对

教师能力也提出了新要求。教师有效利用人工智

能，赋能教学工作存在以下四个动态递进的水平：

第一，教师学会基本的人工智能知识和原理，能判

断哪些资源和工具使用了真正的人工智能；第二，

教师学会利用人工智能来学习，既提升教师的学科

知识与能力，也提升教师的教学知识与能力；第

三，教师尝试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教学，以发现人工

智能对于教育教学的“实际”作用；第四，教师将

人工智能用于学习和教学的经验传递给其他教师

（黄荣怀等，2019）。因此，未来需要基于新的能力框

架，加强教师职前与在职培训，帮助教师加深对人

工智能、教师角色、教学环境、工作方式的认识。

3.人工智能改善教育管理，优化教育供给

数据收集与技术的使用实现了数据驱动决策的

突破。深度的数据挖掘，可以为决策提供依据，使

教育管理科学精准。正如 2009年美国前教育部长

邓肯（Duncan）所说：“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改革

路线图，它告诉我们在哪里，我们需要去哪里，什

么是最危险的。”教育管理手段从以经验为导向转

向以证据为基础，通过人工智能和数据技术，形成

人技协同、多元参与的决策模式，提升教育决策的

透明性、科学性、预见性。

智能技术和数据技术可以分析和动态模拟学校

布局、教育财政、就业渠道、招生选拔等教育子系

统及其关系的演变过程，为国家教育制度、学校管

理制度及教学制度提供改革方案和决策依据 （黄荣

怀等，2019）。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教育平台的建

立，以及现有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升级至关重要，

同时也需要确保国家层、区域层、学校层、课程

层、个体层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应用、管理

等各环节的规范性（杨现民等，2015）。

人工智能可以变革教育服务的形式，创新教育

服务的供给模式，使教育服务体现智慧化、个性

化、多元化、系统化的特征。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在

校际、区域、国家和全球等范围收集、分析教育数

据，全面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同时促进和管理区域

之间、城乡之间和校际之间的教育均衡，改善教育

供给（黄荣怀等，2019）。

三、人工智能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实现

1.确保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公平性和包

容性

受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人工智能可以使教育

和学习系统更加公平和包容，使每个人不分性别、

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贫富、不分民族地接受

良好教育，特别是女童和妇女以及边缘化人群和社

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群、难民、流离失所者和

入学机会有限的个体。但同时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导

致收益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公司，又助推了不平

等的日益加剧。人工智能技能和人工智能专业人员

的性别差距也在日趋扩大。如不进行政策干预，人

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部署将加深数字鸿沟并加剧性

别不平等。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欠发达国家面临着新一

轮技术、经济和社会分化的风险。数字革命应该是

可持续发展的革命，不让一个人掉队，弥合分歧，

加强包容。这首先需要确保在教育中公平和包容地

使用人工智能，一方面解决社会经济地位、种族、

性别、地理位置等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还需要探

索有效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以突破弱势群体获得

优质教育资源的障碍。

基础技术、基础设施的缺失是欠发达国家发展人

工智能教育面临的主要障碍。非洲优先是联合国的一

项工作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强调通过非洲优

先战略缩小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差距。这需要加强北

南（North-South）和北南南（North-South-South）
合作，在政府、大学和其他机构之间分享技能知

识、技术、算法和设施，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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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国家所利用。否则，就很可能出现全球数字鸿

沟，进一步拉大差距，对欠发达国家尤为如此。

教育可以通过培养相关人才来帮助应对这些

挑战。此外，人们意识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决策

者和教育工作者对人工智能及其对教育的影响缺

乏认识，也没有能力对全部政策加以规划，从而

利用人工智能的潜力改革教育系统和实践。因此

提请非洲决策者关注人工智能，对于缩小人工智

能鸿沟，确保人工智能为更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

家所用十分关键。

2.人工智能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终身学习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4的指导原则，它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

