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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教育时代下人工智能伦理的内涵与建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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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智能教育时代袁人机如何共处是人工智能伦理建构的关键遥 文章首先从技术悖论视角袁厘清当前人工智

能应用于教育在技术滥用尧数据泄露尧智能教学机器的身份与权力边界等方面存在的伦理挑战与困境曰其次袁利用内容

分析法袁结合多国与国际组织政策文件袁对人工智能伦理相关的伦理要素进行分析与抽取袁发现政府尧高校尧国际组织文

件中多次提到的价值尧人类利益尧安全尧隐私尧责任等关键要素曰最后袁基于人机共处的考量袁结合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现状和伦理关键要素袁归纳分析出智能教育伦理需遵循的原则袁包括问责原则尧隐私原则尧平等原则尧透明原则尧不

伤害原则尧非独立原则尧预警原则与稳定原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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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伦理密不可分遥人工智能技术

带来便捷的同时袁也衍生出了复杂的伦理尧法律和安

全问题袁 需要相关的规范制定者和执行者提前布局袁

审慎应对遥在教育领域袁一方面袁人们期待人工智能进

一步促进教育的发展袁如支持个性化学习尧提供教学

适切服务等袁且伴随着人工智能进入高中课本袁中国

的人工智能教育已经正式进入基础教育阶段遥在人工

智能技术领先的美国袁从 2018年秋季开始袁匹兹堡蒙

托学区也启动了全美第一个人工智能公立学校项目遥

另一方面袁随着智能教育应用的广泛开展袁教育工作

者尝试通过野先进技术冶解决教学难题袁在这过程中隐

含一系列伦理道德的问题袁如知识产权保护尧隐私泄

露尧学术不端等袁这使人们开始反思不当使用野先进技

术冶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袁进而衍生出野人工智能进入

教育后袁人机如何共存冶的社会问题遥国际上已经开始

关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伦理问题袁然而

当前关于此领域的研究仍处在探索早期遥 为此袁本文

从技术悖论现象的视角袁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应用于教

育的伦理困境袁结合国际案例剖析了人工智能教育应

用面对的伦理挑战袁并基于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伦理

问题的国家政策袁提出智能教育伦理建构原则袁以期

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和发展提供伦理依据和启发性

思考遥

一尧智能时代的伦理议题

自 1956年袁在美国达特茅斯渊Dartmouth冤会议上

确定人工智能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简称 AI冤这一术

语袁经过 60多年的发展袁该技术已在图像识别尧机器

视觉尧自动驾驶尧安防等领域的发展取得较大进展遥在

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关乎伦理道德的考量袁引发了

一系列的问题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行业专家开始反思

智能时代人机如何共处遥

伦理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叶礼记窑乐记曳院野凡音

者袁生于人心者也曰乐者袁通伦理者也冶袁译为一切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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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产生于人的内心袁乐与事物的伦理相同遥 乐与礼的

关系袁在叶礼记曳中指的也就是文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

关系[1]遥剑桥大学哲学词典渊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冤指出袁野伦理冶渊Ethics冤一词袁广义上指

野道德冶袁狭义上常被用来表示某一特定传统尧群体或

个人的道德原则[2]遥伦理学试图通过定义诸如善与恶尧

对与错尧美德与罪恶尧正义与犯罪等概念来解决人类

道德问题袁常常与道德心理学尧描述性伦理尧价值理论

等领域的研究有关[3]遥 综上所述袁多数研究主要从政

治尧道德等方面探讨伦理的内涵袁集中于人尧社会尧自

然间伦理关系的阐述遥 因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袁智能机

器与人类生活愈发密切袁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人与智

能机器的伦理关系遥由此归纳在智能时代伦理的应有

内涵袁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袁为解决人尧社会尧自

然与智能机器的和谐共处问题袁 通过制定相关原则尧

标准和制度袁促进人尧社会尧自然和智能机器的和谐共

处袁涉及道德尧社会制度尧法律等领域遥 伦理研究的本

质应是一个不断完善的道德实践过程遥

二尧技术悖论视角下人工智能应用于

教育的伦理困境审视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技术辩论的思想来源袁辩

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与存在矛盾的袁

看待事物的发展需要把握好两点论[4]袁即要同时关注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面与反面遥早在 19世纪中期袁马

