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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跃迁：

2019 年北京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综述

苗 逢 春

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袁 法国 巴黎 75007冤

[摘 要] 文章综述了在中国北京召开的首届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背景尧研讨的重大专题尧会议成果文件渊即

有关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叶北京共识曳冤的主要思想及其对教育政策和教学实践的指导价值遥 指出各国教育人工智能政策

的制定应遵循以人为本尧跨界协作尧公平全纳三个原则袁确保奠定法律法规保障尧决策人员的意识与能力和培养高端人

工智能人才三个基础遥 强调在规划教育人工智能政策时应审视人工智能和教育之间的交互作用袁并通过政策引领人工

智能与教育的良性互动和系统融合袁即一方面袁教育系统须预测和培养人工智能时代人人所需的技能和价值观以及不

同层次的人工智能技能曰另一方面袁须借助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动态支持教育系统全领域的发展与跃迁袁尤其确保教育

系统核心要素的协调推进袁包括借助人工智能创新教育供给方式尧支持教育管理的不断更新换代尧赋能教师与教学尧提

高学习质量与学习评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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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会议背景院系统分析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系

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袁规划引导教育的跃迁

人工智能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AI冤已经跨界融

合了新型算法尧云计算尧大数据尧物联网尧新材料等一

系列前沿技术袁其融合的技术图谱仍在迅速拓展遥 人

工智能各单项技术近十年取得重大突破袁而且跨越技

术边界的融合尤其是人机智力协作等方面的融合愈

益深入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工业制造和交通等领域

引发了全价值链的产业革命以及相应的社会变革遥由

此袁越来越多的决策者认为袁人工智能也具备在更广

泛领域支持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及其所需社会变革

的潜能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尧学习和生活中的

迅速普及袁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进入一个人与人工智能

共同生活和协同工作的时代袁即人工智能时代遥 即将

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袁教育

系统如何确保每个个体获得与人工智能有效协同并

能运用人工智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遥

从宏观的角度看袁人工智能给教育系统带来了以

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机遇院

第一袁从教育政策规划的角度出发袁如何发掘人

工智能在优化教育供给尧更新教育管理尧赋能教师与

教学尧提高学习质量等方面的潜能袁扩大教育普及率

和确保学习质量曰

第二袁从外部人才需求的角度出发袁为应对人工智

能和自动化梯级替代低技能职业与任务袁以及快速促生

新职业导致的就业尧创业技能的迭代变动袁教育系统如

何预测和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生活和工作所需的技能曰

第三袁 从人本的伦理观念和公平发展的角度出发袁

如何管控人工智能所进一步加剧的国际间和社会阶层间

的数字鸿沟袁以及更隐蔽尧更泛在的隐私和伦理侵犯袁并

发挥人工智能的潜力袁以促进教育的公平性和全纳性遥

为了最大化实现人工智能可能带给教育系统的

惠益袁消除潜在风险袁需要教育系统全系统协同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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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界的协作袁调整甚至重构教育供给尧教育管理尧教

学和学习的核心基础遥

为协助各会员国应对上述挑战袁联合国教育科学

与文化组织和中国政府联合发起袁2019年 5月 16要

18日在北京举办以野规划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院引领

与跨越冶为主题的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1]遥本次会

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

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遥大会收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的贺信袁会议由中国政府副总理

孙春兰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全权代表教育助理

总干事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和北京市市长

分别致开幕词遥 会议仅接受受邀代表袁共邀请了来自

全球 120多个国家和 20多个联合国机构或国际组织

的 300多位正式代表袁 其中包括大约 50位部长或副

部长遥 国内应邀参会人员包括相关部委尧各省市自治

区尧高校和研究机构及企业界的 250位代表遥 会议期

间袁共有 120多位专家尧企业领袖和政府官员在 7个

全会和 16个分会环节发表演讲和参与专题讨论遥 会

议期间袁还在会议现场尧清华大学尧中关村科技创新展

示园区尧北京十一中学分别组织了四场专题展览遥 会

议最后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关人工智能与教

育的叶北京共识曳[2]遥 本次大会是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

规格最高尧代表性最广泛尧主题最具前瞻性和引领性

的大会遥

会议以提前规划教育政策尧引领人工智能时代所

需的教育变革为总目标袁研讨了人工智能演变的最新

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尧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以及教育和

终身学习体系的深远影响袁审视了人工智能对于未来

工作和技能培养的潜在影响袁 并探讨了其在重塑教

育尧教学和学习的核心基础方面的潜力遥 会议研制并

最终通过了首个人工智能与教育全球性纲领问题的

叶北京共识曳袁会议的召开和所取得的成果文件将对该

领域的政策制定尧理论研究尧实践创新和技术研发等

产生深远影响遥 本文综述会议召开的背景尧研讨的重

大专题袁并在各专题下袁列举该专题涉及的重大战略

问题尧值得关注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或探索性项目和

成果袁最后介绍各国在该专题下达成的共识遥

二尧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四要要要2030年教

育议程背景下袁审视构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

未来新兴政策与战略

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在重塑教育与学习方面具

有变革性的潜力遥但人工智能对教育与学习具有双重

影响袁既会带来惠益袁也会带来风险袁这在目前已成共

识遥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来重塑教育系

统袁各国教育政策制定者需要以联合国及各会员国达

成共识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渊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袁SDGs冤袁尤其是其中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四渊SDG 4冤要要要2030 年教育议程的目标为标杆袁

