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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伦理原则探讨

邓国民 1袁 李 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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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旨在揭示智能化时代的教育将面临哪些新的伦理问题袁并在人工智能伦理和教育伦理的基础上袁探讨

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原则遥 运用文献研究和逻辑推理方法袁系统梳理了教育人工智能应用的特点和优势袁及其可能引发

的新的伦理问题院渊1冤角色层面袁系统创建者尧教师尧学生和监测员等利益相关者将面临更加复杂的伦理困境曰渊2冤技术层

面袁涉及自动化决策伦理问责尧算法伦理和数据伦理等方面的问题曰渊3冤社会层面袁可能转变就业市场尧改变人际关系和

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平遥 因此袁需要对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袁同时需要遵循一般的人工智能伦理

原则和教育伦理原则袁其中袁最核心的内容为二者之间的交集袁具体包括院渊1冤福祉曰渊2冤是非善恶曰渊3冤公平正义曰渊4冤人权

和尊严曰渊5冤自由自治曰渊6冤责任和问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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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当前袁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

展正在推动人类社会从信息时代进入智能化时代遥信

息时代的教育仍然带有明显的工业化特征院借助现代

信息技术袁提高教育资源创建尧传递和共享的效率袁打

破时空的限制袁实现人才培养的批量化和效率的最大

化遥然而袁信息时代的教师资源仍然短缺袁而且教师深

陷于大量琐碎的日常工作中袁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因材

施教难以实现遥

教育人工智能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

及系统袁能够凭借其高度智能化尧自动化和高精准性的

数据分析处理能力与主动学习能力袁 承担一部分过去

只有教师才能够胜任的工作袁 从而有效地解决信息时

代的教育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院渊1冤利用基于自然语言

处理和深度学习的自动问答技术袁 能够自动回答学生

提出的问题[1]曰渊2冤自动评价学生的学习与作业袁并提供

符合其认知状态的反馈和支持[2]曰渊3冤利用情感检测技

术自动识别学生的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袁 识别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袁提供个性化情感支持[3]曰渊4冤模拟

教师尧管理者尧学习伙伴尧合作者和竞争者等不同的角

色袁促进交流与合作[4]曰渊5冤构建自适应学习环境袁分析

和诊断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尧学习需要袁为他们提供自

适应学习支持服务曰渊6冤 利用决策管理技术辅助教师

的教学决策和学习者的学习决策[5]遥因此袁教育人工智

能能够更有效地支持个性化教学袁甚至在某些学习支

持服务方面的能力已经超越了人类教师遥

然而袁 教育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整合与分析能

力袁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袁例如院可能会

给用户的私人数据和隐私保护带来潜在的风险曰模糊

教师尧学生和人工智能代理等角色之间的界限遥因此袁

教育人工智能的设计尧开发和教学实践应用都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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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伦理问题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袁并认真思考应该