克思就认识到技术悖论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双面影响袁

他指出院野在我们这个时代袁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自己

的反面遥 我们看到袁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

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袁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

劳遥 技术的胜利袁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

的遥 冶[5]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亦符合技术悖论现象袁我

们必须正视人工智能为教育领域带来的种种福利袁如

支持个性化学习尧提供学习过程适切服务尧提升学业

测评精准性尧助力教师角色变化等[6]袁也不可否认在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过程中由于伦理制度的缺失尧公众道

德素质与文化素养的不足以及政策法规的滞后与不

完善等引发的伦理问题遥

渊一冤技术滥用引发的不端行为

或许人工智能技术并不像人类想象的那样美好袁

在应用的过程中仍旧潜藏着一定的危险遥 在 Nature

评论上袁2018年 4月 25日 17位来自杜克大学尧斯坦

福大学尧哈佛大学等诸多高校的教授和科学家联合发

表文章袁指出现在需要对培养人脑组织的行为作出伦

理反思袁并提出亟须建立伦理道德框架以应对这一难

题[7]遥 剑桥大学尧牛津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学者认为袁在

未来 5 到 10 年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催生新型网络犯

罪尧实体攻击和政治颠覆袁设计这项技术的人需要做

更多的事情来降低技术被误用的风险袁此外袁政府必

须考虑制定新的法律[8]遥除此之外袁技术滥用还有可能

引发学术不端现象遥 Ikanth & Asmatulu指出袁智能手

机是如今最为普遍的作弊工具袁大约 70%的学生承认

他们在考试尧作业尧团队任务尧报告和论文的写作过程

中使用各种高科技设备袁 比如 iPad等进行过作弊行

为[9]遥从社会现象来看袁由于目前社会对伦理问题的认

知不足以及相应规范准则的缺失袁设计者在开发人工

智能教育产品时并不能准确预知可能存在的风险袁人

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趋势明显袁必须考虑更深层

的伦理问题袁从而使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产品的设计目

标与更好地服务学习者的初衷相符遥

渊二冤数据泄露引发的隐私担忧

如今教学系统功能愈发智能和丰富袁不仅仅可以

通过指纹尧人脸尧声音等生理特征识别用户身份袁还能

够搜集和记录环境信息遥 Inayay开发出可实时监控学

生课堂活动的定位系统和学习行为可视化系统袁并已

将该系统应用于 132名师生[10]遥 课堂环境中的温度尧

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严重影响了教师和学生的学习

效率袁并影响师生的身体健康袁为此有研究者设计了

一套基于蓝牙的课堂环境实时监测系统[11]遥 此外袁还

可以利用智能运动设备袁如智能手环尧智能肺活量等

测评工具袁深度采集学生健康数据袁从而发现学生在

体质尧运动技能尧健康程度等方面的问题[12]遥 智能系统

掌握了大量的个人行为信息袁 如果缺乏隐私保护袁就

可能造成数据泄露遥 如果这些数据使用得当袁可以提

升学习服务的支持效果袁但如果某用户出于某些目的

非法使用行为信息袁会造成隐私侵犯袁甚至是违法事

件遥 因此袁设计智能系统时需要纳入隐私保护功能遥

渊三冤智能教学机器的身份与权力边界

智能教学机器为一对一学习支持服务的实现提

供了可能袁 可以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

法袁激发学习兴趣袁从而提升学习者的学习表现遥如果

长时间让学生和智能教学机器待在一起袁这些机器是

否会取代教师的身份钥人机交互过多是否会使学生出

现社交障碍钥欧盟已经在考虑要不要赋予智能机器人

野电子人冶的法律人格[13]袁这意味着机器人也具备了合

法身份袁很难确定机器人享有的权利以及能否履行义

务袁并对其行为负责遥 随着智能教学机器的功能越来

越强大袁它在教学的过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

角色遥此外袁在机器被赋予决策权后袁智能教学机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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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情境下辅助学生学习才能够帮助学生达到更好

