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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本体、认识与价值

逯 行袁 沈 阳袁 曾海军袁 黄荣怀

渊北京师范大学 智慧学习研究院袁 北京 100875冤

[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和定义发生了变化袁但技术不会取代人类教师遥 研究从本体论的角度切入袁对人工

智能时代教师本体进行重新建构袁形成了由人类教师和机器导师两个子系统共同组成的野新主体教师冶曰从认识论的角

度切入袁明确了野新主体教师冶运行机制袁即在耗散结构作用下袁通过两个子系统间协同形成机器导师与人类教师组成的

野非平衡有序协作系统冶曰从价值论的角度切入袁厘清了人工智能时代野新主体教师冶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教学活动有

序尧推动教学体系自治以及驱动人机协同进化遥 对人工智能时代野新主体教师冶的建构和解构袁为认识人工智能时代未来

教师提供了世界观层面的指导袁为促进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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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背景

渊一冤技术发展推动智能导师从野幕后冶走向野台

前冶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最早可追溯至 20世纪

70年代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袁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构

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 [1]遥 时至今

日袁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袁但依然缺乏规模化证据以

证实人工智能技术可提升学习与教学的有效性[2]遥最初

研究者对机器影响教师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机器

对教师教学技能的辅助尧 课堂管理能力的提升等袁如

教学机器介入课堂改变了课堂结构袁教学方式从集体

教学转向个性化教学袁并强调课堂互动袁强调机器对

课堂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正向影响与重构[3]遥最早袁研究

者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师发展中角色的探讨袁集中在

希望智能导师能够作为教学和课堂变革的野代理人冶袁

并尝试解释这样一条悖论院学生虽然认为人类教师比

智能导师提供的帮助更好袁但是依然更喜欢使用智能

导师遥 原因是智能导师为学生提供了额外的资源尧个

性化的帮助尧种类更丰富的帮助尧更多的主动权以及

保护学生的隐私和自尊心[4]遥以社交机器人为例袁当社

交机器人通过语音与人类进行交流时袁人类对于交谈

内容的认知和环境感知获得了提高[5]袁语音与人类越

接近尧越标准袁人机交互的感知效果就越好[6]遥 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导师能够提供人类教师的部

分服务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支持在教学活动中引入智

能导师以提供个性化教学袁而人类教师的角色逐渐转

向监督者袁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并提供支持[7]遥人工智

能技术支持下的机器导师开始逐渐走向现代教育的

前台袁人类开始寄希望于用机器替代教育系统中的某

些人类角色袁以提升教育系统的生产力和可靠性遥 有

研究者认为袁AI教师在未来将承担助教尧学习分析师

等十二个角色袁 几乎取代了人类教师的全部职能袁而

人类教师将在关注学生精神尧心灵和幸福上花费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8]遥

渊二冤智能导师与人类教师的双向赋能机制逐渐

形成

2018年袁欧盟颁布叶人工智能对学习尧教学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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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影响 曳 渊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Learning袁Teaching and Education冤袁强调人工智能对教

学机会尧人类认知等方面的影响[9]遥 叶北京共识曳中明确

提出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教学效果尧提升教师教学

能力[10]遥 人工智能技术会变革教育管理尧教师教学尧学

生学习已成共识袁但影响深度和精度难以测量袁正向影

响与负向影响结果尚难以确定遥教育研究者对野人工智

能+教师冶 协作路径的分析当前主要集中于 AI作为技

术辅助工具袁如 AI作为教师代理尧助手尧伙伴等[11]袁强

调 AI工具属性在辅助提高教师教学效率和强化教师

教学能力中的作用遥 这种技术单向赋能人类的典型思

维模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遥 由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教师

专业教学的特质存在哲学假设尧理论基础尧类本质尧主

体属性尧情境应对尧工作效率尧适应工作尧介入属性尧成

长特点尧 育人角色尧 教育担当等多个维度的差异性[12]