遵循何种伦理原则遥

二尧教育人工智能面临的伦理问题

渊一冤利益相关者伦理问题

探讨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袁首先需要确定其

涉及哪些利益相关者遥汤姆塞特渊Tomsett冤等人从人工

智能的可解释性或透明度的角度袁定义了人工智能生

态系统中的六种不同的角色袁 分别是系统创建者尧系

统操作员尧决策执行者尧决策主体尧数据主体以及系统

监测员[6]遥 教育人工智能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人工智

能技术及系统袁 其利益相关者同样应该包括这些角

色遥首先袁创建者包括开发教育人工智能的软件公司尧

员工及与其合作的相关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遥 其次袁

教师和学生均承担了操作员尧执行者尧决策主体和数

据主体等角色袁因为在教学过程中袁教师起主导作用袁

学生具有主体地位袁他们都会直接与教育人工智能进

行交互袁为系统提供输入并接收系统输出的信息遥 师

生均会在教育人工智能输出的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决

策袁而且会受到对方决策的影响遥 他们的个人信息均

可能用于训练教育人工智能袁丰富和完善其智能导师

代理尧学习者模型和教学法模型遥最后袁监测员是指对

教育人工智能进行审查的代理机构或人员袁由他们对

教育人工智能的应用效果和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进

行审查遥因此袁在构建教育人工智能的过程中袁需要同

时考虑系统创建者尧教师尧学生和监测员等利益相关

者的伦理问题遥

1. 系统创建者伦理问题

教育人工智能的创建者包括系统设计师尧软件架

构师尧程序员等设计开发人员遥他们在设计尧开发教育

人工智能的过程中袁需要在综合考虑其教学应用效果

的同时袁兼顾教师和学生的利益遥 他们需要在保证教

育人工智能的稳健性尧安全性尧可解释性尧非歧视性和

公平性的同时袁支持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袁重视

师生的身心健康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袁而且需

要能够支持问责追因遥 为了满足这些方面的要求袁教

育人工智能的创建者应该清楚各自承担了什么样的

伦理责任遥 首先袁设计师需要了解不同用户之间存在

的能力尧需求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袁真正基于善

良的动机设计产品袁避免任何形式的伤害与歧视遥 软

件架构师需要构建安全尧 可靠和透明的系统架构体

系袁在保护用户个人数据安全尧保障系统可靠运行的

同时袁更好地支持问责追踪遥而对程序员来说袁需要设

计无偏见的算法袁使其能够公平尧公正地对待每一位

用户遥

2. 教师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实现很多职业的自动化遥教师

的日常工作袁如教学评价尧教学诊断尧教学反馈以及教

学决策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将由教育人工智能分担袁教

师角色将会不断深化袁最终发生转变遥一方面袁教师将

从一些重复的尧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袁能够有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具创造性尧人性化和关键

性的教学工作中去袁例如院创造和部署更加复杂的智

能化学习环境袁利用和扩充自身的专业知识袁在恰当

的时间为学习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遥 另一方面袁

对技术重要性的加持袁将对教师工作及角色产生直接

影响袁例如院可能会掩盖教师的个人能力尧知识及人格

等方面的重要性袁削弱教师的主观能动性[5]遥 因此袁在

智能化教学环境下袁 教师将面临一系列新的伦理困

境院渊1冤 如何定义和应对自己新的角色地位及其与智

能导师之间的关系曰渊2冤 利用教育人工智能采集和使

用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为其提供教学支持服务的过

程中袁该如何保护他们的隐私及个人安全曰渊3冤在新的

教学实践环境下袁 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伦理知识袁

需要遵循什么样的伦理准则以作出伦理决策遥 因此袁

教育人工智能将对教师的能力素质与知识结构提出

更多新的要求袁他们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关于教育人

工智能设计尧开发和应用方面的能力与知识袁而且还

需要具备一定的伦理知识袁使其能够以符合伦理原则

的方式将教育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实践[7]遥

3. 学生伦理问题

智能化时代对学生的学习尧能力尧素养提出了更多

新的要求袁 也使学生面临的伦理问题更加复杂化遥 第

一袁人工智能可能改变未来的就业市场袁就业导向的教

育很可能过时袁因此袁学习者对于自己所学习的内容和

目标都需要进行重新思考[8]遥 第二袁人的神经系统是可

塑的袁 教育人工智能能够给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

支持服务袁 但同时也可能会剥夺他们的很多思维训练

和学习体验的机会袁改变他们的大脑结构和认知能力袁

尤其是在学习者大脑发育的关键期过度使用认知技

术袁将可能带来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袁这对他们发展更

高级的认知技能和创新能力是非常不利的[9]遥 第三袁教

育人工智能的发展袁 使知识产权和诚信等伦理问题变

得更加微妙和复杂遥 如果学生利用教育人工智能自动

生成论文尧作业或作品袁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的归属问

题袁目前仍缺乏明确的伦理规范[10]遥 第四袁教育人工智

能的使用会不会给学习者带来身体的重复性劳损尧视

力问题和肥胖问题等袁会不会影响他们的视觉尧触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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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等感官的敏感性袁会不会剥夺他们体验简单快乐

