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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教育大脑是整合新一代智能技术的类脑复杂智能教育系统，可为解决教育领域数据

治理难题提供新路向。智能时代的教育数据治理在教育数据质量、安全风险和算法伦理等方面面临诸多现

实难题，极大限制了教育大数据价值的发挥。受互联网大脑和城市大脑的启发，本研究通过解构教育数据治

理的内涵、困境与成因，从教育大脑结构模型、轻量级教育大脑信息模型和教育大脑的核心模块三个层面构

建人工智能教育大脑模型，以厘清教育大脑内部的结构、信息流转和技术关键。本研究还从建立数据管理组

织架构、创新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及构建算法伦理监管机制三方面提出教育大脑赋能教育数据治理的实践路

径。人工智能教育大脑通过系统性整合教育数据、智能算法和算力资源，强化教育数据治理体系和智能技术

的耦合性，保障教育数据质量与安全，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教育治理中的“数字红利”，为不断推进教育数字

化转型、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人工智能；教育大脑；教育数据治理；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22）04−0022−09

 
 

一、问题提出

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作用的三要素为数据、算

法和算力。正如人工智能专家周志华（2020）所言，

“今天的人工智能热潮是由于机器学习，尤其是深

度学习技术在大数据、大算力的支持下发挥出了

巨大威力”。这些均需建立在数据质量、数据安

全及算法合乎伦理的基础上，因此，如何进行有效

的教育数据治理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经之路。

人工智能教育大脑系统整合了教育数据、智能算

法和算力资源，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挖掘大数据的潜

在价值，为教育数据精准治理提供新路向。

“智 能 大 脑 ” 最 早 由 雷 ·库 兹 韦 尔 （ Ray
Kurzweil）提出，指借助海量数据和算法，模拟人脑

思考和判断（何怀宏，2018）。之后在城市治理领域，

有研究者提出城市大脑概念，指在互联网大脑架构

的基础上，以云神经网络和云反射弧为建设重点，

为解决城市治理难题提供全新工具（胡坚波，2021）。
在教育领域，顾小清等（2021）以“人工智能教育大

脑”为隐喻，将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致力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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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数据治理和教学创新问题。张治等（2022）
将人工智能本质和人脑特质结合，构建教育大脑生

态架构，强调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大脑是实现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由此可见，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的“教育大脑”具备规范

化整合数据资源和算法模型、提高数据质量和保

障隐私安全的强大能力。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在渗入教育治理结构

时，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数据质量参差

不齐、隐私泄露、算法失衡。现阶段教育领域尚缺

乏有效的教育数据治理方案。为了提高教育数据

质量，保障算法安全，打破数据孤岛之间的壁垒，充

分挖掘教育大数据的潜在价值，教育治理亟需更宽

广的视野和更强大、灵敏的治理工具。本研究遵

循“问题解构→方法模型→实践路径”的逻辑思

路，在解构教育数据治理的内涵、困境及成因的基

础上，构建人工智能教育大脑模型，提出教育大脑

赋能教育数据治理的实践路径。 

二、概念阐释、困境与成因
 

（一）概念阐释

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是数字化技术和治

理理论融合形成的新概念，学界尚未给出统一的定

义。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 International，2009）
认为，数据治理指在管理和使用层面对数据进行规

划、监督和控制。国际著名数据治理专家桑尼尔·
索瑞斯（2014）认为数据治理是制定与大数据相关

的数据优化、隐私保护与数据变现等政策。国内

学者梁芷铭（2015）认为数据治理是为了应对大数

据带来的种种不安、困难与威胁，运用技术工具对

大数据进行管理、整合、分析并挖掘其价值的行为。

有学者将数据治理等同于数据管理，认为二者均指

采取必要的步骤、度量和策略管理数据的整个生

命周期，涉及数据识别、收集、准备、组织、分类、

处理、分析、存储、发布、管理和重用等（Gajbe et
al., 2021）。事实上，数据治理蕴含明确相关角色、

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等含义，是过程性概念，强调

做出哪些决策以及由谁做出决策（Abraham et al.,
2019）。数据管理是目标性概念，强调决策是数据

执行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讲，数据治理是对数据管

理进程行使权利和控制，指导组织内和跨组织的数

据和算法整个生命周期的正常运行，强调数据资产

的价值和数据安全管控（Carretero et al., 2016）。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教育领域积聚了海量