审视人工智能的惠益与潜在风险遥 可持续发展目标

四要要要2030年教育议程的总目标是确保所有人都享

有包容尧公平和优质的教育与终身学习机会袁并围绕

总目标设定了各级各类教育的 17个具体指标[3]遥相较

于联合国系统制定的尧 以 2015年为目标年提出的全

民教育渊Education For All袁 EFA冤议程袁可持续发展目

标四针对 2030年的教育提出了更多且更有挑战性的

具体指标遥 例如院 不但要确保所有学龄儿童都享受义

务教育袁而且要确保义务教育的质量曰建议各国把教

育的年限下调到 1~2年学前教育和普及一定年限的

高中教育曰扩大高等教育入学率曰扫除文盲尤其是成

人文盲曰确保每个人都获得体面的生活和工作所需的

基本技能曰普及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和全球公民意

识教育曰在教育中确保性别平等[3]遥 为实现 2030年教

育议程袁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挑

战遥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袁全球有 26200多

万学龄儿童和青年人失学袁全球仍有 61700万文盲人

口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有不足 40%的女童完成

9年基础教育[4]遥

单纯依靠传统的教育供给尧教育管理和教学资源

提供方式袁 无法为实现 2030年教育议程提供充足师

资和各类教育资源袁更无法克服各种阻遏弱势群体获

得优质教育和终生学习机会的障碍遥在各国寻找新型

教育和终生学习供给方式时袁人工智能的最新突破为

教育界研制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新希望遥有观点

认为袁人工智能有潜力帮助各国克服在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四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遥 例如院借助人工智能

承担教师的部分功能袁填补部分师资空缺袁并赋能贫

困地区教师的教学袁 通过教育管理流程的自动化袁优

化教育资源分配以向弱势群体倾斜袁分析学习模式并

优化学习过程以确保学习质量袁可以克服弱势群体接

受教育的语言和地域等障碍遥

为协助各国教育部长深化对人工智能积极教育

潜能和潜在风险的认识袁 避免各国教育部门无证据尧

无规划地盲目跟风技术热点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

本次会议重申实现 2030年教育议程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遥 进而敦促教育界尧科技界和其他相关机构深入系

统分析实现 2030年教育议程的各项具体指标时所面

临的挑战袁 规划教育系统对人工智能的宏观需求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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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可能性和具体应用场景遥 为

此袁会议组织了以野借助人工智能加速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四冶的野部长论坛冶和野展望人工智能时代教育

的未来大会主旨演讲冶两个最高级别的大会环节遥

在野部长论坛冶环节袁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做了

题为叶中国的人工智能与教育曳的主旨报告袁包括斯洛

文尼亚副总理兼教育尧科学和体育部部长在内的来自

世界各个地区的 12位部长袁 分享了相关国家在教育

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规划和实施经验袁并就以下问题

分享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政策对策院

人工智能有哪些最新发展趋势钥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正在如何重塑教育与学习钥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

遇与风险袁如何规划政策尧对策钥

承接野部长论坛冶环节提出的三个问题袁大会特邀

了教育界尧人工智能界和教育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发

表了主旨演讲袁包括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的叶智

能教育引领未来要要要中国的认识与行动曳袁 伦敦大学

学院教授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教席负责人

约翰窑肖维-泰勒渊John Shawe-Taylor冤的主题演讲袁以

及来自伟东集团尧好未来教育集团和科大讯飞三个企

业董事长有关人工智能前沿发展和教育解决方案的

报告袁以期为各国参会官员和业界代表提供人工智能

应用于教育的前沿思考遥

在教育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潜能实现变革方面袁会

议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具体体现为院野致力于引领实施

适当的政策应对策略袁通过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系统融

合袁全面创新教育尧教学和学习方式袁并利用人工智能

加快建设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袁 确保全民享有公平尧

适切且优质的终身学习机会袁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遥 冶[2]同时袁必须野 认识到

人工智能领域的复杂性和迅猛发展速度尧对人工智能

的多元化理解尧 宽泛的外延和各种差异较大的定义袁

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多样化应用及其引发的伦理挑

战冶[2]遥

三尧引导教育领域发展人工智能的政策制定院

政策制定原则和主要政策构件

渊一冤在借鉴已有人工智能战略的基础上袁确定教

育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原则与政策构件

到 2018年底袁全球约有 18个国家或经济体制定

并开始实施人工智能战略袁以应对人工智能的惠益与

潜在风险[5]遥 这些新兴人工智能战略都具有跨学科和

跨部门的特色袁 并侧重大同小异的共同政策领域袁其

中包括院工业 4.0 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尧人工智

能研发尧人工智能人才与相关技能培养尧人工智能伦

理尧数据战略尧政府服务中的人工智能尧包容平等的人

工智能应用等遥 虽然各国聚焦的战略重点尧实施途径

和筹资机制各不相同袁但所有制定实施人工智能国家

战略的先行国家都认可袁教育既是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的核心领域袁更是实现该战略的核心支撑领域遥因为袁

