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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人工智能逐渐被用于解决长期制约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 本研究关注如何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解决教育中的育人问题。 育人对智能助理系统的要求体现在领域知识的系统化、问题分析的综合化以及

问题咨询过程的智能化等方面。 因此，本研究利用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设计和开发智能育人助理———AI 好老

师，帮助教师和家长矫正孩子的问题行为，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具体而言，AI 好老师利用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

图谱技术，基于不同育人数据，定义育人知识模式，进行知识的获取和融合，构建育人领域的知识图谱。 在此基

础上，AI好老师利用人工智能领域的任务导向型对话系统技术和基于知识图谱的推理技术，通过自然语言交

互，实现育人问题的智能咨询，自动诊断教师或家长的育人问题，分析原因并给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未来，AI 好
老师将在机器人的结合、智能问答的功能、模型的提升、学生信息的自动获取以及案例的主动收集等方面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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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是关于如何模拟实现人类智能的理

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的研究。 基于不同的理念，人
工智能研究分三个主要学派:符号主义学派、联结主

义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 (Nilsson， 2009)。 符号主

义学派认为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本单元是符号，主
要基于逻辑推理的方法模拟智能，相应成果是以专

家系统、知识本体、知识图谱为代表的知识表示理论

与技术。 近年来，教育知识图谱(Chen et al. ， 2018)
就是符号主义理论在教育学中的应用实例。 联结主

义学派把人类的智能归结为人脑的高层活动，利用

神经网络及网络间的连接机制与学习算法模拟智

能，代表成果是当前流行的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

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善于捕捉数据的局部特征，
广泛应用于图像识别、视频分析等领域。 它可以基

于摄像头的视频数据分析学生课堂注意力模型

(Canedo et al. ， 2018)。 循环神经网络善于捕捉数

据的前后依赖关系，常被用于序列数据的处理。 针

对学生知识状态评估的深度知识跟踪模型就是利用

循环神经网络算法实现的(Piech et al. ， 2015)。 行

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是对外界复杂环境的适应，主
要基于“感知—行动”行为模型模拟智能，代表性工

作是增强学习，适用于各种决策场景，如智能教学系

统如何为学生选择学习路径。
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不仅可用于解决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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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等问题，也可用于助力破解长期制约教育发展

的关键问题。 教育过程中，学生经常会出现上课故

意捣乱、欺负同学等问题行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生理学等专业知

识，但一般教师和家长通常不具有多学科完备的知

识，难以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教育引导。 本研究针对

此难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和开发智能育人助

理系统，帮助教师和家长矫正孩子的问题行为，引导

孩子健康成长。

一、育人助理系统对智能的核心需求

育人以学生的发展为目标，在充分尊重教育客

观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其健康发展。 实践证明，教
师积极的育人行为能显著提升中小学生的主观幸福

感，明显降低抑郁水平、孤独感，有效减少攻击性行

为和违法行为，直接关系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 我

国现阶段的“育人”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

现在:
第一，体系化的育人知识、可借鉴的育人案例及

针对性的育人指导匮乏。 育人强调的是全面发展，
良好的育人能力需要以心理健康、道德教育、人生规

划、观念培养等知识为基础。 实践中掌握多学科专

业知识的育人教师并不多见，普通教师的相关育人

知识储备不足，因此育人问题的解决多依赖于经验。
然而，当现实问题超出教育经验范围，需要向外界寻

求帮助时，教师却很难从互联网、书籍等资源中提取

出体系化、易理解的育人知识，找到有参考价值的、
有针对性、可操作的育人指导案例。

第二，育人问题解决的复杂性。 育人针对的是

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个体的发展，因此育人问题的解

决相对复杂。 这主要表现在育人情境的多样化和育

人需求的个性化。 育人情境的多样化体现在学生生

活背景、成长经历、人格特征等方面，表现出的问题

也不同。 教师需要了解学生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影响

他们成长的内外部因素，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个

性化的、有建设性的教育指导，但这会耗费教师大量

时间和精力，也可能超出普通教师的能力范畴。
第三，从现实情景提炼要点及整合信息面临困

难。 造成学生问题行为的因素很多，包括成长背景、
个性特点等。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教师需要对学

