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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需求尧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规划都对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提出了迫切需求袁从多元智

能的视角厘清智能技术的发展程度及其教育运用显得尤为必要遥文章在阐述人工智能概念与分类的基础上袁分析了人工智

能的计算机视觉尧自然语言理解与交流尧认知与推理尧机器人学尧博弈与伦理尧机器学习等六大主要领域的技术特征袁以多元

智能为参照袁建立了人工智能与多元智能的结构对应关系袁从多元智能空间结构的技术实现程度尧时序结构的技术框架达

成程度分析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袁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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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提出 野人工智能

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缩写 AI冤冶一词已有 60 多年袁

虽然其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两次低谷袁但自

1997 年 IBM 的深蓝渊Deep Blue冤在国际象棋的对弈

中战胜了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后袁IBM 的超级电脑

Waston尧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无人车 Boss尧苹果公司的

智能语音 Siri尧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器人尧Google的无

人驾驶尧Deep Mind团队的 AlphaGo等技术一直在更

新着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和体验袁特别是人机大

战中 AlphaGo完胜柯洁袁再加上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

AlphaGoZero又战胜了 AlphaGo袁这使得人们意识到院

人工智能的第三次发展浪潮来势如此迅猛遥

当今袁全球发达国家都从国家机构尧战略部署尧资

本投入尧政策导向尧技术研发尧人才培养尧构建产业链

和生态圈等方面集中发力袁力求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占

得先机遥我国 2016年以来袁已将人工智能领域建设提

升至关乎国家竞争力尧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袁相继发

布了叶野互联网+冶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曳叶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曳袁以及野四大冶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院百度的自动驾驶尧阿里云的城市

大脑尧腾讯的医疗影像尧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袁力图在

新一轮的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据制高点袁掌握主导权遥

人工智能生态产业链的不断完备和升级必然带

来对人工智能人才的迫切需求袁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曳[1]指出院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尧教学方法改革袁构建新型教育体系噎噎实施全

民智能教育项目袁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

程袁逐步推广编程教育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

的编程教学软件尧游戏的开发和推广遥

然而袁人工智能技术涉及认知科学尧心理学尧计算

机科学等多个学科袁其应用领域广泛袁影响力深远袁这

使得教育工作者在规划和思考其教育应用时袁往往难

以把握其技术核心内涵袁难以权衡其应用于教育的可

能性尧适切性尧全面性遥本文拟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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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特征分析出发袁以人类多元智能的视角分析当

前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与未来发展方向袁探讨人工智

能技术的教育应用遥

一尧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呈现特征

人工智能从最初的研究范畴尧模拟人类智能的设

想袁发展到构建具有一定智能的人工系统尧硬件和软

件袁再到当前的关键技术突破尧业态聚集袁人工智能已

然处于时代和科技发展的 野风口冶袁 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袁但对其进行理性分析也不可或缺遥

渊一冤人工智能的概念界定

说到人工智能的含义袁 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袁它

不是人类或其他动物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智能[2]袁而是

一个与其相比较的概念遥 达特茅斯会议上袁科学家们

讨论创造出人工大脑的可能性袁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

这一概念袁将其界定为[3]院使一部机器的反应方式像一

个人在行动时所依据的智能遥这个定义只是提出了人

工智能研究的最终目标和判断人工智能的标准袁对于

人工智能的具体研究内容并没有给出说明遥

到目前为止袁 人工智能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公认的

说法袁不同研究者会基于不同认识尧实践和研究基础给

出不同的定义袁即使同为 MIT人工智能实验室不同时

期掌门人的教授们也不例外遥 如人工智能一词的创造

者尧图灵奖获得者 John McCarthy教授认为[4]院人工智能

是制造智能机器袁 特别是智能计算机程序的科学和工

程袁它与使用计算机来理解人类智能的相似任务有关袁

但并不局限于生物学上可观察到的方法遥 人工智能的

奠基者之一尧图灵奖得主 Marvin Lee Minsky[5]认为袁人

工智能就是研究 野让机器来完成那些如果由人来做则

需要智能的事情冶的科学袁曾说过野在某些地方袁一些计

算机将会比大多数人更聪明冶遥 Patrick Winston教授则

对机器需要完成的任务描述得更具体些院 人工智能是

对计算的研究袁以使它们能够感知尧推理和行动[6]遥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袁渊1冤人工智能需要制造智能