唯有教育能确保所有人形成在生活尧工作和学习中人

机协作所需的各项技能和价值观遥 具体到教育领域袁

尽管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深刻改变教育管理尧教学

和学习各个方面的潜力袁然而袁与工业制造尧交通其他

部门相比袁对教育领域普遍利用人工智能带来的长期

影响仍难以准确预测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四的各

项具体指标时袁教育政策制定者如何抓住人工智能提

供的机遇袁制定可与宏观教育政策和公共政策有机配

合的教育人工智能政策袁是各国教育决策人员面临的

共同挑战遥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袁大会的第一个主题性全会环

节重点关注从新兴人工智能战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如何为制定教育人工智能政策 渊AI in Education

Policies冤提供依据袁该全会环节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院

从已经制定实施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中可汲取哪些

可供教育人工智能政策参考的经验教训钥如何通过系

统性的规划来引导教育顺利完成向人工智能时代的

转型钥 如何动员充足的资金尧其他资源和跨界合作伙

伴支持教育人工智能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钥在该主题全

会环节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了即将完成的叶教育

人工智能政策指南曳袁 以及旨在协助各成员国培养人

工智能时代合格教育政策制定人员的野为人工智能时

代的教育最好准备的决策者 渊AI -ready Policy

Makers冤冶项目遥

在教育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方面袁会议

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体现了以下原则院

1. 在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互动中强调以人为

本的原则

野认识到人类智能的独特性遥 重申叶世界人权宣

言曳中确立的原则袁重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工智

能使用方面的人文主义取向袁以期保护人权并确保所

有人具备在生活尧学习和工作中进行有效人机合作以

及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相应价值观和技能遥 冶[2]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本主义的人工智能应用原则具体包括四

个方面院人工智能的开发应当为人所控尧以人为本曰人

工智能的部署应当服务于人并以增强人的能力为目

的曰人工智能的设计应合乎伦理尧避免歧视尧公平尧透

明和可审核曰应在整个价值链全过程中监测并评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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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遥

2. 在规划教育人工智能政策时强调跨界合作和

全系统规划原则

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多学科特性和跨界融合的技

术特点及其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袁 采取政府全体参与尧

跨部门整合和多方协作的方法袁规划和治理教育人工

智能政策遥从终身学习的角度规划并制定与教育政策

接轨和有机协调的全系统教育人工智能战略袁确保教

育人工智能与公共政策特别是教育政策的有机配合遥

3. 基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四时所面临的挑战袁

权衡政策重点袁确保多元经费筹资机制

根据本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四及其具体目

标以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中遇到的挑战袁审

慎权衡不同教育政策重点之间的优先级袁确定政策的

战略优先领域曰充分认识到推行教育人工智能政策和

工程的巨大投资需求曰确定不同的筹资渠道袁包括国

家经费 渊公共和私人冤尧 国际资金和创新性的筹资机

制遥 还要考虑到人工智能在合并和分析多个数据来

源袁从而提高决策效率方面的潜力遥

渊二冤借助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全系统发展与跃迁

的主要政策构件

支撑该专题性全会的讨论袁会议围绕下面相关分

专题组织了四个分会环节院

1援 规划教育人工智能政策袁培养为采纳人工智能

做好准备的决策者

为引导教育向人工智能时代转变袁教育人工智能

政策的制定应该首先审慎考察人工智能对教育核心

基础具有何种影响袁并以此为基础对教育系统的核心

要素进行重新界定或补充遥而教育的核心基础包括培

养什么样的技能以及如何培养尧 教育的供给与管理尧

课程与结果认证袁以及教学与学习的组织方式遥 为了

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工智能的惠益袁并降低其给教育带

来的潜在风险袁 教育决策者需要不断对政策进行学

习袁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袁它如何在生活尧工作和教育

中得到利用袁以及如何管理伦理和法律风险等遥 该专

题分会探讨了有关教育人工智能政策的规划以及决

策者应掌握的知识领域等主要问题院在利用人工智能

构建教育与学习的未来并应对在各种环境下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中袁应遵循哪些原则钥 如何做好

更充分的准备并整合关键政策要素袁以支持实现各项

战略性目标钥为引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政策和规划的

设计袁决策者需要掌握哪些基本的人工智能知识钥

2援 发挥人工智能潜能袁优化教育供给和教育管理

以大数据的重大突破为支撑点袁人工智能技术已

被证明有力量彻底改革学习课程的搜集整合和供给

方式袁并显现出变革教育管理和政策规划机制的巨大

潜力遥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实践人员常需要了解如何利

用数据改善教育的供给和管理遥为有效利用数据推动

变革袁教育和培训提供者必须与教育技术产业建立全

面伙伴关系遥应摒弃教育技术产业只是商品和服务提

供者的观点袁转而开展更为丰富尧更为根本性的合作

关系袁合作审视数据的潜力袁规划和设计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袁以及制定指导框架遥 关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

加强并改革教育的供给和管理遥该专题分会值得探讨

的主要问题包括院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改进各个

等级和分部门教育渊基础教育尧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尧

高等教育和终身学习冤的供给钥 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教

育管理信息系统 渊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袁 EMIS冤的有效和变革性模式有哪些钥 利用数

