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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人工智能教育风险的困局：

现象、成因及应对

李世瑾袁 胡艺龄袁 顾小清

渊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袁 上海 200062冤

[摘 要] 对新兴技术应用的追问从来都是停留在技术中性论层面遥 教育创新虽需技术支持袁但不能只是管中窥豹袁

必须采用前瞻目光澄清模糊认识和错误做法袁主动走出技术应用的风险困局遥 为推进智能教育生态的健康发展袁本研究

从管控视角廓清了四类典型现象院忽视智能技术还原教育世界的本体风险尧遮蔽智能技术表征教育生态的认识风险尧轻

视智能技术违背教育初心的价值风险尧滥用智能技术导致教育治理的伦理风险遥 研究发现袁风险成因关键在于院过度掩

盖技术应用的内生复杂性机理袁尚未厘清技术介入教育生态的普遍性规律曰盲目弱化技术重塑教育的脆弱性机理袁滋生

技术介入教育生态的负向效应曰高度忽视教育生态的测不准性机理袁缺少风险治理的科学方法与适切路径遥 鉴于此袁提

出应对智能教育风险的关键出路院共创复杂性治理范式袁揭示教育生态的内生规律曰厘清主体的协同机制袁提升教育生

态的抗逆基因曰构建多元创新方法论袁适应教育生态的动态平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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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面对二元智能时代的到来袁教育已被卷入这场声

势浩大的技术革命中遥尽管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热情

与野心日趋高涨袁但当技术直接参与人本身的改写和

塑造时袁教育工作者产生前所未有的慌乱袁甚至动摇

了教育初心及育人使命遥技术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双

刃剑袁对新兴技术的追问从来都是停留在技术中性论

层面[1]遥 教育创新虽需技术支持袁但不能只是管中窥

豹袁 必须采用前瞻目光澄清若干模糊认识和错误做

法袁主动走出技术应用的风险困局遥

已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省思遥舍恩伯格等

指出袁人工智能技术不是解决一切教育问题的野灵丹

妙药冶袁 亟须理性探索人本人工智能的路径和边界[2]遥

安涛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观检省了 野人要技术要教

育冶一体化的存在论结构[3]遥李芒等从人工智能教育应

用的盲区尧禁区和误区出发袁强调人工智能教育必须

重视人本性和完整性[4]遥 Jim[5]尧Williamson[6]等依据教育

治理原则探索数据服务的未来趋势遥邓国民等提出福

祉尧公平正义尧责任和问责等人工智能伦理原则[7]遥 由

此看来袁 学界对人工智能教育的理性抉择已达成共

识袁但鲜有针对风险管控的突围路径袁这无疑将制约

教育生态的健康发展遥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大卫窑

科林格里奇所言院野一旦技术应用的风险后果发生时袁

它已成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袁对其管控将十分

困难遥 冶[8]因此袁本研究从管控视角廓清智能教育的技

术风险阈袁进一步透析其内生机理袁主动突围技术风

险的困局袁以期为智能技术与教育生态的深度融合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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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镜鉴遥

