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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性结构”理论的AI 助教系统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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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的主流教育形态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的袁根据学习者个性特征为其提供精准个性化学

习服务的大规模个性化教育遥 教师在知识掌握尧认知能力尧情绪管理尧生理素质等诸方面的野缺陷冶日渐暴露袁斯蒂格勒的

野人性结构冶理论启示院基于人工智能的 AI助教系统将是未来课堂教学中有效弥补教师缺陷尧激发教师潜能的关键性

野技术冶遥 文章在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教学活动尧现有 AI助教系统的功能及人机协同教学现状深入考察的基础上袁认

为 AI助教系统在认知方面表现更加出色袁但教师在情感和创意方面的智慧是无可替代的遥 基于此提出了未来课堂教学

行为分析框架和 AI助教系统模型袁模型中包含了野AI替代冶野AI协助冶野AI增强冶野AI赋能冶四种不同的功能关系遥 最后展

望了未来 AI助教系统研究所面临的挑战袁以期为智能时代 AI助教系统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和思路上的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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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近年来提出的工业 4.0理论袁以工业发展核心技

术为参照袁 对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形态作了细致的划

分袁 即认为 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蒸汽化为主

要特征的工业 1.0时代尧 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 2.0时

代尧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 3.0 时代袁目前进入了以智

能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 4.0时代遥 与人类社会发展阶

段相适应袁人类的主要教育形态也进入了普通学校教

育[1]遥 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特征的普通学校系统能够

高效率尧大规模地培养具有相同知识和技能的同质化

人才袁这完全适应工业 3.0及以前的社会需要遥 但工

业 4.0时代的制造业生产方式是以 3D打印为主要代

表的增材制造方式袁传统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将被各

种工业机器人和工业级 3D打印机取代袁这将从根本

上改变社会生产系统对人才结构的要求遥人工智能时

代需要的是具备 21世纪技能的个性化创新型人才袁

但当前我们的教育却正在以工业 1.0时代的方式为

工业 4.0社会培养人袁这就亟须现有教育系统发生系

统性变革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对大规模个性化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需求遥MOOC的出现为大规模个性化教

育提供了资源支持尧 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教育教学创

新模式正在为未来教育变革提供多元化的解决方案袁

大规模个性化教育正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遥

大规模个性化教育 渊Large -scale Personalized

Education冤就是借助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实现的袁能够大规模根据每个学习者个性特

征为其提供包括定制化培养方案尧个性化教学方法和

个性化学习路径等内容的个性化学习服务的互联网+

教育形态遥大规模个性化教育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

主流教育形态[2]遥 传统上实现个性化教育的主要途径

有个别化教学渊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冤尧差异化教

学渊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冤和适应性学习渊Adaptive

Learning冤遥 这些形式的个性化教育袁其师生互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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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高袁但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尧低成本尧高速率开展