据促进教育的供给或管理袁同时袁特别注重支持最弱

势群体教育的有效伙伴关系或协作模式有哪些钥其中

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是袁如何借助人工智能促进难民

教育的供给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具体体现为院

野应充分认识到应用数据变革给予证据的政策规划方

面的突破遥考虑整合或开发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工

具对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换代袁以加强数据收

集和处理袁使教育的管理和供给更加公平尧包容尧开放

和个性化遥 冶[2]同时袁野考虑在不同学习机构和学习场景

中引入能够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实现的新的教育和培

训供给模式袁以便服务于学生尧教职人员尧家长和社区

等不同行为者冶[2]遥

3援 借助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和教学袁确保人际互动

在教学中的核心价值

虽然教师现在所承担的日常例行工作和低技能

任务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袁但教师作为一种职业

近期内不会被机器取代遥随着人工智能提供的辅助越

来越智能化袁并逐步替代教师承担教学中的低技能性

机械重复任务袁 教师将更有可能专注于高技能的任

务袁包括更有针对性地管理教育资源袁更加有成效和

高效率的教学方法袁 以及更加完善的学习成果评估遥

因此袁迫切需要探讨人工智能的运用会对教师的权利

和工作条件产生何种影响袁并依此对全系统的教师培

训尧教师职业生涯管理和教师职业发展支持进行变革

或调整遥 此外袁运用人工智能平台和工具有效支持教

学并对教学变革的赋能方面袁 必须从教师的需要出

发袁解决他们在课堂上乃至范围更广的教育环境中面

临的真正挑战袁而不是由供应驱动的办法或对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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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盲目追求所主导遥

该专题分会探讨了在富含人工智能的教育环境

中教师角色的动态变化袁以及如何通过提高教师持续

性的职业发展和教师职业生涯管理政策袁协助教师适

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需求袁其中包括院在日益富含

人工智能的教育环境中袁如何根据人机互动的新变化

动态界定教师的角色以及教师职位所需的技能钥如何

相应变革职前和在职培训培养应对教师角色和职业

定位的变化袁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师钥 在人工

智能可以替代教师角色中低技能任务的新背景下袁如

何重新审视解决师资短缺问题的战略钥值得关注的领

域包括院人工智能助力教师教学创新尧人工智能技术

和学习分析法对教师教学的支持尧利用人工智能增强

教师教学能力尧对教师在高人工智能环境中的工作权

利的界定和保护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主要体现为院

野虽然人工智能为支持教师履行教育和教学职责提供

了机会袁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人际互动和协作应确保

作为教育的核心遥 意识到教师无法被机器所取代袁应

确保他们的权利和工作条件受到保护遥 冶[2]政府机构和

教师培训部门应野在教师政策框架内动态地审视并界

定教师的角色及其所需能力袁强化教师培训机构并制

订适当的能力建设方案袁支持教师为在富含人工智能

的教育环境中有效工作做好准备冶[2]遥政府机构和相关

部门应 野将人工智能技能纳入教师通信技术能力框

架袁并就教职人员如何在富含人工智能的教育环境下

工作开展培训冶[2]遥

4援 释放人工智能在改善学习成果和变革学习评

价方面的潜能

机器学习的计算力已在主要需要狭义智能的任

务中显示出超越或不逊于人类智能的能力袁其中包括

自然语言处理尧面部识别以及人工智能作曲尧绘画和

写诗等遥人工智能技术还被广泛用于自动教学中的评

分和监考以及基于人脸识别的远程学习评估等遥 然

而袁关于人工智能如何改善学习成果尧人工智能能否

有助于学习理论界更好地理解和改进学习的有效性

等方面袁证据尚比较匮乏遥 人工智能在支持跟踪和认

可不同环境中的学习成果袁以及评估综合能力袁特别

是在非正规和非正式环境中所获能力并对此加以质

量认证方面的潜力仍然有待开发遥

该专题分会探讨了人工智能在提高学习质量尧改

善学习成果的潜能等方面的主要问题院如何利用人工

智能改进核心科目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以及培养

跨学科能力钥如何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对所

有机构和国家的学习结果评价尧 认可的创新性方法钥

从终身学习的角度看袁人工智能如何改进对先前学习

的认证和验证钥 值得关注的领域包括院教学中人要机

混合系统的研发和应用效果尧如何结合学科特点设计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并释放人工智能提高学科学习成