的学习效果遥在平板上记笔记的学生在概念性问题表

现上比普通书写方式记笔记的学生差袁在平板上记笔

记的学生虽然花了更长时间记笔记且覆盖了更多内

容袁但因为借助科技而被动不走心的记忆几乎把这些

好处抵消掉了[9]遥这些研究表明袁技术不如教师具有亲

和力袁在某些时候技术的使用会降低学习者的学习体

验遥

三尧国际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概况

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各类

组织和机构探讨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问题袁如科学家

组织尧学术团体和协会尧高校研发机构袁还有国家层面

的专业性监管组织遥这些国际政策将为人工智能教育

应用的伦理模型构建提供理论依据遥

渊一冤多国人工智能伦理政策研究动态

研究样本选取包括美国尧英国尧德国尧中国在内二

十余国的人工智能政策文件袁 检索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1月至 2018年 8月袁搜索源为各国政府网站袁搜索

关键词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者 AI遥 再对下载的

文件进行二次检索袁关键词为 ethics 或 ethic遥 如遇有

的国家直到 2018年 5月也无相关文件公开发布袁则

将最新一次召开的人工智能会议记录下来袁以此作为

该国人工智能研究进展袁如突尼斯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起步较晚袁 于 2018年 4月刚召开完第一次人工智能

会议袁在本次统计中同样进行记录遥 在对各国政策文

件进行了内容抽取后袁 绘制了人工智能国家政策概

览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多国人工智能战略研究概览

各国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持续升温袁在该领域的战

略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研究尧人才培养尧技能培训尧伦

理与安全尧标准与法规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遥 美国尧

英国尧日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关注较早袁政府已出版

多份人工智能战略文件遥英国已出版四份战略文件来

阐述未来将会如何规范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系统

的发展袁以及如何应对其发展带来的伦理道德尧法律

及社会问题袁包括叶人工智能院未来决策制定的机遇与

影 响 曳 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pportun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Decision Making冤尧叶机器

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曳渊Robotics and AI: Fifth Report of

Session 2016要2017冤尧叶人工智能行业新政曳渊Industrial

Strategy: AI Sector Deal冤和叶英国人工智能调查报告曳

渊AI in the UK院Ready袁Willing袁and Able冤遥 美国于

2016年连续发布三份报告袁为美国的 AI 战略奠定了

基础袁包括叶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曳渊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冤尧叶国家人工智

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曳渊National A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冤尧叶人工智能尧 自动化与经

济报告曳渊AI袁Automation袁and the Economy冤袁 之后于

2018年 5月袁白宫邀请了业界尧学术界和部分政府代

表参加了一场人工智能峰会袁并发布人工智能业界峰

会总结渊Summary Report of White House AI Summit冤遥

而肯尼亚尧德国对人工智能战略研究起步较晚袁德国

计划在 2018年秋季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袁 但目前

还不清楚该战略将关注哪些方面遥 肯尼亚政府于

2018年 1月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 11人特别工作组袁

该小组的任务是制定鼓励开发和采用如区块链和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国家战略[14]遥 在芬兰尧美国尧英国等

国的战略文件中袁已明确提出将关注人工智能引发的

伦理问题遥

从世界各国政策文件看袁 发达国家对人工智能各

方面关注较为全面袁 尤其是将伦理问题上升到了一定

的高度袁 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关注人工智能的技术

应用和未来的商业价值等遥由此袁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

政策虽然值得借鉴袁但是在伦理研究方面各国仍处于

早期状态袁这对人工智能发展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遥

渊二冤国际组织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动态

除了国家层面关注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研究袁一

些传统的国际性组织和高校也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治

理的问题袁见表 1遥 2016年 12月和 2017年 12月袁标

准制定组织 IEEE渊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袁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冤发布叶合伦理