生有全面的了解，从学生的日常学习过程分析辨别

其存在的问题。 然而，很多教师缺少育人专业知识

的系统学习和理解，难以总结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以上三个问题表明，智能育人助理系统需具备

以下核心功能:
1. 领域知识系统化。 智能育人助理需要从专

业角度分析定位问题本质及其原因，提供针对性解

决对策和操作方案，以及相关案例、专家等资源，辅
助教师和家长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因

此，智能育人助理需要对领域知识进行语义化分析，
构建结构化和系统化的领域知识库。
2. 问题分析综合化。 影响育人问题判定的因

素很多，学生的攻击、违纪等行为表现会影响人们对

他们问题的判断，家庭结构、同伴接纳等环境也会影

响人们对育人问题的分析。 因此，智能育人助理需

要结合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理论，通过模型综合

分析推理，精准定位学生出现的问题及原因。
3. 咨询过程智能化。 智能育人助理在育人问

题的咨询过程中需要与用户交流沟通，获取学生的

信息，判定学生的问题，并给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因

此，智能育人助理需具备自然语言理解、对话状态跟

踪、对话策略学习及自然语言生成等智能。
针对这些问题和需求，本研究利用人工智能前

沿技术，设计开发了 AI 好老师智能育人助理系统，
辅助教师和家长解决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具体而言，本研究利用知识图谱技术对育人领域知

识进行语义化和结构化整理，从而为 AI好老师提供

知识基础。 同时，基于对话系统相关技术，本研究为

AI 好老师设计开发了应用于育人问题场景的任务

导向型对话系统。 针对教师和家长面对的学生问

题，AI好老师通过询问获取学生信息，同时基于知

识图谱总结的育人问题、知识及模型判定学生的问

题及原因，给出解决方案。

二、知识图谱与对话系统

针对上述智能需求分析，本研究认为人工智能

领域的知识图谱和智能对话系统是实现智能育人助

理的关键技术。 知识图谱主要针对如何利用人工智

能相关技术获取结构化的领域知识，满足智能育人

助理的系统化知识库组织管理需求，同时在知识图

谱为育人问题的分析判定提供的知识基础上，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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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理论，构建针对育人问题的

综合解决模型。 任务导向型对话系统可以通过与用

户的自然语言交流沟通，了解学生信息，智能判定学

生的问题，实现育人问题咨询的智能化与自动化。
(一)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通常指利用多关系图结构描述真实世

界或特定领域各类实体及实体关系的知识库(Sin-
ghal， 2012)。 知识图谱为人工智能提供了知识基础，
可以支持智能语义检索、个人智能助理、智能深度问

答等智能应用。 从应用领域角度，它分为通用知识图

谱和领域知识图谱。 通用知识图谱面向普通用户，侧
重内容广度;领域知识图谱通常供行业人员使用，侧
重内容的深度和精度。 近年来，随着知识图谱研究的

发展，工业界和学术界研发构建了 DB Pedia (Leh-
mann et al. ， 2015)、 Concept Net ( Speer & Havasi，
2013)、 XLORE (Wang et al. ，2013)等知识图谱。

从内容逻辑角度来看，知识图谱主要分为模式

层和数据层(刘峤等，2016)。 模式层对知识中的实

体类型及关系类型进行抽象定义和总结。 数据层指

知识中的实例数据。 因此，模式层是对数据层实例

数据的抽象概括，是对模式定义的抽象概念实例化。
以教育知识图谱为例，模式层对教师、学校、任教关

系等抽象实体及关系进行定义;数据层则管理这些

概念对应的实体，如李老师、张老师、实验小学等。
知识图谱的构建包括三个步骤:图谱模式的定

义、知识获取、知识融合(刘峤等，2016)。 图谱模式

定义知识的实体类型及关系类型。 领域知识图谱因

其实际的应用场景相对清晰，主要由专家依据实际

需求进行的人工定义。 知识获取的目的是从原始数

据中识别图谱模式定义各类抽象实体及关系类型实

例，包括命名实体识别和关系 识 别 ( Sarawagi，
2008)。 对命名实体识别任务，主流方法是利用机

器学习的序列标注算法，常用的有条件随机场模型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简称 CRF) ( Sutton &
McCallum， 2012)、长短期记忆网络(Long Short Term
Memory，简称 LSTM) (Lample et al. ， 2016)等。 关

