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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创新对教育生态系统的迭代升级产生了革命性影响遥 为探析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

融合的运行机理袁从技术哲学和技术生态位的视角出发袁运用理论分析法揭示技术竞争机制袁构建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的

生态系统模型遥 模型包含微观尧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袁以发现竞争意向为支撑袁奠定微观层的哲学根基曰以显现演化机制

为核心袁总结中观层的运行规律曰以实现深度融合为目的袁构建宏观层的系统表征遥 从技术与技术尧技术与教育主体协同

竞争的两个维度袁激活技术潜力袁激励教育主体袁主动把握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遥 模型在理论深度上

尝试明晰竞争机制袁厘清演化关系曰在时间跨度上能够贯穿竞争全程袁打造循环生态曰在范围广度上能够协调竞争和融

合袁涵盖人工智能和教育主体袁对人工智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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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在 2021年举行的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会议上袁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倡议袁各国要识变应变尧顺势而为袁
树立以科技创新促进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理念袁勇于
探索创新袁充分利用科技赋能袁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
教育深度融合[1]遥为达成这一目标袁需要在阐明人工智
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逻辑基础上袁构建人工智能与教
育协同发展的教育生态系统遥

智能辅导系统[2]尧自动在线写作系统[3]尧智能教育
体[4]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绩效遥
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加强袁人工智能正逐渐逼近人类
智能袁但是由于教育过程的复杂性尧教育对象的特殊
性尧教学环境的多样性袁使得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
融合依然任重道远遥 英国教育家安东尼窑塞尔登
渊Anthony Seldon冤指出袁相对于运输尧医药尧商业等领

域袁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相形见绌[5]曰国内也有
学者指出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没有取得理想效果[6]遥
由此可见袁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过程中袁存在两
种对立的观点院一种认为人工智能能够积极地融入教
育教学并发挥较大效用曰另一种则认为人工智能在解
决实际的教育问题时显得力有不逮遥为何会存在上述
现象呢钥追问技术的本质是解决此问题的必要条件曰立
足教育生态系统袁系统探究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机制袁是
解决此问题的另一途径遥 技术生态位理论能够提供独
特的视角解释技术之间的生态位演化关系袁正逐渐成
为教育领域研究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新工具遥 因此袁文
章基于技术生态位袁 立足以竞争促融合的核心理念袁
以期为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开拓新视野遥

二尧是什么院追问技术本质

技术生态位最初由荷兰学者 Schot等人提出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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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技术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战略[7]遥 国内学者张
丽萍等给出了技术生态位的定义院在一定的时间和空
间内袁环境提供给技术的各种可利用资源的集合[8]遥技
术生态位作为生态位与技术的衍生概念袁具有二者的
双重特征遥

生态位渊Niche冤在生态学中用来解释种群在生态
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功能作用[9]遥 其有两个基本特
征院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遥前者是指物种在生态系
统中能够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曰后者是指两个
物种共同争夺同一资源时产生的生态位重叠现象[10]遥
这两个特征都具有正相关关系遥 生态位越宽袁物种的
竞争力越强曰反之袁竞争力越弱遥生态位重叠的范围越
大袁物种之间的竞争越激烈曰反之袁竞争越缓和遥

生态位以物种竞争作为核心思想遥 例如袁Tilman
基于经典竞争理论提出随机生态位理论袁强调竞争机
制在决定入侵者生态位中的重要作用[11]遥有学者指出袁
坚持野以旧换新冶的技术观能够有效推动教育变革进
程[12]袁而竞争是野以旧换新冶的重要方式之一遥 因此袁以
竞争为核心审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成为重

构教育生态系统的新途径遥
技术生态位视域下存在两个维度的竞争行为院技

术之间的竞争以及技术与教育主体的竞争遥技术生态
位的概念内涵决定研究技术之间的竞争成为应然之

义遥与此同时袁技术生态位在同教育结合时袁其内涵需
要依据教育生态系统的应用语境获得适切的外延遥在
教育生态系统中袁教育主体是最核心的要素遥因此袁另
一个研究维度便是技术与教育主体的竞争遥

基于技术生态位理论研究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

度融合还需要追问技术的本质遥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
视角追问技术的本质遥他认为技术的本质存在于解蔽
过程之中[13]遥 这里的解蔽是从存在论意义上讲的袁它
统摄着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的本质遥 严格来说袁现代
技术的解蔽方式是对自然的促逼袁以蛮横的态度对待
自然袁蛮横地攫取自然蕴藏的能量[13]遥 区别在于传统
技术和现代技术在自然中所处地位的颠覆袁前者被动
地依附于自然袁而后者则摆置着自然遥这种具有促逼尧
摆置特征的解蔽方式就是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现代技

