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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正走在时代变革的转折点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指数型发展让人们意识到教育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也将形成全新

的教育研究生态。站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高度，从对“计算教育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

的讨论切入，对人工智能何以改变教育研究进行探讨，得出人工智能以极大和极小拓展了

教育研究的尺度，以建模与模拟创新了教育研究的方法，以支持与赋能学习支撑了教育研

究的伦理重建，使人的发展成为根本的价值尺度，但技术时代的教育研究更需彰显思想的

力量，以避免计算教育学陷入“富饶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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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引起了教育界的热切关注，它的出现

拓展了教育研究边界，塑造了教育研究新形

态，催生了“计算教育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

的诞生。对人工智能给教育研究带来的突破

性影响进行总结与反思，对于把握新时代教

育研究的格局，更好地推进“计算教育学”这

一新兴学科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

现实和未来意义。

一、文献综述

探索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规律，是教育

研究的使命。在计算社会科学引领的自然科

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发展的浪潮下，教育

研究也面临着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计算教育

学源起自教育学科本身面临的挑战和新时代

教育变革与创新的现实需要，自2014年提出

以来，历经数十余年的探索，计算教育学充分

展现了在各维度对大数据进行挖掘与分析的

能力。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崛起与不断壮大为计算教

育学的发展孕育了良好的氛围，学术界对此

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从定义上来看，有学者

认为计算教育学与传统定量教育研究范式在

数据特征、数据获取、研究路径等方面存在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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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1］在学科性质层面，有学者认为计算教