系识别任务同样可以利用命名实体识别的序列标注

模型进行序列识别，但更多的是基于半监督学习和

非监督学习的算法，常用的有远监督学习方法

(Mintz et al. ， 2009 )、 Open IE ( Banko et al. ，
2007)，及基于注意力的神经网络 ( Lin et al. ，

2016)。 知识图谱构建的最后步骤是知识融合，主
要是融合知识获取结果中相同或冲突的实体和关

系，使用的算法是基于概率图模型的算法(Herzog et
al. ，2007)，以及基于机器学习分类的算法(Wang et
al. ，2012)。 知识图谱可以实现知识层面的计算，从
而更好地支持各种智能应用。 常见的知识计算分析

包括本体推理、规则推理、路径计算、社区计算、相似

子图计算、链接预测、不一致检测等。
(二)对话系统

对话系统指能够与人进行连贯对话的计算机系

统，可以采用文本、语音、图形、触觉、手势及其他方

式与人进行交互，常以语音交互为主。 在人工智能

领域，模仿人类交谈能力的尝试可追溯到人工智能

的早期阶段。 1950 年，艾伦·图灵提出了通过对话

测试机器智能水平的方法，被普遍称为图灵测试或

模仿游戏。 近年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深度学习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对话系统的

研究。 从应用场景角度分析，对话系统主要分为两

类:任务导向型对话系统和非任务导向型对话系统

(Chen et al. ， 2017)。 任务导向对话系统为实现特定

任务而设计，它通过对话从用户端获取信息帮助其

完成特定任务，常见的应用场景有机票预定、产品查

询、在线客服等。 与之相比，非任务导向型对话系统

(又称闲聊机器人)没有清晰的任务，主要以模仿人

与人之间非结构化会话或具有聊天特性的交互为目

的(Martin & Jurafsky， 2009)。 本研究主要是基于任

务导向型对话系统设计研发智能育人助理，因此以下

主要讨论任务导向型对话系统的相关工作。

图 1 任务导向型对话系统主要模块

针对任务导向型对话系统，传统研究主要基于

管道(Pipeline)模型(见图 1)，包括:1)语音自动识

别模块(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简称 ASR)，
负责识别用户的语音输入并转换成文本。 传统的语

音识别算法主要利用隐马尔可夫模型 ( Rab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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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深度神

经网络模型应用于语音识别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Amodei et al. ， 2016)。 2)自然语言理解模块(Natu-
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简称 NLU)，主要负责对

用户输入的文本进行语义理解，包括用户意图识别

(Intention Detection)和语义槽填充 ( Slot Fitting)。
意图识别通常转换为分类问题，近年来主要利用

深度模型通过文本分类的方法判别( Tur et al. ，
2012)。 语义槽的填充通常转化为信息抽取问题，
利用序列标注算法识别。 传统方法主要是基于条

件随机场模型，近年来逐渐采用深度神经网络模

型标注(Yao et al. ， 2013)。 3)对话管理(Dialogue
Manager， 简称 DM)，负责整体对话的管理，包括对

话状态跟踪(Dialogue State Tracking， 简称 DST)和
对话 策 略 学 习 ( Dialogue Policy Learning， 简 称

DPL)。 对话状态跟踪负责对当前对话状态信息的

表征，通常以语义槽形式表示，同时基于识别的用户

意图和语义槽值，更新对话。 对话状态跟踪研究历

经人工规则阶段(Goddeau et al. ， 1996)、统计概率

模型阶段(Williams， 2013)，以及深度学习模型阶段

(Mrkši ＇c et al. ， 2015)。 4)对话策略学习解决如何

根据当前的对话状态，生成系统的下一步操作可以

利用基于规则与监督式学习相结合的方式(Yan et
al. ， 2017)，或利用深度强化模型(Cuayáhuitl et al.
2015)。 5)自然语言生成(Natural Language Genera-
tion， 简称 NLG)主要负责根据对话策略选择系统