人才培养工作的需求遥 随着工业 4.0时代的到来袁教

育的个性化与规模化冲突不断凸显袁当人们自觉不自

觉地将教师与各种专门型人工智能体相比较时袁教师

作为凡人的野缺陷冶正逐渐暴露于人们的眼前院首先表

现在教师知识掌握方面的缺陷袁教师在知识面尧知识

储量和知识更新速度等方面都难以和专门型的人工

智能体相比曰 其次表现在教师认知能力方面的局限袁

主要包括作为人类普通一员的教师感觉过程的选择

性尧知觉组织的整体性尧工作记忆容量的有限性等方

面[3]曰第三表现在教师情绪管理方面的缺陷袁教师在情

绪识别尧情绪稳定性和认知无偏见等方面存在明显不

足曰第四表现在教师生理素质的局限袁包括生理结构尧

体力尧耐力等方面的缺陷遥 随着当前普通学校教育系

统中对个性化学习的不断重视袁 教育的 野规模化冶和

野个性化冶矛盾不断凸显袁逐渐暴露于人们面前的教师

缺陷成为实现大规模个性化教育的关键挑战遥

教师诸方面野缺陷冶的日渐暴露袁将野人是缺陷存

在冶这一哲学命题呈现在大众面前遥 当代法国著名技

术哲学家贝尔纳窑斯蒂格勒渊Bernard Stiegler冤正是基

于这一前提性认识袁提出了自己的野人性结构冶理论袁

他认为与各种动物的天赋野性能冶存在于自身之内不

同的是袁人类因其野缺陷冶创造形成的野代具冶则存在于

自身之外袁这也意味着人和技术相互野存在冶于各自之

中袁人最终是以野人要技术渊代具冤冶的方式存在遥 斯蒂

格勒的野人性结构冶理论让我们认识到院所谓的教师

野缺陷冶 其实是人工智能时代凸显出来的人类共性问

题袁教师以野人要技术渊代具冤冶结构存在是常态袁野技术

渊代具冤冶与教师的有机结合既非野节外生枝冶袁也非野取

而代之冶袁而是和谐共生以追求教育教学的至善遥在文

字印刷时代教师是以野人+纸笔渊或粉笔黑板冤冶尧在计

算机时代教师是以野人+计算机冶的显性技术结构方式

生存袁教师以野人+人工智能冶的人机协同工作方式存

在袁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常态遥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和布罗孚图卢渊ProFuturo冤在 2019年移动学习周期

间发布的叶教育中的人工智能院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

挑战曳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冤工作报

告也提出了由教师和虚拟教师构成的野双教师模式冶

解决方案以支持个性化学习与协作学习[4]遥基于人工

智能的 AI助教系统将是未来课堂教学中有效弥补

教师缺陷尧激发教师潜能的关键性野技术渊代具冤冶遥那

么 AI助教系统究竟应该如何与教师和谐共生袁AI助

教系统应该具备哪些功能袁 这是需要继续深入探索

的问题遥

二尧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教学及其

人机协同分工

AI助教系统就是借助以人工智能尧人机交互尧学

习分析尧 混合现实等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的袁

能够辅助教师开展高质量大规模个性化教学的智能

教学系统遥 为了深入分析 AI助教系统应该具备哪些

功能袁首先要明确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教学中人机该

如何协同分工遥 为此袁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

教学活动尧现有 AI助教系统的功能等作深入考察遥

渊一冤人工智能时代的课程教学活动分析

基于人工智能的课程教学还是一种未来时态袁目

前不可能实际观察到其具体活动及特征袁但现有的关

于未来课堂或未来教室的野概念型产品冶和相关理论

研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基础遥近年来由英特尔公司

发布的 叶英特尔未来教室要要要桥项目 渊Intel Project

Bridge冤曳尧Daniel Nemroff创作发布的叶教育中的技术袁

未 来 教 室 渊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 Future

Classroom冤曳尧康宁渊Corning冤公司发布的叶玻璃构成的

一天渊A Day Made of Glass 2冤曳等野概念型产品冶较有

代表性遥 其中袁叶英特尔未来教室要要要桥项目曳在教学

方式方面强调教师的实时监控和远程专家指导袁在授

课方面重视真实情境的创设和学习者的自主探究袁在

实验方面注重结合 3D打印技术促进学生的创造性学

习袁体现了一个人机无缝互联的智慧课程模式遥 后两

个案例呈现的情境具有相似性袁凸显教学中的人机互

动及多终端融合袁教学过程中师生使用智慧感应触摸

板和智慧课桌袁其支持多屏互动和全息投影立体模型

授课尧学习者线上自主学习尧物体属性自动感应与相

关结果可视化呈现袁 为学习者带来全新的交互体验遥

图 1和图 2是按照时间顺序提取的前两个视频中的

师生教与学活动序列遥综合对两个视频中师生具体活

动的分析袁 可发现 AI助教的主要功能包括可视化评

价和智能推送尧教学资源/任务的分享与推送尧学习进

度实时监控尧多屏互动/多点触控授课尧基于技术的真

实情境创建尧跨越空间的远程互动尧3D打印建模仿真

实验尧在线资源智能检索尧在线学习与测试等遥

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袁刘智明等人认为袁未来课

程教学应当注重在技术的深度介入下强化课前导学尧

课堂练习尧课后复习三个阶段袁并归纳 AI助教系统应

包括基于 PAD等无线终端授课尧采集/储存/分析及呈

现相关教学信息数据尧 基于 VR/AR与体感交互的真

实情境创建尧远程视频会议尧课程内容的全过程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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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D打印等功能[5]遥 吴晓如等人则认为袁未来课程教