数据，呈现“大数据”形态，“教育数据治理”概

念应运而生。教育数据治理作为崭新的研究领域，

其概念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议题。教育数据治理涵

盖教育的数据治理和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两层内

涵，数据治理为教育治理提供技术和程序，教育治

理为数据治理提供目标（刘金松,2018）。两者交叉

融合、密不可分，共同服务于教育发展需求，提升

教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二）现实困境及成因

研究发现，现有教育治理体系与大数据算法系

统的耦合度不高（Janssen et al., 2020），教育数据治

理在数据质量、安全风险、算法伦理等方面面临难

题，未能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价值，严重阻碍了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现代化进程。

1.教育数据质量不高，限制了数据价值释放

教育大数据在科学决策、支持多样化教学场

景、创新教学服务和提升教学效率等方面蕴含巨

大的教育价值，正如徐宗本院士（2017）所言，“大

数据可以带来超凡应用价值”。在教育领域，只有

切实将数据应用于解决教育发展问题，才能真正彰

显数据的价值。但实际境况与理论设想“相距甚

远”，“虽然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热度日趋增加，

真正利用大数据解决教育问题的成功案例却很少”

（祝智庭，2017）。究其原因，数据质量是影响数据

价值发挥的重要因素。

质量是教育数据的灵魂，是大数据发挥价值的

基础和保障，涉及数据规范性、准确性、完备性和

一致性等。在智慧教育时代，人工智能、云计算、

虚拟现实和物联网等智能技术扩展了教学管理和

实践的时空边界，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各类院校

等产生的海量数据在数据规模、结构类型、数据收

集和存储工具、时效价值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教

育数据的规范性、准确性、完备性、一致性等数据

质量问题叠出，导致难以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这

可归因为以下几点：其一，各教育主体间的“烟囱

效应”。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多元化数据生产主体

和治理主体，但各主体间因业务需求不同往往“各

自为政”，未能形成统一的数据规范标准。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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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囱式”治理模式下，数据冗余、数据片面、死

数据等问题频出，导致教育决策科学性不高。其二，

学习分析技术与数据之间的“弱耦合性”。区别

于一般大数据，教育大数据是在教育场景中产生的

数据，结构多样（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模

态丰富（行为、生理、心理），格式繁杂（视频、音频、

文本、平台日志、生物传感）（吴永和等，2021），现
有学习分析技术难以捕获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和一