操作，依据模板或当前流行的深度生成模型生成

用户可以理解的自然语 言 文 本， ( Wen et al. ，
2015)。 从文本到语音(Text to Speech， 简称 TTS)
主要负责把生成的自然语言文本转换成语音输

出。 近年来，随着端到端深度模型的发展，许多研

究者提出基于端到端深度学习框架的任务导向型

对话系统，可以从整体上对系统进行共同优化

(Wen et al. ， 2017)。

三、AI好老师的技术构架

AI好老师系统主要分数据采集层、育人知识图

谱层、育人对话系统层(见图 2)。 数据采集层负责

育人问题及理论数据的获取和管理。 育人知识图谱

层基于数据层收集的数据负责构建育人知识图谱。
育人对话系统层主要基于知识图谱提供的结构化领

域知识，利用对话系统的技术实现 AI好老师的智能

育人助理功能。

图 2 智能育人助理的系统架构

(一)育人知识图谱构建

育人知识图谱主要为 AI好老师提供领域知识，
并支持育人对话系统。 育人知识图谱的构建主要包

括三部分:图谱模式定义、知识获取和知识融合。
1.图谱模式定义

图谱模式是根据需求对领域知识的抽象总结和

定义。 本研究的目的是研发智能育人助理，自动诊

断学生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育人问

题主要指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除学科外，在德智

体美方面出现的影响学生健康发展的问题。 根据育

人问题的解决逻辑及理论支撑，我们发现问题行为、
内部个体特征和外部环境因素可以成为定位和分析

育人问题的三个核心因素。 结合问题原因和育人对

策，本研究定义了育人知识图谱的模式(见图 3)。
问题行为主要指阻碍学生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行

为。 内部个体特征指学生内部存在的独特性特征，
包含学生的人格特征和气质类型。 外部环境因素指

影响个体成长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学校、家庭、大
众传媒与社会文化因素三个维度。 问题原因代表行

为产生的本质原因，指间接推理知道的内在心理历

程，即学生出现问题行为背后的本质诉求和本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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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育人对策指教师处理在育人问题时可以采取的

方法或措施，包括对学生的育人方法和与家长合作

的家校协作方法。 根据问题行为、内部个体特征和

外部环境三因素的信息，AI 好老师总结育人问题出

现的原因，并给出解决对策、相关理论知识及相关

案例。

图 3 育人知识图谱模式

2.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指依据定义的图谱模式，从数据中识

别实体及关系实例，以填充图谱的数据层。 本研究

的知识图谱主要关于育人问题、内外部因素及育人

对策等知识，因此知识获取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识别

育人案例描述对应这些维度的分类。 与其他知识图

谱构建不同，本研究的育人知识图谱主要以案例和

育人问题为中心，相互间的关系即为案例维度分类

的对应，所以图谱的构建任务转换为如何确定案例

描述对应的因素、问题及对策类型。 比如，以某案例

为例，针对 “攻击行为”这一因素，需要判别该行为

属于“直接身体攻击”还是“言语攻击”，或是其他;
针对“问题原因”，需要判定属于“被尊重的需求”或
是“安全需求”，或是其他;针对“育人对策”，需要判

定案例采用的是“说服教育法”还是“榜样示范法”，
或是其他。

因此，从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的角度，本研

究将知识获取的任务建模为基于文本的多分类问

题，即根据案例的文本描述，确定案例对应图谱模式

定义的具体类别。 关于文本分类问题，主流技术是

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对文本进行语义理解，在此基础

上进行分类判定，本研究采用深度学习领域的循环

神经网络对文本进行语义解析，然后进行分类判别。
然而，本研究是对案例文本进行分类，其主要特点是

文本较长，以往针对语句短文本的单层循环神经网

络模型并不适用，所以本研究将基于层级的 LSTM
循环神经网络模型对案例文本进行分析。

LSTM 模型(Hochreiter & Schmidhuber， 1997)
是一种循环神经网络，可有效解决 RNN模型由于梯

度消失引起的长依赖问题，经常被用于序列数据的

问题分析。 LSTM模型主要通过“门”结构控制信息

的增加与去除(见图 4)。 具体而言，LSTM由遗忘门

(Forget Gate)、输入门(Input Gate)和输出门(Output
Gate)组成。 遗忘门决定从之前状态舍弃哪些信息，
即首先合并上一时刻 LSTM 的输出 ht-1和当前的输