机器或开发智能计算机程序曰渊2冤这些机器或程序能做

类似于人的智能工作或完成类似于人类智能的任务袁

如感知尧推理和行动曰渊3冤这些工作或任务并不止于人

类的生物学上可以观察到的任务袁有可能会超越遥

渊二冤 人工智能的分类

人工智能通常被分成三类院渊1冤专用人工智能袁以一

个或多个专门领域和功能的研究为主袁目前正处于高速

发展阶段袁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袁如计算机视觉尧语音

识别等袁目前的人工智能大多属于这一类曰渊2冤通用人

工智能袁机器与人类一样拥有进行所有工作的可能袁关

键在于自动地认知和拓展袁 目前的研究还远未达到这

一目标曰渊3冤超级人工智能袁即具有自我意识袁包括独立

自主的价值观尧世界观等袁超过通常人类智能的人工智

能袁目前还只是存在于科幻小说和电影当中遥

人工智能还有多种分类方法袁如从机器有无生命

体出发袁将人工智能分成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7]遥

前者指的是没有生命体的机器智能袁通常专注于某个

狭窄的任务领域曰后者则为有生命体的机器袁拥有意

识和思想袁目前还没有实现袁处于假设当中遥也有从具

体的智能任务出发袁将人工智能分为感知智能尧认知

智能和创造性智能遥 感知智能袁即对感知或直觉行为

的模拟和拓展袁如视觉尧听觉尧触觉等曰认知智能是对

人类深思熟虑行为的模拟和拓展袁包括记忆尧推理尧规

划尧决策与知识学习等高级智能行为曰创造性智能袁如

顿悟尧灵感等袁显然这方面的研究还未开展遥

渊三冤 研究领域及其技术特征

作为一个学科袁人工智能是自然科学尧社会科学尧

技术科学三向交叉的综合学科袁涉及多个学科袁其研究

领域也非常广泛遥 UCLA计算机科学教授朱纯松将其

归纳为计算机视觉尧 自然语言理解与交流尧 认知与推

理尧机器人学尧博弈与伦理尧机器学习六大主要领域[8]遥

1. 计算机视觉渊Computer Vision冤

作为一个让机器人拥有智能行为的垫脚石[9]袁计算

机视觉旨在模拟人类的视觉系统袁 去从数字图像或视

频中获得对视觉材料的高水平理解袁包含了模式识别尧

图像处理尧图像分析尧机器视觉等遥 计算机视觉系统可

以作为感知器之一袁为后续的决策提供信息遥

2. 自然语言理解与交流渊Natural Language Under-

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冤

自然语言理解与交流可以简称为自然语言处理袁

是人工智能的关键组成部分袁 是使机器能够阅读和理

解人类语言袁 特别是可以使用自然语言用户界面和直

接从人类编写的资源中获取知识袁并与人进行对话尧交

流遥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些直接应用包括信息检索尧文本

挖掘尧问题回答[10]和机器翻译[11]袁在 web搜索尧社交网

络尧生物数据分析和人机交互等领域有广泛应用遥

3. 认知与推理渊Cognition and Reasoning冤

认知与推理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袁主要的研究方向

有知识表示尧推理和问题解决尧规划等遥知识表示的目

标是让机器存储相应的知识袁并且能够按照某种规则

推理演绎得到新的知识遥早期的推理是直接模仿人类

的逻辑推理方式袁面对不确定或不完整信息时袁需要

运用概率进行推理袁 而面对天文数量级的数据时袁最

有效的算法成为推理研究的关键遥规划意味着智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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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必须能够制定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袁并在结果不确