致性。此外，高效的学习分析工具推广不易，如果

没有利益相关者的批准和监管，高效的学习分析技

术不会被教育系统采纳。可见，学习分析技术与数

据之间的“弱耦合”极大地限制了数据价值释放。

其三，从技术角度看，机器学习算法偏好“好数

据”。教育领域可视为数据驱动下的智能算法的

运行场域（赵磊磊等，2021）。流行的机器学习算法，

如 K-最近邻（KNN）、朴素贝叶斯（NB）、支持向量

机（SVM）和深度学习等对特征空间的变化非常敏

感，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集才能形成高性能的特征向

量，进而将机器学习算法训练成“好”的模型

（Singh et al., 2022）。然而，教育实践中通常存在降

低数据质量的因素，如噪声、缺失值、数据不一致

或异常值等，严重影响机器学习算法的学习性能，

造成模型训练数据的欠拟合或过拟合，进而导致决

策失误。

2.开放共享程度扩大，加剧数据安全风险

2017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指出，要加快推进教育大数据建设与

开放共享，形成教育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教育

部，2017）。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系统内部自组织、

自生产形成的“熵减”现象和自我加强的“马太

效应”均蕴含着教育数据开放共享的迫切诉求。

开放共享对数据资源的快速流转与价值挖掘至关

重要（陈雅云等，2021）。扩大教育数据的开放共享

空间有利于促进教育数据的整合、流转，打破各教

育子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提升数据的应用价值，

形成相互支持的产业链。

移动互联网、区块链、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

技术深度发展，各教育系统、平台和信息门户等的

加强，为教育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开放数据获取、传输、存储、处理和应用

的力度不断增强。在此过程中，数据泄露和数据破

坏等数据安全风险问题不可忽视。一方面，教师、

学生等数据生产者的隐私泄露风险加大。从宏观

上看，数据的开放共享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系统性，

涉及各利益相关者的隐私。随着数据开放共享力

度的提升，学校、教师、学生等数据提供者的隐私

空间被严重压缩（田贤鹏，2020）。从技术视角看，

学习分析系统的设计未能完全保证师生的隐私安

全。随着数据资源更加多模态，学习分析工具更加

移动，原本无法追踪、统计和检索的踪迹变得有迹

可循，隐私侵犯现象变得普遍。另一方面，数据在

共享过程中被破坏的风险增大。其一，开放共享为

不法之徒窃取、篡改、滥用数据提供了可能，尤其

是一些教育机构为了利益窃取开放共享的数据以

换取商业报酬。其二，数据在传输和交换过程中会

丢失。教育系统各组织间数字媒介和数据维度等

不一致，使得数据在交换过程中易丢失或损坏，造

成数据缺失或不完整。总而言之，数据安全治理是

教育数据开放和共享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也是教育数据治理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3.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算法失衡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让数据“开口说话”的

时代，数据和算法是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作用的重要

基石。“如果说大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石油，那么算

法就是从中提炼衍生产品的炼油厂”（肖凤翔等，

2020）。大数据为算法提供底层支撑，算法从大数

据中提炼知识和信息，可见，算法优劣严重影响数

据治理的效能。然而，随着智慧学习、智慧课堂等

人工智能新应用的出现，算法在教育实践中不可避

免地遇到诸多困境，如算法失灵、算法偏好、算法

滥用，给教育实践带来了不可预估的风险，严重限

制了教育数据治理效能的发挥。

首先，机器学习算法在为数据治理提供强大算

力的同时，其应用存在算法失灵的风险，具体表现

为算法运行失序，背离教育德性伦理或者不利于教

育正向发展。教育领域算法大多移植于其他领域，

这些算法的数理逻辑并不完全适用于教育系统的

技术架构和教育逻辑，无法完全满足教育的实际需

求，有的会背离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目标。其

次，算法偏好风险。“再好的算法也不能完美反映

客观实在，其中必然存在诸多偏差与偏见”（谭维

智，2019）。教育领域的算法应用是将教育现象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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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成数据进行表征，其中的程序设计和计算逻辑是

人为设计的，不可避免存在偏见，从而导致算法结

果出现偏差。机器学习算法以教育数据为支撑进

行模拟和诊断，诊断的准确性往往与数据质量相关，

偏好“好数据”，造成“茧房效应”。最后，算法

的误用和滥用风险。从教育实践者的视角看，算法

分析过程是个“黑匣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这无疑增加了算法使用的盲目性，无法针对

性地服务于教育教学。算法的滥用还模糊了公共

领域和个人隐私边界，可能侵犯师生的正当权益。 

三、模型构建

数据质量、安全风险和算法伦理是教育数据

治理亟需解决的难题。人工智能教育大脑本质上

是类脑复杂教育系统，面对系统性和功能性如此复

杂的教育大脑，本研究从结构模型、轻量级信息模

型和核心模块三方面剖析人工智能教育大脑的整

体结构、信息流转调度及核心功能，为教育数据治

理实践提供支架。 

（一）人工智能教育大脑结构模型

任何时期的教育变革都离不开物质技术基础

的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的教育新基建是支持

教育大脑运转的“基石”和“底座”（见图 1）。
教育大脑的底层支撑技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通过

