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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线教育代表了信息时代教育的新发展趋势。为了全面、客观地反映在线教育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运

m

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的361篇核心期刊研究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在线教育领域发文数量呈稳

co

定增长趋势，但是2020年预计将井喷式增长。文献发表期刊主要集中在《中国远程教育》《现代教育技术》等影响因子
比较高的期刊，文献作者未呈现团队式合作趋势；该领域的研究内容集中在在线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研究热点
聚焦于在线教学模式研究、混合式教学研究、在线教学平台研究等方面，研究前沿为在线教学模式研究，并呈现出多个
维度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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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education represents a new trend of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to visually analyze 361 core journals of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CNKI database to show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online
educat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number of online education papers presents a stable upward trend, and 2020 is
expected to be a growth spurt. The reviewed papers are mainly published on the journals with high impact factors such as
China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ut the authors do not show the trend of team
cooperation. The research, including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application focuses on online teaching mode, blending teaching
mode,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and so on. The cutting edge is the research of online teaching mode, which presents a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trend.
Keywords: online education; CiteSpace; visualized analysis

1 引言(Introduction)
2020年因为居家隔离的实施，在线教育从辅助教学方式

研究前沿，目的是能发现发展规律同时找出不足，为后续研
究提供参考。

直接上升到主要教学方式，这对线上教学提出了新的考验，

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论文使用CiteSpace软

因此在线教育重新成为教育界热门话题。文章通过分析在线

件，这款软件可以将学术文献之间的关系可视化显示。通过

教育二十年的重要科技文献，梳理出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和

关键词突现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研究热点、研究前沿。通过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18KRM145)；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6JK1826)；陕西省社科界2020年度重大理论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20Z321)；咸阳
师范学院专项科研项目(XSYK19053)；咸阳师范学院教学改革项目(2017Y014)；咸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XSYGG20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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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题等元素分析，可以挖掘、分析知识之间的关
联度。目前没有关于“在线教育”领域的CiteSpace可视化
分析。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案(Data sources and research
programs)
2.1 数据来源
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在数据检索过程
图1 在线教育发文趋势图

中，将数据的准确性和完善性作为标准，不断调整和优化检

Fig.1 Chart of online education publishing trend

索策略，排除无关文献干扰。文献检索式为：(SCI收录刊=Y

CSCD期刊=Y)并且(关键词=在线教育或者keyword=中英文
扩展(onlineeducation,中英文对照))(精确匹配)，检索时间跨度

2000—2012年，因为网络基础设施、应用软件限制和家
用电脑普及率低等影响，在线教育处于缓慢发展阶段，相关
文献发文数量为46篇，平均3篇/年，这个阶段的学术论文大

m

或者EI收录刊=Y或者核心期刊=Y或者CSSCI期刊=Y或者

多以研究国外在线教育对我国网络教学的启示。2013年，受
美国三大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的大规模融资影

键词，共检索到489条原始数据，经过整理、去重、删除会议

响，国内在线教育迎来新一轮的大发展，数以百计的新兴互

报导和期刊目录等操作，最终确定361篇文献作为分析数据。

联网教育企业进入在线教育市场，全年新增近千家在线教育

2.2 研究方案

机构。同时，在线教育行业吸引了大量投资。这个阶段研究

z.

co

为“2000-01-01”到“2020-03-01”。以“在线教育”为关

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5.3.R4.2003-2018版本)生成在

论文快速增长，2015年达到峰值，83篇/年。随着对在线教育

线教育引文知识图谱。CiteSpace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文

这个新兴事物的深入了解，人们对它的认识更为理性，2017年

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

发文量减少到32篇/年，2018年、2019年数据波动浮度很小。

3.2 研究力量

献知识为研究对象，显示某一学科的发展进构关系的一种图

3.2.1 关键期刊分析

cz

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它以文

2000—2020年关于在线教育筛选的361篇文献中涉及124

形，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能对文献及其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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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行可视化显示[1]。

文献分析研究分为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知识图谱分析
两个阶段[2]。
(1)文献搜集、整理阶段

