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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什么

人工智能的定义有多种，但总的基本思
想是利用机器来模拟人的智能，从而感
知、学习、理解并最终解决实际问题。

人工智能的各类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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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各类定义

什么是人的智能，如何衡量机器具备
了智能？



人工智能与图灵测试

 “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在其1950年发表的论文《计
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开创性的构思。

 他也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指出如果第三者
无法辨别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反应的差别，则可以
认为该机器具备了智能。

 图灵曾预测到2000年，一台智能机器有30%的可
能可以让人难以分辨5分钟，随后50年人工智能将
会在各个领域有大的进展。 图灵测试 （Turing Test）

C使用问题来判断A或B是人类还是机械。对象为一个具有正常思
维的人（B）、一部机器（A）。如果经过若干询问以后，C不能
得出实质的区别来分辨A与B的不同，则此机器A通过图灵试验。



人工智能与图灵测试

公元2000年已经过去快20年了
我们达到图灵的预期了吗？



人工智能与图灵测试

智能对话系统仍然很难迷惑
人类5分钟



人工智能与图灵测试

但近10年来，人工智能的确在
一些特定领域有极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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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学伴机器人

点击查看完整视频介绍

http://aic-fe.bnu.edu.cn/xwdt/xzsp/50103.html

 家庭学习应用场景丰富

 与学校学习形成互帮关系

http://aic-fe.bnu.edu.cn/xwdt/xzsp/50103.html


学习者建模

 学习者建模可以被认为是对学习者在知识状态、认
知状态、情感体验与体质健康等方面进行量化和抽
象表征；

 学习者模型可以对个体学习者进行定量和微观描述，
从而满足个性化与自适应学习的基本需求；

 另一方面，学习者模型可以对大规模学习者进行定
性和宏观刻画，为教师和教研人员提供重要的理论
支持和决策参考。



学习者建模 I：统计性分析与评价

实时获取学习者评价数据和阶段评价数据

对知识点覆盖情况、知识点能力层级、个体与班级对比情况等进行可视化

形成直观的、系统化的报告，并结合系统的诊断库对报告反映出的问题提供诊断和指导



学习者建模 II: 学习情绪与专注度

 基于课堂采集的学生与教师视频数据，利

用计算机视觉分析技术，对学习者进行多

个维度实时情绪测量，例如高兴、沮丧、

生气、惊讶等。

 结合教师方面的数据，也可以用于分析教

师在课堂上的情绪饱满度，评估教师在不

同情绪下授课所表现出的学习效果



学习者建模 II: 学习情绪与专注度

 除视频与图片信息外，可以利用可穿戴设备（例如智能手

表、皮肤电传导手镯、智能眼镜等），对学习者行为数据

进行采集。

 例如，额头下压和上眼睑通常可以表示在短时间内的混乱

与挫折感，而嘴部的放松可以对表示积极学习的学习情绪。



学习者建模 II: 学习情绪与专注度

 可穿戴设备通常都会配备多个传感器，包括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角速度传感器以及心率传感器等；在此基础上，利用特定的机器

学习算法，可以较准确地识别学生在课堂中的举手、记录笔记、

起立回答问题等行为；

 基于已经识别的学习行为，利用现有的学习科学理论和数据标注

的方法，将不同类别的行为综合考量来判断学习者当前的学习专

注度与学习情绪。



学习者建模 II: 学习情绪与专注度

 多个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提供在线开放式服务，例如微软

Azure开放多个AI功能的接口，它的emotion API可以

从图片和视频中自动识别出人脸并分析表情和情绪。

 支持多操作系统与多语言开发，且实现代码简单。



学习者建模 III: 能力与知识追踪

各类智能教育系统都需要对学习者的能力与知识掌握状态进
行准确区分与量化：

 计算机自适应测验(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AT)，
提供基于被试能力的题目，应用于GRE/GMAT考试等

 智能教学系统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提供个性
化学习与练习内容，包括Knewton Platform、智慧学伴
平台等



学习者建模 III: 能力与知识追踪

 人工智能领域中知识推理 （ knowledge

reasoning）的各类模型，例如贝叶斯模型，

被大量应用于知识追踪问题，用于计算学习者

掌握给定知识点的概率。

 深度学习模型近年来也被应用于能力与知识追

踪等问题，用来对学习者的进行建模。

 传统的IRT模型仍然被广泛使用和改进，用来

对学习者能力进行估计。

能
力

答对
该题
目的
概率



学习者建模 III: 能力与知识追踪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人工智能实验室利用知识点间

前驱后继关系，结合深度学习模型，也提出了新

的学习者深度知识追踪模型。

 该工作也将以长文形式正式发表于2018年人工智

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会议之一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 I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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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希望将现实世界中的各类知识表达成计算机可

存储和可计算的结构

研究背景

Q2
以知识点及课程为中心的图谱和以教学及资源

为中心的图谱

研究热点

Q3
侧重在对单一实体类型的分析，如知识点、课

程、资源等

研究现状

Q4
对教学过程中多种因素的系统综合分析，如知

识点、学习资源与学习目标等的整体关联影响

分析

研究展望

知识表示与教育知识图谱



Q1
教师精力有限，无法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做

到精细掌握，需要技术进行辅助

研究背景

Q2
研究热点

Q3
DINA模型，多维离散模型的代表

FuzzyCDF实现大样本量、稀疏数据的协同建模

研究现状

Q4
继续解决数据样本量大、数据间非孤立以及稀疏

的问题

研究展望

认知诊断

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弥补传统IRT模型的不足



Q1
利用多模态学习方式整合多源异构数据，进而

理解试题考查目的和进行相应的试题语义表征

研究背景

Q2
使用深度学习模型对多源异构教育资源进行

深度表征

研究热点

Q3
TACNN框架消除了来自不同考试范围的误差

MANN模型提出了注意力模型

研究现状

Q4
通过自我修正和学习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标注

的准确率

研究展望

教育试题资源表征



Q1
希望让机器根据已知的问题和相关文档信息

自动推理或抽取出相应的答案

研究背景

Q2
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阅读理解

研究热点

Q3
LSTM算法，BPTT算法，注意力机制

建立了SQuAD等多个大型数据集

研究现状

Q4
研究展望

机器阅读理解与批阅

需要构建更具备难度的大规模阅读理解数据集

构建更加系统的神经网络结构

发展更为完善的推理机制



Q1
希望采用计算机技术又考虑到学生的认知规

律，从而面向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

研究背景

Q2
教育机器人、游戏化教学、对话形式的学习、

建立动态模型

研究热点

Q3
各类软硬件设备逐渐被运用在学习过程中，自然

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算法也被用于教学场景中

研究现状

Q4
需要建立在对上述理论和系统的整合基础上，

向更实用化和普及化的方向发展与创新

研究展望

智能教育系统



Q1
随着教育神经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研究者开始

了结合认识神经科学与教育学的跨学科研究

研究背景

Q2
交叉学科研究、教师对“神经神话”的认知、

对脑科学的信念、以及教师自身的脑科学素养

研究热点

Q3
结合教育的神经科学研究为脑科学应用于课堂

教学提供直接证据

研究现状

Q4
帮助理解学习过程，基于实证研究和大数据挖

掘，进而促使个体更好地学习

研究展望

脑科学与教育的结合



人工智能的未来

参考资料：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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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人工智能实验室

卢宇

luyu@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