与物联网、5G、云计算、边缘计算、大数据、数字

孪生等新技术的叠加，为教育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基

础设施——教育新基建。从功能性结构来看，教育

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

创新基础设施（祝智庭等，2022）。其中，信息基础

设施可细化为网络通讯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

施（如区块链、数字孪生）和计算基础设施。融合

基础设施指传统教育基础设施在人工智能等技术

加持下形成的集时空、虚实环境于一体的融合型

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指支持科技创新的基础

设施，可不断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型工具。

正如城市神经元网络和云反射弧是城市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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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重点内容，教育神经元网络和教育云反射弧

是教育大脑结构的核心内容。神经元是教育神经

网络的基本单元，每个神经元代表具备一定数据收

集、存储、分析和决策功能的教育子系统。它从层

级上可分为校级神经元、区/县级神经元和市级神

经元，每个神经元按照一定的功能标准和安全标准

相互联通、资源共享，形成教育神经元网络，为教

育云反射弧提供统一的运转基础。每条通过技术

联通的教育神经元之间的链条通路便是一条教育

云反射弧，对应不同教育需求，包括个体级需求、

学科级需求和管理级需求。 

（二）轻量级教育大脑信息模型

教育大脑本质上是一个类脑复杂智能教育系

统，将大量的教育系统、子系统和平台等神经元链

接起来，涉及众多的复杂技术和因素。为了明晰教

育大脑内部的数据流转和信息安全调度，本研究分

别针对学生成长管理、面向特定学科的自适应学

习管理和线上线下融合智慧教育模式的需求，构建

轻量级教育大脑信息模型（见图 2），以厘清数据和

算法有效治理的交互机制。

教育大脑作为互联网大脑的进化产物，其构建

初衷是解决教育领域的重难点问题，响应教育需求。

轻量级教育大脑信息模型包括教育神经元网络、

数据湖、数据仓库、智能处理器和智能服务等模块，

遵循“问题驱动→数据输入→数据共享→数据分

析→数据服务→需求响应”的逻辑，通过模拟生物

的反射弧结构，深度挖掘教育数据的潜藏价值，对

教育问题或需求进行及时且智能化的反馈。教育

神经元网络由无数个相互联结的教育神经元构成，

每个教育神经元信息由教育内容、数据来源和数

据集成规则等构成。教育内容可借助普适设备（如

平板电脑等）、多模态传感器、平台日志、问卷和

访谈等方式收集视频、语音、文本、生物传感等多

模态数据（吴永和等，2021）。每个教育问题对应的

云反射弧均需要汇聚多个教育神经元的数据，具体

操作流程为：首先，将教育神经元中产生的海量异

构数据像水一样汇聚在数据湖中，数据湖以原始格

式存储数据，无需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保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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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之间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包括结构化数据、

半/非结构化数据和二进制数据（如视/音频）；其次，

教育神经元之间的数据共享和融通严格遵循数据

质量、数据伦理和数据安全等规范和标准，以保障

数据在开放共享过程中的质量和安全；再次，数据

共享和融通将数据按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格式化处

理后存储在数据仓库中，作为智能分析容器的数据

原材料；智能分析容器是将数据原材料转为智能服

务的“工厂”，由自底向上的三部分组成，分别是

底层算法/模型库、中层算法/模型匹配器和顶层服

务组件；最后，提供智能决策、智能服务推送和数

据可视化等智能化服务，将反射响应结果反馈给神

经元以完成云反射，同时响应对应的教育问题，实

现教育的精准化治理。 

（三）教育大脑核心模块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断模拟、扩展人类智能

的过程，反观教育领域的现实境况，人工智能技术

“有计算而无算计”“有智能而无智慧”“有感

知而无认知”。人工智能教育大脑要实现“眼观

六路、耳听八方、融合思考”的教育发展愿景（顾

小清等，2021），离不开人类群体智慧和机器群体智

能的深度协作，更离不开智能算法和高质量数据的

底层支撑。具体而言，教育大脑主要包括智能分析和

数据融通两大模块（见图 3），它们可类比为教育大脑的

“左右脑”，左脑追求理解与认知，右脑追求快速

大量记忆和自动处理机能，左右脑相互协调，提升

教育大脑的“智商”和“数商”。 

1. 数据融通模块

教育大脑的数据融通模块是以数据中台技术

为架构的数据汇聚中心，致力于实现教育数据的共

享融通、规范统一和风险防范，主要功能包括：其

一，基于区块链、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构建数据

湖，在逻辑上联通各神经元以不同方式收集的多模

态异构数据，既保证数据的“进化”和“血缘关系”