二尧解构院智能教育的技术陷阱

智能技术内蕴野造客之术冶和野塑主之术冶[9]遥 所谓

造客之术袁即主体在智能场域中无法理性感知到客观

环境的存在袁对其本原认识存在偏颇遥所谓塑主之术袁

即过于强调智能技术的应用价值袁 无法保持主体思

维尧意识和情感等方面的主观能动性遥 如何消解智能

技术的周边定律尧野过滤气泡冶等偏见效应[10]袁脱离技

术奴役的牢笼尤为关键遥 因此袁研究重新审视智能教

育的边界和限度渊如图 1所示冤袁为教育治理与管控指

引科学方向遥

图 1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风险阈

渊一冤忽视智能技术还原教育世界的本体风险

人工智能通过多重意涵指向袁试图探索教育世界

的奥秘袁彰显出更多的野趣悦性冶和野个性化冶[11]遥 例如袁

基于深度学习挖掘学习者的交互行为和情感特征[12]尧

采用人脸识别技术监测学习者的学习质量 [13]尧 基于

Spring Cloud的野微课堂冶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14]遥 但

是袁当撕下技术虚伪的野乐观面目冶时袁其现实应用效

果并不尽如人意遥一项关于智能导学系统的元分析结

果表明袁 其对学业成就的提升效果非常有限 渊ES=

0.09冤[15]遥 另有研究结果表明袁智能教学干预会让表现

不佳的学习者感到不适应[16]袁甚至加剧了学习者的同

质化倾向[17]遥

教育复杂而不可控袁人性神秘而不可测[18]遥 人工

智能技术虽能汇聚规模化的教育数据袁但始终无法全

部还原真实的教育世界袁这正是技术本体风险的现实

映射遥 具体地袁一是算法和数据的表征阈值远远小于

教育生态范畴袁其野样本约总体冶的可视化表征显露出

人工智能的局限性遥 二是表征形式的节点化和简约

化袁背离了教育生态的复杂性和系统性遥试想袁当高高

竖起的能力标杆被量化为可复制的标准时袁恐怕早已

遗忘野好的教育冶的规范性问题[19]遥 因此袁从本体意义

上来看袁一味忽视野暗箱知识冶野缄默知识冶以及人的生

命成长和价值观等内在品质袁 无疑将与育人初心相

悖遥此外袁算法偏好往往固化甚至放大教育世界的野噪

音数据冶或野干扰数据冶袁抹杀教育的整全性和人本性袁

甚至成为教育质量测评的野杀伤性武器冶遥 由此看来袁

技术工具的肆意狂妄袁导致了教育人工智能的本体风

险遥

渊二冤遮蔽智能技术表征教育生态的认识风险

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野头雁冶效应[20]袁

为教育工作者勾勒未来教育图景打开了新视角遥 然

而袁正是遵循野主体要数据要客体冶的表征路径袁造成

了技术还原教育实践的局限与割裂遥 其一袁人工智能

技术企图通过动态的数据链打开教育世界的 野黑匣

子冶袁 但由于数字计算缺乏对因果关系这一隐性态势

的挖掘和解释袁很容易造成技术应用偏离教育实践的

本原路径遥 其二袁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了野本我冶与野非

我冶的平衡感遥 这是因为袁技术的趣悦化促使个体认

知尧情感和意志等沉浸在智适应的世界里袁进而产生

一种野非我冶的错觉遥 一旦野非我冶表征形态无法适配

野本我冶精神意志时袁两者之间的张力将会失衡袁自我

由此陷入技术异化的困境之中遥 其三袁个体对技术过

度迷恋容易导致主体话语权的缺失袁从而遮蔽甚至割

裂人的情感表征以及价值观[21]遥 诚然袁这些缺失主体

内在品质和生命价值的二进制数据袁实质上是对教育

情境尧教育生命尧教育价值的荒谬表征遥 因此袁面对人

工智能教育的认识风险袁教育工作者亟须野知其然袁知

其所以然冶遥

渊三冤轻视智能技术违背教育初心的价值风险

教育是一项具有时代感的伟大事业[22]袁始终承载

着育人这一亘古不变的责任与使命[23]遥 然而袁伴随技

术潜在的功效增强袁 其违背育人初心的现象愈发凸

显袁这恰是技术价值风险的真实写照遥一方面袁人工智

能技术是一种客观手段的存在袁一旦未能充分考量教

育的终极目标时袁其弊端将显而易见遥比如袁当大脑几

乎 24小时置于智能世界时袁 由于缄默性知识的缺失

以及认知结构的固化袁人的思维和意识很容易陷入西

西弗斯式状态[24]遥 另一方面袁当过度依赖技术桎梏时袁

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互动交流将视为数据与数据之间

的较量袁进而造成形式化和表层化的教学事故愈发频

繁袁学习共同体也呈现同质化发展倾向遥显然袁这些初

见端倪的价值风险正如野普罗克拉斯提斯铁床冶袁逼迫

学习者经过野铁床冶的考验终打上野标准产品冶标签[25]遥

但是袁教育不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26]袁无论人工智

能技术如何发展袁动之以情尧导之以行的教育始终是

育人的根基遥因此袁坦然面对人工智能技术野有计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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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算计尧有智能而无智慧尧有感知而无认知冶的现实袁