定的状态下进行推理袁改变计划并达成目标遥 知识库

中能否包含各种物理和社会常识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

世界和社会最基本的尧能举一反三的知识袁成为制约

认知和推理的瓶颈和关键遥

4. 机器人学渊Robotics冤

机器人学是一项涵盖了机器人的设计尧 构造尧操

作和应用的跨领域科技袁 就如同计算机系统的控制尧

感觉反馈和信息处理 [12]遥 机器人需要执行特定的任

务袁如搬运物体和导航等袁这就需要在空间上认识它

周围的环境袁学习并建构其环境地图袁弄清如何从一

点运动到另一点袁并执行这一运动[3]遥目前这一领域发

展非常迅速袁已开发出用于家庭尧工业尧军事袁甚至教

育的各种类型机器人遥

5. 博弈与伦理渊Game and Ethics冤

博弈涉及的是智能机器与人类的较量袁Google

DeepMind的 AlphaGo近两年分别战胜了围棋高手李

世石尧柯洁袁引起人们对于人工智能与人类博弈的高

度关注遥 其实袁 早在 1997年 IBM公司研制的 Deep

Blue系统首次在正式比赛中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Garry Kasparov袁 就已经树立了第一个人工智能在博

弈领域战胜人类的里程碑袁并引发了对伦理问题的热

议遥 此外袁人工智能在另一棋牌项目要要要德州扑克中

与人类的较量中袁Tartanian尧Clau-do于 2014尧2015年

都战胜过该领域的顶级专家遥博弈的较量刺激了算法

博弈论的发展袁AlphaGo就是集成了深度学习尧 强化

学习尧蒙特卡洛树搜索才取得了成功遥

6. 机器学习渊Machine Learning冤

机器学习自诞生以来就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

概念之一袁是使计算机具有智能的根本途径袁指的是

对通过经验自动改进的计算机算法的研究 [13]袁即它

通过计算机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袁 以获取新

的知识或技能袁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结构袁使之不断

地改善自身的性能遥 机器学习的应用遍及人工智能

的各个领域袁如数据挖掘尧计算机视觉尧自然语言处

理尧生物特征识别尧搜索引擎尧语音和手写识别尧机器

人运用等遥

以上的六个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当中袁 前五项是

野问题领域冶袁 即人工智能努力去解决的具体问题曰第

六项机器学习是野方法领域冶袁即解决上述问题所需用

到的核心方法遥

二尧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多元智能观察

人工智能既然是模拟和拓展人类智能袁去完成那

些需要一定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任务袁那么人类到底

有哪些智能袁而人工智能已有的技术是否或在多大程

度上实现了这些智能袁这是其进行教育应用的前提遥

霍华德窑加德纳教授 野通过大量心理学的实验数

据和实例的观察分析冶袁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袁突破了

原先唯智商的单一智能尧 用测验评价学业的传统观

点袁 更准确地反映了人类思考和学习的不同方式[14]袁

被认为是可以引领教育技术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新理

念[15]袁这给我们进行智能研究与教育实践提供了一个

更为合理有效的视角遥

渊一冤 多元智能的含义与结构

加德纳将智能被定义为 野一种生理心理的潜能袁

它可以处理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被激活的信息袁去解决

问题或者创造一种在特定文化中有价值的产品冶 [16]遥

由加德纳对智能的定义可以看出袁人类的智能具有如

下特征院渊1冤智能是人的潜在能力袁具有生物学尧心理

学的特性曰渊2冤 智能的作用是能解决问题袁 或创造产

品曰渊3冤智能作用是否能发挥取决于特定文化的价值袁

文化中的机会袁以及由个人和家庭尧学校的教师和其

他人所作出的决定曰渊4冤 智能作用的发挥涉及信息处

理的心理过程遥

加德纳将人的智能分成七种类型院 语言智能尧音

乐智能尧逻辑要数学智能尧空间智能尧身体运动智能尧

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袁详细描述了七种智能的终

极状态袁以及该类型智能的核心要素遥加上 1995年加

德纳提出的第八种智能要要要自然探索者智能袁我们用

表 1进行归纳和梳理遥

表 1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类型[17]