入 xt，然后通过 Sigmoid 函数转换，输出数值在 0 和

1 之间的向量，决定前一时刻状态向量 C t-1中各个维

度的遗忘与保留。 输入门决定如何更新生成当前单

元状态 C t，即需要把哪些新的信息添加到单元状

态。 最终的计算是通过对两部分信息求和得出:一
部分由遗忘门计算得出的向量与前一单元的状态求

积得出;另一部分是先对合成前一单元的输出和当

前输入的数据分别进行 Sigmoid函数和 Tanh函数转

换，然后对结果求积。 输出门决定 LSTM 的最终输

出，即首先通过 Sigmoid 函数对合成了前一单元输

出和当前输入的变量进行转换，然后与经过 Tanh 函

数的当前单元状态相乘计算出最终输出数值。

图 4 LSTM模型

基于 LSTM 模型，本研究利用层级 LSTM 模型

对案例文本进行语义分析，构建育人知识图谱。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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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见图 5)包括三部分:输入层、LSTM 层及分

类层。
输入层利用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词嵌入算法，

学习词组的语义向量表示，捕捉词组之间的语义关

系作为 LSTM模型的输入特征向量。 流行的词嵌入

学习主要基于公开文本库(如维基百科文本)，利用

Word2vec(Mikolov et al. ， 2013)或 GloVe (Penning-
ton et al. ， 2014)算法训练生成词组的语义向量。
然而，这种方式通常不能捕捉词组的特殊领域语义。
因此，本研究以育人案例数据集为文本库，利用

Word2vec算法和学习词组的领域语义向量表示，构
建模型的输入特征向量。

图 5 基于层级 LSTM的知识获取模型

LSTM层描述如何利用层级 LSTM 模型对案例

文本进行语义分析，识别案例描述对应的各类育人

问题相关因素信息。 此模型主要包括两层:词级

LSTM和句级 LSTM。 针对案例中的每条语句，本研

究首先利用词级 LSTM模型对语句中的每个词组进

行语义理解，生成一个隐藏向量，然后利用 MaxPool-
ing的方法进行融合，作为语句的语义向量。 本研究

进而以此向量为输入，利用句级 LSTM 模型分析新

的语义向量，然后针对所有语句，同样利用 MaxPool-
ing方法，融合所有句子的语义，生成整个文档的语

义向量。
分类层主要基于产生的文档语义向量，利用基

于神经网络的多分类器，确定案例描述中的不同因

素信息。 具体而言，分类层包括一个全连接神经网

络和一个 Softmax 层。 其中，全连接神经网络的输

入层即为文档语义向量，输出层对应不同的育人问

题相关因素。 Softmax 层主要负责全连接网络输出

到概率的转化，根据概率大小判定不同因素及信息。
3.知识融合

知识融合主要解决知识获取过程中出现的两类

问题:一是相同实体在不同数据基础上被识别为不

同结果，多表现在具体的文字描述上的差异。 例如，
教育知识图谱中针对实体“北京师范大学”，有的数

据识别为“北师大”，有的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
另一类是实体冲突问题，多表现为不同实体识别为

同一实体。 例如，同名同姓的网球运动员“李娜”和
跳水运动员“李娜”。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名词多义，或是代指某些概念的名词非唯一，从而引