渊如图 1所示冤袁因此袁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教师正逐渐

形成一种双向赋能的生态支持机制遥仅将 AI作为技术

辅助工具以支撑人类教师的教学活动袁 并不能够形成

野AI+教师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遥人类教师与机器导师的

双向赋能将构建这样一幅未来教育的图景袁 即机器通

过学习人类教师经验袁数据以掌握教学技能袁而人类教

师从繁重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袁 更多地关心学生的

心灵尧精神等问题遥

图 1 智能导师与人类教师专业教学的特质对比

二尧定义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本体

渊一冤 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

许多已有研究将野教师冶定义为野教学功能的集

合冶袁并对其主体具有的功能属性进行了拆分遥已有研

究对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探讨是从野角色冶的视角出

发的袁这背后遵循的逻辑起点是野功能定位冶袁即教师

因其本身具有的某些碎片化功能而存在遥如果只是基

于这种野功能要角色冶的定位方式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

的教师发展袁那么将永远无法逃脱替代尧被取代这一趋

势和结果遥 当前对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发展的探讨主要

有三种声音院一是拒绝人工智能替代教师的任何职能袁

教师作为主体人在育人过程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属性曰

二是认为以智能导师为代表的机器导师将会取代教师

的部分角色袁共同承担教育功能曰三是未来智能导师会

完全取代人类教师袁教师这一职业最终会消失遥第一种

观点和第三种观点是完全的整体论思维袁 整体之间非

此即彼曰第二种观点是片面的还原论思维袁承认了整体

由部分组成袁 但子系统内部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且非此

即彼袁拒绝了教师作为教育活动主体尧学生交互对象客

体的基本属性遥在传统系统科学思维的影响下袁人们非

常强调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冶野1+1>2冶的特点袁进而批判

还原论袁高度赞扬整体论遥 但是袁没有还原论的整体论

是空的尧假的整体袁还原和整体思维两者必须结合袁这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分析与综合的结合遥 人工智能时代

教师需要重新定义袁 即人工智能不是替代教师的某些

角色或功能袁 以智能导师为代表的机器导师与人类教

师共同作为教师系统的子系统袁 参与构造教育复杂系

统遥本研究借用野新主体教师冶指代人类教师尧机器导师

之外袁由两者构成的具有复杂主体的教师系统袁表达人

工智能时代教师系统既区别于独立的子系统袁 又与子

系统和谐相连的意蕴遥

渊二冤角色伦理强化人机协作的必然性

首先袁人类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体现出野善冶的道德

人格袁是教师责任伦理尧规范伦理尧美德伦理的融合统

一袁是外部环境与人类教师主体意识不断共同作用的

结果袁是人类教师的独有属性 [13]袁机器导师不可能具

备遥 教师是教育伦理构建的原点和核心主体袁其人格

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14]遥 教师在教

育教学活动中需遵循伦理尧道德准则袁而机器不具备

人类的道德判断能力遥教师的功能在于向学生传递知

识与技能袁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遥其次袁技术伦理否定

机器对人的替代关系遥 如果单纯考虑技术元素袁未来

的人工智能的确具备取代人类教师的潜能和趋势遥但

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复杂生命体袁其发展需要遵循伦理

规范以满足人类对技术发展的规制功能遥人类在推动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中袁应遵循禁止人工智能系统拥