以及野技术服务于人冶的理性认知袁是突围教育人工智

能价值风险的关键遥

渊四冤滥用智能技术导致教育治理的伦理风险

人类总会对技术的进步勾勒善意的幻想遥 然则袁

人是伦理性的存在袁其价值取向或精神观念无疑将受

到技术伦理风险的规约遥 其一袁技术服务的异化以及

数据隐私的泄露袁正在侵蚀学习者的幸福感[27]遥 比如袁

赋思头环所导致的信息泄露尧 学习证据的标签化尧异

质数据的杂糅化噎噎可以说袁教育人工智能正在通过

程序和规则构建一所福柯式野全景式监狱冶袁释放出诸

多野现代性信任风险冶[28]遥正如德雷福斯所言院野人类理

性和智能的独特性需要积聚智力尧 社会以及文化的

熏陶袁而这种独特性是很难被人工智能表征和程序化

的遥 冶[29]其二袁学习者由于长期使用智能技术袁很容易

养成野技术心流冶的陋习遥 所谓技术心流袁即学习者过

度迷恋技术交互而进入忘我的状态袁甚至抗拒技术之

外的任何事物感知[30]遥 也就是说袁一旦学习者脱离技

术牢笼袁将会逃避同侪之间的合作交流袁进而产生性

情孤僻尧情感疏离等不良症状遥其三袁在人工智能技术

的倒逼下袁教育内容具有更大的密度和吞吐量袁这让

学习者经常感到无所适从袁且当教育内容愈发满足学

习者的个性化需求时袁同伴之间的竞争力将会明显弱

化袁这会阻碍学习者持续努力的信念与动力遥

三尧审思院风险形态的内生机理

人工智能技术拥有变革教育的伟力袁但野技术之

于教育冶 的自反性力量消弭了人的主动性和生长性遥

正如著名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窑贝克所言院野技术宛

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袁应用进程中必将面临随时坠落的

风险遥 冶[31]无论是智能教育裹挟下的何种风险袁实则正

是技术风险范式的现实映射遥 因此袁从根源上透析风

险背后的复杂机理袁助力智能教育的理性蜕变遥

渊一冤过度掩盖技术应用的内生复杂性机理

教育生态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生复

杂系统遥 当人工智能技术介入教育生态系统时袁教育

边界被打开袁 性质迥异的要素和行为耦合在一起袁冲

突尧协同尧吞噬尧更新等现象纷纷涌现袁教育系统也更

加错综复杂[32]遥 正如技术风险范式所证实袁一旦教育

工作者无法掌控教育生态系统时袁其复杂性要素将以

风险形式释放出来遥 具体来说袁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

内生与外源制约着风险产生的情境和场域袁也决定着

风险发生的频率以及现实条件渊如图 2所示冤遥从内源

风险来看袁人工智能教育的不确定性尧不可知性尧非线

性以及局限性扩大了风险发生场域遥 从外源风险来

看袁 由于尚未厘清技术介入教育生态的基础机制尧普

遍性规律以及特殊情境袁使得原本复杂的生态系统衍

生出更多新的风险袁并将特殊化的内生风险转化为普

遍风险遥显然袁这种因技术交互所引发的外源风险尧内

生风险以及与教育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耦合袁加之

饱受理性异化尧认知冲突尧监管失范和利益驱动等野多

重陷阱冶的烦恼和诟病袁加剧了人工智能教育风险发

生的可能袁进而影响教育风险的监控与治理进程遥

图 2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内生与外源风险

渊二冤盲目弱化技术重塑教育的脆弱性机理

脆弱性作为教育生态系统内生属性的客观存在袁

是技术变革教育所呈现的不强韧状态遥人工智能教育

应用遵循野起步寅应用寅融合寅创新冶的变革路径袁虽

不断尝试在教育创新方面作出改革袁但由于技术的脆

弱性具有强大的潜在性或隐蔽性袁只有当风险发生时

才会涌现出来遥 依据技术风险范式的意涵可知袁技术

本身的脆弱性将会滋生教育生态的负向效应渊如图 3

所示冤遥首先是动机性袁动机是行为意向的发端和持续

方向袁由于教育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表征和模糊边界转

换加大了动机权重赋值的难度袁迫使人工智能计算陷

入尴尬局面遥其次是常识袁它是时间尧空间和文化熏陶

的经验产物袁包括大量技术规约遥 但由于人工智能技

术无法自主产生常识这一脆弱性袁成为滞缓技术与教

育生态深度融合的野绊脚石冶遥 最后是决策袁由于智能

决策与人类决策之间存在天然的鸿沟袁如何让智能系

统如同人脑一般袁采用更加综合化尧智能化的行动干

预袁这是突围教育人工智能走向人机协同尧群智开放尧

跨界融合的关键遥 显然袁人工智能教育系统中脆弱性

的存在无疑会放大教师尧学习者和资源之间的不良互

动袁一旦发生较小野扰动冶时袁教育生态系统就会将野扰

动冶放大甚至变异[33]遥 但是袁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排斥技

术应用的脆弱性袁相反袁高度警醒技术的脆弱性机理袁

掌握其变化规律和发生机制袁是管控人工智能教育风

险的科学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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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脆弱性机理