生活的机会[11]遥 第五袁教育人工智能可能会剥夺大量的

学习者与教师和同伴交流的机会袁 这会不会影响他们

参与有意义的人类社会活动的能力遥第六袁教育人工智

能的认知能力尧 计算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在某些方面

远远超越了人类学习者袁会不会让他们变得沮丧袁降低

他们的学习动机袁 使其不再愿意去主动解决问题和进

行理性思考遥

4. 监测员伦理问题

在教育人工智能场景下袁监测员包括制定教育人

工智能标准的机构或相关人员尧数据专员等袁他们主

要负责对系统的一致性尧安全性和公平性等方面进行

测试尧调查和审查[6]遥安全测试一般在教育人工智能部

署之前进行袁而审查需要检查系统过去的输出袁因此袁

需要一个备份系统存储教育人工智能的数据尧决策及

解释遥 监测员正是通过这些数据尧解释与教育人工智

能进行交互袁分析和审查教育人工智能作出教学支持

服务决策的一致性尧安全性和公平性袁并提出相应的

整改措施遥因此袁保证教育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袁需要

对其作出的决策尧判断和学习支持服务建立相应的存

储保留机制和解释方案袁供监测员审查袁通过第三方

机构来保证教育人工智能的设计尧开发和应用是符合

教育教学伦理规范的遥 审查之后袁监测员还需要向创

建者提供如何改进教育人工智能的反馈袁如重新训练

模型尧提高模型的公平性和保护学生隐私数据的安全

策略遥

渊二冤技术伦理问题

1. 自动化决策伦理问责问题

随着教育人工智能的自主控制和自主决策能力不

断增强袁它们也需要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伦理含义袁而不

是依赖于设计人员预置的规则遥因此袁需要给教育人工

智能引入伦理原则和规则袁构建智能道德代理袁使其具

有一定的伦理决策能力袁并能够对自己的决策尧行为和

后果进行判断袁协调各方利益袁但这样也会引发出一些

新的伦理问题[12]遥 首先袁规则与算法是由设计者尧程序

员定制的袁而不是由教育人工智能自主建构的袁权威尧

权力和影响力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算法的开发和实施

上遥在各方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袁教育人工智能应该优先

服务于谁的利益袁设计者尧程序员尧教师还是学生钥 其

次袁教育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会导致学习的失败袁其中

潜在的责任主体包括设计开发人员尧教师尧学生和智能

代理等袁出现这种情况时应该向谁问责袁软件尧数据尧教

师和学生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袁 目前还缺乏相

应的问责机制遥最后袁教育人工智能本身的自动化和复

杂性袁 意味着我们很难确定系统的决策机制是如何运

行的袁也很难对其进行追溯和解释遥

2. 算法伦理问题

目前袁 人工智能主要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算法进行学习和训练袁 基于过去记录的历史数据作