有人类的所有智能袁禁止生产与人类一样聪明甚至比

人类还要聪明的机器人等原则遥 2019年袁欧盟提出发

展野可信赖人工智能冶的倡议袁强调在保障人的基本权

利尧尊重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袁发展以人为中心和可信

的人工智能技术遥黄荣怀等人提出了智能教育伦理需

单一维度的理性主义尧实证主
义尧实用主义渊如工具理性等冤

以表征为核心的控制论
渊行为主义尧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冤

物质尺度渊仅有对象意识冤

单一机器属性袁具有生产性尧
输出性和规执性

确定性情境

海量信息和数据处理能力

稳定性尧数字化尧快速响应尧
程式化尧重复性尧精确度

人工智能导师

哲学假设

理论基础

类本质

主体属性

情境适应性

信息处理能力

适应性工作

人类教师

多元维度的经验主义尧理性主义
渊如工具理性尧价值理性等冤

表征化与非表征化相统一
渊人文主义袁关注人格发展尧

内在尺度与物体尺度的二重性
渊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冤

多元人格袁具有默会性尧衍生性
和感染性

不确定性情境

受个体精力和时间限制袁效率较低

共情尧创意和审美

人性尊严冤

22



2020年第 4期渊总第 324期冤

要遵循的八项原则袁为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共生

伦理提供了依据[15]遥 人工智能技术不应具有人类教师

的全部智能袁因此袁不可能在完全意义或重要节点上

取代人类教师袁但可以拓展人类在时空各个维度上的

掌控力与改造力以提高生产效率遥未来人类教师与机

器导师将产生越来越深入的协作袁且在人工智能技术

的支持下构成一个复杂系统遥

渊三冤野新主体教师冶的内涵界定

从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看袁野新主体教师冶以系统的

形态存在于教育场域中袁由人类教师主体及其智慧和

复杂技能尧机器导师及其功能属性尧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共同构成的多元主体袁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教学活

动袁建立复杂的野人要机冶协作关系袁所形成的具有一

定结构形态和功能组合机制的有机集合体遥 野新主体

教师冶包含机器导师尧人类教师两个子系统袁以及多元

主体的属性且主体间存在相互作用曰外界环境通过向

整体系统源源不断地输入人类智慧尧人工智能先进技

术等袁维持整体系统的演化发展遥 子系统之间不只是

简单的功能替代作用袁即野你做了我就不需要做了袁我

就负责其他部分冶袁 而是通过在同一活动中参与适合

不同子系统的优势特征尧 不同层次的决策和判断袁共

同影响教师教学活动结果遥通过子系统间协作实现机

器导师与人类教师协同发展袁 爆发摩尔级的教育力

量遥人类教育活动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袁具有关怀性尧

复杂性尧过程性尧多元性尧文化性尧缄默性等特征袁人工

智能技术能够在某些方面提高人类教师的效率袁但是

不能取代人类教师袁智能导师与人类教师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单纯取代人类教师某些方面的功能遥