育学是一门以传统社会科学、计算科学、环境

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新型交叉学科。它的核心

是将教育各要素及要素间互动过程进行量

化，以达到对教育学领域中各种现象、行为数

据进行采集、分析、建模、预测等目的。［2］有

学者从计算教育学的动态应用角度，将计算

教育学分为“基于数据挖掘的教育学规律研

究、认知与行为模拟的在线教育研究、基于大

数据的学生学习动机和情感参与研究、师生

人格和性别分析研究”四大主题。［3］但是，也

有学者针对教育的特殊性及教育主体的独特

性，认为教育活动中的现象、情境及主体等要

素的互动并非“工业流水线上的工序化过

程”，不能简单地进行归约和划分。［4］

教育研究范式及其分类问题的讨论由来

已久，教育研究者对于计算教育学的热切关

注也反映出新时期的教育研究已经不再局限

于单一学科、单一视野，推动不同研究范式之

间的融合，必然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特别是

与时俱进地把握提供新的思路。当下，我们

即将进入一个“计算社会科学时代”，数据与

计算分析等将逐渐成为描述自然与社会现象

的主流方式。在这样的时代下，作为一个新

兴的交叉领域，计算教育学给教育研究带来

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但既有研究绝大多数讨

论的都是人工智能给教育实践带来的改变，

而对其给教育研究带来的变革关注不够，着

墨不多，讨论不深。而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

都始于学科建立的“可能性”，再将这种可能

性转变为“现实性”。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对

于处于萌芽期的计算教育学而言，更需站在

现实与未来的结合部上，展望人工智能给教

育研究带来的突破性影响，深入探讨计算教

育学的发展路径，明确这一过程中建立的价

值观，从而充分发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教育研究中的主观能动性，

更好地推进计算教育学的学科构建，及时有

效地应对技术时代计算教育学将面临的挑

战，加速引领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之路，全面

推动教育研究新生态格局的建设。

二、科学研究范式的演变

与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教育学的崛起

信息技术的出现逐渐改变了科学实践，

为教育科学研究进程中的演绎、归纳与检验

活动提供了新的更有力的支撑。

（一）科学研究进程中技术力量的彰显

科学研究是获取知识的一种特殊方法，

包含“观察与实验”和“描述与解释”两个维

度。［5］500 年前爆发的科学革命，由哥白尼

（Copernicus，N.）开始，经伽利略（Galileo，G.），

再到牛顿（Newton，I.）为止，近代科学渐成体

系。科学研究彻底告别了通过思辨与想象得

出主观结论的岁月，取而代之的是以严格的

实验与严谨的推理获得客观结果的阶段，自

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蒙昧走向成熟。

其间，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了科学研究的基

础设施，尤其是印刷术的出现强有力地推动

了科学、技术之间的创新合作模式，丰富了记

录与知识传递机制。尽管印刷的文章、期刊

和书籍能够分享科学研究的思想与结果，但

仅通过发表和同行评审等手段，科学发现乃

至研究数据在科学家之间流动缓慢。

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信息科技革命，

既是之前科学革命结出的硕果，也在其后的

岁月里深刻改变了科学研究的实践。20世纪

下半叶，各种媒体的“数字融合”，从印刷文本

到图像、声音，再到虚拟现实带来的感官体

验，推动知识积聚方式不断演化，前所未有的

动态通信模式超越了印刷技术对知识生产与

传播的影响。［6］科学研究从过去纸张驱动下

缓慢、连续的顺序过程，转换成更加迅速、更

具创造性与协作性的平行科学研究系统。［7］

系统内部的科学家之间能够相互启发，科学

家社群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也更加频密，

持续推动科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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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初露峥嵘。［8］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科

学研究中的应用，创造了新的科学研究范

式。［9］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据成为一种新

生产要素，推动智能教育的数字化赋能升

级。［10］速度更快、更加精准、更自动化的研究

工具逐渐丰富，数据表示的多模态方法迅速

增长，数字形式数据来源日益普及。［11］自然

科学领域内“遥作科学”（telescience）呼之欲

出，［12］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内“数字学术”

（digital scholarship）登上历史舞台。［13］在数据

主导的世界里，算法成为解释和认识人、社会

及其他所有一切的基本法则和思维方式，其

重要地位类似于人类的知识、神经网络和思

维方法论。［14］利用数据科学技术探索的是数

据间的关联关系，科学研究从关注“因果关

系”转变到关注“关联关系＋因果关系”。［15］

身处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抽样研究将丧失现

实意义，因为人们越来越有条件直接运用整

个“母体”的资料。［15］尽管资料可能是凌乱、

粗糙的，但却是“巨量”、“全部”、“真实”的，

而这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这种超越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对科学研究的

创造性能力提出了新挑战。［17］

（二）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教育学的崛起

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成为由真实世界、

数学世界和计算世界三个世界构成的特殊世

界，［18］也有学者认为是由人、物理世界、智能

机器和虚拟信息世界构成的关系更为复杂的

四元空间。［19］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正走在时代

变革的转折点上，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

要驱动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指数型发展让我们意识到教育作为社

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也将形成全新的教育研

究生态。［20］互联网技术支持的开放存取可以

近乎无限地扩展教育研究成果的推广，社交

媒体的使用可以构造新的全球化教育研究学

术社群，教学和学习分析技术则有助于对教

育研究成果在教学与学习实践中的检验。教

育研究科学化是提高教育学学科价值和学术

地位的迫切需要和根本路径，而定量研究水

平是衡量教育研究科学化不可或缺的关键指

标。［21］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正在持续拓展教育研究的边界，塑

造教育研究的新形态，并催生了“计算教育

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诞生。

计算教育学的诞生响应了教育研究科学

化发展的需求，延续了当代教育研究范式与

自然科学范式融合的趋势。有学者指出，“计

算教育学把以定性研究为主题、以经验为基

础的教育科学，转变为以大数据为基本对象、

以计算和模型为手段的定量精确科学”［22］。

计算教育学通过技术赋能，基于数据密集型

的研究范式，围绕计算教育伦理、教育主体计

算、教育情境计算、教育服务计算等核心任务

开展研究与实践，解释信息时代的教育活动

与问题，揭示教育复杂系统内在机制与运行

规律，必将极大推动教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促进教育研究从“经验化”向“科学化”、“精

确化”转变，为准确把握和指导教育复杂系统

开辟新道路。［23］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计算教育学作

为一个新生的概念，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

果。［24］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认知，必然存在

多样性，甚至争议。［25］对于任何一个新提出

的概念，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是否可

能”。从语言学上讲，即这个概念的“能指”和

“所指”所基于的“参照物”是否真的存在，或

者是否有可能存在。如果这个参照物不存在

或者未来不可能存在，那么这个概念的提出

就属于虚妄的想象。如果这个参照物确实存

在，那么讨论“是否可能”便显得没有必要。

如果这个参照物现在不存在，但未来有可能

存在，那么这个新概念的提出便超越了虚妄

想象，是学科想象力的自然结果。不能用凭

空想象出来的学科代替学科的想象力；但合

理的学科想象力却有可能孕育乃至创造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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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学科，这彰显的恰是理论和逻辑的力