学的重点在于升级与拓展 AI助教系统功能以支持课

内课外全场景教学的应用袁AI助教系统的功能应包

括各类教学资源分享与推送尧智能评价尧多种互动服

务及教学工具的提供尧家校学情沟通与班级管理等[6]遥

可见袁 相关理论研究均注重 AI助教系统的深入介入

以促进未来教学的课前初步掌握尧 课堂深度加工尧课

后巩固反思袁换句话说袁就是期望促进 AI助教系统在

课内课外的一体化应用[7]遥基于以上关于未来课堂野概

念型产品冶的质性分析及相关理论研究袁对可预见未

来的主要课程教学活动描述如图 3所示遥

图 3 基于 AI助教系统的未来课程教学活动

在课前袁AI助教系统协助教师获取信息尧制作资

源尧辅助备课袁将课前学习资源和任务分享推送给学

习者供其自主探究学习袁在此过程中对学习者的知识

基础尧学习方法习惯尧兴趣特点等和课前预习情况进

行细致分析遥 在课中袁AI助教系统形象呈现教学内容

辅助教师授课袁并实时监控学习者的学习进度尧诊断

学习者的学习障碍尧呈现可视化的教学评价袁提供个

性化指导辅助曰 学习者可通过在线资源智能检索尧利

用 3D打印机在基于技术创建的真实情境中进行建模

实验等袁 期间课堂的全景数据都会被采集与分析曰遇

到困难可以求助专业人员进行跨越空间的远程互动遥

在课后袁学习者将收到精准推送的学习资源进行在线

自主学习袁家长能实时掌握学习者每日的课程轨迹和

身体状况尧与教师在线沟通与交流袁教师也可以及时

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整与反思遥可以

看到袁未来课程教学活动具有教学方法个性化尧教学

指导精准化尧教学环境智能化等特点遥

渊二冤现有 AI助教系统的功能分析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尧深度学习尧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各种专门型 AI助教系统已经较多袁 通过分析其功

能也可以为建构 AI助教系统功能模型提供借鉴遥 为

此袁 本研究对目前几个比较有影响的 AI助教系统功

能进行分析渊相关信息均来自相关产品网络尧研究文

章及媒体报道冤袁分析结果见表 1遥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袁 现有 AI助教系统的功

能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院渊1冤辅助教师解决人机交互尧

常规课堂管理等方面的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袁具

体包括资源获取尧语音控制课件尧人脸识别签到尧资源

共享尧信息校对尧朗读示范等功能遥 渊2冤辅助教师解决

重复性的认知性工作院具体包括数据采集尧作业批改尧

智能组卷尧常见问题解答尧知识点讲解尧可视化报告等

功能遥 渊3冤弥补教师先天心理缺陷完成的认知性工作院

具体包括教学过程数据采集尧学情诊断尧学情分析尧抄

袭检测尧表情识别尧个性化推送等功能遥但是也可以看

出袁 现有的 AI助教系统对学习者的体质和心理健康

等课堂全景数据采集不够全面曰 对学习者的语言尧情

感尧动作的分析袁社会化网络渊即人际网络冤的分析不

图 1 叶英特尔未来教室--桥项目曳教学活动序列

图 2 野教育中的技术袁未来教室冶教学活动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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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国家 适用领域 功 能

Auto Tutor 美国 计算机尧物理尧生物尧阅读尧写作等
自然语言教学渊朗读示范冤尧鼓励学生尝试尧评估学生的理解程度尧情

绪识别尧自动反馈

Interactive Books 美国 练习英语口语袁以及阅读和理解英语 单词指导尧自动记录朗读的音频尧评估打分尧评判学生朗读是否有感情

ASSISTments 美国 数学尧科学尧技术尧物理尧阅读理解 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尧诊断学生学习情况尧为教师提供相关资源