个刊物，其中刊载论文数量超过10篇的有9个刊物，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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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NKI中经过两次文献筛选，第一轮筛选检索表达式为

其中，《中国远程教育》刊物高居榜首，达到30篇，其次是
《现代教育技术》《中国成人教育》《中国电化教育》等刊
物，其中《中国电化教育》《开放教育研究》《远程教育杂
志》等刊物复合影响因子均在4以上，且均为北大核心期刊。
这类期刊的影响力较大，能反映在线教育领域的研究重点。

“核心以上+EI收录+CSSCI期刊+CSCD期刊”。第二轮去除
明显不相关的内容及其他领域的文献。

表1 在线教育研究主要期刊
Tab.1 Leading journals of online education research

(2)知识图谱分析

编号

期刊名称

数量/篇

所占比例

是否中文
核心期刊

复合影响
因子

线图反映文献发表数增长趋势，基于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

1

中国远程教育

30

8%

是

2.362

期刊、关键作者、研究内容分析；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共词

2

现代教育技术

22

6%

是

3.046

包括研究现状分析、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通过Excel折

及聚类功能分析研究热点及前沿。

3

中国成人教育

20

5.50%

是

0.817

3 结果与分析(Results and analysis)

4

中国电化教育

19

4.90%

是

5.235

5

开放教育研究

18

4.90%

是

5.235

6

电化教育研究

18

2.70%

是

3.862

7

科技与出版

10

2.70%

是

1.065

8

教育现代化

10

2.70%

是

0.107

9

远程教育杂志

10

2.70%

是

6.944

3.1 文献发文量年度分析
研究成果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能够反映研究领域在一定
时间段的变化[3]。在线教育发展的20年期间，研究分为萌芽期
(2000—2012)、增长期(2013—2015)、下降期(2016—2017)和
平稳期(2018—2019)四个阶段。在线教育发文量变化趋势如图1
所示。因为在线教育相关文献检索于2020年3月份，故发文趋势
中没有体现2020年。估计2020年教育界很多学者继续深入研究
这个领域，因此2020年在线教学的研究会达到新的峰值。

3.2.2 作者及研究机构分析
基于普赖斯定律进行作者分析。普赖斯定律是衡量各
个学科领域文献作者分布规律。根据普赖斯定律，在同一主
题中,半数的论文为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这类作者集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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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上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最低文献贡献作者

49，成为图谱中最为核心的节点。同时，在线教学平台、教

发文数为最高文献贡献量作者发文数平方根的0.749倍，即

学模式和教学改革的频次也较高，均超过40次。图中的连线

[4]

N min=0.749×

。通过计算，本文统计了在线教育领域

文献贡献量≥2篇的关键作者，见表2。

词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在线教育的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在线

表2 在线教育领域文献贡献量≥2的关键作者
Key authors with literature contributions of 2 or

究等方面，其中在线教模式研究学受关注度最高，是该领域

more in the field of online education

最为核心的研究主题，如表3所示。表中中介中心性说明关键

发文数量

作者

文献题目

发表年份

高地

美国高校MOOC的特点、争议与思考
MOOC热的冷思考—国际上对MOOC课程
教学六大问题的审思

2015

2

MOOC课程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2017

2

黄璐

在线课程内容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新探—基
于学习者体验和知识付费的视角

2020

中国慕课现象:六年实践与认识

2019

是“小慕课”,还是“大慕课”?

2014

以开放大学建设为视角论MOOC课程的
发展

2015

台港澳地区在线信息素质教育情况的比较
与分析

2007

2

词与核心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

m

2014

李晓明

刘畅

z.