绩的潜能尧人工智能能否以及如何提高跨学科综合能

力的培养尧如何借助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加深对

人类学习规律的理解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体现为院野动态

关注人工智能在支持学习和学习评价潜能方面的发展

趋势袁评估并调整课程袁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学习方式变

革的深度融合遥冶[2]不应罔顾学科和跨学科学习规律尧学

生隐私以及其他个人权益袁 在无实证支持下或家长和

学生不知情的前提下袁 盲目推广商业利益驱动的人工

智能学习系统袁 而应审慎验证使用人工智能的惠益明

显大于其风险的领域袁并在这些领域野考虑应用现有的

人工智能工具或开发创新性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袁 辅助

不同学科领域中明确界定的学习任务袁 并为开发跨学

科技能和能力所需的人工智能工具提供支持冶[2]遥同时袁

野支持采用全校模式围绕利用人工智能促进教学和学

习创新开展试点测试袁 从成功案例中汲取经验并推广

有证据支持的实践模式冶[2]遥 在借助人工智能变革学习

评价方面袁野应用或开发人工智能工具以支持动态适应

性学习过程曰发掘数据潜能袁支持学生综合能力的多维

度评价曰支持大规模远程评价冶[2]遥

渊三冤教育与培训系统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反向支

持院预测和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生活和工作所需的技能

人工智能无所不在的渗透性普及伴随着新职业的

增长以及低技能任务实现自动化所引发的失业率急剧

上升袁由此造成社会和政治紧张袁同时袁带来收入不平

等日益加剧的风险遥 最近的一项全球评估显示 [6]袁 到

2030 年袁30%的野工作活动冶可以实现自动化并被人工

智能机器替代掉袁相关职业或岗位的需求会锐减或消

失遥全球多达 3.75 亿劳动者可能会受到影响袁蓝领工

人首当其冲袁随后是白领雇员和管理者袁此后会涉及

部分艺术产业从业者[6]遥与此同时袁人工智能及其他前

沿技术正催生需要人类特有的创造能力尧社会情感能

力和人际互动等高技能工作岗位的增加遥 一方面袁教

育和培训系统需要为新毕业生提前准备胜任这些新

生高技能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曰另一方面袁需要对被

从低技能岗位上替代掉的失业人员袁在其技能发展的

最近发展区内开展技能再造或技能提升袁以期协助他

们在需要较高层级的高技能岗位上实现就业和转型遥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袁大会的第二个主题性全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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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探讨了教育和培训系统主动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

能力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袁其中包括院随着人工智能

的出现袁哪些职业面临着被替代的风险袁哪些新型职业

又正在被促生钥教育和培训系统如何预测这些变化袁以

便同时对现有和新的劳动力进行培训袁 使其具备在人

工智能时代取得成功的工作技能钥 私营部门如何参与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计划的治理尧融资和管理钥值得关

注的领域和成果包括院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力和劳动

者的权益[7]尧多层次分水平人工智能技能框架渊面向所

有人的人工智能素养袁人工智能从业人员尧人工智能开

发人员尧人工智能创业者尧人工智能政策制定者等冤尧人

工智能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机会 渊国际劳工组织报

告叶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工作曳[8]冤尧人工智能技术在

劳动力转型过程支持技能发展和工作技能需求的匹配
[9]尧 如何动态界定人机协同智能 渊Human -AI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冤遥

支撑该专题性全会的讨论袁会议围绕下面相关分

专题组织四个分会环节院

1援 预测未来工作袁界定人工智能技能框架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改变了工业尧服务业和农业三

部门的价值链遥 与自动化引起的裁员和失业担忧相

反袁乐观主义的观点认为袁技术正在使需要人类特有

创造力的高技能工作数量增多袁而在常规工作实现自

动化之前袁 人类的这些创造力处于浪费或闲置状态遥

如果使下岗工人具备新工作所需的技能袁 那么各经

济体和社会所受的源于自动化的冲击就会被缓解或

通过产业和就业升级的方式解决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教

育和培训系统需要对工作前景有准确尧 可靠的认识袁

不断确定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并更新技能和资格

框架袁以便跟上富含人工智能的工作世界不断变化的

要求遥

该专题分会探讨了与预测未来工作尧设定人工智

能技术框架相关的主要问题院我们应如何评估人工智

能和自动化对各种环境下就业和技能发展的影响钥有

哪些新兴的关于人工智能技能的国际尧地区或国家框

架钥 什么是核心的人机协作价值观和技能袁包括在人

工智能时代奋斗所需的人类特有技能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主要体现为院

野注意到采用人工智能所致的劳动力市场的系统性和

长期性变革袁包括性别平等方面的动态遥 更新并开发

有效机制和工具袁以预测并确认当前和未来人工智能

发展所引发的相关技能需求袁以便确保课程与不断变

化的经济尧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相适应遥 冶[2]

2援 人工智能技能在学校和教育机构课程中的主

渠道培养

据估计袁到 2022 年袁将产生 1 亿多项管理人类

与人工智能或算法之间协作的新职责[10]遥 对编程尧人

工智能应用程序开发等人工智能技能袁以及创造性思

维尧解决问题和协商等计算机无法轻易掌握的人类特

有技能的需求与日俱增遥学校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机构需要培养大量具有基本技能的毕业生和劳动者袁

以满足当下需要并为学习新技能打下适当基础遥人工

智能技能在学校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的主渠

道培养袁需要将人工智能教学与创客实践尧编程马拉

松和基于挑战的共同设计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等更实

用的办法结合起来遥

该专题分会探讨了学校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系统如何回应有关提高人工智能素养袁并打造一支后

备人工智能劳动大军的主要问题方面的经验院将人工

智能技能发展纳入中小学和职教机构主渠道课程的

有效方法和模式有哪些钥高质量的人工智能课程和必

要的人工智能工具如何实现开放获取袁以满足最弱势

群体的迫切需求钥 值得关注的领域和项目包括院新加

坡政府的野未来技能冶渊SkillsFuture冤工程[11]尧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要爱立信人工智能技能培养项目尧人工智能

技能在中小学和职业教育机构的主渠道培养模式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主要体现为院

野进行有效的人机协作需要具备一系列人工智能素

养袁同时袁不能忽视对识字和算术等基本技能的需求遥

采取体制化的行动袁提高社会各个层面所需的基本人

工智能素养遥 冶[2]因此袁各国政府应野将人工智能相关技

能纳入中小学学校课程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及

高等教育的资历认证体系中袁同时袁考虑到伦理层面

的内容和与之相关的人文学科渗透冶[2]遥

3援 现有劳动力的人工智能技能提升和终身学习

机会

工业尧服务业和农业三部门价值链的自动化和变

化正在使传统和低技能的工作失去立足之地袁取而代

之的是新的数字化和高技能工作遥对具有传统中级技

能劳动者的需求量减少袁招聘人员和雇主正在将目光

转向具有基本或适当人工智能技能的工人遥使下岗的

成年人掌握可以学会的人工智能技能袁将有助于他们

找到需要略高技能的工作并提高其职业发展能力遥许

多公司正在采取积极主动的办法袁提供技术升级和再

培训计划袁以使员工为将来的工作和由人工智能驱动

的未来做好准备遥

该专题分会探讨了为填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及

其带动产业转型所需的人工智能技能鸿沟袁各国应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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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主要战略尧主要问题包括院各国政府如何协调多