可追踪，又保障数据“物种”多样性；其二，数据共

享和流通需严格按照数据权限管理和风险防范制

度，明确权责边界，加强隐私保护，保障数据的安全

流通；其三，严格遵循数据分类编码标准、数据管

理标准、数据质量评估标准和数据伦理标准，对数

据生命周期全流程进行规范和监控，采用统一的标

准化规则清洗、规范化、标签化数据，将满足规则

的数据存入数据仓库中，为后续智能分析持续提供

“燃料”。显然，数据融通模块通过清洗、筛选、

关联多模态异构数据，打通数据流通渠道，提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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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育大脑的核心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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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质量，为教育数据的精细化治理奠定了基础。 

2. 智能分析模块

智能分析模块是人工智能教育大脑的数据“加

工厂”，它通过算法训练、情境匹配、决策服务等，

充分发挥机器群体智能以挖掘教育数据的潜在价

值。首先，智能分析模块储存了合理、科学、丰富

的资源库，包括算法库、模型库和教育情境库。其

中，人工智能模型是人工智能算法（移植的开源算

法或教育领域的创新算法）根据教育情境产生的教

育数据训练而得的。其次，智能时代的教育情境是

多元变化的，只有在特定情境中选择适切的人工智

能算法/模型，才能提供精准的决策服务。因此，智

能分析模块提供了算法集选择器、模型集选择器

和教育情境计算器，保证教育大脑能够自主提供适

切的计算和决策服务，提升教育大脑的“智商”。

再次，人工智能算法的监管功能，通过设置算法的

智能监管组件监督算法使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防

止出现算法滥用、算法误用和算法失灵等风险。

最后，人工智能算法的创新功能，用于不断迭代解

决教育问题的人工智能算法，更新算法库和模型库，

确保教育大脑的高效运转。 

四、实践路径

教育数据治理是一个复杂且反复迭代的系统

工程，目的是实现数据应用价值和风险管控。本研

究提出的人工智能教育大脑以新一代智能技术为

基础，充分整合数据、算法和算力，打通教育各部

门的业务壁垒，为数据资源共享与规约整合、数据

安全和隐私保障、算法“善治”、决策智能化等提

供治理支架。因此，基于新一代智能技术，将智能

治理的理念融入教育治理，在对数据和算法进行治

理的同时，将“冰冷”的数据和“呆板”的算法转

化为数据质量和风险防范的“利器”，是智能时代

摆脱教育数据治理困境的实践逻辑（见图 4）。 

（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数据管理组织架构

人工智能教育大脑为教育数据生命周期全流

程提供了一系列质量规范，如数据分类编码、数据

标准、数据质量评估等，但我们仍需要开展顶层设

计和战略规划，建立权责明晰的数据管理组织架构，

配合教育大脑形成完备的管理体系。其一，建立科

学合理的数据管理组织架构。进入智慧教育时代，

教育数据管理模式已由“逐层上传”的科层级模

式逐步转向“网格管理”的扁平化模式，各级教育

部门需建立权责分明的数据管理中心，落实各级部

门的权力和责任。这包括：一是确保数据生命周期

的每一流程都“有人负责，有人监督”，一旦发现

数据质量等问题能够及时溯源；二是搭建各层级业

务间的“沟通桥梁”，相互验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

效性，保障数据的质量和安全流转。其二，完善数

据生命周期全流程规范化制度。数据质量参差不

齐归根究底是缺乏规范化的数据标准和流程。这

就有必要从政策和制度着手，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

的制度建设：1）以数据标准、质量管控、数据共享

权限等政策为依据，进行整体性制度设计，制定通

用的数据规范格式；2）全流程遵循“数据收集→
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传输→数据交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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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育大脑赋能数据治理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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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销毁”的数据标准制度，各层级数据管理中心采