出决策和判断遥 如果利用教育人工智能对学习者及

其学习进行评价袁那么只能根据过去的标准和方法袁

如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成功衡量标准来进行袁这

将会使学习算法不可避免地产生历史或文化的偏差

与偏见袁 局限于依据历史案例的平均化数据进行处

理袁 而在处理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学习活动过程

方面面临极大的挑战[9]遥 从基本的伦理观点来看袁教

师和学生能动性的表达需要的不仅仅是重复过去的

历史选择袁而是需要强调人的创造性和创新性袁不能

只是停留在过去遥 教育人工智能可能提供更多个性

化和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和学习资源的选择袁 但目前

的做法一般是根据用户过去的选择和决定将其确定

为不同的个人画像袁 然后过滤掉不符合其个人画像

的学习内容和路径遥 这种方式可能会限制学习者对

学习内容多样化的需求袁 忽视人的学习和发展的灵

活性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遥

3. 数据伦理问题

教育人工智能的正常运行需要大量数据的支持袁

因而需要记录大量关于学习者的能力尧情绪尧策略和

误解等方面的数据袁 其中涉及大量新的数据伦理问

题遥 首先袁在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过程中是否会涉及数

据意外泄露的问题袁教师和学生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控

制自己的数据袁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和歧视遥其次袁谁

拥有这些数据袁其中涉及什么样的隐私问题袁如果发

生个人信息泄露袁谁应该对此负责遥最后袁对于这些数

据袁应该如何分析尧解释和共享袁如何纠正可能对个别

学生的合法权利产生负面影响的偏见渊有意识和无意

识的冤袁尤其是在考虑到种族尧社会地位和收入不平等

的情况下遥 因此袁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原则不能被简

化为关于数据或计算方法的问题袁还需要考虑数据伦

理和教育伦理遥 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袁实际上是

数据伦理尧计算伦理和教育伦理的综合应用[13]遥

渊三冤社会伦理问题

1. 转变就业市场和人才培养的方向

现行教育系统的关键作用之一是培养学习者参

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遥教育制度的历史与工业社会

的发展密切相关袁雇佣劳动仍然是当今社会及其日常

生活的核心组织原则遥 但是袁人工智能将可能代替人

类的很多工作袁这会不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钥 纵观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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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工业革命袁每次都会出现类似的担忧袁但最后对人