智 能 终极状态 核心要素

逻辑要

数学智

能

科学家尧数学家

辨别尧 逻辑或数学模式的敏感性

和能力曰

处理长串推理的能力

语言

智能
诗人尧记者

对词语的声音尧节奏和意义的

敏感曰

对语言的不同功能的敏感性

音乐

智能

作曲家尧

小提琴家

创造和欣赏节奏尧音调和音色

的能力曰

欣赏音乐表现力的形式

空间

智能

身体运

动智能

航海家尧雕刻家尧

工程师尧画家

舞蹈家尧运动员尧

外科医生尧

手工艺大师

能够准确地感知视觉空间世界

并在最初的感知上进行转换

有能力控制身体的动作和熟

练地处理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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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渊二冤 人工智能与多元智能的空间结构对应关系

从空间结构上来分析袁 以八种多元智能为参照袁

人工智能的六个主要核心技术领域在一定程度能模

拟和实现一些人类的多元智能袁其对应关系大致如图

1所示渊线条的粗和细表示对应关系程度的高和低冤遥

图 1 AI技术研究领域与多元智能的相对关系

计算机视觉研究的是从视觉维度去野感知冶外部

环境袁包含了对目标的识别尧跟踪和测量袁以及对采

集的图片或视频进行处理以获得场景的三维信息

等袁为后续的决策提供依据遥计算机视觉可以类比人

类多元智能中的空间智能袁但与空间智能相比袁计算

机视觉在视觉观察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袁 但在视

觉敏感度尧图像理解等方面还需要技术突破袁也就是

说人工智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野感冶袁但野知冶还远远

谈不上遥

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是实现计算机与人之间用

自然语言进行有效沟通袁包含了对自然语言的识别尧文

本意义的理解尧 以自然语言来表达给定的意图和思想

等袁即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遥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研

究中袁 语言识别与语音合成技术自上世纪 80年代以

来取得重大进展袁 如科大讯飞公司的讯飞语点专注于

中文的语音技术袁识别率高达 95%遥与人类的语言智能

相比袁自然语言处理在语言文本的所处语境约束尧文本

与其对应的生活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关联方面还缺乏研

究袁这成为高质量自然语言理解的主要难题遥

认知与推理主要是对人类认知过程的模拟袁而人

类的认知又是极其复杂的袁 迄今还未能揭示其全貌遥

所以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研究只能是对认知的某些

方面进行模拟袁如认知建模尧知识表示尧判断推理尧问

题求解等遥 认知与推理将思维作为研究核心袁理论上

说它与所有的多元智能都有关联袁因为每种多元智能

都需要有对自身的认知尧判断尧决策尧行动和发展袁而

这些都需要用到认知和推理袁但从目前认知和推理技

术的发展来看袁主要还聚焦于逻辑判断尧数学运算等

方面袁对于其他人类智能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遥

机器人学是近年来发展快速的人工智能之一袁主

要研究开发机器以代替人类从事某些工作袁如灾害救

援尧工业制造等袁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支是研究类人

机器人袁即模仿人的行走尧搬运尧讲话尧认知等一些人

类能做的基本行为袁甚至还有用机器作曲模拟人类音

乐智能的研究遥

计算机博弈是人工智能领域极具挑战性的研究

方向袁模仿人类棋手的思维过程袁以棋类尧牌类等为

研究载体袁 构建一种更接近人类智能的博弈信息处

理系统袁并可以拓展到其他相关领域袁解决实际与博

弈相关的复杂问题[18]遥 在国际象棋和围棋的人机博

弈中袁 计算机智能已战胜并超过了专业选手的专业

能力袁 甚至有 AlphaGo Zero可以抛开对人类棋谱的

学习袁 而进入从零开始的自我学习新阶段遥 但在军

棋尧麻将尧桥牌尧扑克等非完备信息博弈袁以及具有模

糊性和随机性的不确定性博弈方面袁 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19]遥

人机博弈加剧了人类原本就已存在的技术恐慌遥

由于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缺乏伦理的原则和规制袁只

是根据人类设置的程序执行人类的命令袁一方面担心

技术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袁后果堪忧曰另一方面袁人工

智能技术已经引起的和可能带来的一些人权伦理尧责

任伦理尧道德伦理尧代际伦理尧环境伦理等问题袁也需

要正视并得到合理的解决[20]遥

机器学习是模拟人类的学习行为袁 以获取新知袁

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袁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础和活跃