2

教学模式研究、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在线教学平台建设研

co

Tab.2

体现了关键词之间存在引用关系。结合图谱中其他主要关键

图2 在线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2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of online education

王佩玉

2

杨晓宏

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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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在研究生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前景
初探——美国的经验及中国的思考

research

cz

2

从抓住机遇到保持理性——2002—2014年
美国在线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数据分析与
趋势思考

我国在线教育现状考察与发展趋向研
究——基于网易公开课等16个在线教育平
台的分析

2017

从二八定律到长尾理论的启示:在线教育
视角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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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以分析得出，排在前列的作者文献贡献量均不

多，仅为2篇，说明该领域研究成果不够丰富，有待进一步深
入领域学习。核心研究者主要从MOOC建设、在线教育的前
景、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研究。MOOC课程研究已经形成一
定规模。表中大多数作者发表的文献前后间隔时间1—2年，2
篇论文从在线教育的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学者李晓明发表
的两篇论文间隔6年，经过6年的慕课教学研究，完成了文献
《中国慕课现象:六年实践与认识》。

3.3 研究热点分析
3.3.1 关键词共词分析
本文采用CiteSpace对在线教育领域361篇文献的关键词共
词分析。共词分析是对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进行整理分类，
进而发掘有价值信息的过程。网络节点为Keyword，时间区
为1年，数据筛选为(Top 50 per slice)，网络中结点数为73，
连接数是126，绘制共词可视化网络图谱，如图2所示。经分
析，研究共涉及关键词200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分别
有在线教育、混合式教学、慕课，出现频次分别为455、75和

表3 在线教育领域top9关键词表

Tab.3 Top9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online education
编号

关键词

年份

引用数量

中介中心性

1

在线教学

2000

455

0.94

2

混合式教学

2014

75

0.13

3

在线教学平台

2005

54

0.27

4

教学模式

2004

53

0.15

5

教学改革

2004

49

0.12

6

MOOC

2014

96

0.22

7

在线课程

2001

48

0.08

8

雨课堂

2000

46

0

9

有机化学

2000

42

0

3.3.2 关键词分类分析
对关键词分类可以把握研究问题的视角。表4对重要的关
键词按照不同关键词分类，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和研究背景。在线教育研究范围比较广，包括高等
院校、工科院校、职业院校等在线教学研究，以及一些具体
的学科如语文、程序设计等研究。研究方法涉及大数据技
术、实证评价、需求分析等。研究背景有在线教育现状、互
联网+教育的背景和信息化发展背景等。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在
线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其中理论研究包括学习模式
研究、创新模式研究、在线教育机遇与挑战研究、评价方式
研究、课程设计研究等；应用研究包括E-learning、智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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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MOOC、SPOC、雨课堂等。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的

表4 在线教育关键词分类一览表

背景下，在线教育活动的实施应保持敏锐的目光,密切跟踪发

Tab.4 List of online education keywords by category

展趋势,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探索;同时要保持理性的态度,警惕

主题

陷入“纯技术化”的误区[10]。崔维霞(2016)提出我国高等教育

关键词

有机化学、在线教学平台、高职院校、高职教育、工科院校、高
校、信息化、网络课程、职业教育、英语教学、信息技术课程、信
息素养、听力学、习题推荐、MVC、SSM框架、图书馆、JSP、传
研究范围
统教学、语文教学、应用型本科高校、软件工程、数据挖掘、面
授教学、C语言、数据库、程序设计、美国、移动互联网、课程设
计、新型职业农民、开放大学、应用、教学方式、教材

迎来了发展机遇同时又面临着挑战。慕课是高等教育信息化

安置性评价、大数据技术、自主学习、微软wf技术、实证评价、总
研究方法
结性评价、需求分析

学质量,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挑战,努力实现慕课本土化[11]。郗

大教师和教学管理者也要以此为契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

厚军(2016)提出MOOC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
多个领域的在线教育新形态,从意识形态向度聚焦和审视西方
MOOC的意识形态性及其对我国高校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已然

m

互联网+、翻转课堂、互联网、ASP.NET、信息化、未来网络、
研究背景
MOODLE、教育现代化

积极转变观念,主动参与国际竞争,走国际化的道路。同时,广

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应对西方MOOC中潜在的高校文化渗

co

在线教学、混合式教学、MOOC、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
模式、教学设计、雨课堂、学习模式、资源库、教学质量、优化、
研究内容 满意度、负载均衡、创新、评价、混合式教学、智慧课堂、学习
通、习题推荐、E-Learning、班级授课制、实践、满意度、远程
开放教学、课程设计、智慧教室