才的需求量反而越来越大袁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

会的发展袁对产品和服务都会提出新的需求[9]遥一些简

单的尧重复性的劳动将由人工智能承担袁人类则将从

事一些富有创造性尧 挑战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工作袁例

如院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尧人工智能哲学问题

和社会问题的研究等遥他们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袁真正实现人性的解放遥因此袁未

来的就业市场格局将面临根本性的转变袁社会对人才

的能力和素养也会提出更多新的要求袁这将对人才培

养的质量标准和规格带来革命性的影响遥

2. 改变教学过程中的人际关系

教育人工智能的技术化过程可能会忽略师生之

间以及学生之间的正确关系渊野我―你冶而不是野我―

他冶冤袁弱化我们对教育的理解袁进而只是将其理解为

学习技能袁而不是人的培养袁从而容易忽略教师和教

学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14]遥 教育人工智能将对师生

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袁它可能会削弱师生之间和学生

之间的联系水平袁 以及他们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袁同

时也可能削弱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袁弱化教师作为专

业人员的地位遥 师生关系质量对于学习者的个人自

尊尧学习动机和挑战新问题的信心等影响学业成绩的

因素都具有重要的影响遥教师对学生的友善态度和及

时反馈有助于他们获得自信心袁促进他们健康情感的

发展遥 而且袁我们也无法保证所有的教育人工智能使

用者都是基于一种良好的意图袁教育人工智能的滥用

和不良使用袁例如院获取他人的隐私数据袁模仿他人的

笔迹尧语音和会话风格去获取非法利益袁以及将教育

人工智能生成的知识尧 报告和艺术作品据为己有袁都

可能降低教学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遥

3. 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平

教育人工智能的初衷是要增进教育系统内各利

益相关者的福祉袁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受益袁需要尽

量避免因为数字鸿沟而导致的新的社会不公平遥教育

人工智能领域的数字鸿沟袁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经济地

位差异而导致的对技术设备拥有和访问权的悬殊引

起的袁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因素构成袁如信息素

养尧人工智能素养尧对待教育人工智能的态度尧应用能

力和使用意向等袁它们会影响教师和学生应用教育人

工智能的目的尧方法和策略袁进而影响最终的教与学

效果袁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5]遥 历史经验也表明袁新技

术的应用往往并不会缩小教育的不平等袁反而可能扩

大教育的不平等袁这其中涉及技术应用的能力尧效果

和效率等方面的问题遥

三尧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人工智能本身的自动化尧自主性和能动性等方面

的特征袁 使其同时扮演道德行动者和容受者的角色袁

并具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和道德决策能力遥教育人工智

能的应用可能会使各利益相关者面临众多新的伦理

两难问题袁并带来一系列新的技术伦理和社会伦理困

境遥 因此袁教育人工智能的应用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

层面的问题袁还涉及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尧科技哲学及

社会学等层面的问题袁如果对其伦理困境的复杂性没

有深刻的认识袁将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遥 一

方面袁教育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技术及系统在教育领

域的具体应用袁 需要遵循一般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曰

另一方面袁 它又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袁需

要遵循教育伦理原则遥

根据对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渊IEEE冤2019

年发布的叶合伦理设计院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最

大化人类福祉的愿景渊第一版冤曳[15]尧欧盟委员会 2019

年发布的叶值得依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曳以及其他

人工智能伦理指南文件的分析 [16]袁可以发现袁尽管各

国存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袁但在通用人工智能伦理

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袁主要包括可解释性尧公平

正义尧责任尧隐私和数据治理尧善待尧非恶意尧自由自

治尧信任尧尊严尧稳健性尧福祉尧有效性尧慎用尧胜任和人

权等方面遥教育伦理原则主要包括院渊1冤能否给教育活

动的全体利益相关者带来福祉曰渊2冤 能否明辨是非善

恶标准曰渊3冤是否尊重教育公平和教育正义曰渊4冤是否

保护人的教育权尧自由权和隐私权等基本人权曰渊5冤是

否尊重人袁是否维护人的道德尊严曰渊6冤是否履行教育

的道德责任与义务[17]遥 可见袁人工智能伦理和教育伦

理在福祉尧是非善恶尧公平正义尧人权和尊严尧自由自

治和责任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叠之处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人工智能伦理与教育伦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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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应该是二者之间的