领域遥 机器学习的能力强弱关键在于算法袁如上世纪

80年代末期出现的浅层学习渊Shallow Learning冤运用

的 是 基 于 人 工 神 经 网 络 的 反 向 传 播 渊Back

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处理

认知与推理

机器人学

博弈与伦理

机器学习

空间智能

语言智能

逻辑要数学智能

身体运动智能

音乐智能

自我认知智能

人际智能

自然探索者智能

身体运

动智能

舞蹈家尧运动尧

外科医生尧

手工艺大师

有能力控制身体的动作和熟

练地处理物体

人际关

系智能

政治家尧心理医生尧

教师尧销售商

理解他人的情绪尧性情尧动机

和欲望袁并作出适当的反应

自我认

知智能

有详细尧精准尧

自我认识的人

获得自己的感觉袁 并能辨别它

们袁并利用它们来引导行为

了解自己的长处尧短处尧欲望

和智慧

自然探

索者智

能

博物学家尧猎人尧

渔夫尧农夫尧园丁

辨别环境 渊不仅是自然环境袁

还包括人造环境冤的特征并加

以分类和利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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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tion袁简称 BP冤算法 [21]袁而深度学习由 Geoffrey

Hinton于 2006 年提出 [22]袁是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渊Deep CNN冤的计算模型袁成为物体识别的主流方法袁

也是目前在某些垂直细分领域唯一能达到人类水平

的计算模型遥 2015年袁Google的 FaceNet对人脸的识

别率达到了 99.53%[23]袁超过了人类的传统视觉识别方

法约为 97.53%的最好结果遥

三尧多元智能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发展展望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袁人工智能主要研究用人工的方

法和技术模仿尧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袁实现机器智能[24]袁

因此袁我们可以以人类的多元智能为参照袁从多元智能空

间结构的技术实现程度尧时序结构的技术框架达成度来

分析人工智能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遥

渊一冤空间结构院多元智能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袁以八种多元智能为参照袁我们可以

大致用蜘蛛图呈现人工智能在这八种智能方向上不同

的模拟或实现程度袁如图 2所示遥 从总体上来看袁人工

智能目前主要聚焦于对个体自身的感知尧认知尧语言尧

运动等智能的模拟袁对于自我认知尧人际尧人与自然关

系方面的模拟较少遥相比较而言袁人工智能技术在逻辑

与数学智能尧语言智能尧身体运动智能尧音乐智能方面

模拟和实现的程度较高袁 在空间智能方面有一定的发

展袁而在自我认知智能尧人际智能尧自然探索者智能方

面的发展程度较低袁甚至有的基本还没有展开遥

图 2 AI技术在多元智能各个维度的发展程度示意图

虽然前面只是从八种多元智能的角度去分析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袁但这八种智能并不是人类智能的