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并制定适当的筹资计划袁以促进

对成年低技能劳动者进行人工智能技能培训及提升

的包容性培训钥私营部门为将来的工作对员工进行技

能再培训的成功模式有哪些钥如何借助终身学习系统

中的激励和认证机制渊如代金券尧培训基金和带薪学

习假等冤应对人工智能技能培训需求钥 值得关注的领

域和项目包括院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课程搜索集成和在线支持 尧基于实时大数据渊工

作机会尧所需技能尧劳动力市场波动等冤打通求职者和

雇主的信息通道[12]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主要体现为院

野重申终身学习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四的指导方

针袁其中包括正规尧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遥采用人工智

能平台和基于数据的学习分析等关键技术袁构建可支

持人人均能随时随地进行个性化学习的综合型终身

学习体系袁同时袁尊重学习者的能动性遥开发人工智能

在促进灵活的终身学习途径以及学习结果累积尧认

证尧发证和转移方面的潜力遥 冶[2]同时袁野意识到需要在

政策层面对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的需求给予适当

关注袁并使他们具备人工智能时代生活所需的价值观

和技能袁以便为数字化生活消除障碍遥 规划并实施有

充足经费支持的项目袁使较年长的劳动者具备技能和

选择袁能够随自己所愿保持在经济上的从业身份并融

入社会冶[2]遥

4援 培养人工智能专业人员袁促进高等教育中的人

工智能研究

国家和组织发展人工智能并将其融入经济和教

育领域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缺乏人工智能专业人员和

人才遥弥合国际人工智能鸿沟的关键是培养本地人工

智能人才袁包括培养一批具有设计尧编程和开发人工

智能系统专业知识的本地人工智能专业人员袁以及管

理和领导能力兼备的人工智能企业家遥这需要在高等

教育中引入新课程袁包括工程技术学课程以及硕士和

博士课程遥 政府机构尧大学和合作伙伴需要解决短期和

长期需求袁 为在科学尧 技术尧 工程和数学渊Science袁

Technology袁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袁 STEM冤方面

打下扎实基础袁支持跨学科研究和培训袁以加强能力

建设遥

该专题分会探讨了培养本地人工智能专业人员

和培育创新所需行动方面的基本问题袁 其中包括院如

何评估和监测人工智能人才和专业人员的缺口钥大学

和机构的作用是什么钥有哪些加速本地人工智能专业

人员和人才培养的成功实践钥如何动员青年人并增强

他们的能力袁 使其能够参与促进本地的人工智能创

新钥 值得关注的领域和项目包括院埃及设立的阿拉伯

地区首个人工智能学院[13]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主要体现为院

野制定中长期规划并采取紧急行动袁 支持高等教育及

研究机构开发或加强课程和研究项目袁培养本地人工

智能高端人才袁 以期建立一个具备人工智能系统设

计尧编程和开发的大型本地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库遥 冶[2]

四尧确保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应用的

公平性尧包容性和透明性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导致财富和其他收益高度集中

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公司袁助推了不平等的日益加剧[14]遥

人工智能技能和人工智能专业人员中男女性别方面的

差距日趋扩大遥如不进行政策干预袁人工智能在教育领

域的部署将加深数字鸿沟并加剧性别不平等遥 机器学

习滥用个人数据的案例也加剧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在各

个领域被用来操纵个人资料的伦理尧 隐私和安全问题

的担忧遥 教育机构尧学生袁尤其是儿童更容易受到这种

威胁遥 令人极为关切的是袁除欧洲外袁其他所有地区均

只有不到 40%的国家制定了全面的数据保护法[15]遥

该专题性全会审议了应如何采取紧急行动并规

划长期合作袁 以确保人工智能革命成为一场弥合鸿

沟尧加强包容性尧确保每个人收益的技术革命遥讨论的

主要问题包括院如何支持资源匮乏国家推动教育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钥是否可以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

解决方案突破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入学障碍钥在

为了生活尧学习和工作而获取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方

面袁有哪些促进性别平等的成功战略和计划钥 全会重

点展示了中国在通过推进野人工智能+教育冶袁探索教

育脱贫攻坚新路径方面的经验和成果遥

1援 确保教育数据和算法的使用合乎伦理尧透明且

可审核

应通过监管框架保障以透明和可审计的方式使

用教育数据和学习者的个人数据袁但是严格的监管又

不利于学习分析数据及其他潜在利益的获取遥迫切需

要破解提供教育数据与保护学习者个人数据的机密

性和隐私之间的两难困境遥有一种新兴技术可以实现

分散化或分布式数据管理袁使数据管理仍然在用户控

制之下袁而非集中控制遥

该专题分会倡议在教育领域推进以人为中心和负

责任的人工智能应用袁并探讨了如何防控人工智能在

教育尧教学和学习中应用带来的伦理和隐私等相关风

险遥 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院世界各国已经通过了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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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负责任和合乎伦理的方式发展和部署人工智能