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对计算教育学这一

概念是否可能成立的负责任的讨论，便需超

越单纯的文字逻辑，站在现实和未来的交叉

点上，展望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

技术可能给教育研究带来哪些实质性改变。

三、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

给教育研究带来的三大突破

赫斯特（Whitehurst，G.）认为，与国防、医

疗或工业生产不同，教育领域缺乏强大的研

究基础，没有任何领域像它这样依靠个人经

验和意识形态来做出政策选择。［26］现在，新

知识基础设施的出现、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的

发展及政治、科学和文化变化，使教育研究正

变得更加复杂。［27］对此，有必要仔细审视以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创新为教育研

究带来的改变，更好地面对未来挑战。

（一）极大与极小：教育研究尺度的拓展

早期教育研究的时空场景基本集中在中

观尺度，往往通过观察、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小

规模的学习者开展探索，主观性强，数据的收

集过程耗时长、可信度低，限制了结论的迁移

范围。大规模教学技术和在线学习系统的使

用为研究人员收集数据、实时监测、记录在线

的学习活动提供了新手段。［28］研究人员利用

量大而颗粒度细的数据，开发新的研究方法，

以适应日益扩大的研究范围。［29］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让教育研究的

尺度不断向“极大”和“极小”两个极端延伸，

这对于打破传统教育学研究容易陷入的思

辨/实证二元对立，丰富拓展对“教育实证研

究”内涵及类型的理解有重要作用。［30］

“极大”代表了时间与场景的极大，即在

长时程的时间尺度和大规模的空间尺度上对

学习数据进行采集，实现对样本的全覆盖，具

有实时性、连贯性和全面性。如此一来，数据

将不再受到研究主体认识的影响，最终得出

的结论不仅具有客观性，且易于推广和迁

移。例如，以人工智能为支撑的地理信息系

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在教育

研究中的应用，能够将教育基础设施现况清

晰地转化为可视化的网络图像，有助于研究

人员充分掌握教育政策的效应机制，全面了

解教育机会的分布情况及其他资源的获取情

况，对于揭示教育不公平现象背后的成因，优

化教育资源配置，缓解区域教育差距具有重

要作用。［31］

“极小”反映了时间与对象的极小，即在

毫秒级的时间尺度上与分子、细胞乃至基因

的微观空间尺度上研究人类的认知或学习活

动，把握学习者的瞬时状态。近年来，神经影

像等技术工具飞速发展，从使用交互分析、话

语分析、教育数据挖掘等方法关注显性学习

行为改变过程，到应用脑成像、脑电、心率等

技术测量隐性大脑活动变化状态，［32］都有显

著变化。神经科学研究需要记录并分析多

维、复杂的大脑数据，这些不断扩大的个人数

据流和机器学习等方法，为基础数据驱动的

研究提供了机会，有助于加深对大脑行为的

理解。［33］用于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对理解复

杂的认知功能如注意力、记忆等做出了重大

贡献。与皮质回路相比，基于人工神经网络

的人工智能方法大大简化了网络模型的形

式，已成功用于分析脑电信号，并产生相应的

脑电图。［34］

在极大和极小两个时空尺度上，人工智

能正在给教育研究带来革命性变化。通过整

合互联网、虚拟现实、大数据分析、图像识别

等技术，搭建集虚拟网络与真实物理场景于

一体的智能教育环境，利用多样化数据采集

技术与智能设备，可以实现对复杂自然情境

下教育和学习过程中个体行为变化、心理发

展及社会交互等方面数据的大规模、长时程、

全样本的伴随式静默采集，保证研究数据的

全面性、准确性和可靠性。［35］以人工智能集

成眼动追踪、键盘记录、语音实别、图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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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计算等多种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对真实