设计渊第一版冤曳和叶合伦理设计渊第二版冤曳袁并首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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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或高校名称 报告名称渊英文冤 报告名称渊中文冤 时间

牛津大学尧剑桥大学尧新美国安全

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

The Malicious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ecasting,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恶意使用人工智能风险防范院

预测尧预防和消减措施
2018.2

IEEE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 Version 2 合伦理设计渊第二版冤 2017.12

UNESCO & COMEST Report of COMEST on Robotics Ethics COMEST机器人道德报告 2017.9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渊生命研究院冤 Asilomar AI Principles 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 2017.2

IEEE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 Version 1 合伦理设计渊第一版冤 2016.12

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多所大学

联合发布

From Internet to Robotics: A Roadmap for US

Robotics
美国机器人路线图 2016.11

斯坦福大学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in 2030 2030人工智能与生活前景 2016.9

EURON Roboethics Roadmap 机器人伦理路线图 2006.3

报告中考虑人类生存幸福感渊Well-being冤的问题袁由

IEEE下属各委员会共同完成的文件为人工智能的全

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遥 UNESCO 渊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袁Scientific袁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袁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冤和 COMEST渊World Commission on the

Ethic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袁世界科

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冤多年来连续多次联合发布

报告袁 就机器人应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展开了讨论袁

包括伦理困境尧 如何保证创新是符合伦理的袁如

叶COMEST机器人道德报告曳[15]袁这对世界各国的人工

智能监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遥 此外 袁EURON

渊European Robotics Research Network袁 欧洲机器人研

究网络冤也曾对下一代人形机器人发展过程中涉及的

技术二重性等伦理问题进行简要概述[16]遥 斯坦福大学

的野人工智能百年研究项目冶计划野针对人工智能在自

动化尧国家安全尧心理学尧道德尧法律尧隐私尧民主以及

其他问题上所能产生的影响袁 定期开展一系列的研

究遥 冶该项目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叶人工智能 2030生活

愿景曳已经于 2016年 9月发表遥卡内基梅隆等多所大

学的研究人员联合发布叶美国机器人路线图曳袁以应对

人工智能对伦理和安全带来的挑战遥来自行业和学术

界包括牛津大学尧剑桥大学尧新美国安全中心渊CNAS袁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冤的人工智能专家

撰写叶恶意使用人工智能风险防范院预测尧预防和消减

措施曳袁调查了人工智能恶意使用的潜在安全威胁袁并

提出了更好的预测尧预防和减轻这些威胁的方法 [8]遥

多国政策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对工业生产尧经

济尧文化尧社会尧国防安全等方面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袁

但又有不同的侧重点遥美国与中国强调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袁如美国关注人工智能的研发生态尧人才培训

战略尧行业应用与国防安全袁中国关注研发尧工业化尧

人才发展尧教育和职业培训尧标准制定和法规尧道德规

范与安全等各个方面的战略曰日本和印度关注人工智

能在具体领域的应用袁 如日本关注人工智能在机器

人尧汽车等领域的落地袁印度聚焦于人工智能在健康

护理尧农业尧教育尧智慧城市和基础设施与智能交通五

大领域的应用曰欧盟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研究更为

关注袁正在研究人工智能伦理框架遥 这些文件中有关

伦理的研究为厘清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所带来的伦理

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遥

四尧面向智能教育的人工智能伦理建构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在给教育带来便利的同时袁也使广

