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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中立的，关键在于如何
应用。为引领推动教育信息化转段
升级，教育部2018年发布《教育信
息化2.0行动计划》，并将坚持育人
为本作为首要原则，提出“面向新
时代和信息社会人才培养需要，以
信息化引领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全新教育生态，实现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这
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新教育生态
中，信息环境的构建与应用必然是
重点和核心，但也要谨防对技术的
滥用、误用。

毋庸置疑，有效的、个性化的
教学质量评价以大量精准、完整、
规范的数据为基础。从数据采集、
分析、整理的角度看，人脸识别以
及其他一些技术手段的引进，对于
促进教育教学评价都是有益的。但
数据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教学质量
分析与评价水平的提升，评价背后
的理念才是关键。

我们必须首先构建具有正确导
向、经过科学设计的评价指标体
系，再结合数据的支持将评价指标
变为有质量的常模和标准，而不能
仅重评价数据的采集和简单的应
用，忽视建立科学的、面向学生全
面发展的评价理念和指标框架。

另外，简单的人脸识别和监控
技术并不能完全适配教与学，技术
只能是采集分析课堂数据，而数据
的理解和应用还是应由学校和教师
来处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里面提到了学校教师应培养信
息素养，另外，数据素养、科技素
养等也属于未来教育中非常核心的
素养和能力。

人脸识别技术可以从课堂视频
数据中挖掘生成很多信息，如何从
这些数据中挖掘出学生认知、情
绪、情感和核心素养的发展变化情
况，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实践。

近来，国家先后发布了《关于
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
健康发展的意见》《儿童个人信息网
络保护规定》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以规范对学生个人信息的使用行

为，强调的是促进健康发展而非限
制发展，这些举措对促进“互联
网+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技术应用中，学生、家长及
教师的体验、满意度都是需要考察
的重点。技术应用能否促进教与学
则是另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值得
注意的是，这种是否促进教学的价
值判断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的学业考
试分数、升学率，而应当经过专
业、严谨的程序来进行判定。这也
要求各级各类政府加强监管，在为
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的前提下守住
底线，在对AI技术应用的事中、事
后监管中坚守符合教育和学习规律
这一准则。

首先，不论是什么技术与教育
的结合，都必须坚守教育本位的定
位，将以人为本放在首位。学生的
生命成长能否得到促进是衡量技术
在教育领域中应用有效性的唯一标
准。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在大规模
推广使用之前，须经过严格的科学
实验和论证，以确保有效性。最
后，不能用人工智能代替教育中

“人”的因素。
固然教育机器人等一些人工智

能产品可以作为学生学习的助手或
者伙伴，甚至可以在师资不足等情
况下承担起教师的角色，但教育本
质上是人与人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人类虽然存在很多思维和认知上的
缺陷，但也具有很多当前技术难以
企及的能力，可以说当代技术与人
类大脑在处理事务方面各有擅长。
因此在教育领域，如何让人类系统
与人工智能系统协同发挥作用，是
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这种协同
工作机制的建立，也是未来人工智
能在教育领域应用中的一项重要工
作。

总之，我们还是应以开放的心
态拥抱科学技术的发展，推进人工
智能等新型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多措并举促发展，制定行业规范保
底线，促进教育的深度变革。

（作者系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协同创新中心网络平台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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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人工智能技术在方便学校教学和管理时人工智能技术在方便学校教学和管理时，，也面临个人隐私保护等争议也面临个人隐私保护等争议————

AIAI进校园进校园，，边界在哪里边界在哪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于珍于珍

前不久，人脸识别类技术进校园的话题持续引发关注，此
类人工智能（AI）技术除了应用于校园门禁控制、学生考勤管
理，还能全程监控课堂，就连学生发呆、打瞌睡和玩手机等动
作行为都能被识别出来。随着AI时代的来临，AI技术在为教
学提供辅助、提高学校管理效率、确保学生安全的同时，也面
临公共数据采集与个人隐私保护、使用目的的正当性、数据泄
露风险等争议，AI技术进校园，边界究竟在哪儿？

新学期伊始，中国药科大学
的学生们发现，熟悉的校园出现
了新的改变——校门口、宿舍和
图书馆都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

对此，学生们的接受度还挺
高。不少学生认为，门禁识别准
确、速度快，不用再担心忘记带
校园卡，确实比较方便。而且采
集了学生出入宿舍、图书馆等信
息的系统，还能帮助学校统计学
生的回寝时间、晚归次数等，提
高了宿舍的安全性。

而在学校的教室里，也在尝
试使用人脸识别系统。中国药科
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主任许建真
说：“之前有的同学点完名就跑掉
了或者请别的同学代(点名)，但
是有了人脸识别就没这个问题
了，只要你进教室那一刻起，它
就对你全程进行识别。你低头多
长时间，你是否在玩手机，你是
否在发呆，你是否在看别的书，
都能感知到。”

在校方看来，这能有效解决传
统考勤方式中管理难度大、效率低
的问题，从而方便教务管理者实时
掌握班级学生考勤情况，是在“探
索泛在、灵活、智能的教育教学新
环境建设与应用模式，努力提升技
术能力和服务水平”。