北极星 AI助教 中国 各科

定位学生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尧认知等级与知识薄弱点曰智能组卷曰资

源共享曰学情监测曰对学生日常行为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曰针对性练

习推送曰错题尧薄弱知识点视频讲解曰学生学情可视化

句酷批改网 中国 语文作文
简单错误自动批改曰迅速纠正作文错误曰逐句点评曰检查学生作文是

否存在抄袭曰提供进度报告

101教育 PPT 中国 各科

远程控制课件尧人脸识别线上签到尧一键上传答题情况尧云储存资

源尧生动展示复杂知识尧教育资源库配备渊含 3D/VR资源冤尧全面记

录教学和学习数据尧学情分析尧作业个性化定制尧作业线上批改尧作

业数据自动统计分析

表 1 现有的 AI助教系统的功能分析

够深入曰特别是远程互动分享尧真实情境创建和 3D打

印建模仿真实验等功能运用不够成熟遥 现有的 AI助

教系统无法对学习者个性特征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

并提供与之匹配的教学内容与指导遥

渊三冤未来课堂人机协同教学工作分配

在未来智能化的课程教学中袁教师与 AI助教系统

的人机协同工作方式将成为教学常态袁AI助教系统将

如何与教师和谐共生呢钥 斯蒂格勒基于野人要技术渊代

具冤冶的人性结构认识袁对技术是人的本质外化这个问

题展开的批判袁深入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开创的野熵增冶

的野人类纪冶和当今社会出现的普遍野无产阶级化冶等问

题遥外在化思想逻辑演绎到尽头袁就会出现技术架空人

类的危机袁但斯氏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袁因而在自己的思

想体系中发展了西蒙栋的个性化思想袁 认为技术物体

是可以个性化的袁 但它离开了人类的个性化根本不可

能存在袁技术与人处在跨个性化的过程中[8]遥 斯蒂格勒

思想体系对技术外化的批判非常深刻袁强调人与技术

的和谐共生袁 但却对如何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等实践

问题没能给出答案袁只是用野技术是人类的解药袁也是

人类的毒药曰我们要对技术的高速发展心存警惕袁应时

刻保持批判性曰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技术文化袁去应

对技术的时代冶的警醒指明方向[9]遥 2018年 11月袁在上

海召开的野首届未来哲学论坛冶上斯蒂格勒作了题为

叶人类世中的愚蠢和人工智能曳的演讲袁他指出袁人工

智能其实是一种野人工愚蠢渊Artificial Stupidity冤冶袁在

声称人工智能比人更了解人的时代袁人们不愿意耗费

精力去作出思考尧判断和决策袁这才是 AI对人类的最

大挑战袁人工智能的发展只有在新的技术文化关照下

才可能为世界的熵增最小化作出贡献遥他虽不能也不

愿对人与人工智能如何协同工作给出具体答案袁但正

如他的神话故事中所说的袁普罗米修斯偷送给人类的

野技术创造技能冶或许是永远不可外化为野代具冶的关

键部分袁这将保证人类在人工智能面前能够永远野道

高一丈冶遥 正如富兰克窑利维和理查德窑默南渊Frank

Levy & Richard Murnane冤在叶与机器人共舞渊Dancing

with Robots: Human Skills for Computerized Work冤曳尧

赵勇等人在叶不要让人去做机器的工作渊Nerve Send a

Human to Do a Machine爷s Job冤曳 中表达的核心思想院

在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袁人和技术在学习生态系统中

有各自的野生态位冶袁人类擅长的事让人类做袁机器擅

长的事让机器做袁达到人机优势互补的新生态遥 至于

人机该如何分工袁利维和默南渊Levy & Murname冤提出

的野与机器人共舞冶框架指出袁让计算机解决程序化的

问题袁让人类解决非结构化的问题尧处理新的信息以

及完成非程序化的任务[10]遥 赵勇等人提的教师和技术

的野生态位冶框架认为袁技术的野生态位冶是完成机械的尧

重复的任务袁提供创新性的展示与交互方式袁以及促进

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曰教师的野生态位冶则是批判性思考袁

以及社会与情感交互[11]遥 祝智庭教授尧余胜泉教授等人

已经对人机协同分工作了细致的分析[12-14]遥 此外袁德国

哲学家康德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划分及相应的批判或许

更具全局性启示意义袁 他把人类的精神世界分为知尧

情尧意三大类袁认为科学可能在认知方面所向无敌袁但

面对情感尧意志则无能为力袁因此袁留下了两个没有被

科学侵占的地盘遥 人工智能正好与此相对应袁在智能

方面人类已经无法匹敌袁但在情感尧意志方面袁机器还

是傻瓜遥所以袁人类未来应该利用自身智慧袁从过去的

体力尧智力领地撤到利用情感尧意志的智慧领地[1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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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可以分别从认知尧情感尧创意三个方面对教