渊三冤高度忽视教育生态的测不准性机理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袁

其风险发生机制和作用过程通常无法预测遥 比如袁这

些风险形态源于何种场域袁其风险扩散路径和机制又

是如何钥 这恰是技术风险理论野测不准性冶的直观表

现遥测不准性表明教育系统的主观意识与其客观存在

具有一定差距袁只有当教育系统处于动态平衡或脱离

野扰动冶的影响时袁才能够正确刻画和精准预测人工智

能教育应用的发展情势遥 在此情境下袁我们需要高度

重视教育生态的整体性和完备性袁即不仅透视人工智

能教育应用的潜在风险和发生过程袁也亟须关注野风

险为何发生冶以及野为何如此认知冶等问题遥 层次分析

法渊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袁简称 AHP冤是监控与治

理技术应用成效的典型工具[34]遥 具体地袁可将人工智

能技术介入教育生态分为三个层次院目标层尧准则层

以及方案层遥 其中袁目标层是风险治理的科学方法与

适应性路径遥 准则层是对风险原点尧风险场域以及风

险过程的具体探索袁把控风险成因的背后机理以及内

生规律遥方案层是具体的治理措施袁即从风险认知尧监

控过程尧作用机制等层面提供系统的应对方案遥

四尧突围院风险治理的应对之策

科学管控智能技术风险袁提升技术赋能教育生态

的实效性袁 其根本出路在于共创复杂性治理范式袁揭

示教育生态的内生规律曰关键在于厘清多元主体协同

的机制袁提升教育生态的抗逆基因曰最终落脚点在于

构建多元创新方法论袁适应教育生态的动态平衡遥

渊一冤共创复杂性治理范式袁揭示教育生态的内生

规律

技术对人的奴役实质上是教育愿景无限扩张的

体现袁正如恩格斯所言院野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往往给技

术应用的长期目标埋下潜在威胁遥 冶[35]若要实现对技

术的驯服袁必须厘清人工智能教育风险的本质尧风险

演化的内生规律以及博弈机制遥尽管脑科学尧心理学尧

教育神经科学等领域针对教育风险管控已经沉淀了

些许可靠结论遥 但是袁由于人工智能介入教育生态的

复杂性和动态性袁带有野经验色彩冶的举措始终无法灵

活地应对人工智能教育风险遥 因此袁构建复杂性治理

范式以揭示教育生态的内生规律袁是突围人工智能教

育风险的根本出路遥

所谓范式袁即科学共同体信念尧价值以及方法的

扬弃与组合[36]遥 复杂性范式则脱离二元线性的野简单

思维冶袁强调通过动态的尧非线性的思维方式袁平等关

注技术与人性尧理性与非理性尧机制与规律等内生机

理[37]遥 也就是说袁复杂性范式的理性洞见突围了技术

外力主导的路径依赖袁 为监控教育生态的异质性尧演

化性和涌现性等提供了安全屏障遥 一方面袁强调风险

治理的野管冶袁即需要多元主体自觉形塑基于证据的科

学精神袁不仅是风险识别尧分析尧评估尧处理尧监控和审

查等过程需要基于证据袁同样技术介入教育系统的问

题诊断尧策略选择以及效果评估等进程也需符合科学

的证据线索遥另一方面袁强调风险治理的野控冶袁即基于

问题的求真精神袁确保编写算法时不引入性别尧种族尧

经济能力尧技术文化等偏好遥比如袁可通过元分析或实

验研究法识别风险形态并筛选出关键要素袁或是通过

大规模实验探索风险发生的作用机制遥 总之袁运用复

杂性范式形塑人工智能教育生态的科学与透明化袁依

据内生规律脱离风险场域的野囚徒困境冶袁致力于技术

与教育生态的和谐共生以及深度融合遥

渊二冤厘清主体的协同机制袁提升教育生态的抗逆

基因

技术与教育都是野人冶的所有物袁两者在依附对象

上是一体化的存在袁这也决定了技术与教育是互惠共