大的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不得不置身于伦理困境之

中遥国际政策关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研究为智能教

育伦理建构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前

瞻性认识遥

渊一冤有道德人工智能的特征

科学研究无法脱离特定历史时期对技术研究的

价值取向袁每一次的科学研究都蕴含着研究主体对技

术手段尧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选择袁科学技术产生

的社会作用越大袁与伦理的关系也将越来越紧密遥 人

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袁也必然引发社会的担忧遥 有

学者曾经提出袁判定人工智能程序是否是符合伦理道

德的初步设想袁见公式渊1冤[17]遥 该学者认为袁有道德的

人工智能研究需要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逐步过渡

到有道德地使用人工智能袁但该学者并未明确指出怎

样的用户行为属于有道德的使用人工智能遥

AI research is ethical 以 AI research 寅 ethical AI

公式渊1冤

那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否有道德规范可循钥

早在 1942 年袁艾萨克窑阿西莫夫渊Isaac Asimov冤提出

了以野不得危害人类冶为核心的野机器人三原则冶渊The

Three Laws of Robotics冤渊包括院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表 1 国际机构和高校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概览

24



2019年第 7期渊总第 315期冤

类别 来源 报告名称渊中文冤 伦理相关要素

政府

美国 人工智能行动法案 借助算法消除歧视曰机器的责任

美国 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 公平尧安全与伦理曰人工智能的安全与可预测性

英国
人工智能院未来决策制定的

机遇与影响

个人隐私曰知情权曰由人工智能进行决策的问责概念和机制曰算法偏差

导致的偏见风险

中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追溯和问责曰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及相关责任曰人工智能产品设计人员的

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曰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

国际

组织

IEEE 合伦理设计渊第二版冤 人类权力曰优先考虑人类幸福感曰问责原则曰透明原则曰技术滥用意识

UNESCO & COMEST COMEST机器人道德报告 人权曰野不伤害冶原则曰问责原则曰善行原则曰正义原则曰自主权曰保护隐私

生命研究院 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
安全性曰故障透明性曰司法透明性曰责任曰价值归属曰人类价值观曰个人隐

私曰自由与隐私曰分享礼仪曰共同繁荣曰人类控制曰非颠覆

EURON 机器人伦理路线图
技术二重性曰机器格化曰人机关系的人性化曰技术沉迷曰数字鸿沟曰技术资源

获取的非平等性曰技术对全球权力与财富分配的影响曰技术对环境的影响

IEEE 合伦理设计渊第一版冤 保护人类利益原则曰问责原则曰透明原则曰机器人的教育与意识

高校

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多

所大学联合发布
美国机器人路线图 安全曰可靠性曰隐私

斯坦福大学 2030人工智能与生活前景 数据安全与隐私曰完善人工智能法律与政策体系

牛津大学尧剑桥大学尧

新美国安全中心等

机构联合发布

恶意使用人工智能风险防

范院预测尧预防和消减措施
黑客攻击曰深度学习的野黑箱冶决策过程曰相关用户的行为约束

个体袁 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曰机

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袁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