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的正式

学习和非正式学习。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可以使所

有人，包括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

长、不同素质潜能的学生都能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

要的教育，让学习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

式，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而基于

人工智能的在线学习平台和基于数据挖掘的学习者

分析是建构终身学习系统的关键技术，它们为成人

学习者提供了持续扩展未来技能和知识的机会。

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数据，全球老年人口（65
岁以上）高达6.5亿，老年人口还会持续上升①。斯

坦福大学发布的《2030 年的人工智能与生活》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in 2030）报告，强调

了人工智能在医疗看护、智能辅助、陪伴方面的潜

能，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智能的健康监测设备、视

力辅助设备和出行设备等，改善他们的身体健康、

社会生活、情感精神生活（Stone et al., 2016）。老年

人对新技术的接受速度较慢，有必要针对他们的需

求给予适当的政策关注，并实施资金充足的项目，

为老年人提供技能和选择，使他们不受时间限制保

持经济活跃，参与社会活动。让老年人学习人工智

能，能打破数字生活的障碍，缩小他们与年轻一代

之间的差距。

3.促进人工智能领域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

女童和妇女懂得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达到基本目的的

可能性比男性低25%，懂得如何为计算机编程的可

能性为男性的 1/4，懂得如何申请技术专利的可能

性为男性的1/13 （UNESCO，2019）。与此同时，全球

人工智能领域专业从业人员的性别差异显著，78%的

专业人员是男性，女性仅占22%（World Economic Fo-

rum，2018a）。有关研究显示，部分人工智能应用程

序、数据集和算法存在性别偏见（Wellner et al.，

2019）。如果没有相关政策干预，人工智能在教育

中的应用会加剧数字鸿沟和学习的不平等，从而导

致边缘弱势群体（包括女性）被排除在人工智能驱

动的教育之外。因此我们必须将性别公平作为机器

学习的一条基本原则，且迫切需要消除人工智能技

能方面的性别差距。性别敏感的教育在帮助重建性

别平等的科学观、保证妇女和女童的平等权利等方

面起着积极作用。

四、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发展的保障机制

1.制定有效促进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政策

在人工智能教育政策制定方面，首先应采用跨

部门和跨学科参与的方式，鼓励不同政府部门、不

同利益相关者、不同学科协同合作，共同参与到政

策制定过程中。人工智能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

高度融合的特点（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其

发展涉及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脑科学、数学、社

会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其应用也涉及交通、家

庭服务、医疗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工作与就

业、娱乐等多个领域（Stone et al.，2016）。实施人工

智能战略过程中的资金来源也具有多元化特点，筹

资方式包括国内资金（公有化和私有化）、国际资

金和创新筹资机制。人工智能教育政策要与国家人

工智能公共政策保持一致。

截至 2018年底，全球约有 18个国家或经济体

制定并开始实施人工智能战略（Pedró et al.，2019），

这些国家或地区多采用跨部门和跨学科的方式，制

定人工智能发展的公共政策。在这些公共政策中，

各国的战略重点与实施方式不尽相同，但教育都是

其核心要素。目前关于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的制定，

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制定独立的人工智能教育政

策规划。例如，2018年欧盟颁布了《人工智能对

学习、教学和教育的影响》（The Impact of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on Learning， Teaching and 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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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强调了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教学机会等方

面的影响。二是制定人工智能公共政策，将教育作

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规划（Tuomi，2018），例

如，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颁布的《国家人工

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The National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以及2017年我国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三是制定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伦理等相

关主题的专门性政策规划，例如，2016年欧盟颁布

的《通用数据安全条例》（The General Data Protec-
tion Regulation，GDPR）（European Union，2016）。目

前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多数国家

采用第二种方式，即将人工智能教育作为公共政策

的一部分加以规划。我国 2017年颁布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是将智能教育作为国家人工

智能战略的一部分，强调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云计算等智能技术，加快推动教学方式、

教学环境、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国务院，2017）。

未来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多方参与，

增强中央与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

合作与交流，鼓励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到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等制定过