术的本质要要要集置渊Ge-stell冤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无论是
自然还是人自身都处于野集置冶之中袁它揭示了现代技
术所具有的对事物聚集尧整合和控制的力量袁也彰显
出技术对人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改造能力遥

唐窑伊德渊D. Ihde冤受到海德格尔提出的野指引结构冶
的启发袁提出技术意向性渊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冤
的概念[14]遥 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性不同袁由于受

到实用主义的影响袁伊德的意向性含义发生了经验转
向遥 伊德的技术意向性包括功能和导向两种含义袁且
更加强调技术在实践渊而不是意识冤中的意向性遥技术
意向性的功能含义是指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功

能曰导向含义是指技术在使用中所具有的对外在事物
的引导和塑造作用遥
美国技术思想家布莱恩窑阿瑟 渊W. Brian Arthur冤

通过对现有技术结构的逐层解析袁发现了技术的组合
和递归特质遥 他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提出技术的自创
生袁指出技术具备生物属性袁越复杂尧越野高级冶的技
术袁生物性越显著[15]遥 伊德提出的野人要技冶关系中的
它异关系渊Alterity Relations冤与此类似袁技术在特定情
境下被拟人化袁被视为具有神性和灵性的野准生物冶遥
综上所述袁技术的本质在生态系统中体现为技术

的竞争意向遥首先袁竞争具有普遍性袁存在于自然生态
系统和教育生态系统之中遥 其次袁技术意向性体现在
技术的实践活动中袁而生物体生态位的确立主要依靠
竞争活动遥 因此袁技术在本质上同时兼具意向性和生
物体的竞争性遥 就教育生态系统而言袁技术的竞争意
向成为研究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关键遥

三尧为什么院人工智能与教育
深度融合的理论探析

突破技术中性论是研究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

合的基础遥 在技术的价值问题上袁有野中立冶和野非中
立冶两种不同的观点遥 技术中立性认为技术独立于人
而外在袁是体现人类价值的工具遥吴国盛认为袁技术中
立性的局限在于忽略了技术本身所具有的逻辑袁它来
源于包含特定价值取向的技术意向结构[16]遥 技术意向
性表明技术是非中立的袁 技术对人也具有反作用袁尤
其是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袁其意向性意义会通
过教育对人的塑造作用不断延伸遥
人工智能因野智能化冶更加凸显技术的竞争意向遥

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使得人的性质也发生变化袁导
致野人冶不再具有和其他个体唯一可区别的人格和身
份[17]遥 人工智能在智力上对人类的逼近与超越构成了
人与技术的竞争关系遥 现阶段袁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竞
争还基本局限在智力领域袁随着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
智能的过渡发展袁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竞争逐渐渗透到
主体尧意识和伦理等领域遥在未来袁人工智能与人类将
处于全面的竞争状态遥

技术的竞争意向是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突破口遥 教育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智力活动袁而人工智
能拥有超高的运算速度和超强的逻辑推理能力袁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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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在智力比拼中感到力有不逮遥 面对这种状况袁教育
工作者化危机为契机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
度融合遥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遥

无论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工业革命的倒逼

还是教育行业自身发展的诉求[18]袁人工智能与教育的
融合都是大势所趋遥社会经济尧科学理论尧工程技术的
合力发展铺设了人工智能一波三折的演进历程遥教育
体系也存在资源配置不均衡尧城乡发展不公平尧教育
信息化改革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遥这决定了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会一蹴而就遥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需要构建整体系统观[19]遥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大系统[20]袁技术和教育作为社会
大系统的子系统袁其内部各要素的结构和系统整体的
运行都要遵循系统的运转规律遥整体性是系统的核心
思想遥 系统观不追求单个要素的卓越袁而注重各要素
的连接和结构袁以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遥人工
智能对教育产生的变革不是部分的袁而是整体的曰不是
片面的袁而是系统的曰不是立竿见影袁而是润物无声遥

技术与教育的融合程度取决于技术或教育主体

通过竞争是否能够寻找到适当的生态位遥若技术或教
育主体处于不当生态位袁 技术与教育便难以深度融
合袁技术无法发挥最大效用为教育服务遥 此时通过竞
争淘汰不适切的技术袁 或者寻找到适当的生态位袁技
术便能够不断焕发教育生态系统的生机与活力遥

四尧如何做院技术生态位视域下
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的模型构建

竞争是技术生态位视阈下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

融合的抓手遥 在完整阐述人工智能融入尧重塑教育生
态系统的竞争机制的基础上袁构建野人工智能+教育冶
的生态系统模型遥

渊一冤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生态系统的竞争机制
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可从野过程冶和野状态冶两个动