渊四冤主体关系的建构

UNESCO报告中提出袁人工智能与教育是一种双

向赋能关系袁而不是简单地以技术支持教育的单向影

响机制[16]袁需从教育哲学与技术哲学两个视角厘清人

类教师尧机器导师尧教育活动三者之间的主体关系遥教

育哲学研究教育在人类社会中的价值袁 主要涉及人

与教育的关系曰 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

价值袁主要涉及人与技术的关系遥 教育技术研究技术

在促进人类社会教育发展中的价值袁主体是人袁因此袁

构造了野教育要技术要人类冶三者相互作用的系统关

系[17]遥 凯文窑凯利将技术看作是生命的第七王国袁认为

技术包括新发明和旧发明袁所有这些技术一起构成了

一个相互影响尧类似于生态系统的整体袁并将这个相

互依赖的发明形成的超级系统称为野技术元素冶[18]袁进

而提出了人类与科技共同组成野第七物种冶这一复杂

系统的活系统遥这一系统结合了当前世界上存在的两

种主要联结院一是人类作为节点并产生信号的野人类

联结冶曰二是机器尧CPU以及晶体管作为节点并产生信

号的野机器联结冶遥 互联网是两种联结的神经网络袁人

类联结与机器联结的重叠交叉区域内产生信号的物

体既可能是人类节点袁也可能是机器节点袁且具备形

成尧知化尧过滤尧共享等多种发展趋势[19]袁这为进一步

思考野新主体教师冶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参考和借鉴遥

教学系统包含人类教师尧机器导师尧教学活动三个

主体袁 由教师作为参与主体的教学系统是教育系统的

子系统袁其中存在与整体系统相似或相同的主体关系遥

依据整体系统中的主体关系袁 可构建相应子系统的主

体间关系袁如图 2所示遥人工智能时代的野新主体教师冶

是由人类教师和机器导师共同构成的复杂教师系统袁

这区别于传统教师的单一主体尧功能即角色尧静态等属

性遥 人类教师尧机器导师共同作为野新主体教师冶的节

点袁互联网等新技术构成系统的神经网络遥 其中袁智能

导师是机器导师的高阶发展形态袁 机器导师包含智能

导师尧网络服务尧自助答题系统尧基于游戏的学习系统尧

教学机器人等曰机器导师是对人类教师能力的模拟尧延

伸和拓展袁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状态的附属袁具备一定的

主观能动性袁如依据数据进行决策判断尧执行教学行为

等曰人类教师在与机器导师的协作中袁不断支持技术改

进尧技术嵌入方式及其表征尧调整机器基于数据作出的

决策等遥 人类教师与机器导师共同作为野新主体教师冶

的子系统袁通过协作与交互实现双向赋能遥

图 2 人工智能时代野新主体教师冶及主体间关系

三尧野新主体教师冶运行机制与作用方式的认识

渊一冤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野新主体教师冶运行机制

人类教师与智能导师是未来教师系统的重要节

点袁只有每个节点相互补充尧彼此制衡袁才能实现未来

教师系统的稳定发展遥 需从认识论层面厘清野新主体

教师冶的运行机制与作用方式袁以提升对该系统干预

手段的合理性遥 从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看袁野新主体教

师冶中包含多个主体尧主体间关系尧主体自身基本属

性尧主体交互生成的属性以及主体间冲突等遥无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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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统的主体及属性的多少尧时序的长短袁其基本要