师和 AI助教系统各自擅长领域的工作内容进行归纳

及划分遥在认知层面袁教师主要负责抽象知识形象化尧

碎片知识系统化尧思维性推理和经验化想象等工作内

容袁帮助学习者构建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完整的知识

体系遥 AI助教系统则凭借在细节知觉尧长时记忆尧信

息检索与推送等方面的出色表现来挖掘尧存储并呈现

教学过程中的信息袁以分担教师的认知压力遥 其次是

情感层面袁教师在价值引导尧社交指导尧情感干预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袁 但 AI助教系统对于表情动作

言语中的情感识别尧情感计算比教师更胜一筹遥 最后

是教师调节和支配行动达到预定目标的创意活动袁包

括教学设计尧学习服务研发尧综合活动组织等遥 而 AI

助教系统则解决的是创意工作前期的重复性体力劳

动工作并创设更能激发创意的情境以促进教师创意

工作的聚焦遥 综上可以看出袁两者工作内容之间既可

精准区分袁又有着不可断裂的联系袁未来课堂人机协

同教学应秉持教师和 AI助教系统各自负责其擅长内

容的原则进行工作分配遥

三尧基于野人性结构冶理论的 AI助教系统建模

渊一冤基于野人性结构冶理论的教学行为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袁人机协同的教学工作方式应当包

括教师主导和 AI助教系统主导两大部分遥 教师主导

是指教师起着关键性作用尧AI助教系统作为辅助工

具的协同工作方式袁 其侧重点是 AI助教系统可以辅

助尧 但无法替代教师进行工作 渊如图谱化学习者分

析冤遥 AI助教系统主导是指 AI助教系统起着替代性

渊教师无须参与冤或决定性的作用渊教师进行活动安排

组织冤袁 虽然后者的教师工作 AI助教系统也无法替

代袁但不同的是袁若无 AI助教系统的参与袁此项工作

教师将无从展开渊如教学资源尧任务推送和跨越空间

的远程互动冤遥基于此袁本文围绕未来课堂课前尧课中尧

课后三个时段袁在人机协同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未来课

堂的教学行为框架袁见表 2遥

具体来讲袁教师与 AI助教系统的协同工作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遥 渊1冤课前主要是围绕课程展开的教学

设计袁包括野图谱化学习者分析冶野数据化教学内容分

析冶野教学活动设计冶野个性化教学资源研发冶等教学行

为遥 教师作为教学设计的主导者袁必须亲自参与分析

决策和活动尧资源的设计袁与此同时 AI助教系统将可

视化呈现其利用大数据技术全力寻找的价值信息以

供教师参考遥 其后 AI助教系统将把精心设计过的教

学内容和资源推送给学习者袁此过程教师无须参与遥

表 2 未来课堂的教学行为框架

渊2冤课中袁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角色袁需要帮助学生建

立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尧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并传授技