起混淆。 与其他知识图谱相比，本研究构建的育人

知识图谱，采用自上而下的构建方式，由专家定义图

谱模式，且知识获取的主要任务是对案例文本的分

类，所以图谱中的概念名词定义清晰，相互间不存在

混淆，不存在常见的知识融合问题。 然而，本图谱同

样存在需要融合处理的后期任务，主要体现在依据

不同案例总结的因素、问题与对策的相应关系可能

不一致。 例如，同样是“缺乏教育引导”问题，有的

案例使用“说服教育法”，有的案例采用“榜样示范

法”。 针对这些情况，本研究采用启发式规则进行

后期融合。
(三)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推理

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推理主要解决如何基于知

识图谱数据判定学生的具体问题，核心是利用基于

案例推理的方法，概括来讲，是将用知识图谱总结的

育人问题信息与学生的相关信息比较，相似性高的

一个或多个育人问题即为学生的实际育人问题。 需

要指出的是，这里知识图谱提供的并不是案例信息，
而是基于案例信息融合总结而出的问题信息。 因为

学生信息和问题信息都是依据知识图谱定义的育人

问题模型描述的，所以可以直接通过比较学生画像

与育人问题信息的相似度来判定学生的实际育人问

题。 以图 6 为例，图 6( a)表示的是学生的基本信

息，图 6(b)表示的是“缺乏引导教育问题”画像，我
们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图相似度较大，所以判定学

生的问题是“缺乏教育引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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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生信息与问题信息相匹配示例

因此，从本质上讲，基于知识图谱推理学生问题

的过程是相似子图搜索问题，难点集中在两点:相似

度的计算与子图的搜索。 关于相似度的计算，AI 好
老师系统利用余弦相似度计算，即基于知识图谱模

式定义的育人问题影响因素，构建学生信息向量Vs与
育人问题向量 Vp，然后通过公式(1)所示的余弦相似

度公式计算学生信息与育人问题的相似度，得出它们

的匹配程度。 关于相似子图的搜索，AI 好老师系统

利用穷举法，把学生信息与所有育人问题子图比较，
相似度最高的即为学生的育人问题，然后将依据图

谱总结的针对此问题的解决对策推荐给用户。

(四)人机智能对话引擎

AI好老师通过应用于育人领域的任务导向型

对话系统实现智能育人助理的智能性。 基于传统的

管道模型，本研究设计了 AI好老师的对话系统。 由

于当前语音自动识别和从文本到语音的转换技术已

相对成熟，因此 AI好老师的对话系统设计(见图 7)
主要有四个功能模块:自然语言理解模块、对话状态

跟踪模块、对话策略学习模块及自然语言生成模块。

图 7 育人对话系统

1.自然语言理解模块

自然语言理解模块主要是对用户的输入文本进

行语义理解，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用户意图的理解，
如用户是想提出问题，还是回答系统的问题;二是针

对用户的输入依据图谱定义的知识结构进行语义槽

填充，如用户回答学生的年级是三年级时，需要识别

出语义槽“年级”对应的值是“三年级”。 语义槽填

充的本质问题其实是序列标注问题，即针对用户的

输入语句识别哪些词表示相关语义槽数值。 针对自

然语言理解的模型设计，常用的方法是构建两个不

同的模型分别识别用户的意图和进行语义槽填充。
最近，有研究尝试利用模型对两项任务同时进行优

化求解，提高自然语言理解的准确率 ( Li et al. ，
2017)。 因此，本研究采用类似的方法构建模型，先
利用 LSTM模型对输入文本进行语义解析，然后用

分类模型和 CRF 模型对用户意图和语义槽识别标

注，对结果进行优化。
此模型(见图 8)包括三层:输入层、LSTM 层和

标注分类层。 输入层是用户输入文本的词向量表

示，主要基于知识图谱构建过程中词嵌入训练生成

的词组向量。 LSTM 层的 LSTM 模型基于用户的输

入文本词向量生成词组的隐藏语义向量。 标注分类

层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 LSTM 层产生的隐藏向量，
利用 CRF 模型，对输入文本的词组进行标注，判定

其是否属于某一维度分类;二是利用 MaxPooling 函
数对所有词组的输出隐藏向量进行融合，生成新的

表示输入文本语义的向量，然后利用全连接网络和

Softmax多分类器，识别用户的意图。 全连接网络和

Softmax分类器与图 5 描述的模型类似，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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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目标函数定义为最小化序列标注的损失和意