素或子系统都是整体系统的基础部件遥 强调在保障人

的基本权利尧尊重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袁发展以人为中心

和可信的人工智能技术遥 如何协调主体及其属性之间

的互动以使系统趋于稳定状态呢钥 思考并认识这一问

题袁可借鉴 I. Prigogine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20]袁指出对

于一个开放系统袁 存在系统状态随着参量变化向阈值

靠近或远离袁而引发时间尧空间和功能等不同维度的系

统状态变换袁如平衡态尧近平衡态尧远离平衡态等袁表现

出系统有序尧无序混乱尧涨落性非平衡相变等特征遥 系

统需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量以维持有序状态袁并

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袁从而不受外界微小变化的干扰[21]袁

这一远离平衡的非平衡区中所形成的新的稳定尧 有序

结构即耗散结构[22]遥 不同物质组成的系统中耗散结构

发生的维度不同袁 如非生命物质组成的系统中仅存在

能量交换的单一维度曰 生命物质组成的系统中存在能

量和物质两个维度的交换袁如普利高津耗散结构曰由人

类大脑尧科学技术等智慧物质组成的系统中存在信息尧

能力尧物质三个维度的代谢袁且耗散结构由野信息冶主

导遥

图 3 野新主体教师冶的耗散结构特征院非平衡有序协作系统

野新主体教师冶是由人类和科学技术等智慧物质

构成的耗散结构袁因此袁存在信息尧能力尧物质三个维

度的代谢遥 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袁新主体教师系统的演

化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袁 在 野平衡态冶野近平衡态冶

野远离平衡态冶之间交替演变的过程袁如图 3所示遥 首

先袁野新主体教师冶具有综合性和开放性遥 综合性主要

反映在主体多元性尧主体具备多元属性以及多元功能

性上袁在一定的教育场域内袁野新主体教师冶的多个主

体尧多种主体属性和功能相互联系尧彼此作用袁形成新

主体教师区别于单一人类教师主体或机器导师主体

的特殊功能机制遥开放性主要反映在系统内部以及系

统与环境之间输入输出关系的多样性上遥 野新主体教

师冶以外部需求为导向尧新型教学模式为抓手尧智慧学

习环境为支撑袁基于新型教育体系的环境支撑袁通过

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循环尧 能量流动和信息转换袁主

动且连续地从环境中吸收负熵流袁推动系统向有序结

构演化遥其次袁野新主体教师冶具有非线性与不确定性遥

在平衡态和近平衡态袁涨落是一种破坏系统稳定的干

扰因素曰在远离平衡态的区域袁非线性的属性能够最

大限度地放大涨落性袁转而推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

变遥 野新主体教师冶运行中袁多元主体之间尧不同主体属

性之间渊如人类教师的教学行为与机器导师的教学行

为冤尧主体与子系统之间尧主体与整体系统之间尧子系

统与环境之间尧整体系统与环境之间彼此联系尧协调

和制约袁共同作用使其成为非线性的教师系统遥 人类

教师和机器导师在人类知识增长尧技术发展尧文明进

步的支持下袁 不断对系统内部的主体属性进行调节袁

如教学理念尧智能导师的技术组成等遥 系统受到已知

条件和未知条件尧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尧内部干扰和

外部干扰的交错影响袁因此袁具有随机性尧非对称性和

瞬时性袁呈现出灰色系统的不确定性遥再者袁具备远离

平衡态特性与涨落性遥 野新主体教师冶中的各种要素无

时无刻不在流动袁由于人类教师与机器导师双向赋能

的作用关系袁从时间上看袁存在理念野传播要落实冶的

先后顺序曰从发展速度来看袁人类教师和机器导师的

数据处理能力尧决策能力等的发展极度不平衡袁造成

了教学行为的被动流动曰从势能集聚来看袁由于多种

因素的急剧变化袁 可能造成教学系统中势能的涨落袁

如教学理念更新导致智能导师技术支持性不足袁进而

造成人机协作出现断层袁原有教学活动结构受到冲击

而发生颠覆性变化袁使双向赋能关系负向调整为人类

教师的赋能能力增加尧机器导师的支持能力降低遥

渊二冤基于灰色系统协同效应的结构有序和运行

有序

在耗散系统结构中袁能够支配其他参量变化尧从根

本上影响系统演化与发展方向的参量称为序参量[23]遥

协同理论相关研究表明袁系统的有序性取决于系统中

各序参量的协同程度袁而协同作用的程度取决于系统

有序性的大小[24]遥 可从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考察野新

主体教师冶系统内部的作用方式遥 野新主体教师冶中的

协同主要表现在结构有序性和运行有序性两个方面袁

一是影响新主体教师整体系统运行的各序参量其自

身状态是否具备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袁例如袁人类教师

教学理念的适切性尧 机器导师技术支持的合理性等袁

整合起来反映为新主体教师系统的野结构有序性冶曰二

是各序参量协同运行的有效性袁例如袁人类教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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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行为和机器导师的支持行为是否能够有效协同袁积