静结合的视角审视[21]遥 技术生态位视域下野人工智能+
教育冶的竞争分为三个阶段院渊1冤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
物种入侵原有的教育生态系统曰渊2冤人工智能技术与
原有技术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曰渊3冤经由人工智能重
塑后的教育生态系统遥其中袁第渊1冤阶段是竞争的初始
阶段袁引发此阶段的动力因素包括自然和人为两方面遥
自然因素是指人工智能为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而表

现出来的自发性遥人为因素是指教育活动参与者将人
工智能技术引入教育生态系统所发挥的主体意志遥第
渊2冤阶段是一种动态演化的竞争过程袁具有多样性和

复杂性的特征袁把握其演化规律是明晰人工智能重构
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遥第渊3冤阶段是在第渊2冤阶段的基
础上实现的相对均衡状态袁智能化是其相较于原有教
育生态系统最大的特征遥

1. 技术生态位的竞争动力
教育资源是技术生态位的竞争动力遥 技术竞争

的现实生态位围绕技术的物化需求而展开[8]遥在教育
中袁技术的需求对象指教育资源遥教育资源不能无限
供应袁因而是有限的遥 正因为资源有限袁才引发技术
相互争夺遥当技术与教育触碰时袁各种技术不断地向
教育资源靠拢尧聚集袁形成以教育资源为核心的开放
系统遥

教育资源在叶教育大辞典曳中被解释为院在教育过
程中所占用尧使用和消耗的人力尧物力和财力资源[22]遥
基于此袁文章选择教师尧学生尧教育管理者尧教育基础
设施尧资金和技术作为教育资源的六种代表要素遥 这
些要素在教育活动中都需要技术介入遥如袁教师尧学生
和教育管理者需要运用技术分别进行教学尧学习和管
理曰教育基础设施需要技术支撑以便提供科学尧高效尧
舒适尧便捷的服务曰资金能够融通技术流动的渠道遥

2. 技术生态系统竞争机制的基本阐释
如图 1所示袁根据技术生态位的基本特征袁以争

夺教育资源为目的而形成的开放系统分为内外两部

分遥在系统外部袁各种技术游离于系统之外袁无法参与
系统的生态位竞争遥这些技术要么不依赖教育资源而
存在袁要么其价值尚未被教育领域认识和开发袁要么
因在技术生态系统内部的竞争中被淘汰遥在系统内部
存在两股竞争势力袁 一股是从系统外部入侵的竞争
者曰另一股是系统内部自生的竞争者渊技术和人冤遥 技
术凭借自生性大量吸引其他技术汇流自身袁经过迭代
升级由弱变强袁生态位宽度不断增加遥

图 1 技术生态位的竞争演化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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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袁 技术生态位发生重叠袁技
术间产生竞争遥利用 Levins生态位重叠指数可以测量
技术生态位的重叠情况袁如公式渊1冤所示遥

= 渊1冤

公式中袁 表示技术 i与技术 k对教育资源利用
状况的重叠度曰根据公式渊1冤中 的含义可知袁 表

示技术 k对第 j种教育资源的利用量占该技术对全
部教育资源利用量的比例遥 当技术 i和技术 k在全部
教育资源中的分布完全相同时袁二者的生态位完全重
叠袁此时 取最大值 1遥 相反袁当两种技术不能同时
共占一个教育资源时袁 它们的生态位完全不重叠袁此
时 取最小值 0遥

当两种技术的生态位完全重叠时袁 竞争最为激
烈遥 这意味着它们在某种情况下渊如考虑技术的功能
时冤可以相互替代遥 当技术的生态位部分重叠并且教
育资源充足的时候袁技术间就可能存在相对缓和的竞
争甚至不竞争袁此时两种技术相互配合尧协同演化遥这
种情况通常短暂地发生在教育资源相对剩余的竞争

初期遥长期来看袁根据竞争排斥原理袁教育资源在配置
过程中会逐渐趋于均衡遥

3. 人工智能对教育生态系统的重塑
自发性技术竞争会造成不同的结果遥竞争中的获

胜方将获得大部分教育资源袁失败方则退出技术生态
系统或者选择寄生在胜利者周围袁向具有宽生态位的
技术汇流尧补强遥
人工智能具有广泛的生态位袁在与传统技术竞争

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遥 以学校教学为例袁自然语言
处理渊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袁NLP冤作为人工智
能的核心技术之一[23]袁在作文评改尧英语翻译尧阅读理
解等文本信息处理上能够极大程度地降低教师和学