交集袁代表在教育情境下袁人工智能系统的技术开发

与实践应用应该遵循的具体伦理原则遥

渊一冤福祉

福祉主要是指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应用应该改善

人类生活质量和外部环境袁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

个人尧社会和环境因素遥 它需要评估人工智能是否会

让人类社会和环境变得更加美好袁能否促进社会的进

步袁促进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袁为任何地方的人

所有并使其受益[15]遥 从教育领域来看袁福祉主要是指

教育人工智能的设计尧开发和应用应该能够为教育活

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福利袁实现所有教育教学活

动相关人员的教育利益的最大化遥 例如院它能否改善

现有的教学环境袁更好地支持学习者的学习袁尤其是

存在学习障碍的学习者的学习曰能否提供更多尧更好

的学习机会袁更好地做到因材施教袁使所有学习者均

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曰能否将教师从一些低水平的

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袁 使其更好地投入到更有价值尧

更有意义尧更具创造性的教育活动中去袁让他们的个

人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实现曰能否改善师生关系袁使师

生能够以一种更幸福尧更健康的方式投入到教与学活

动中去袁实现个人全面和谐发展的同时袁更好地保障

他们的身心健康遥

渊二冤是非善恶

人工智能的非恶意原则主要是指其设计和应用

应该是出于仁爱而不是恶意的愿望袁即绝对不应该造

成可预见或无意识的伤害尧偏见和不公平袁需要避免

特定的风险或潜在的危害[18]遥 因此袁人工智能产品的

设计尧开发和部署需要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袁同时还

需要有一套预防风险和潜在危害的干预机制遥教育伦

理则强调教育行为需要基于善良的动机袁遵从具有普

遍价值的道德准则和崇高的道德意义袁履行社会和个

人的道德义务遥 因此袁教育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开发应

该基于一种善良的动机袁是真正为了实现教育更好的

发展袁为了教师能够更好地进行教学工作和履行育人

的社会责任袁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学习袁促进他们全

面和谐的发展袁而不是出于其他的功利性甚至带有个

人私欲的某种目的遥

渊三冤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原则要求人工智能对所有人都是公平公

正的袁 并且要避免保留现有的社会偏见和引入新的偏

见遥因此袁人工智能的决策算法和训练数据不应该沿袭

设计者固有的偏见和歧视袁 而是应该通过评估确保这

些数据对不同的社会文化均具有适当的代表性袁 让所

有人都有平等访问的机会[19]遥 教育教学活动需要维护

教育的公平和正义袁 受教育权是每个社会公民的基本

权利袁不管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遥 而且袁教

育本身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方式袁 它为阶层之间

的流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通道[20]遥 在部署教育人工智

能系统之前袁 需要仔细思考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教育机

会袁是促进教育公平袁还是妨碍教育公平遥首先袁教育人

工智能的决策算法和依托的数据是否存在偏见与歧

视袁能否公平尧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遥其次袁教师利用

教育人工智能进行教学的能力水平的差异袁 会不会导

致教学效果的差异袁从而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遥 再次袁

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和人工智能素养水平的不同袁 对于

他们使用教育人工智能进行学习会不会带来学习效果

的差异袁从而扩大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差距遥 最后袁家

庭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不同袁 会不会造成访问教育

人工智能机会的不均等袁从而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遥

渊四冤人权和尊严

人工智能应该优先考虑并明确尊重人的基本人权

和尊严遥 这需要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合作协商的基础

上制定指导人工智能开发的人权框架袁 指导和规划人

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方向袁以确定尧预防和纠正人工智能

可能给基本人权和尊严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危害袁 以维

护人类的尊严和固有价值[21]遥 教育人工智能在教育中

的应用袁将可能替代教师的很多日常工作袁但不能因此

而动摇教师作为能够自主确立教学目标的主体地位袁

以及忽略教师工作本身的价值和创造性袁 降低教师的

地位和尊严遥 教育人工智能给学习者提供认知支架和

智能化教学支持服务袁 应该让学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

需要和个性特征做出选择袁而不是代替学生做出选择袁

即应该充分地尊重学生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和尊

严袁而不是将其作为某种目标对象来对待遥 因此袁教育

人工智能的创建者尧 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应该充分

尊重师生在智能学习环境下的这些人权和尊严遥

渊五冤自由自治

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在以人为主导的决策和以

机器为主导的决策之间保持平衡袁应该促进人类的自

主权和控制权袁而不是伤害和破坏人类的自由遥 人类

应该选择以何种方式赋予人工智能何种程度的决策

权袁以实现人类自主选择的目标[22]遥 因此袁人工智能应

该将使用者视为独立自主的人袁 而不是被操控的对

象袁不能剥夺和影响人类自由自治的权力遥 部署教育

人工智能的学校和机构对于预置什么样的社会文化

价值观念具有自治权袁教育人工智能的创建者不能把

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嵌入教育人工智能中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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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自治权遥教师职业有其创造

性和自主性的一面袁 对于自己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方

法袁如何安排教学活动和进行教学评价袁教师拥有自

主权遥 学生对于自己在教育人工智能中的个人形象尧

数据和身份袁拥有自主控制的权利遥 他们对于教育人

工智能提供的教学支持服务和资源策略建议袁拥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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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尧设计师尧运营商和最终用户之间分摊责任遥明确的

问责机制需要建立在系统透明的基础上袁即应该建立

完整的数据跟踪记录方案袁保持系统算法和决策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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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决策与行为提供支持遥这种决策与行为后果的

责任主体和问责机制是比较复杂的袁这要求教育人工

智能对于自身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支持和干预具有一

定的预见性遥 对于算法的决策过程尧教师使用教育人

工智能进行教学的过程以及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行为

数据袁教育人工智能要有完整的记录保存方案袁从而

为后续的问责过程提供依据遥

四尧结 语

毫无疑问袁 人工智能将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袁

甚至可能带来教育教学实践领域的一场根本性的变

革袁转变教师的工作性质和社会角色袁改变学生的学

习体验遥教育人工智能的出现给教育技术学带来了新

的挑战袁它在支持教育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袁体现出越

来越强的自动化和主观能动性袁将同时扮演道德行动

者和容受者的角色遥它将使教育领域的伦理问题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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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thical Issues and Ethical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NG Guomin1, LI Mei2

(1.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Guiyang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5;

2.College of Education, Beijing Ope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what new ethical issues education will face in the intelligent age,

and explore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basi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and educational ethic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applications of educ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the new ethical problems it may cause:(1)at the role level, system creators, teachers, students,

monito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will face more complex ethical dilemmas; (2)at the technical level, it

involves issues such as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ethics accountability, algorithm ethics, and data ethics;

(3)at the social level, the employment market may be transform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may be

changed, and a new society unfair may be trigger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ethical issues of educ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also needs to follow both the

general ethical princip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al ethics. Among them, the most core

content i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two, including:(1) well-being;(2) right and wrong, good and evil;(3)

fairness and justice; (4)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5)freedom and autonomy; (6)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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