能袁同时袁还需要传递积极正向的情感态度袁引导正确

的价值和信仰遥 在教学过程中袁AI助教系统会协助教

师形象地呈现教学内容并全方位采集学生的动态数

据袁毕竟部分学习者畏于与教师沟通袁其消极情绪及困

难又不易被察觉袁这方面需要 AI助教系统借助相关模

型精准识别学习者的学习障碍并提出初步的解决建

议袁以供教师在进行教学评价和个性化学习指导时参

考遥 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是袁未来课堂教学注重学习者

创新素养的培养袁 对此创设基于技术的真实情境尧开

展 3D打印建模仿真实验并邀请专家进行远程实时互

动指导遥这些教学行为都需要 AI助教系统来支撑袁一

线教师不需要打开技术的盒子了解具体原理袁但是需

要应用这些技术开展所需的教学活动遥 渊3冤课后袁教师

需要依据学习者的不同层次水平设计相应的课后学

习服务袁 期间 AI助教系统会协助教师生成具有较强

针对性尧满足个人不同需求的作业练习并推荐相关资

时段 教学行为 教师 AI助教系统

课前

图谱化学习者分析 荫 茵

数据化教学内容分析 荫 茵

教学活动设计 荫 茵

个性化教学资源研发 荫 茵

教学资源尧任务推送 茵 荫

课中

知识体系构建与技能传授 荫 茵

正向信仰与价值观引导 荫 茵

教学内容形象呈现 茵 荫

学生状况动态监测 茵 荫

学习障碍诊断与改进 茵 荫

个性化学习指导 荫 茵

可视化教学评价 荫 茵

基于技术的真实情境创设 茵 荫

3D打印建模仿真实验 茵 荫

跨越空间的远程互动 茵 荫

课后

学习服务设计与开发 荫 茵

课后练习尧资源推送 茵 荫

智能化作业批改 茵 荫

学习情感态度干预 荫 茵

社会网络连接指导 荫 茵

体质健康监测与提升 茵 荫

人机协同教学水平监测 茵 荫

家校学情沟通 荫 茵

备注 野荫冶表示起主导作用袁野茵冶表示起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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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给学习者遥之后 AI助教系统还可利用基于作业大数

据训练出来的规则和模型对学习者的作业进行批改袁

并形成综合分析报告遥在情感方面袁教师要维持学习者

积极乐观的情感态度袁 并帮助学习者形成良好的内部

社会网络和丰富的外部社会网络遥在体质健康方面袁AI

助教系统可对学习者的身体状况进行 24小时无休眠

监测袁 如有异常情况会及时向教师和家长反映并提供

应对策略遥 除此之外袁AI助教系统也会采集教师的动

态数据并借助相关模型计算出教师的行为模式袁 并推

荐可供参考的行为模式及适应性改进方案遥 同时袁AI

助教系统还是搭建家庭与学校沟通桥梁的关键点袁将

学习者在校表现与评价结果推送给家长袁 有助于家长

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并对其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遥

渊二冤基于野人性结构冶理论的 AI助教系统模型

通过上述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课堂教学行为的分

析来看袁 教师和 AI助教系统在未来课堂教学中的地

位和参与比重会依据教学工作创造性程度的不同而

有所区别袁人机协同将呈现一种技术透明的无缝融合

状态遥 2009 年袁 鲁本窑R窑普恩泰德拉 渊Ruben R.