生的关系遥 然而袁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实践中往

往充斥着技术算计尧算法偏见尧信息茧房等离心现象袁

加之原本教育生态的脆弱性袁加剧了人工智能教育风

险的野涌现效应冶遥 正如马克斯窑霍克海默等所言院野技

术最终实现了耶负催化剂爷的夙愿遥 冶[38]因此袁治理人工

智能教育的潜在风险袁关键在于厘清多元主体协同机

制袁提升教育生态的抗逆基因遥 同时袁需要强调的是袁

管理者尧研究者以及教育实践者等多元主体需要采用

指数思维以及协同创新的交互模式[39]袁预测技术融入

教育生态的临界点袁基于理性的系统思维勾勒人工智

能教育生态的发展愿景袁维持技术与教育的动态平衡

与良性互构遥

对于管理者来说袁人工智能教育风险管控智慧源

于对风险规律的理性认识和科学把控袁当教育生态面

临具有风险性尧波动性尧不透明性的因素时袁必须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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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地探索教育风险的作用机制和内生规律遥 换言

之袁科学可行的管控措施有助于增强教育生态系统的

抗脆弱性遥 一方面袁应详尽分析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

真实情况袁对现存的尧潜在的风险进行预判并归类遥另

一方面袁合理调适野人要技术要环境冶三者之间的依存

与联结袁尝试激活彼此之间的主观能动性袁增强教育

生态抗脆弱的生命力遥 比如袁圣母大学商业智能项目

通过雇佣数据治理管家袁 协调多元主体的数据共识袁

建立了利益相关者的数据权限规约以及数据流通机

制遥 对于研究者来说袁需要解答人工智能教育风险的

本质规律以及作用机理遥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研究者

以重复性实验梳理人工智能教育风险的一般类型和

内生规律袁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采用小规模实验针

对性地解答特殊风险遥 比如袁佐治亚大学采用数据分

析工具 GPS渊Graduation Progression Success冤探索动态

数据的变化规律以及发生机理袁同时结合学习风格和

兴趣偏好袁帮助学习者建立学习预警系统以及反馈机

制遥 对于教学实践者来说袁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教育

敏感性和实践智慧等优势袁 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教育

生态脆弱性的认知袁 努力将风险意识内化为应对行

为袁突围技术所引发的教师角色野脱嵌冶与野消匿冶等

危机遥

渊三冤构建多元创新方法论袁适应教育生态的动态

平衡

人工智能加剧了教育生态的野测不准性冶袁一旦技

术方法无法洞见或表征过去尧现在以及未来的深刻变

化时袁将会失去数据赋能以及科学预见的功效[40]遥 因

此袁构建适应教育生态平衡的复杂方法论袁反思技术

驱动的合理性与创新性袁弥合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沟壑袁缩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袁这是治理人工智