当前，为引领推动教育信息
化转段升级，《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2011—2020年）》《教
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在
业内专家看来，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为
此，不少学校都在积极探索利用
AI技术服务于教育教学以及日常
管理，人脸识别类技术就是该探
索的一种。

安全是人脸识别技术在校园
应用的最初方向。据记者了解，
在山东、上海、河南等地的一些
幼儿园和小学，已经开始探索运
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校园智能安

防。这类智慧型校园安防系统，
能对校园及周边一定距离的安全
区，进行实时监控。当学校有大
型活动时或者学生集中放学时
间，校园大门口会聚集大量人
员，该系统将自动进行“非安全
身份识别”，一旦有陌生人靠近，
系统监视屏会自动报警提醒，学
校安保人员可及时处置。

除了应用于安防，一些学校
也开始“试水”用人脸识别来保
证出勤率和提高听课效率。去年
4月份，重庆二十九中在教室内
启用了一套人工智能分析评估系
统，该系统通过观测学生细微的
表情变化，来判断学生对所学内
容的理解程度。“专注度高的学生
占 比 35% ”“ 思 考 学 生 占 比
29%”“疑惑学生占比18%”“不
理解学生占比3%”，课堂两侧，
两个电脑屏幕滚动着由大数据实
时分析出的学生学习效果图。

杭州十一中的“智慧课堂行
为管理系统”，则会每隔30秒进
行一次扫描，针对学生们阅读、
举手、书写、起立、听讲、趴桌
子等6种行为，再结合高兴、伤
心、愤怒、反感等表情识别，分
析出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状态。

还有一些学校开始尝试将人
脸识别技术应用于学生的日常管
理。去年11月，贵州11所中小学
校开始推广使用“智慧校服”项目，
利用“RFID（射频识别）+人脸识
别”科技集成智能校服考勤系统，
当穿着“智慧校服”的学生通过人
脸识别进出校园后，系统内会自动
记录学生进出校园和宿舍的精确
分秒时间，同时保存前后20秒的
实时视频。

一旦学生在上课时间内未经
允许离开校园，GPS定位芯片会
记录学生位置并激活门禁闸机自
动语音报警器，提醒有学生离开
校园。假如学生互换校服，警报
会响起，它也能发送准确的具体
位置，帮助学校和家长快速定
位。

变化：人脸识别“潜入”校园

人脸识别系统刚开始进入中国药科大
学课堂，该校就有学生担忧，此举识别有
侵犯个人隐私之嫌，一举一动都被人脸摄
像头监视，“让人后背发凉”。校方表示，
学校之前已向公安部门和法务部门咨询，
由于教室属于公开场所，因此不存在“侵
犯隐私”的说法。

对此，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
占领说：“我国法律对于隐私权没有特别
明确的界定，严格来看，教室属于公共场
所，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虽然不违法，
但需要明确告知学生，给学生知情权和选
择权。”

利用人脸识别类技术，无论是进行课
堂管理还是教学效果分析，都不可避免要
收集海量数据。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
展研究院教授苏尚锋认为，教室内使用人
脸识别的初衷是对学生学习行为进行个性
化追踪，而其目的在于经分析生成个性化
的学习方案，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在这种理想情况下，是符合“人工智能+
教育”未来趋势的。

在使用目的的正当性上，中国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网络平台部主任
张生认为，用人脸识别类技术来对学生进
行管理，不能本末倒置，“学校应回归教
育本身，多反思课堂的教学效果”。

人脸识别作为一项技术，其本身并没
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同样的
人脸识别技术，帮助幼儿园和小学建立智
慧安防系统，用来寻找丢失的幼童或监护
老人，就很少陷入争议。赵占领说：“在
这些场景里，个人隐私让位于人命关天的
安全需求，这也符合人们心中牢固的共
识。”在很多家长看来，对校园及周边实

时严密监控，智能身份识别，严进
严出，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中，也大大
降低了歹徒闯入校园作案的可能性，学生
安全有保障。

人脸识别类技术的潜在危险还有数据
泄露风险。赵占领告诉记者：“人脸识别
监控课堂的行为会产生大量的隐私数据，
如果没建立相应的数据安全规范或未尽到
妥善保管义务导致数据发生泄露，这些数
据一旦被恶意使用，就会侵犯老师和学生
的相关隐私权利，情节严重的可能会导致
违法行为的产生。”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从教育教学发
展等长远角度以及公共利益的立场来考
量，在使用人脸识别类等AI技术的抉择
上，不能因噎废食。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副院长
曾海军说，包括人脸识别在内的AI技术
广泛而有效地应用于教学、管理和服务，
是未来学校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规模
化教育和个性化学习相结合的AI技术,具
有更强的灵活性、包容性，可以助力重塑
学校教育，进一步提升教学的效果、效率
和效益，以适应现代信息化、数字化、智
能化的学习型和创新型社会的需要”。

面对教育场景内不甚成熟的人脸识别
类技术应用，以及个人隐私、数据安全
等风险和争议，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
雷朝滋表示，希望学校非常慎重地使用
这些技术软件，“包含学生的个人信息都
要非常谨慎，能不采集就不采，能少采
集就少采集，尤其涉及个人生物信息
的”。雷朝滋还表示，目前教育部已开始
关注这一情况，已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研
究。