场景中教育和学习过程的全方位记录，在改

变其对单一文本、语音或视频信息记录的同

时，突破传统结构化数据忽视教育教学细节

与过程及质性材料难以分析的局限。

（二）建模与模拟：教育研究方法的创新

赫尔巴特（Herbart，J.）为教育学引入了

新知识，却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新范式，这严

重影响了教育学的科学化进程。［36］早期的教

育研究遵循的是心理学的方法，强调经验与

观察，通过严格、理想的变量控制对去情境化

的场景进行分析与验证，测量的内容往往针

对某一特定的人群或场景，获取的是非结构

化的质性材料，缺乏规模化的量化数据分析，

是以经验为主导、单一向度的研究。有学者

表示，“教育研究难以像医生和律师的工作那

样带来引人注目、获利较多、更易观察的结

果”［37］。以人为对象的教育实证研究本身存

在不可重复性、不可验证性、研究结果无法应

用于现实等问题，导致教育研究的科学性无

法确保。［38］教育工作者不能像工程师应用物

理定律那样去应用心理学一般原理来解决教

育问题。以传统的眼光看，实证研究本质上

仍旧是对人类直觉、经验等的验证，与我们期

望中科学的、实然的教育尚有一定距离。在

经验事实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核心概念

体系，确立并不断完善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而

建构遵循理性和逻辑的科学文化，是教育学

科学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人工智能自问

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加速知识生产体系更

新、促进教育研究新范式发展、推动教育科学

化运动的有力工具，而这些新范式在传统模

式下是不可能发展出来的。［39］

建模是科学推理的核心技能，它提供了

一种表达知识的方法，［40］被广泛用于研究复

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可以为定性与定量的

教育研究提供一种方法上的补充，使人们能

够更好地理解与学习的产物相对应的学习过

程，极大提升教育研究的可靠性，并进一步促

进教育领域内仿真研究的发展。［41］传统的教

育研究一般通过学生的学习结果反推其学习

过程，却难以反映学生在横向维度上的跨学

科学习和纵向维度上的科学思维形成过程，

因而限制了对实验结果的完整解释。［42］计算

机模拟和仿真以复杂系统为基础，通过对模

型的配置，创造接近现实的实验条件，可以用

来系统地研究、预测教育事件在标准化条件

下的影响。它整合了教育过程中多方面的变

量如认知、动机、情感、环境等，具有高度真实

性与还原性，使研究人员能够观察到教育活

动的复杂动态过程，从而消除不可预见的瓶

颈，促进教育实践方案的改进。［43］反过来，其

构建的计算模型也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检

验教育理论的手段。［44］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

计算机建模视为理解智能的关键，［45］通过对

研究对象、事件和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建模可

以定性提取现实的抽象概念并量化相关因

素，模拟教育情况的各个方面。当前，建模与

模拟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取得了一定进

展 。 如 结 构 方 程 建 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通过对变量之间的多元关系进行建

模，提供了一种灵活检测各种假设关系的技

术，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研究。［46］此外，模拟

仿真技术还被用于理解和预测教育研究中的

一些其他方面。有学者针对“自我解释”效

应，开发了计算模型，开展认知建模，研究学

习者的协作学习情况；［47］还有学者在被称为

多中介模型的建模框架内，发现了学校改革

设计实验研究中存在一些有目的的干扰。［48］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建模可以实现

对教育实践中复杂变量关系的准确把握和对

教育系统的整体认识，使研究人员能够真正

关注复杂教育系统具有的非线性特征，从而

为教育研究构造新的时空关系，最终使教育

研究逐步走向多方法、多理论和多层次的新

境界。［49］人工智能在教育学、心理学、统计

学、社会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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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构造了一个由政策、实践、道德规范、资