图分类的损失，基于共同优化的方法进行训练。

图 8 自然语言理解模型

2.对话状态跟踪模块

对话状态是对话系统内部对当前整个对话所处

阶段的表示，融合了对话过程的上下文信息。 传统

的对话系统基于自然语言理解模块产生的结果，直
接更新状态结构中相对应的语义槽，从而生成新的

对话状态。 然而，这种方法的容错性低，当自然语言

理解模块识别出现错误时，此对话状态跟踪模块必

然出现错误且没有办法加以更正。 针对此问题，相
关研究人员提出了基于概率模型的对话状态跟踪，
即自然语言理解模块产生的结果不再是唯一的确定

性结果，而是用概率表示每个语义槽的可能性。 因

此，对话状态的表示不再是 0 或 1 的二元表示，而是

用概率表示每个状态的可能性。 在状态更新过程

中，根据上一时刻的对话状态和系统决策，及对当前

用户输入的理解识别，重新计算新的对话状态。 基

于类似的理念，本研究设计了基于 LSTM 的深度学

习模型(见图 9)更新对话状态。 LSTM 的输入包括

三方面信息:上一时刻的系统操作、当前的用户意图

以及相应的语义槽信息。 基于这三方面输入信息，
结合上一时刻的对话状态向量，LSTM 模型可以生

成当前时刻新的对话状态向量。 基于新的对话状态

向量，此模块将进一步与知识图谱相结合生成潜在

的答案选项，即利用知识图谱嵌入模型 TransG (Xi-
ao et al. ， 2016)对知识图谱进行学习训练，生成关

于每个育人问题的向量表示;通过与对话状态向量

比较，计算每个问题与对话状态向量的相似度，并根

据阈值选取相似的问题集，作为潜在的答案。

图 9 对话状态跟踪模型

3.对话策略学习模块

针对对话策略，本研究采用规则与多分类器结

合的模型。 对话状态跟踪模块的结果包含:对话状

态向量 Vs，相关案例个数的变量 n，以及所有相似案

例向量的集合 Sc。 基于此结果，定义规则为:1)如
果 n的数值为 0，则系统的决策是“没有找到案例”;
2)如果 n的数值为 1，则系统的决策是“找到案例并

返回 Sc 中的唯一案例”;3)如果 n 的数据大于 1，则
基于多层前馈神经网络的多分类模型(见图 10)判
定系统的决策。 此模型的输入包括两部分:对话状

态向量 Vs 和相似案例信息向量 Vc，其中，Vc = average
(Sc)。 中间层是神经网络模型的隐藏层。 本模型

的输出单元表示知识图谱构建过程中定义的育人问

题相关因素，通过 Softmax 函数转换成每个因素的

概率，从中选取概率最大的因素作为系统下一步操

作寻问的对象。
4.自然语言生成模块

自然语言生成模块负责根据系统的操作生成自

然语言文本，与用户交互。 例如，当系统的操作是

“请求(年级)”时，对应的自然语言输出文本可以

是:“您的学生几年级了?”AI 好老师采用基于模板

的方式实现自然语言生成。 与对话策略学习模块的

结果相对应，本模块包括三类:一是当系统操作是

“没有结果”时，系统直接生成自然语句:“不好意

思，针对您当前提供的用户信息，我们尚不能找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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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对话策略学习模型

应的案例作为答案。”二是当系统操作是“回复案

例”时，系统利用模板对学生信息进行总结性描述，
并给出相应的问题解决办法。 例如，“当学生是男

生，年级是三年级，有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表现，并
……，我们建议的解决办法是:1)说服教育法;2)榜
样示范法; 3) ……”;三是当系统策略是 “请求

(XXX)”时，根据模板，它生成相应的问句。 例如，
面对“请求(性别)”时，生成的语句是“您的学生性

别是什么呢?”。 基于这三类模板，系统可以很好地

把对话策略判定模块生成的结果转化成用户可以理

解的自然语言，形成自然对话的交互。

四、未来发展方向

利用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尤其是知识图

谱、对话系统、自然语言处理及深度学习算法，本研

究针对育人问题设计研发了智能育人助理———AI
好老师。 通过自然语音交互，AI 好老师可以主动询

问获取学生的相关信息，判定学生的问题，并给出解

决问题的对策，从而实现育人的自动化与智能化。
未来我们将在以下几方面做 AI好老师的提升工作。

(一)应用于机器人形态

未来，AI好老师将应用于机器人形态。 目前 AI
好老师的设计主要集中在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感
观和交互方式相对有限。 相对于智能手机，智能机