争议：是“危”还是“机”

技术发展得太快，一个不留神，人
脸识别类技术已经进校园、进课堂了，
而我们关于其带来的复杂的伦理、法
律和安全等问题的讨论，似乎慢了些。

不可否认的是，AI已成为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实现新型智能
教育服务模式的重要一环。曾海军认
为，抱着“鸵鸟”心态，完全拒绝此
类技术在教育场景内的应用，按照传
统的思维方式和模式来应对新变化，
并不现实。

业内专家的共识是，AI是信息
化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其衍生出的复
杂的安全、隐私等问题，仍需要进一
步规范，提前布局，谨慎应对。

不管AI如何与教育耦合，都必
须坚守教育本位的定位，将以人为本
放在首位。张生说，“学生的生命成
长能否得到促进，是衡量技术在教育

领域中应用有效性的唯一标准，在技
术应用中，学生、家长、教师的体验
和满意度都是需要考察的重点”。

AI技术能否促进教与学也是重
要的评判标准。苏尚锋认为，AI技
术在教育场景内大规模推广使用之
前，需要由教育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团
队进行评估与鉴定，要经过严格的科
学实验和论证，要对该技术在教育教
学工作中所处的位置有明晰的分辨与
判断，并对其使用制定一套明确的程
序与规范，从而切实做到技术服务于
教育、服务于育人工作。

隐私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现代
社会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已经形成共
识。目前学界主要将隐私分为信息隐
私、空间隐私、自决隐私等领域，当
下，在教育场景内，上述三种隐私均
存在被 AI 类产品侵犯的风险。因

此，在应用AI技术时，除明确法律
红线以外，还要做到尊重学生和程序
透明化，由当事人及家长来做选择。
苏尚锋建议：“使用的基本原则，应该
是被监控者知情同意和最大程度的隐
私保护。在不违法的条件下，如果用
于中小学生，理应得到其法定监护人
以及学生本身的认可，如果用于大学
生，理当做到明确告知并获得许可。”

2017 年 6月 1日起正式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
规定了要对非法收集、买卖用户数据
的行为进行处罚。面对可怕的数据泄
露风险，专家建议，应规范和明确数
据所有权、数据隐私和服务之间的关
系，将公共利益的数据可用性放在法
律和伦理框架下运行，通过相应的机
制确保AI应用的安全、合乎伦理和
注重隐私。

“应构建预警机制，一旦发现类
似于隐私泄露、数据安全、病毒传
播、系统不稳定等情况，应及时预警

和进行相关处置，确保整个系统的可
信、可靠、稳定。”曾海军说。

在教育场景内使用AI技术，需
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化进程，建立相关
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张生认
为，这是确保技术不被滥用、限制技
术的负面影响、真正发挥其促进教育
教学作用的关键所在。他还呼吁各级
各类政府要加强监管，在为新业态发
展留足空间的前提下守住底线。

可喜的是，好的改变已经发生。
目前欧盟、英国、日本等国际组织和
国家，均发布了人工智能的伦理准
则。2019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
会达成的《北京共识》重点聚焦了安
全和伦理问题，关注“服务于人”，
将“和谐与优化共生”这一中国哲学
和文化中的特色理念，作为寻求跨行
业、跨部门、跨地区全球协作的指导
思想，并强调促进人工智能相关准则
的“落地”，为未来打造负责任的、
有益的人工智能。

共存：坚守教育本位，合乎法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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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金秋，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将迎
来建校70周年。值此喜迎校庆之际，我们谨向
长期以来对学校发展建设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
的各级领导、广大校友、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衷
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学校于1949年11月22日经叶剑英元帅批
示成立，前身是被誉为“广东邮电黄埔军校”的
广东省邮电学校，于2002年升格为广东邮电职
业技术学院。办学70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服
务信息通信行业、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以

“培养通信英才、提升客户价值、服务终身教
育”为使命，共培养全日制及函授教育毕业生超
10万人，联合名校培养在职研究生超7000人，

社会培训超700万人/日，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
障，为广东区域经济与信息通信行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入选首届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
50强、首届全国高等职业院校育人成效50强、
首届全国高职高专职场竞争力100强，是全国首
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广州市创新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广东省示范职业教育集团牵头单位。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学校将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为契机，主动融
入国家建设网络强国、融入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
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坚持需求导
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设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网络安全等新专业，为信息通信
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技能人才，进一步做大做强学历教育和在职培
训，将学校建设成为信息通信行业特色鲜明的全
国一流应用型高等学校。

建校70周年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学校以“融·耀70”为主题，开展特色
鲜明、节俭务实的系列活动，并于2019年11月
16日（星期六）9∶30—11∶30举行70周年校
庆大会。我们诚挚邀请所有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
各级领导、广大校友、社会各界朋友拨冗莅临，
共襄盛会、共叙情谊、共谋发展。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周年校庆大会公告

联系部门：校庆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3969100-8938、18998461613 联系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西1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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