全部袁因为人类智能是多元智能的综合体袁每种多元

智能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袁相互影响袁且具有发展性尧

文化性尧情境性等特点遥

渊二冤时序结构院人工智能技术框架

从空间上来说袁 人工智能用机器模拟和拓展人类

以实现语言尧逻辑要数学尧空间尧身体运动尧音乐等人类

智能曰从时序结构上来说袁其本质是对人的意识与思维

的信息过程的模拟[25]遥 因此袁我们可以运用认知信息加

工的理论方法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框架遥

人工智能的先驱纽维尔(Newell)和西蒙(Simon)于

1972年提出了信息加工的一般原理[26]袁他们认为包括

人和计算机在内袁信息加工系统都是由感受器尧处理

器尧记忆和效应器组成的遥按照信息加工思维方法袁目

前的人工智能技术都可以归纳到信息加工的框架下袁

如机器视觉尧语音识别是属于感受器的功能袁自然语

言理解尧认知与推理尧博弈尧机器学习等属于处理器的

功能袁我们有时也可称其为认知智能袁而人工智能的

这些感知与认知能力是通过学习袁 而不是编程获得袁

这也是它与以前的计算机系统之间的重要差别遥自然

语言交流尧机器人学更多的是作为效应器的功能而存

在袁也可称其为行动智能遥 人工智能系统的存储器可

以发挥记忆部分的功能袁只是其记忆的数据能力远超

过人类记忆容量所能达到的范围遥

这些人工智能能力的获得和提升离不开两大基

础支撑院大数据和计算能力袁特别是依赖于体量巨大尧

类型众多尧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大数据袁超级计算

硬件引擎 GPU/TPU集群系统渊AI芯片冤的获得遥

人工智能有了发展程度不同的感知智能尧认知智

能尧行动智能袁但与人类的智能相比还缺少了创造性

智能袁如顿悟尧灵感等曰缺少了意识和情感能力袁如完

成任务感到愉悦尧幸福和成功袁以及奖赏机制等曰缺少

了对各种物理和社会常识的认知尧 理解和灵活运用袁

如遇到新情况能举一反三尧推而广之曰缺少了对他人

想法的感受和推理袁 如为人类提供帮助的意识和能

力尧与人类的配合尧与人类共生共存的社会道德和伦

理规范等遥

四尧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的思考与发展方向

通过对人工智能与人类多元智能的比较和分析袁

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与应用时袁有

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遥

渊一冤理解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必然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袁野人工智能+各个

领域冶已经成为经济和人们生活的常见业态袁必须让

学习者接触人工智能袁了解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

用袁才能使他们更好地应对将来学习尧工作和生活环

境的变化袁思考和解决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的关

系与伦理问题遥美国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的研究成

果也佐证了这一需要遥

新媒体联盟针对未来五年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

育面临的形势尧教学变革的重要趋势和挑战尧关键技

自我认知智能

音乐智能

人际智能

语言智能

逻辑要数学智能

空间智能

身体运动智能

自然观察者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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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袁 召集专家研究团队进行协作研究和专题讨论袁

并发布地平线报告预测未来五年内全球范围的新兴

技术对教育将会产生的影响遥地平线报告已经成为国

际社会了解未来教育技术发展与应用尧进行技术规划

和决策制定尧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参考遥

表 2梳理了 2017年基础教育版和高等教育版的

地平线报告中预测的远期尧中期尧近期能够进入教育

主流应用的技术袁 挑选标准在于是否有益于基础教

育尧高等教育的教学尧学习和创造性探究遥

表 2 地平线报告渊2017冤中进入主流应用的教育技术进展[27]

从表 2中可以看出袁 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

教育袁人工智能已经被列为未来要进入主流应用的教

育技术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袁其教

育应用的步伐会更快遥而表中其他关键技术也都或多

或少融入了人工智能技术袁为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应用

于教育领域奠定了基础遥

渊二冤培养核心能力以凸显人类智能的价值

从多元智能的角度来看袁人工智能技术在那些无

须天赋训练即可掌握的技能尧大量无须思考的重复性

劳动尧与外界关联性很小的工作等方面实现的程度较

高袁而在自我认知智能尧人际智能尧自然探索者智能等

方面实现程度低尧开发的难度大袁所以在培养学习者

时袁 可以更多聚力于那些不易被淘汰的核心能力袁如

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尧创新和创造能力尧人际渊机冤交往

能力尧学习能力尧审美能力尧同情心尧对他人真情的扶

助和关切等遥

好奇心可以让学习者对新鲜事物拥有深厚的兴

趣袁产生探索的欲求袁从而在探索过程中获得知识和

能力袁以激励更加主动深入的探索袁这是未来人才应

具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曰创新和创造是社会得以发展

进步的动力袁因此袁应注重培养学习者的创新与创造

能力袁让他们能以创新的态度尧观点尧方法来解决问

题袁以适应未来人机共存的世界曰人际交往和人机交

互的能力是人类社会性的体现袁也是作为培养人才不

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袁教育的使命应为学习者提供协作

的平台袁帮助学习者获得协作学习与发展的情感和行

动力曰学习能力应是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所应具备的终

身能力袁学会学习尧学会批判尧学会解决问题也是贯穿

于学习过程的宗旨性目标袁运用基于问题的尧项目的尧

挑战的尧探究的学习方法袁发展学习者原创思想尧信息

素养尧高阶思维能力袁从而让学习者在未来面对挑战

时充满信心遥

当然袁逻辑要数学智能尧语言智能尧身体运动智

能等方面对于学习者的成长具有基础性作用袁 也需

要培养袁 只是在学习目标设定时需要更多关注规则

和方法及其运用尧思维能力的培养袁不能过多地停留

在对事实和信息的记忆袁而后者是机器所擅长的遥 例

如美国卡内基窑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周以真

教授提出在阅读尧写作尧算术之外的另一项需要熟练

掌握的基本技能要要要计算思维[28]袁即在理解和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袁运用技术来形成解决方案袁实施并验证