源、社会结构、技术、方法学构成的生态化的

知识生产系统，［50］可以在对教育和学习的多

角度理解中更好地建立包含社会文化境脉在

内的描述性模型。［51］

（三）支持与赋能：教育研究伦理的重建

在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研究短暂的历史

进程中，共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背后蕴含着

教育研究伦理法则和价值追求的变化，反映

了不同的教育研究信念。［52］

控制型范式强调以精心设计的内容序列

引导学习者的认知学习，构成的是一个缺乏

实质性交互的系统，代表了人工智能导向下

以学习者为接受者的价值观。这样的教育研

究以技术为主导，忽视了情感投入与人文关

怀，难免培养出千篇一律的人，背离育人初

衷。支持型范式认为学习不再是被动地接受

信息，而是通过与他人、信息或技术在社会情

境中的互动主动地建构知识，建立学习者与

人工智能的动态交互机制，体现了人机交互

下，人工智能支持的以学习者为协同合作者

的价值观，［53］教育研究朝着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赋能型范式以复杂

性理论为方法论，强调将技术本身的有效性

转化成教育上的有效性，将教育视作一个复

杂的自适应系统，［54］系统中包含多个实体，

如学习者、教师、信息和技术，形成以学习者

为中心、数据驱动、个性化学习、迭代发展的

系统研究氛围，展现了人工智能赋能的以学

习者为领导者的价值观。

控制型、支持型和赋能型，这三种范式

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三种

不同的应用价值观，也引发了不同层面的伦

理问题，从最初机器人的单一安全性问题，逐

步转移到与人类相关的复杂社会性问题，进

一步深化至“人和机器”的交互关系等诸多社

会伦理问题。［55］人工智能不断涉入教育研

究，在伦理上会导致“好的”、“坏的”和“烂

的”等不同后果。“好的”实践将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核心价值观，致力于推动技术与教育的

双向深度融合，最终为教育的发展赋能。但

人工智能在教育研究中使用不当，也可能导

致“坏的”和“烂的”后果。“好的”和“坏的”都

容易被识别，尤其需要警惕“烂的”。它看起

来是“好的”，实际上产生的将是不可逆的负

面影响。近年来，教育领域出现了大量对脑

科学的误读与滥用，［56］这些“神经神话”建立

在并不确实的所谓科学事实的基础上。［57］诸

如人类只使用了大脑的10%、某些类型的食

物会影响大脑功能等神经神话的例子比比皆

是，其中的一些已发展成为当下热门的教育

项目，如“大脑训练营”（brain gym）。尽管其

声称以脑科学研究为基础，但缺乏严格的理

论背景和经验验证。有专家将其描述为伪科

学，并驳斥了几乎所有的说法。［58］不幸的是，

快速的商业化还是使这些课程在世界各地的

课堂传播开来。

从技术层面看，计算主义盛行的教育实

践将面临被技术反向驯化的危险，并引发严

重的伦理问题，甚至受物化思想干扰，心智与

思维趋向线性化与机械化，培养出来的是单

向度的人，［59］教育甚至面临进一步被格式化

和工具化的危机。［60］对此，教育研究亟须转

变“工具思维”和“操作思维”，走向“本体思

维”和“原点思维”，避免只是在技术和功用的

层面上探究人工智能给教育研究带来的改

变。［61］从广义上说，所有教育研究都可以说

是研究“教育实践”的：“历史的”、“现实的”、

“宏观的”、“中观的”或“微观的”等这些有关

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都是把某一类型的教

育实践作为分析的最小单元来对待。［62］在容

易被技术异化为物的智能时代，教育比任何

时候都更有必要成为人的教育，［63］因此教育

研究应该是一项为了人、尊重人、成就人的人

道实践，［64］育人、培养完整的人才是教育研

究的原点，［65］它指向的是更有利于人之生存

与发展的好生活——培养“大写的人”，［66］更

多地注重学生道德伦理素养、价值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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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社会情感能力及直觉判断能力的发

展，更注重智慧而非知识。［67］在人工智能的

时代，教育研究更应坚守育人原点，守护教育

研究的“生命价值”，引领信息技术通向“生命

成长之路”［68］。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研究，

应该以人性化、生命化为宗旨，基于教育现

象、教育原理、教育规律，具有教育内涵、教育

价值与力量，呈现人的主动性、生长性。［69］文

艺复兴以来，人成为万物的尺度。对教育研

究来说，不是技术进步，而是人的发展才是更

为根本的尺度。人工智能在教育研究中的应

用，既是技术进步，同时也是对人的发展这一

根本尺度的弘扬。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四、警惕“富饶的贫困”：

技术时代的教育研究更需彰显思想的力量

面对科学研究进程中技术力量的日益加

强，技术时代的教育研究更需要推动思想层

面的革命，处于萌芽期的计算教育学更需要

思想灯塔的指引。

（一）警惕教育研究陷入“富饶的贫困”