生的负担袁帮助他们改善工作和学习遥 传统技术在处
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效率低下或者无法精准评价袁
而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情况的精准评价是至关重要

的[24]遥 因此袁传统技术与人工智能在生态位的竞争中
通常处于劣势地位遥

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同时也受到教育的限制遥
在技术介入教育的过程中袁要按照教育的逻辑考量技
术[25]遥 技术不可能完全自由地竞争袁每一种人工智能
技术在经过生态位竞争后都会适应当地的教育教学

环境遥 理想情况是通过人工智能的彻底变革袁教育实
现完全智能化袁但教育的现实则是多种不同种类的技
术捆绑共生遥

通过构建技术生态位视域下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的
生态系统模型袁能够全面系统地把握人工智能与教育
深度融合的全貌遥如图 2所示袁该模型共有三个层次袁
自上而下分别是宏观层尧中观层和微观层遥其中袁宏观
层和中观层具有显现性袁 在这两个层次能够观察到
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的三个竞争阶段遥微观层较为特殊袁
其掩蔽不露袁从哲学意义上给予技术的竞争意向以合
理性遥这恰如胡塞尔所认为的自然主义科学的科学性
要经受哲学的检验[26]遥

渊二冤微观层院技术竞争意向的哲学奠基
在微观层中渊如图 2所示冤袁技术意向性与技术的

生物属性共同为技术的竞争意向提供支撑遥由微观层
向上是技术竞争意向的显现过程渊中观层和宏观层的
图层颜色较亮冤遥与此相反袁由上两层向下则是技术竞
争意向的遮蔽过程渊微观层颜色较暗冤遥遮蔽的含义由
野微冶字体现遥 微观层中的野微冶并非与野宏冶相对袁而是
野入微冶以致不能轻易观察的意思遥技术的运动规律和
竞争机制不在此层显现袁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也经常
作为预设被教育主体忽视遥

图 2 技术生态位视域下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的生态系统模型

渊三冤中观层院人工智能介入教育的生态位竞争
1. 人工智能具有更广泛的生态位
人工智能是研究尧设计尧开发智能系统用于模拟尧

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科学[27]遥 人工智能通过聚合其
他技术不断增强智能性遥 凭借深度学习算法袁人工智
能自我学习和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遥传统技术与人工
智能相比并不具备上述优势袁因而人工智能具有更加
广泛的生态位遥 因此袁人工智能介入教育中时便具有
变革教育生态系统的力量[28]遥

2. 人工智能生态位的分离与重叠
人工智能的生态位竞争是一个双向循环的过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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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的中观层所示袁起初人工智能与传统技术的生
态位相互分离遥这是因为初期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较
低袁难以对教育生态系统产生实际影响遥 由于其生态
位宽度尚小袁不足以对传统技术在教育生态系统中的
优势地位造成威胁遥 此时二者错位竞争袁技术生态系
统处于相对均衡状态遥随着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不断
提高袁人工智能的生态位宽度快速扩大袁对传统技术
提出严峻挑战遥 此时二者生态位重叠袁为争夺有限的
教育资源展开激烈的竞争遥激烈竞争的最终结果则是
人工智能和传统技术的生态位重新分离袁二者寻找到
合适的生态位袁技术生态系统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遥

3. 人工智能生态位竞争的结果形态
人工智能在介入教育的过程中与传统技术存在

三种竞争结果院渊1冤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传统技术曰渊2冤传
统技术战胜人工智能曰渊3冤人工智能与传统技术交织共
存袁二者相互冲突尧相互补充遥其中袁第渊1冤种结果表现
为完全的智能教育形态袁此时人工智能将覆盖教育生
态系统中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遥 第渊2冤种结果表明人
工智能在生态位竞争中落败袁教育生态系统筑起牢固
的壁垒将人工智能隔绝在外袁教育与人工智能难以融
合遥 诚然袁上述两种极端的竞争结果只具有理论上的
可能性遥 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袁人工智能与传统技术
主要表现为第渊3冤种关系袁这种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以
技术间相互竞争的方式融入教育生态系统遥

渊四冤宏观层院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系统融合
人工智能与教育生态系统的融合需要经历两个阶

段遥 第一袁每一个野技术物种冶通过相互竞争调整生态
位袁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技术生态系统遥每一种子技术
竞争力的排序即揭示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过程中关

键技术的效用遥如图 2宏观层所示袁若 T1表示构成人
工智能技术生态系统的第一种子技术渊Technology冤袁
则技术生态系统中第 n种子技术的生态位宽度可以
通过 Levins生态位宽度指数测量出来袁如公式渊2冤所
示院