Puentedura冤 博士建立了一种技术与教学整合创新模

型要要要SAMR 模型遥 在 SAMR 模型中袁S 表示替代

渊Substitution冤袁技术作为工具替代某些要素袁但在功

能上没有变化曰A表示扩增渊Augmentation冤袁技术作为

改进工具袁实现功能上扩增袁但结构上没有变化曰M表

示修改渊Modification冤袁技术支持对重大任务进行新设

计 袁 在 结 构 上 出 现 局 部 变 化 曰R 表 示 重 塑

渊Redefinition冤袁技术支持创造全新任务袁引发结构与

模式产生本质变化遥 据此袁AI助教系统的功能也可以

进一步细分为 野AI替代冶渊S冤尧野AI协助冶渊A冤尧野AI增

强冶渊M冤尧野AI赋能冶渊R冤四种遥 如图 4所示遥

图 4 基于野人性结构冶理论的 AI助教系统模型

渊1冤野AI替代冶是指教师无须参与尧可全部交付 AI

助教系统独立处理袁 如批改作业等重复性体力劳动的

工作遥这些教学行为教师一样可以等质完成袁只是实现

方式不一样袁AI助教系统仅作为教学工具并没有改

变教学本身的结构袁属于野替代冶阶段遥 渊2冤野AI协助冶负

责为教师提供一些辅助性的支持工具袁 促使教师更专

注于教学中创造性程度较高尧情感导向性较强尧本身规

则性较弱等只有教师可以胜任的工作袁这正是 AI助教

系统所缺失的遥这一阶段 AI助教系统仍然充当传统教

学工具的替代品袁所处理的工作教师也能完成遥不同的

是 AI助教系统参与的效果会优于教师袁也为教学过程

带来实质上的改进袁属于野扩增冶阶段遥 渊3冤野AI增强冶

负责的是教师可以独立完成但表现并不是很出色的

工作遥 该阶段 AI助教系统的使用与教学任务的设计

相结合袁改变了原有任务的教学行为袁这些教学行为

需要通过 AI助教系统的驱动才能完成袁属于野修改冶

阶段遥 渊4冤野AI赋能冶负责的工作通俗来说就是教师本

身无法完成尧但 AI助教系统使教师能完成的工作遥该

阶段 AI助教系统的参与促使教师创造全新的学习任

务袁为教师带来深刻的变革体验袁属于野重构冶阶段遥总

而言之袁 教师与 AI助教系统的这四种关系是生态系

统袁而不是层次结构遥理想的教学生态系统是 AI助教

系统成为教师的有机组成部分袁与教师生态位的有效

整合袁两者的工作边界没有切实的分割界限遥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袁AI助教系统体现为野AI

替代冶野AI协助冶野AI增强冶野AI赋能冶这四种功能在引

发教育结构变革的程度上依次递增袁如图 5所示遥 与

此同时袁 随着技术在教育结构重构中的作用日益凸

显袁其弥补教师在生理素质尧知识掌握尧情绪管理以及

认知能力等方面缺陷的能力也逐步提高遥因而客观地

看袁AI助教系统可以作为教师的野代具性存在冶以弥

补教师的野缺陷存在冶袁与教师构成野人要技术冶的结

构袁AI助教系统的提出对当下实施大规模个性化教

学来说至关重要遥

图 5 AI助教系统变革教育结构与弥补教师缺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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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AI助教系统研究进展及挑战

2019年 4月袁美国高校教育信息化协会学习促进

会认为虚拟助手尧虚拟教师等在未来新兴技术中具有

强劲的发展潜力[16]遥 近几年袁国内的 AI助教系统的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院其一是基于某一技

术展开的 AI助教系统研究袁如手势识别[17]尧混合现实

技术[18-19]尧深度学习技术[20]等曰其二是针对在线网络教

学的 AI助教系统研究袁张新明[21]尧贾积有[22]尧王永明[23]

等都进行了相关设计曰其三是测试/测评类 [24-25]的 AI

助教系统遥 此外还有面对不同课程教学的 AI助教系

统研究袁如英语[26]尧数学[27]尧物理[28]等遥AI助教系统在未

来的研究过程中还将面对多方面的挑战遥

渊一冤通用教育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瓶颈

教师和 AI助教系统要达到高质量和谐共生袁在

客观上就要求 AI 助教系统变得更加野智能冶和野透

明冶袁成为教师的野上手之物冶遥 教学智慧的生成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袁是由专业情感尧教学知识尧反思

实践三位一体转化而成遥 [29]但整体来看袁目前已推出

的 AI助教系统实际上都是只能完成特定任务尧难以

迁移到其他情境中的 野弱人工智能冶遥 例如袁Auto

Tutor 可以提供朗读示范袁 但不会证明数学定理曰

ASSISTments尧北极星 AI助教可以诊断学习者的学习

情况袁却不能为其制定教学计划曰句酷批改网适用于

语文作文的批改袁但外文作文则不行遥AI助教系统的

深入发展急需教育领域野强人工智能冶的发展成熟袁

但在整个强人工智能发展面临诸多瓶颈的当下袁通

用教育人工智能的成熟亦是困难重重遥 在未来的研

究中需要有效融合各种现代技术以野培养冶AI助教系

统元能力的形成袁 在不预设解决具体问题的情况下

能够解决教育教学中的现实问题袁 从而进阶至通用

教育人工智能阶段遥

渊二冤脑机融合交互方式亟待新的突破

教师和 AI 助教系统要有效协同还需要人机交

互方式的创新袁 当前交互方式已由传统的键盘鼠标

输入逐渐发展为语音手势识别尧多点触摸尧眼动追踪

等方式遥但这些方式依然存在需要额外佩戴设备尧识

别准确率低等诸多问题遥 近些年快速兴起的脑机接

口渊Brain-Computer Interface袁BCI冤技术成为新的突

破口袁 它从大脑读取下来的神经信号会被传输到解

码器中进行翻译袁并立即发送到另一端 AI助教系统

的接口形成操作指令进行一系列的动作输出袁 这将

真正实现人脑野神经网络冶与外部野物联网冶的直接沟

通遥目前脑机接口技术的教育应用相对较少袁主要集

中在学习状态识别尧 注意力水平测量尧 学习动机评

估尧学习风格鉴定和身体感官重建五个方面[30]遥 2019

年 5 月袁我国已经出现野脑语者渊Brain Talker冤冶脑机

编解码集成芯片袁 但真正要走入课堂还是有较长的

路要走遥但不可否认的是袁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在教育领域的不断探索袁 必然会为教师和学