的重要推动力,代表了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我国高校要

透和冲击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政府部门要负责把握意
识形态安全底线,新闻媒体应坚守意识形态舆论战线,学校单

在线教育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位需筑牢意识形态心理防线,以增强我国意识形态战略思维,

第一，在线教育模式研究。丁云华(2016)提出，高校管

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12]。钱玲(2011)根据斯隆联盟的系列调

理者需从信息化学习环境的建设、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

查评估报告，分析了美国高校在线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13]。

z.

(1)在线教育理论研究

(2)在线教育应用研究

享、试点课程或专业的选择、教学团队的组建、教学方法的

主要针对在线教育的平台建设研究，包括MOOC、云平

cz

转变、教学管理方式的创新等多方面进行顶层设计以促进

台、雨课堂等关键词。郑旭东(2014)提出借鉴MOOC的成功之

场上,明确慕课在高校教学中的定位、建设慕课的精品课程、

处,期望我国精品资源共享课采取多元化的建设方式,优化教

借鉴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以及有效掌控慕课的发展进程,实现

学行为,打造新型课程共享平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将我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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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教学模式的发展[5]。王晓(2015)提出站在整合性思维的立

慕课与传统高校教学的有机结合 。郑勤华(2015)从课程设计

品资源共享课打造成真正的精品资源[14]。赵兴龙(2020)设计了

中的学习理论、视频组织形式、视频数量和线上讨论等维度

基于云平台的在线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平台依照使用者的

对中国现有MOOC教学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基于行

权限差异将使用者功能分为教师端和学生端[15]。刘述(2019)从

为主义学习理论xMOOC依旧是当前国内MOOC的主导课程

用户体验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在线学习平台体验的因素,提

模式,而作为课程核心的教学视频亟需更加贴近学习者;现有

出学习平台体验框架，通过“体验”的方式对8个样本学习平

MOOC学习支持服务的形式多样,但力度相对薄弱。MOOC下

台的用户体验进行了追踪和述评[16]。赵鑫(2017)从传播模式、

一步的发展可能需要更多地反思和重构基本教学模式,需要在

运营模式和宣传模式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国内外知识直播平

课程设计和技术应用上体现先进性和灵活性,提供更加常态化

台内容创业的异同，他建议知识直播平台采取灵活多元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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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和社会化的学习支持服务 。

第二，混合式教学研究。“互联网+”背景下,在线教育

费形式,从多方面建立完善的服务保障制度[17]。

3.4 研究前沿

迅速发展壮大,将在线教育资源有效地和传统教育融合已经成

通过研究前沿领域有助于把握这个领域的未来研究趋

为时代发展的需要,混合式学习成为学习的主流模式。王建明

势。使用CiteSpace软件的突现词探测功能，可以从多个文献

提出在“互联网＋”背景下,在线教育迅速发展壮大,课程体

中提取突现词，从而得出某一个领域的研究前沿。突现词是

系不断完善,课堂模式日趋人性化,将在线教育资源有效地和

指在短时间内出现频次变化较大的词语。图3为突现强度关键

传统教育融合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混合学习已经成为一

词图，其中包括突现词、起止时间、突现强度等信息。突现

种新的教与学方式[8]；高地(2015)年提出慕课通过线上教育和

关键词能反映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强度较大的关键词有在

线下教育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冲击着我国大学的传统教

线教育、在线教学系统、在线教学、有机化学等。从突现强

学理念、教学主体、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以及教

度来看，在线教学的强度最高(14.4805)。因此，体现出在线

学评价等。我们要正确认识慕课的冲击,强化混合式教学,加

教育的重要研究方向是在线教学模式研究。同时MOOC的突

[9]

快我国大学教育教学的根本变革 。
第三，在线教学面临的挑战研究。钟秉林(2019)提出互联

变强度也比较大，为9.8213。从突现时间来看“有机化学”
持续时间最长(7年)的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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