程中。同时还需要推进教育学与信息科学、脑科

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通过多学科的合

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生态系统的重构奠定基础，

为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另外，还应注重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政策制

定过程中的辅助作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

结合可提高决策制定的有效性。作为大数据的子

集，教育大数据是整个教育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

以及根据教育需要采集到的，一切用于教育发展

并可创造巨大潜在价值的数据集合。研究指出，

教育大数据的价值在于能从繁杂的教育数据中发

现相关关系、诊断现存问题、预测发展趋势（杨现

民等，2015），这将有助于增强教育决策的有效性

和科学性。

2.加强人工智能相关人才培养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变革将推动工

业、服务业和农业领域的价值链系统性转型，经济

增长方式和劳动力市场也随之转型。人工智能的渗

透使低技能任务实现自动化，导致一些工作被替

代，也会产生大量新的职业和工作机会，就业市场

对人类技能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对此

高度重视。

首先，应加强人工智能专业人员的培养。通过

人工智能专业、学院等的建设，培养能够设计、编

码、开发人工智能系统的专业人员。缺乏人工智能

专业人员和人才，是目前各国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将

其融入教育领域的主要障碍之一。培养人工智能专

业人才，加强人才储备，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

键。这需要在高等教育中引入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

相关的新课程，优化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培

养方案。政府机构、大学和合作伙伴需要共同合

作，解决人工智能人才的短期和长期需求，为在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打下扎实基础，加强跨

学科研究和培训的能力建设。2018年我国教育部

颁布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将完

善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三大重点任务

之一，强调“要完善学科布局、加强专业和教材建

设、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开展普及教育、支持创新

创业，全方位综合性地提出指导高校人工智能领域

人才培养的指导方针”。2019年我国有35所大学新

增了人工智能专业，目前已有 43所高校成立人工

智能学院或研究院②。

其次，应将“人工智能能力”（AI Skills）纳入

整体教育计划中。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到2022
年，将产生1亿多与人工智能或算法相关的新职位

（World Economic Form，2018b），这将使人们对编程、

人工智能应用与开发等技能，以及创造性思维、问

题解决能力和协商技能的需求与日俱增。为应对未

来社会人才需求的变化，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需

要将人工智能融入到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和社会培训中，提高学生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化

生存能力。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中，无论是人工智能专业人

员的培养，还是将“人工智能能力”纳入整个教育

体系中，都必须科学地定义“人工智能能力”的内

涵与外延，制定清晰的理论框架，并注意与传统的

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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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人工智能教育的研究与监测机制

目前利用人工智能变革教育内容、方式和环境

已经达成共识，但人工智能对教育领域带来的长期

影响还难以精准监测。现阶段有关人工智能对学习

活动和学习成果影响的研究与分析相对缺乏

（Holmes et al.，2018a；2019）。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
纪70年代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CAI）的相关研究，Carbonell（1970）提

出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构信息网络为基础的计

算机辅助教学系统（Information-Structure-Oriented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ISO-CAI）。该系统

利用信息网络来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并与学生进

行对话。50年过去了，关于人工智能是否有效地

促进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效果，尚缺少足够

的、规模化证据（Holmes et al.，2018a；2019），至今

人工智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教学与学习、其路

径为何尚存争论，都有待进一步探索。

系统地研究与分析人工智能对教育活动带来的

影响，仅仅依靠传统的教育学研究难以完成，必须

加强教育学与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脑科学、社会

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深度交叉融合，实现人工智能

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突破，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

生态系统的重构奠定基础。联合国呼吁加强关于人

工智能对教育产生影响的系统研究，鼓励开展国际

比较与合作，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全球教育的实质

性作用。2018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在“信息科学部”下增设“F0701教育信息科学与

技术”代码，并设立 10个研究方向：教育信息科

学基础理论与方法、在线与移动交互学习环境构

建、虚拟与增强现实学习环境、教学知识可视化、

教育认知工具、教育机器人、教育智能体、教育大

数据分析与应用、学习分析与评测、自适应个性化

辅助学习，大力支持人工智能、教育学、机器人

学、学习科学与技术、教育神经科学、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学科的交叉研究。通过教育学与信息科