冲突时例外曰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尧第二定律的情况

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冤[18]遥 三定律针对机器人

和人两大主体规定了机器人的行为规则袁但该定律并

未给出有关于人类和机器人的明确的尧 统一的定义遥

在 1983年袁他又在此基础上添加了零原则袁即机器人

必须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受伤害袁其他三条定律都

是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成立[19]遥 新野机器人三原则冶被认

为是人类对人工智能伦理道德反思的开端遥

渊二冤人工智能伦理关键要素分析

在搜集国际人工智能政策文件的基础上袁 利用

内容分析法对相关文件中的伦理要素进行了提取袁

见表 2遥 政府尧高校尧国际组织均尝试对人工智能的

伦理问题进行探讨袁从伦理相关要素看袁均对人工智

能立法尧安全尧责任认定等有着一致性袁但也有差异问

题遥 政府希望通过制定法律保护公民的权益袁如个人

隐私尧明确责任主体曰国际组织更加强调人工智能社

会价值的探讨袁如人类利益尧机器意识等关键词多次

出现曰高校则结合实际问题提出了应对人工智能风险

问题遥除此以外袁有研究者指出袁引入智能机器带来的

全球性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可总结为技术的二元性尧技

术产品的人格化尧技术沉迷尧数字鸿沟尧数字资源公平

享有权尧技术对全球财富和权力的影响尧技术对环境

的影响 [20]遥 工程公司美国理事会伦理守则渊American

Council of Engineering Companies Ethical Guidelines冤

还指出袁安全性和可靠性也是人造产品需要考虑的道

德因素[21]袁同时袁还要注意人权[22]尧责任权尧公正权尧正

义尧非歧视原则尧知情权尧社会责任尧平等权遥

渊三冤智能教育伦理的建构原则

由于人工智能的交叉性袁人工智能可与其他应用

伦理学共享问题和解决方案袁如计算机伦理尧信息伦

理尧生物伦理学尧技术伦理和神经伦理学遥计算机和信

息伦理学已发展出了名为 PAPA的道德准则袁即隐私

权渊Privacy冤尧准确性渊Accuracy冤尧所有权渊Property冤尧易

获得性渊Accessibility冤[23]遥 为此袁在参照 PAPA模型的

基础上袁基于对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要素分析袁立足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袁 从人机共存角度袁

抽取与学生发展密切相关的要素袁 涉及明确责任主

体尧保护人类隐私尧不偏见不歧视尧决策透明化尧保护

人类利益不受侵害尧提前预警危险行为尧系统稳定可

控等多个方面袁最终归纳出面向智能教育的人工智能

伦 理 建 构 模 型 袁 即 问 责 原 则 渊Principle of

Accountability冤尧隐私原则渊Principle of Privacy冤尧平等

原则 渊Principle of Equality冤尧 透明原则 渊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冤尧不伤害原则渊Principle of Noharm冤尧身

表 2 伦理的相关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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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原则渊Principle of Identity冤尧预警原则渊Principle