= 1 渊2冤

公式中袁 即为技术 i的生态位宽度曰 = / 表
示技术 i对第 j种教育资源的利用量渊 冤占该技术对
全部教育资源利用量渊 冤的比例曰r表示教育资源的
数量渊j=1袁2袁窑窑窑袁r冤遥当技术 i以相等的数目充分利用
每一个教育资源时袁 取最大值袁 意味着该技术的生
态位最宽曰当第 i种技术只集中利用某一个教育资源
时袁 取最小值袁此时该技术的生态位最窄遥

第二袁人工智能与教育进行系统层级的融合遥 在
宏观层袁教育活动参与者能够更加贴切地体验到人工
智能与教育生态系统的融合遥在中观层的生态位竞争
完成后袁 人工智能与教育生态系统经过一番融合袁在
宏观层显现出更高水平的生态位遥由于各种技术分环
勾连形成的技术生态系统与教育生态系统相互纠葛尧
相互融合袁 除了技术与教育融合后相对静止的状态袁
宏观层还存在二者动态演化的过程遥这一过程依旧遵
循技术生态位竞争的基本规律遥

渊五冤人工智能与教育主体的竞争
人工智能在教学活动中与教师具有相似的生态

位遥 随着智能导师系统尧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助理等人
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袁人的主体性开始向技术
让渡[29]袁首当其冲的是教师群体遥 虽然当前的人工智
能还不足以完全取代教师袁但是它就像一把野达摩克
利斯之剑冶使教师对未来充满了焦虑遥 未来的人工智
能教育将突破传统教育中知识的传授模式袁向人机共
生的形态发展[30]遥 在人机协同时期袁教师与人工智能
的主体界限变得含混模糊遥在分析人工智能和教师的
关系时袁明晰二者的优势和不足袁明确合适双方的生
态位十分必要[31]遥 这就要求双方始终秉持错位竞争尧
优势互补的原则袁发挥人工智能在逻辑推理和计算效
率等方面的优势袁发挥人类教师在情感和道德等人文
方面的优势遥

人工智能通过革新学习模式倒逼学生顺应技术

的逻辑遥随着基于教育服务而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在
教学领域的应用袁学习模式正朝向智能化尧个性化和
去中心化转变遥 这种转变带给学生一定的学习成本遥
学生需要从情感上摆脱掉传统的学习模式袁主动适应
人工智能创建的学习模式袁以便从人工智能的教学应
用中受益遥 例如袁基于人工智能和教育大数据的自适
应学习系统能够实时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袁调整学习
方式袁实施精准教学[32]遥 这些智能技术能够完整显示
过去被遮蔽的学习细节袁切实支持每一位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遥

人工智能引起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的强烈

关注遥 人工智能为教育政策制定者带来紧迫感袁要求
他们准确评估人工智能的变革力量袁积极引领智能教
育改革遥 教育管理者需要顺应智能教育改革的浪潮袁
改变低效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袁努力打造智能化的
教育环境遥

五尧结 语

以竞争为理念的技术生态位为人工智能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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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融合开辟了新理路遥 竞争可以淘汰旧技术袁加
速技术迭代升级袁从而提升教育绩效遥 生态位重叠是
技术竞争的必要条件袁生态位高度重叠会造成过度竞
争袁严重浪费教育资源遥 错位引入新技术能够有效避
免上述现象袁也能够为旧技术保留生存空间袁形成新

旧技术既竞争又共生的生态格局遥 在这种格局下袁伴
随着技术之间张力和耦合度的加强袁教育生态有望逐
步实现从微观到宏观尧从要素到系统的创变遥 中国的
教育学者也将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长路上

进一步上下求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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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Logic and Model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Ecological Niche

ZHU Ke, ZHANG Binhui, SONG Y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education has had a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the education ecosystem.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 and educ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reveal the technology competi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ecological niche, and constructs an ecosystem model of "AI + education". The model consists of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which lay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micro level with the discovery of
competitive intention as the support, summarizes the operation rules of the meso level by revealing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as the core, and constructs the syst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cro level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deep integration. It activates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and motivates educational
subjects from two dimensions of collaborative competi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al subjects, and actively grasp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I reshaping the
education ecosystem. The model tries to clarify the competition mechanism and clarify the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depth; it can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petition and create a
circular ecology in terms of time span; in terms of scope and breadth, it can coordinate competition and
integration, covering AI and education subjects, which has certain implica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AI education.

[Keywords] Technological Ecological Niche; Education Ecosyste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logical
Nic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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