习者带来全新的交互体验袁 对智慧时代的课堂产生

巨大的影响遥

渊三冤实用全息呈现技术任重道远

随着智慧时代学习者对学习环境诉求的不断提

高,信息呈现方式从传统的平面二维世界向三维立体

的虚拟现实体验过渡遥虚拟现实技术有利于增强真实

性袁 但其配备的头戴式显示设备体积和重量较大袁还

易使学习者产生眩晕感袁体验时间不宜过长遥 全息投

影技术则不然袁全息投影系统将光线折射在空气或者

其他特殊的介质上袁真正呈现出 3D影像袁学习者可以

从任何角度观看到影像的不同侧面袁获得与现实世界

相同的视觉效果遥也可以加配触摸屏实现与学习者的

互动袁整个过程无须佩戴任何设备即可身临亦幻亦真

的环境中遥但是全息投影的介质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

的解决袁目前只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渊搭配较暗光线冤

才能呈现遥 之前美尧日科学家分别用蒸汽幕布和激光

技术解决了介质问题袁但由于技术不成熟袁成本高袁商

业前景不太乐观遥 全息投影的理想介质就是空气袁未

来有望设计出不受光线明暗的影响在自然光照环境

中即可呈现的真全息影像袁这将从根本上颠覆教学内

容的视觉表达模式遥

渊四冤信息安全与伦理道德问题急需重视

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袁让信息安全

和伦理道德问题成为更加凸显且急需面对的重大社

会问题遥 AI助教系统作为人工智能在教育系统应用

的核心业态袁也必将面临诸多挑战遥AI助教系统存储

的数据信息是海量的袁 但智慧时代不能变成一个没

有隐私尧没有禁忌的时代[31]遥 从教育的终极价值关怀

来看袁我们对教育空间构成的思考除了要考虑其物理

存在和对象表现之层次外袁还必须涉及其人格表达这

一更深的层次袁即要着重思考人之心智的活动以及由

人所构成的位格世界渊也称人格世界冤对其自身的意

义[32]遥 面对海量的个人原始数据袁AI助教系统应该收

集哪些袁不该收集哪些袁收集之后如何使用袁使用后会

不会出现新的 野鸿沟冶袁AI助教系统需要无止境地变

得更加野聪明冶袁进而从教师手中接过工作吗钥 AI助教

系统真的不会取代教师吗钥诸如此类的信息安全和伦

理道德问题急需重视和解决遥这不但需要技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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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解决安全隐患袁 更需要如斯蒂格勒所说的建立

野新的技术文化冶袁好在人们已经行动起来袁联合国倡

导的人工智能应用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逐渐成为共

识袁人工智能应用的基本原则逐渐确立[3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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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mainstream educational for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large-scale personalized education that provides learners with precise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services

by means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ers. Teachers' defects

in general knowledge, cognitive ability,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physiological quality are increasingly

exposed. According to Stigler'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tructure", AI teaching assistant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e a "key technology" in future classroom teaching to effectively make up for

teachers' defects and stimulate teachers' potential. On the basis of in -depth investig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function of the existing AI teaching assistant system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an -machin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AI teaching

assistant system is better at cognition, but the emotional and creative intelligence of teachers are

irreplaceable. Then, this paper proposes a future classroom teaching behavior analysis framework and a AI

teaching assistant system model, which include four different functional relations of "AI substitution", "AI

assistance", "AI enhancement" and "AI empowerment". Finally,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AI teaching

assistant system research are prospected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ideas for the study of

AI teaching assistant system in the intelligent era.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ers "Defects"; AI Teaching Assistant System; Human

Structure; Large-scale Personaliz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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