用统一的规范进行数据流通，保障数据的规范性、

准确性、完备性和一致性，提升数据的应用价值。 

（二）强化技术支撑，创新安全风险防范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数据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如何利用技术手段防范安全风险成为教育数据治

理的当务之急。人工智能教育大脑通过教育神经

元网络响应教育需求的过程中，为规避数据治理的

安全风险需设置防范措施，如共享数据权限管理、

数据风险防范、数据安全加固和隐私安全保障等，

这些措施以智能技术为依托，遵循“风险识别→风

险预警→风险管控”的系统流程，将风险防范的“先

手”与风险消解的“后招”有效结合。第一，建立

数据安全风险智能识别机制。这需要明确数据安

全风险类别，通过数据挖掘和特征提取等技术对风

险源进行特征提取，并建立数据安全风险模型准确

识别数据安全风险。第二，建立数据安全风险实时

预警机制，即基于数据挖掘、物联网、大数据和机

器学习等技术，快速整合多源的多模态风险数据，

构建数据安全风险预警平台，完善“快速感知、实

时监测、事先预警”的一体化流程，实现对数据安

全风险的实时预警。第三，建立数据安全风险智能

管控机制。风险管控指针对数据泄露和数据破坏

等风险预先采取的挽救措施，如梳理数据湖中的数

据来源，进行数据血缘分析，对重要性和敏感程度

不同的数据启动不同级别的数字加密等。 

（三）凝智多元主体，构建算法伦理监管机制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教育系统带来的不仅是技

术问题，更多的是源于人类自身的人性和伦理问题。

事实上，人们对技术应用于教育的监管能力远不及

技术的革新速度（谭维智，2019）。因此，为了确保

人工智能教育大脑的良性运转，我们需要凝聚多元

教育主体的智慧，对算法/模型进行伦理监管，以保

证其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这包括：

1）算法设计需符合教育逻辑。算法设计者需以“人

的发展”为设计理念，根据“人的体验”不断改善

算法设计的影响因素。2）算法选择需进行评估。

算法对大多数教师、学生或教育管理者等使用者

来说是“黑匣子”，这就需要对算法进行质量评估

和风险评估。一方面，算法使用者应根据具体教育

情境进行算法迁移、模型训练和算法更新，评估模

型计算是否丢弃了数据携带的重要信息以及从其

他领域迁移的算法是否符合教育情境需要；另一方

面，算法使用者应具备自主评估和管控算法风险的

能力，厘清算法或模型的局限性及可能带来的风险，

预设风险应对方案。3）算法应用需先经测试。智

能产品进入学校，需经过情境测试和教育效果评估，

接受家长、教师、管理者和专家的审查。可见，人

工智能教育大脑为凝聚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

家长等的集体智慧提供了接口，从“算法设计、算

法选择、算法应用”三个层面构建算法伦理监管

机制，为教育数据治理提供算法伦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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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pproach of Educational Data Governance in the
Intelligent Age: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Brain Model

GUO Shengnan1， WU Yonghe1 & ZHANG Zhi2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2. Education Bureau of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201999,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brain  can  be  regarded  as  a  complex, intelligent
education system like the human brain by integr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which
can provide a new approach to solving the data governance problem in educ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age,
educational data governance is facing many issues, such as quality, security risks, and algorithm ethics,
which  seriously  limit  the  value  of  educational  big  data.  Therefore, inspired  by  the  Internet  brain  and
urban  brain,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connotation, difficulties  and  causes  of  educational  data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s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brain model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ducational  brain  structure  model, lightweight  educational  brain  information  model, and  the  core
module of the educational brain, so as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structure, information flow and technical
key of the educational brai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educational
brain  empowering  educational  data  governance  from  three  aspects: establishing  data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novating  security  risk  preven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algorithm  ethics
supervision  mechanism.  AI  educational  brain  strengthens  the  coupling  between  educational  data
governance system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by systematically integrating educational data, intelligent
algorithms, and computing resources, ensures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educational data, and gives full
play to the "digital  dividend" of  big data i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so as to provide the new solving
ideas  for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brain； educational  data  governance； educational
governance；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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