极作用于整个系统的运行袁这反映为新主体教师系统

的野运行有序性冶遥序参量的值存在观测状态值与最优

状态值袁即实际值与目标值遥 观测状态值与最优状态

值之间的差距越小袁表明系统运行的合理性越高遥 根

据灰色系统理论袁 可通过建立灰色关联系数来反映

野新主体教师冶运行的合理性袁关联系数的大小可用于

判断新主体教师系统的实际表现与目标值之间的差

异性遥

只有关联熵和运行熵都达到有序水平时袁野新主体

教师冶的整体运行才具备有序性遥由于系统演化受到不

止一个序参量的影响袁因此袁需要将各个序参量的关联

系数进行综合量化处理以得到关联熵袁 用来反映系统

变化规律及系统内部结构状况袁关联熵越小袁系统内部

结构稳定性越好袁有序性越高[25]遥 另一方面袁新主体教

师的运行不仅受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影响袁 同时受外部

环境的干扰袁 当系统内部各要素改变或受外部干扰达

到一定程度袁就会发生系统运行紊乱尧运转效率下降等

现象袁并出现由有序状态向无序状态演变的趋势遥依据

信息熵理论袁可用运行熵参量表征这一状态袁测量系统

相对于稳定状态的偏离程度以评估系统运行的有序

性遥运行熵越小袁运行稳定性越高袁且有序性越高[26]遥据

此可以看出袁已有研究中对人工智能取代教师某些功

能尧角色的探讨与关注袁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静态思维曰

而关注对人机教师协同作用的关系探讨袁强调了教学

活动中教师主体及功能属性的整体性袁是一种动态平

衡的系统思维遥

四尧基于发展目标确定野新主体教师冶的

基本价值

渊一冤实现教学活动内部有序

发展目标之一是于结构化的教学活动体系中实

现野教学有序冶遥教学活动中的有序性是指教学活动的

过程体现出稳定性尧规律性尧可预见性等袁活动的推进

符合逻辑尧程序和秩序[27]遥 相对应的袁教学中的无序性

主要是由人类教师与机器导师的协作摩擦尧师生交流

中的思想碰撞尧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动态评价等导致的

教学活动偏离正轨袁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决定

性袁从而使教学活动过程表现出偶然性尧易变性和无

规律性遥 野新主体教师冶通过整体系统的运行袁发挥人

类教师尧机器导师尧环境赋能等共同作用袁推动教学活

动无序向教学活动有序的转变遥关联熵从整体上反映

了野新主体教师冶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和有序性袁关联熵

越小袁有序性越高遥 以野新主体教师冶系统的关联熵作

为人工智能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活动有序性的测量依

据遥首先袁需要明确实际值与目标值袁实际值即实践场

域中观察到的发生值袁 目标值即最优值遥 野新主体教

师冶系统中袁各个序参量的作用方式不同袁因此袁最优

值存在差异袁例如袁能够推动系统有序的序参量其最

优值越大越好袁反之袁越小越好遥在实际测量中将理想

值作为最优值曰需要序参量的取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的情况下袁最优值取区间阈值遥 例如袁假设野新主体教

师冶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包含多个行为表征袁如人机协

作尧教师技术接受度尧学科教学法知识尧教学内容知

识尧教学目标设定能力尧学习者分析能力尧教学技能尧

教学态度尧教学评价能力尧教学改进与迭代能力等袁每

个行为表征分别包含一系列评估指标遥通过分析某一

行为表征对最优行为表征关于某一指标的关联系数袁

可测算该系统在多个行为表征作用下的系统有序性遥

其中袁行为表征之间的关联系数尧量化方式等如何确

定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遥

渊二冤推动教学体系整体自治

发展目标之二是于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教学

活动体系中实现野教学活动自治冶和野教师发展自治冶遥

野自治冶有自我统治和自我治理之意袁隐含对抗权力至

上的独立意志 [28]遥 教学活动的参与主体是教师和学

生袁野教学活动自治冶是教师和学生能够依据主体活动

过程和行为变化自主调整策略尧改变活动方向袁朝着

期望的结果挺进的状态曰野教师发展自治冶是人类教师

和机器导师在协作中袁能够相互辅助实现对方弱势能

力的提升袁在减少甚至消除外在系统对人类教师发展

过度干预的情况下袁教师仍然能够实现自我进化遥 野新

主体教师冶系统的整体作用不但与系统内部要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有关袁 且更加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干

扰袁因此袁体现为稳定和偏离稳定两种状态遥 以野运行

熵冶表征野新主体教师冶系统在整个教育活动场域中的

运行时袁其相对于稳态的偏离程度袁从整体上反映野新

主体教师冶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和有序性遥运行熵越小袁

表示系统偏离程度越小袁系统运行的效率越高袁有序

性越高袁则野新主体教师冶系统在教学活动中的正向作

用越显著遥 野新主体教师冶系统中各序参量具有不确定

性袁如果野新主体教师冶系统中某项指标的变异程度越

大袁表明其所携带的信息量越大袁则其信息熵越小袁所

占权重就越大曰相反袁权重就越小遥

渊三冤驱动教师系统的人机协同进化

野新主体教师冶以系统方式运行袁通过人类教师与

智能导师之间的双向赋能袁 不断驱动人机协同进化袁

如图 4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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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LU Hang, SHEN Yang, ZENG Haijun, HUANG Rong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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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roles and definitions of teacher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changed

greatly, but technology will not replace human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this study

reconstructs the ontology of teacher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ming a "new subject teacher"

composed of two subsystems: human teacher and machine tu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new subject teacher" is clarified, that is, under the function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 "non -balanced and orderly cooperative system" composed of machine tutor and human

teacher is formed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sub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theory, it

is clarified that the basic go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ubject teacher"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o achieve orderly teaching activities, promote autonomous teaching system and drive man-

machine co -evolu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ubject teacher"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is study provides guid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view of future teacher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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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