of Precaution冤尧稳定原则渊Principle of Stability冤袁概括

为野APETHICS冶模型袁如图 2所示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取

单词 Caution首字母 C代表预警原则袁其余均取单词

首字母表示各原则袁 缩写字母 A在本模型中代表问

责原则 袁 也可以看作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中

Artificial的首字母袁P在本模型中代表隐私原则袁也可

以看作为野+冶渊Plus冤袁其余的取单词首字母袁恰好为伦

理野Ethics冶一词袁合并后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P

(lus) & Ethics遥 以下将对原则进行具体解读院

图 2 智能教育伦理野APETHICS冶模型

1. 问责原则渊Principle of Accountability冤

野问责原则冶主要是指明确责任主体袁建立具体的

法律明确说明为什么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让智能系统

的设计者和部署者承担应有的义务与责任遥问责是面

向各类行为主体建立的多层责任制度遥 然而袁分清楚

责任人是极具挑战性的袁例如袁在自动驾驶汽车独立

作出智能决策导致伤害发生的情况下袁谁应当为自动

驾驶汽车发生的故障和事故负责的问题袁是应该由司

机尧自动汽车生产者或是人工智能系统设计公司来承

担法律责任钥在这里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遥叶为人工

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曳 提出了一般性的应对方法袁强

调基于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原则决定是否对人工智

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施以监管负担[24]遥在 UNESCO和

COMEST联合发布的叶Report of COMEST on Robotics

Ethics曳中尝试明确责任主体[15]袁见表 3遥在追责政策制

定不完善尧主体责任不明确尧监督责任不到位尧伤害人

类行为多发频发等问题发生时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袁

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袁落实科学家尧设计者尧政策制定

者尧使用者的各级责任袁争取做到野失责必问尧问责必

严冶遥

2. 隐私原则渊Principle of Privacy冤

叶辞海曳将隐私定义为公民依法享有的不公开与

其私人生活有关的事实和秘密的权利遥 叶世界人权宣

言曳曾经明确规定袁野任何人的私生活尧家庭尧住宅和通

信不得任意干涉袁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冶[25]遥

在人工智能时代袁野隐私原则冶更强调人们应该有权利

存取尧管理和控制智能机器产生的数据袁以确保机器

不会向任何未经授权的个人或企业提供用户信息遥如

今袁我国有关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学习者隐私不

受侵害的法律还不健全袁关于何为侵犯隐私尧何种行

为侵犯隐私尧 如果侵犯如何处罚的相关法律仍缺失袁

倘若学习者隐私受到侵害也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途

径遥国外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已经在提倡如何在深度

学习过程中保护个人隐私[26]遥 人工智能时代为学习者

隐私保驾护航袁将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长足进步的

不可或缺因素遥

3. 平等原则渊Principle of Equality冤

野平等原则冶指杜绝因算法偏差导致的算法歧视

现象遥 基于种族尧生活方式或居住地的分析是对个人

常态数据的分析袁该种算法风险可以避免袁而野算法歧

视冶 的实质是用过去的数据预测用户未来的表现袁如

果用过去的不准确或者有偏见的数据来训练算法袁得

出的结果肯定也是有偏见的遥 不少研究者坚持袁数字

不会说谎袁可以代表客观事实袁甚至可以公平地为社

会服务遥但是袁已有研究发现袁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的

算法系统也会犯错尧带有偏见袁而且比以往出现的数

字歧视更加隐秘遥 亚马逊尝试了价格歧视袁这意味着

不同的消费者购买同一件商品的价格不同[27]遥 为消除

由机器作出的决策类型 人类参与的行为 技术的定位 责任方 需要遵守的规则

根据预定设计严格标准袁在

有限的范围内作出选择
在法律框架内实施标准

只涉及机器院确定的算法

或机器人
制作者

合法的渊标准曰本国

或国际的法律冤

根据预先设定的政策袁在一

系列的预选中灵活选择
将决策权授予机器人

只涉及机器院基于 AI的算法或

具有认知能力的机器人

设计者尧制造

商尧卖家尧用户

为工程师和用户设定的

用户守则曰预警原则

通过人机交互作出选择 人类控制机器的选择
机器引发严重有害或致死的行

为时袁人类有能力控制机器
全人类 伦理道德

表 3 机器决策尧人类行为与责任主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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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风险袁 数据人员应该确定数据中存在的某种偏差袁

并采用相应的策略评估该偏差带来的影响遥

4. 透明原则渊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冤

野透明原则冶指明确说明使用了哪些算法尧哪些

参数尧哪些数据实现了什么目的袁机器的运作规则和

算法让所有人都能够明白遥 机器需要了解学习者的

行为以作出决策袁 所有人包括学习者也必须了解机

器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分析自己的处理过程遥 如果学

生个人画像不正确袁却无法纠正袁该怎么办钥 当系统

搜集学生的信息袁却得出错误的结论袁该怎么办钥 目

前被广泛讨论的是深度学习的野黑箱冶决策过程袁它

拥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袁 许多研究者试图打开这个

野黑箱冶遥如利用反事实调查的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工具

理解这种黑箱[28]遥这种迫切性不仅出自科学[29]遥美国国

防高级项目研究计划局 渊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袁简称 DARPA冤为名为野可解