能教育风险的落脚点遥 需要强调的是袁尽管人工智能

技术介入教育生态的侧重方向不一致袁但有关风险治

理路径却存在若干共同法则遥

首先袁建立真实透明的方法论体系袁涵盖人工智

能算法偏好尧学习者文化表征与内在价值袁以及人工

智能技术 野包容性冶野公平性冶野鲁棒性冶野可解释性冶等

规约袁 保障规模化教育数据挖掘和诊断进程的科学

性遥例如袁有学者基于野相关利益者的跨领域协作寅兼

顾群体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寅识别风险作用机理寅增

加公众评议冶等过程弱化了技术算法偏见[41]遥 也有学

者尝试采用弱信号尧场景构建等未来方法论洞察教育

发展范式遥 其次袁架构局部与整体相统一的方法论体

系袁即确保方法论与风险治理的逻辑自洽袁使其在野时

间要过程要空间冶一致性链条中审查风险源及其变化

规律遥教育社会实验研究法是一种局部通向整体的科

学范式袁通过循证手段尧证据表征尧背景分析和表达传

递等过程[42]袁直面教育生态风险非线性尧不确定性尧不

可知等因素袁努力平衡现实与可能尧实然与应然之间

的鸿沟遥 最后袁强调方法论的复杂性系统思维遥 其一袁

注重教育生态的联动性尧开放性与系统性袁将风险结

构尧发生机制和变化规律等模块化或结构化袁有序演

化人工智能教育风险的变化轨迹袁这也符合贝塔朗菲

野整体之和大于部分之和冶的观点遥 其二袁强调风险演

化的协同性和因果性袁 理性辩证地看待风险要素尧序

参量以及环境之间的非线性机制尧上向和下向因果作

用遥 其三袁关注适应的尧生成的突现性思维袁即不仅从

要素或系统的可能状态把控风险的生成过程袁同时也

应充分考量野剩余风险冶或野缄默风险冶的客观存在袁预

测以及治理突现性风险的侵袭遥

五尧结 语

尽管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热情与野心日趋强烈袁

但要时刻警醒技术始终无法还原教育世界的面目遥唯

有坚守教育的育人初心袁打造人与技术和谐共生的教

育生态体系袁才能从根本上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

育的作用遥因此袁理性看待技术应用的价值与限度袁主

动建立风险意识和担当意识袁紧扣风险发生的内生规

律与作用机制袁 持续推动教育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遥

同时袁建立公正透明的风险反馈与预警机制袁形塑信

仰同一的权力共同体遥 未来袁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尧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

教学效率和质量尧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精准化

的教育决策与干预等应是人工智能教育生态研究的

重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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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Risk:

Phenomenon,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LI Shijin, HU Yiling, GU Xiaoq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question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s always at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Although educational innovation needs technical support,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to clarify ambiguous perceptions and wrong practices,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get out of the risk dilemma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ecology, this paper clarifies four types of typical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e ontological risk of ignor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restore the educational

world; the cognitive risk of shadow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represent the education ecology; the value

risk of ignor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gains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education; the ethical risks of

abus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key causes of risk are:

over-covering the endogenous complexity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not yet clarifying universal

law of technology intervention in educational ecology; blindly weakening the vulnerability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reshaping education and breed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echnology intervention in education

ecology; highly ignoring the uncertainty mechanism of educational ecology and lacking scientific methods

and appropriate paths of risk management. In view of this, the key ways to deal with the risks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are proposed: co-create a complex governance paradigm to reveal the endogenous laws of the

education ecology; clarify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the subjects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genes of the

education ecology; build a diversified innovation methodology to adapt to the dynamic balance of the

education ecolog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Ecological Risk; Endogenous Mechanism;

Cop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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