器人更能在感观上给人以亲近真实感，让用户感到

是和人真实交流。 同时，智能机器人在交互上也更

有优势，其语音交互更自然，机器人额外的感应设备

如动感应器和摄像头等也为育人过程提供更多的情

感计算服务，比如通过感知学生的情绪波动可以作

出相应的反馈调整。 此外，相对于智能手机的小屏

幕，智能机器人提供大屏或投影，可更好地展示视频

等资源。
(二)智能问答功能

AI好老师的功能集中在如何通过主动交流多

轮对话了解学生的相关信息，从而智能地解析学生

的问题，给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然而，教师和家长也

需要育人的相关理论解释。 例如，当 AI好老师给出

的建议是“使用说服教育法”时，教师和家长也许对

“说服教育法”的含义及实施步骤不了解，这就需要

AI好老师提供关于理论知识的智能问答，推荐学习

资源，帮助教师和家长更好地解决育人问题。
(三)系统模型提升

本研究主要利用管道模型设计研发对话系统。
未来，我们将结合人工智能的前沿算法，如利用注意

力模型和神经记忆网络对案例信息和用户输入文本

进行语义分析，利用深度增强学习对话策略进行学

习，或利用最新的序列到序列模型训练端到端系统，
整体提升系统功能。

(四)学生信息的自动识别

AI好老师的主要用户是教师和家长，因此关于

学生问题的诊断分析主要基于教师或家长对学生性

别、年级、违纪行为等信息的描述。 这种方式需要教

师或家长对学生的了解全面且准确。 然而，教师或

家长对学生的了解实际上有局限性和片面性。 教师

往往需要面对多个学生，很难做到准确全面地了解

每个学生的动态，而家长难以全面掌握学生的在校

实际表现。 因此，AI好老师在实际使用中会因为学

生信息的不准确而产生错误判断。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将进一步开发学生信息的自动识别功能，通过

与学生的交互记录，结合他们的其他维度信息，更精

准全面地了解学生，判别存在的问题，并把解决方案

推荐给教师和家长，解决学生真正的问题。
(五)主动抓取案例

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主要利用数据驱动的方法。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利用人工智能的前沿算法模型

形成各种智能化解决方案是未来发展趋势。 本研究

的 AI好老师正是利用此方法，基于大量的育人案

例，构建育人知识图谱，支持智能对话咨询，解决育

人问题。 然而，当前的案例数据量相对来说仍有限，
如何设计更好的方案，形成简便迅捷自动化的案例

搜集方案，扩充 AI好老师数据集，是未来 AI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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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升改进的基础。 针对此问题，我们将为 AI好
老师设计案例自动采集功能，在汇聚育人案例的同

时借助用户的智慧升级改进 AI好老师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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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ng People Intelligent Assistant:
Key Technology and Implementation

CHEN Penghe， PENG Yan & YU Shengquan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AI has been being utilized to solve edu-
cational problems recently.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to use AI technolog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ducating K-12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With obeying the law of education and the natural law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e objective of educating people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ppropriately on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so tha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an be realized.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lligent educating assistant include structured
domain knowledge base， multi-dimension based analysis， and intelligent consulting proces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leverages on the cutting-edge of AI technology to design and develop an intelligent educating assistant: AI Educator，
which helps teachers and parents correct abnormal behaviors of children. Specifically， utilizing the knowledge graph
technology of AI， based on different data sources， AI Educator defines the schema of educating knowledge graph， ac-
quires and fuses educating knowledge， and constructs the domain knowledge graph of educating people. Subsequently，
utilizing task-oriented dialogue system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graph-based reasoning technology，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based interaction， AI Educator automatically recognizes the educating problems faced by teachers and par-
ents， diagnoses the reasons behind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the future， AI Educator will be further im-
proved on different aspects， like integration with robots， extending with 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 model upgrading，
automatic acquisition of student information， and case collection.

Key words: educating people; intelligent educating assistant; AI Educator; knowledge graph; task-oriented di-
alog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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