释 AI冶渊Explainable AI冤 的新计划投入了 7000 万美

元袁旨在对支撑无人机与情报挖掘行动的深度学习作

出解释[30]遥 伦理和设计往往息息相关袁人工智能开发

必须警惕社会和文化偏见袁确保研究具有普适性的算

法袁消除算法歧视存在的可能空间遥

5. 不伤害原则渊Principle of Noharm冤

野不伤害原则冶也可以理解为 Principle of Do Not

Harm袁 指必须阻拦机器的无意识行为对人类造成的

伤害袁任何情况下袁不区别对待文化尧种族尧民族尧经济

地位尧年龄尧区域等因素袁都要维护人类的权益袁不得

侵害人类权益遥 利弊相生袁人工智能技术的二重性在

给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便利的同时袁也会因技术运

用不当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遥 Google 团队对

DeepMind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行为测试袁通过设计野搜

集水果游戏冶 和 野群狼狩猎游戏冶 来模拟当多个

DeepMind人工智能系统具有相似或冲突的目标时袁

是内斗还是合作遥 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袁机器人以及

人工智能系统具有野杀手潜能冶袁它们并不会自动地将

人类的利益放在野心冶上[31]袁设计算法的技术人员需要

考虑人性的因素遥

6. 身份认同原则渊Principle of Identity冤

野身份认同原则冶指明确智能机器的野社会身份冶袁

从而规范其权利与义务遥 例如袁是否该赋予机器人公

民身份与人的权利遥智能机器是世界物质组成的一部

分袁非独立存在袁智能机器的身份问题日益重要遥人工

智能融入教育袁 已经开始影响现存的人类社会结构袁

人要社会要自然三元社会正在逐渐地向人要社会要

自然要智能机器四元社会发展遥 无论是先秦的野天人

合一冶论袁还是宋明的野万物一体冶论袁都强调人与人尧

人与物尧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尧和谐性尧统

一性关系[32]遥 在人工智能时代袁需要强调的是袁人与

人尧人与智能机器尧人与社会尧人与自然尧机器与自然

的整体性尧和谐性与统一性袁为此需要确立人工智能

在教育中的定位袁以保障技术尧教师尧学生尧环境之间

的平衡遥

7. 预警原则渊Principle of Precaution冤

野预警原则冶强调当机器出现危害人类的行为时袁

采取行动避免伤害袁因此袁人类需要对机器的行为进

行监管袁并开发相应的预警技术遥 危害人类和环境的

行为包括院威胁人类的生命曰严重的或者不可逆的伤

害人类权益的行为[33]遥 谷歌和牛津大学联合发起的人

工智能系统野自我毁灭装置冶渊Kill Switch冤研究项目袁

这个装置能够让人工智能系统处于不间断的人类监

管干预之下遥 通过算法和功能袁让人工智能系统摆脱

不良行为袁杜绝危害人类行为事件的发生遥

8. 稳定原则渊Principle of Stability冤

野稳定原则冶指系统算法稳定且一致袁系统不出现

不必要的行为或者功能上的非一致性和异常结果遥人

工智能系统应确保运行可靠安全袁避免在不可预见的

情况下造成伤害袁或者被人恶意操纵袁实施有害行为遥

如果我们希望利用技术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袁人类就必

须更深入地理解和尊重机器袁从而更好地发挥智能机

器的作用遥需要指出的是袁对于知识创造性的工作袁比

如医疗尧教育培训中具有高度野不确定性冶的工作袁其

承担者则非人类莫属遥

五尧总结与展望

将人工智能广泛而有效地应用于教学袁是未来学

校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袁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尧包容性尧

个性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助力重塑学校教育袁进一

步提升教学的效果尧效率和效益袁以适应现代信息化尧

数字化尧智能化的学习型和创新型社会的需要袁同时袁

为教育 2030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遥 在预见

人工智能技术巨大潜能的同时袁 也不可忽略道德规

范尧产品标准和安全规范的社会呼吁和学术研究遥 对

待人工智能袁我们仍旧应当保持野乐观>焦虑冶的态度袁

让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袁形成造福

社会尧推动发展尧助力改革的无尽活力遥本文深度剖析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困境袁试图通过人工智能教

育应用伦理的野APETHICS冶模型与建构原则袁厘清人

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价值观念尧社会责任遥 在今后的研

究中袁需进一步细化概念模型中包含的原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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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DU Jing, HUANG Ronghuai, LI Zhengxuan, ZHOU Wei, TIAN Yang

(Smart Learning Institut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how man and machine coexist is the key to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paradox,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ethical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exist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such as technology abuse, data leakage, identity and power boundary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machines, etc. Secondly, content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and extract the ethical elements related to AI

ethics by combining the policy documents of many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iscover

the key elements such as value, human interests, security, privacy and responsibility that are repeatedly

mentioned in documents of governments, universit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inally, in terms of

human -computer co -existence and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AI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he key

elements of ethic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inciples to be followed by intelligent education ethics,

including the principle of accountability, the principle of privacy,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the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the principle of non -maleficence, the principle of non -independence,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of stability.

[Keywords] Intelligence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Ethics; International Policy;

Principles; APETHIC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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