学、生命科学、脑科学的深度融合，为教育生态系

统的重构奠定基础。

4.重视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发展的伦理问题

2019 年欧盟提出发展“可信赖人工智能”

（Trustworthy AI）的倡议。可信赖人工智能包含两

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使用要以

人为中心，保障人的基本权利，遵循基本的规则，

以及尊重核心价值；二是强调促进技术的发展与可

信度，保障技术的有序发展。发展人工智能的教育

应用，要以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为基础，为全人

类的利益服务。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与应

用，滥用个人数据的案例加剧了人们对人工智能

在各个领域应用带来的伦理、隐私和安全问题的

担忧。教育机构、学生尤其是儿童更容易受到这

种问题的威胁。除欧洲之外的其他所有地区中，

只有不到 30%的国家制定了全面的数据保护法。

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已成为未来人工智能教育

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目前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伦理机制尚

不清晰（Holmes et al.，2018b）。有效发挥人工智能的

潜能，避免消极影响，实施教育视角下的可信赖人

工智能，亟待制定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的伦理框

架。伦理框架的制定需要注意三个核心问题：第

一，以学习者为中心或以人为中心应用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和工具在教育中的开发和应用不应该

局限于技术本身，而应以增强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运用人工智能平台和工具促进

教与学，必须从学生和教师的需要出发，解决他们

在课堂上乃至范围更广的教育环境中面临的真正挑

战，而不应由供应驱动的办法或对新技术的盲目追

求所主导。第二，加强数据管理与人工智能技术治

理。一方面机器学习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数据使用

会对学生或教师个人数据的隐私与安全造成威胁，

通过监管框架保障以透明和可审计的方式使用教育

数据、教师和学习者的个人数据，以保护学生和教

师的隐私和个人数据安全。另一方面，还应该对数

据收集过程进行监测，以保证用于分析和预测学习

者行为的数据集的质量。因为机器学习算法识别数

据集的模式，也将导致偏差与歧义。第三，加强学

习者与教师自治，尊重学习者和教师的自主性。应

该使学习者和教师了解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领域的

潜在风险，并使学习者和教师参与决策制定过程。

如何实施教育视角下的可信赖人工智能，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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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的主体性，实现安全、透明、可预测、可解

释、可审查、可追溯、可负责的人工智能+教育，

是我们亟待解决并持续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资料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
65UP.To.

② 资料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21612
37260282167&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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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Education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Lead the Leap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Beijing Consensu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ZHANG Hui, HUANG Ronghuai, LI Jihong, YIN Xiayu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driving for education reform b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rou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the general consensus i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empowers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promotes AI development. At the crucial moment of moving towards an era of AI,
UNESCO organize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and released the outcome
document: Beijing Consensu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The outcome document aims to plan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including ten themes: Planning AI in Education Policies; AI fo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Delivery;
AI to Empower Teaching and Teachers; AI for Learning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Development of Values and
Skills for Life and Work in the AI Era; Development of Values and Skills for Life and Work in the AI Era; Promoting
Equitable and Inclusive Use of AI in Education; Gender-Fair AI and AI for Gender Equality; Ensuring Ethical,
Transparent and Auditable Use of Education Data;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It can be analyzed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1) the core value of AI empowering education; (2) AI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4 (SDG 4); (3)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AI empowering education. In
terms of the core value of AI empowering education, it includes using AI to improve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facilitate personalized learning; to empower teaching and teachers; to boost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provision. With regards to AI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SDG4, we need to ensure the equitable and
inclusive use of AI in education; to provid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women in AI. With regards to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AI empowering education, it involves planning
AI in education policies;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e to the needs for AI skills development; developing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 highlighting ethical issues related to AI integration in education.

Keywords: Beijing Consensu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New Rou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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