方案是否正确有效的能力遥 培养学习者的计算思维袁

不仅有助于逻辑要数学智能的获得袁 对于让学习者

理解人机关系尧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行为也是大有

裨益的遥

渊三冤人工智能技术助力教育教学改革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教学和学习改革袁目前已

有很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袁虽然还没有能够从顶

层设计上去重构教育教学袁但从目前的技术研发与应

用实践来看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助练尧助评尧助学尧助

教等方面已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袁如百度基于知识

图谱的集野看听说想冶于一体的教育大脑袁科大讯飞的

智慧系列产品要要要微课工具尧纸笔课堂尧作业平台尧组

卷工具尧智学 2.0尧译呗等遥

但目前野人工智能+教育产业冶的做法主要遵循着

将教育的主要环节拆开袁在练习尧评价尧学习过程尧教

学过程尧管理过程等环节进行技术的支持与应用遥 例

如袁利用自适应题库系统袁让学生进行大量的作题练

习袁分析做题数据袁就可针对每道题尧每个学生尧班级尧

学校的作题情况给出评估报告袁然后再结合测试数据

和评估报告为每位学生订制学习方案袁这种数据分析

对于客观题型来说特别准确尧有效且便捷曰对于主观

题袁如作文批改尧口语演讲袁以及教学尧学习的行为过

程分析来说袁还需要用到人工智能的图像或语音识别

技术袁 前提是机器智能所解决的问题领域是受限的袁

以作文批改为例袁题目明确尧已有作文样本袁可以通过

机器学习这些样本袁 掌握基本的规范和评价规则袁它

就具备了对其他作业进行评阅的能力遥 在助学尧助教

方面则需要运用分级阅读系统尧自适应课程系统等教

与学的平台袁深度分析学习者的学习模式尧线上线下

教学的原始与反馈数据袁 但这一层次的分析数据复

杂袁量化难度较大遥

近期院<=1年 中期院2~3年 远期院4~5年

2017

基础教育版

创客空间尧

机器人

分析技术尧

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尧

物联网

2017

高等教育版

自适应学习

技术尧移动

学习

物联网尧

下一代学习

管理系统

人工智能尧

自然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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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袁 人工智能助教也是这一领域的亮点遥 Jill

Watson是 IBM和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一起开发的人

工智能助教袁 它模拟 Goel教授的助教在网上进行了

五个月的答疑袁不仅回答问题及时袁而且正确率达到

97%袁它可以在不需要任何人工帮助的条件下与学生

直接沟通袁 被认为是教育智能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遥

Jill Watson对于 Goel教授来说是助教袁而对于学生来

说袁它则是学习导师袁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袁他

也可以扮演导师尧同伴尧竞争者袁甚至学生的角色袁以

发挥学习伙伴的作用遥Pearson的报告叶智能释放:教育

人工智能的争论曳袁[29] 在分析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如

何积极转变教育时也提出院未来人工智能学习伙伴能

够为未来的教学和学习提供巨大潜力遥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袁使得人们对野机器人

会不会有朝一日取代人类冶这一野奇点问题冶产生了日

渐深重的焦虑袁以多元智能理论作为分析依据袁给我

们更深入地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教育应用带来

了别样的视角袁也促进了我们对人类智能的省察与思

考遥 但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袁将教育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定位为对学习者有益的终身学习伙伴袁这

是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未来发展方向袁也是

学习者应用技术促进学习的应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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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all put forward an urgent demand for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its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AI, this paper analyzes 6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I: computer vision,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cognition and reasoning, robotics, game and ethics, machine

learning. With the reference of multi-intelligenc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between

multi -intellig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degree of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of multi -

intelligence special structure and the degree of technical framework realization of temporal structur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AI, and discusses the orientation and

suggestions of AI technology when applied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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