人工智能有助于实现对真实场景中学习

者的学习活动、情感发展、动机变化、社会互

动等不同元素信息的迅速获取并形成大数据

集，在此基础上通过建模实现对这些大量非

结构化数据的精准分析，［70］快速把握不同要

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精准分析教与学的发生

与发展，为研究人员驾驭教育和学习的复杂

性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但需警惕的是，教

育研究的发展若完全受技术主导，必将陷入

“富饶的贫困”这一窘境，即技术工具的富有

和原创思想的贫乏。“富饶的贫困”原本用于

隐喻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有的地区有能力

致富却没有富起来，而有的地区虽然利用资

源富起来了，却是“竭泽而渔”这一现象。［71］

技术进步推动的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转换看

似推动着社会科学走进黄金时代。然而，在

社会科学家看来可能不是这样。真正意义上

社会科学的黄金时代一定是在科学思想上有

重大突破的时代。必须承认，相较于科学，技

术上的发展往往是战术层面上的，数据、技术

本身并不能产出思想。

实证取向的研究在信息技术加持下的进

一步发展构成了当下的计算社会科学。面对

庞杂的世界，通过测量和统计的方法似乎就

可以得到普遍真理。可是任何技术不是拿来

就好用的，好的研究技术总是要对应着人性

的设定、外部的条件、特定的文化基因以及一

个社会长久的发展历史，没有对这些问题的

审慎考量，唯技术论、唯方法论就是瞎子摸

象、东施效颦。［72］同样，教育学领域中有很多

可以研究的问题，但并非所有情境下的问题

都适合计算。技术越是进步，其应用效能的

发挥就越需要思想的引领；思想力量的彰显，

反过来又需要技术工具的支撑。这就需要不

断加强概念视角与技术和方法学之间的对

话。不存在完美无缺、可以为所有教育问题

的研究提供有效工具的方法，对理论观点的

检验需要新的方法，新的方法呼唤着对现行

概念化和理论化的修正。［73］在教育研究创新

发展的进程中过度强调技术，将重蹈 100 年

前教育科学化运动的历史覆辙。

（二）从历史反思中汲取经验与智慧

100 年前，在轰轰烈烈的教育科学化运

动中，教育心理学的迅猛发展取代了教育哲

学在教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在极大地促进

了教育研究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历史

后果，教育学自身面临被心理学取而代之、甚

至丧失合法性的风险。“一门真正的教育科学

一定是诱人的，一定是在对特定事实研究的

基础上形成的，能回答数以万计的不同问

题。选择哲学方法或通俗的思想方法取代科

学的方法研究教育是思想家的恶癖或不

幸”。［74］心理学家桑代克（Thorndike，E.）100

年前的这段话，无疑指出了技术在推进教育

研究科学化进程中的巨大力量。但绝大多数

心理学家都罔顾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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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以为有了科学方法这把利刃，便可在教育

的疆域中无往不利、战无不胜。对此，杜威

（Dewey，J.）曾指出，“科学方法可以评估手

段，但不能评估目的；它可以估计过程的效

率，但不能确定或影响其方向。它在改善教

育方面已尽其所能。为进一步发展，我们必

须转到一个本质上不同的问题上来，即发现

或重新发现构成教育的基本价值。在这一领

域，哲学仍有待发挥作用”［75］。教育哲学家

奈勒（kneller，G.）曾说：“那些不应用哲学去

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

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

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好也好得

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76］

事实证明，科学革命从来都是首先从思

想革命开始的。作为近代科学起点的哥白尼

革命，就是科学思想的革命，哥白尼以日心说

替代地心说为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及其应用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历

史业已表明的一样，对教育研究来说，思想层

面的革命，比技术层面的进步更关键，也更困

难！自20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人工智能便

一直在萧瑟的“冬天”和繁荣的“春天”之间来

回摇摆沉浮，一时万众瞩目，一时又沉寂无

声，［77］对其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

响。计算教育学的未来，有赖于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教育研究中的可

持续应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教育研究中的可持续应用，又取决于

如何明智地对待新兴技术在教育研究中扮演

的角色。归根到底，“人的发展”才是教育研

究的原点，只有在思想上突破“富饶的贫困”

这一窘境，才有可能让人工智能在教育研究

中的创新应用摆脱跌宕起伏之历史命运，这

也应是计算教育学的初心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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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t a turning point，the exponenti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kes people aware that education，an
important branch of social sciences，will form a new ecolog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s study，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along with the discussion of computational pedagogy，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aims to explore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nges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authors find the
follow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ands the scal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t maximum and minimum levels，creates new
method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rough modeling and simulation，and reconstructs the ethic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rough support and empowered learning to make human development a fundamental value.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however，educational research needs to show the power of thoughts to prevent computational pedagogy from being trapped
into "rich technical tools but poor original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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