的国际和国家框架袁对商业模式有何影响钥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能否保护学习者个人数据的机密性和隐私钥

如何阐明并预防在教育领域使用人工智能存在的隐

患钥值得关注的领域和项目包括院构建可信任的人工智

能系统尧人工智能对青年人的社会包容或排斥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主要体现为院

必须认识到野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可能带有不同类型的

偏见袁这些偏见是训练人工智能技术所使用和输入的

数据自身所携带的袁以及流程尧算法的构建和使用方

式中所固有的遥认识到在数据开放获取和数据隐私保

护之间的两难困境遥 注意到与数据所有权尧数据隐私

和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数据可用性相关的法律问题和

伦理风险遥 注意到采纳合乎伦理尧注重隐私和通过设

计确保安全等原则的重要性冶[2]遥 具体而言袁政府机构

和教育机构应 野测试并采用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和工

具袁 确保教师和学习者的数据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遥

支持对人工智能领域深层次伦理问题进行稳妥尧长期

的研究袁确保善用人工智能袁防止其有害应用遥制定全

面的数据保护法规以及监管框架袁保证对学习者的数

据进行合乎伦理尧非歧视尧公平尧透明和可审核的使用

和重用冶[2]遥最重要的是袁立法部门应野调整现有的监管

框架或采用新的监管框架袁以确保负责任地开发和使

用用于教育和学习的人工智能工具遥推动关于人工智

能伦理尧数据隐私和安全相关问题袁以及人工智能对

人权和性别平等负面影响等问题的公开辩论冶[2]遥

2援 通过欠发达国家优先战略袁缩小国际间和社会

群体间的人工智能鸿沟

在利用人工智能的潜力促进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方面出现鸿沟的风险很高遥需要齐心协力促进南北和

北南南合作袁在政府尧大学和其他机构之间分享技能尧

知识尧技术尧算法和设施袁以便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能

为更多国家所利用遥否则袁就很可能出现全球鸿沟袁进

一步拉大差距遥教育可以通过提高所有公民的人工智

能基本素养尧培养具备人工智能技能的学习者和研发

人员来应对这些挑战遥尤其需要提请最不发达国家的

教育决策者关注人工智能遥

该专题分会探讨了各国引进尧 改造外来人工智能

技术和进一步开发本地人工智能技术及其教育应用程

序的决定性因素袁包括院教育如何弥合已有数字鸿沟和

新生人工智能国际差距钥 如何动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其他国际网络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教育的

发展钥已有哪些成熟经验钥还需要关注哪些领域钥在教

育领域中推广人工智能应用的进程中袁 缺乏必备数字

化基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是否

会被排除在外钥 本分会议题环节重点分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要要要中国信托基金项目在支持 10个非洲国家

培训教师教育信息化技能项目的先进经验[16]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主要体现为院

渊1冤重申确保教育领域的包容与公平以及通过教

育实现包容与公平袁 并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机会袁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四要要要2030年教育议程的基

石曰重申教育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突破应被视为改善

最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的一个契机遥

渊2冤呼吁各国野确保人工智能促进优质教育和全

民学习机会袁不分性别尧是否残疾尧不分社会地位尧不

分贫富尧不分民族或文化背景尧无论地理位置遥教育人

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不应加深数字鸿沟袁也不能对任

何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表现出偏见冶[2]遥

渊3冤敦促有关国际机构野基于各国自愿提交的数

据袁 监测并评估各国之间人工智能鸿沟和不均衡性袁

并且注意到能够获取使用和开发人工智能和无法使

用人工智能的国家之间两极分化的风险遥重申解决这

些忧虑的重要性袁并特别优先考虑非洲尧最不发达国

家尧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受冲突和灾害影响的国

家冶[2]遥

渊4冤呼吁各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野建立多利益攸

关方伙伴关系并筹集资源袁 以便缩小人工智能鸿沟袁

增加对教育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遥促进开源人工智能

课程尧人工智能工具尧教育人工智能政策实例尧监管框

架和最佳做法的分享冶[2]遥

3援 促进人工智能领域性别平等并增强妇女权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袁妇女和

女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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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懂得如何为计算机编程的可能性为男

性的四分之一袁懂得如何申请技术专利的可能性为男

性的十三分之一[17]遥 还有证据显示袁以人工智能专业

人员的差距为特征的人工智能领域性别差距日渐加

大遥根据叶2018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曳袁全球只有 22%

的人工智能专业人员是女性[18]遥 此外袁由于人类向机

器学习系统提供了具有性别偏见的数据袁人工智能应

用程序目前证明有性别偏见遥迫切需要将性别公平作

为机器学习的一条基本原则袁且迫切需要消除人工智

能技能方面的性别差距遥

该专题分会探讨了能够帮助妇女和女童在生活尧

学习和工作中生存成长所需的数字和人工智能技能

的教育干预措施, 探讨与人工智能领域性别平等相关

的主要问题院如何防止人工智能领域的性别偏见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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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机构尧各国政府尧非政府组织和私营合作伙伴如何

合力提高妇女在人工智能专业人员中的占比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 叶北京共识曳 主要体现

为院野强调数字技能方面的性别差距是人工智能专业

人员中女性占比低袁 且进一步加剧已有性别不平等

现象的原因之一冶[2]袁 为遏制这一趋势袁 呼吁各国和

各类机构应 野致力于在教育领域开发不带性别偏见

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袁 并确保人工智能开发所使用

的数据具有性别敏感性遥同时袁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应

有利于推动性别平等冶[2]袁野在人工智能工具的开发中

促进性别平等袁 支持对女童和妇女开展人工智能技

能培训和应用赋能袁 在人工智能劳动力市场和雇主

中推动性别平等冶[2]遥

4援 利用人工智能促进教育面向弱势个体的包容

性和公平性

教育的包容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四要要要

2030年教育议程的基石遥 应消除一切形式的排斥和

边缘化袁 以及入学和学习成果方面的差异和不平等遥

在教育中利用人工智能的主要关注点之一袁应该是因

残疾尧性别尧社会经济条件尧语言尧难民或移民地位尧地

理位置而被边缘化的群体遥 在全球范围内袁最弱势人

口中有三分之一是移民袁 另外约有 1.3%是流离失所

者遥 难民的小学入学率约为 61%袁 中学入学率约为

23%袁而且据估计袁三分之一的失学儿童身患残疾 [4]遥

随着利用远程图像技术收集数据并根据数据分析优

化资源配置的能力越来越强袁人工智能为促进教育包

容性提供了无限可能遥 基于人工智能工具袁如自然语

言处理工具尧智能在线教程和语音控制助手袁为突破

最弱势群体获得包容和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的障碍提

供了手段遥

该专题分会探讨了利用人工智能促进教育的包

容和公平方面的基本问题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支持针

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最弱势群体的教育钥人工智能应

用程序可能加剧排斥和边缘化袁以及获得教育方面的

差异和不平等的风险有哪些钥如何筹集资金并动员伙

伴关系袁使之作为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包容和平等的先

决条件袁确保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部署既包容又公

平钥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袁如何推进面向残障人士的全

纳性人工智能应用遥

会议在该专题上达成的叶北京共识曳主要体现为院

野确保教学和学习中的人工智能工具能够有效包容有学

习障碍或残疾的学生袁以及使用非母语学习的学生冶[2]遥

五尧 面向未来的教育人工智能的

监测评估和国际合作

会议还针对引领人工智能教育变革的研究尧检测

和评估达成以下共识院

一是教育系统就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会产生何

种深远影响方面尚无系统性研究遥 为此袁应支持就人

工智能对学习实践尧学习成果以及对新学习形式的出

现和验证产生的影响开展研究尧创新和分析遥 采取跨

学科办法袁综合教育学尧心理学尧脑科学尧社会科学等

领域的方法研究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遥鼓励跨国

比较研究及合作遥

二是鉴于人工智能在能否有效提高学科学习尧跨

学科能力尧综合能力和创造力方面尚缺乏严谨的科学

依据袁考虑开发监测和评估机制袁衡量人工智能对教

育尧教学和学习产生的影响袁以便为决策提供可靠和

坚实的证据基础遥

在中国政府的倡议和推动下袁会议还就在教育人

工智能领域建立广泛国际伙伴关系袁借助人工智能构

建未来教育达成以下共识院

一是在 2030年教育议程全球执理会的架构范围

内袁协调集体行动袁避免各国恶行竞争袁通过分享人工

智能技术尧能力建设方案和资源等途径袁促进教育人

工智能的公平使用遥

二是支持对与新兴人工智能发展影响相关的前

沿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袁推动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促进

教育创新的有效战略和实践模式袁以期构建一个在人

工智能与教育问题上持有共同愿景的国际社会遥

三是确保国际合作有机配合各国在教育人工智

能开发和使用以及跨部门合作方面的需求袁以便加强

人工智能专业人员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方面的自主

性遥 加强信息共享和有良好前景应用模式的交流袁以

及各国之间的协调和互补协作遥

四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有国际会议并借助

其他联合国机构袁 为各国之间交流有关教育人工智能

领域的监管框架尧 规范文本和监管方式提供适当的平

台袁比如院建立一个野人工智能服务于教育冶的平台袁作

为开源人工智能课程尧人工智能工具尧教育人工智能政

策实例尧监管框架和最佳做法的信息交流中心袁推动开

放源码人工智能资源和课程向所有人开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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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important views is that there is an inherent consistency between knowledge and thinking, which is

often overlook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with the help of SOLO

taxonomy theory, explains that higher-order thinking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relevance

of thinking content, the richness of thinking structure, and the richness of thinking connotation as well.

Moreover, design thinking is naturally situational, structural, and humanistic, which meet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the occurrence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Therefore, design think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develop higher-order thinking.

[Keywords] Design Thinking; Higher-Order Thinking; Thinking; Genetic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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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clusion of education. Meanwhile, the AI policies in education should ensure the three foundat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guarantee, awareness and capacities of policy makers and AI talents. The planning of

policies should asse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I and education and lead to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of AI and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be enhanced to anticipate

and develop skills and valu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AI skills needed by individuals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AI era;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icies should leverage the breakthroughs of AI to dynamically enable

the system -wid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the promotion of core element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cluding AI innovating the delivery

education, AI enabling the upgrading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I empowering teachers and teaching,

and AI improving learning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Keywords] AI Policies in Education; Human-AI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 Equity and 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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