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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翻转课堂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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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知网收录的356篇CSSCI来源期刊文献为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样本的
基本概况、研究主题、研究趋势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翻转课堂研究处于高产出期，但研究深度有待加强，研究
主题集中在概念介绍和引进、实施技术条件讨论、个性化学习、本土化实践探索等方面；作者数量较多，核心作者
群体明显，研究机构以师范类大学为主，作者间、机构间合作有待加强；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传承性，研
究主题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深度由从浅到深、由宏观到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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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聚类图谱、时区图谱、作者与研究机构分布图谱，以期
寻找其内在演变规律，预测发展趋势，为我国翻转课堂研

翻转课堂指学生按照课程进度自主在课前预习教

究提供参考。

学视频，通过在线测试与讨论发现问题，在课堂探讨、
解决疑难问题，从而达到对教材内容深入理解与掌握
[1]

2 数据来源

的动态交互教学模式 。这种动态交互式教学能有效将
传统教学与在线教育相结合，充分利用课内外时间[2]，把

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来源期刊文献为数

教育重点从教师转向学生，促使学生主动学习知识和

据样本，检索式设定为：主题=“翻转课堂”或含“颠倒

[3]

独立思考问题 。翻转课堂契合我国教育改革理念，获
[4]

得比传统教学形式更好的效果 。
2012年，张金磊等对翻转课堂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5]

课堂”或含“颠倒教学”或含“反转课堂”，检索时间为
2000年1月—2016年5月。共检索到387篇文献，剔除不
相关文献，得到有效文献356篇。

进行阐述 ，此后，国内教育界学者对翻转课堂开展广

本文利用Citespace对翻转课堂进行知识图谱分析。

泛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翻转课堂的基本内涵与起源、

该软件有助于发现作者间、机构间的关联[9]，并直观地展

优缺点、课程具体设置、具体应用等方面展开，且研究

示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10]。通过对国内翻

侧重点与方 法多样。杨 春梅 针对高等教育范围内翻

转课堂的知识图谱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研究的整体

转课堂研究 进行梳理，归纳其理论基 础及影响翻转

趋势。

[6]

课堂教学的有效因素 ；杨红云等利用Bicomb、TDA软
件，对国内外研究进行对比分析[7]。以上研究虽具有较

3 国内翻转课堂研究概况

大指导意义，但所得结果解读较烦琐，可视化效果较单
调，不能清晰直观地展示研究主题的演变路径；另外，

3.1 时间分布

研究中对作者间、机构间合作情况的分析较少。
鉴于此，本文以Citespace为工具[8]，通过绘制关键

由图1可见，国内对翻转课堂的研究始于2012年，

* 本研究得到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研课题“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与保障机制研究——以《电子商务概论》课程为例”（编号：
G201400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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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心作者所属单位看，16位核心作者均来自高

40

校。其他类型教育机构（如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培



图 1 翻转课堂CSSCI来源刊发文量与总发文量对比

训机构等）鲜有研究成果，一方面是其对翻转课堂的认
识和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教育目标等因素

研究开展时间较短。CSSCI来源期刊共刊发356篇相关

使其重视翻转课堂实践多于理论研究。来自师范类院

学术论文，总发文量超过4 984篇，2015年总发文量呈现明

校和其他综合性大学的作者人数相等，可见翻转课堂研

显上升趋势。

究不仅是师范类院校的研究重点，而且受到其他综合性

从文献数量及时间分布看，国内翻转课堂的研究

大学的重视。由于翻转课堂作为一种工具性教学模式具

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2—2013年）为引入阶

有良好的通用性，其不局限于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在

段，发文量很少。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虽然2007年

较短时间内已发展至多个学科且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吸

[11]

以后美国部分地区开始流行，但未能快速引入中国 。

引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展开探索。

第二阶段（2013—2014年）为兴起阶段，发文量显著增

从核心作者所属类型看，有9位教师、6位研究生、1

加。第三阶段（2015—2016年）为快速增长阶段，发文

位教管人员，可见教师和学生均重视对翻转课堂的研

量呈井喷式增长。快速增长的发文量充分说明翻转课

究，而教育管理者对翻转课堂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教

堂已成为国内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而被CSSCI收录的

师与学生作为教学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对翻转课堂这

文献占比偏低，说明对翻转课堂研究的深入程度不够，

一新型教学模式产生极大兴趣，拥有最直接的感性认

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识，也最易获得教学实践的数据和资料，因此教师与学
表 1 翻转课堂核心作者相关情况

作者

发文量/篇

单位

所属类型

作者

发文量/篇

单位

所属类型

祝智庭

8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李桂平

3

中南大学

教授

田爱丽

7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靳素丽

3

西华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曾明星

6

吉首大学

副教授

何文涛

3

河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周清平

5

吉首大学

教授

张金磊

3

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

赵呈领

4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卜彩丽

3

河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赵蔚

4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宋述强

3

清华大学

硕士研究生

董坚峰

3

吉首大学

副教授

管珏琪

3

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陈明选

3

江南大学

教授

蔡国明

3

吉首大学

教管人员

生产出的高水平研究更多。

者间存在合作。在主要作者合作网络中，有节点56个，

为进一步研究作者间合作情况，利用Citespace绘

连线28条，网络整体密度为0.018 2，说明我国翻转课堂

制翻转课堂主要作者分布知识图谱（见图2）。其中，节

研究者间存在一定的合作。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祝智庭

点代表作者，节点半径与发文量呈正相关，节点环代表

团队和以周清平、曾明星为核心的团体，其合作非常紧

年轮，标签字号大小与中心性成正比，节点连线表示作

密，是发文量相对较多的两个团队，充分说明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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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翻转课堂主要作者分布知识图谱

图 3 CSSCI来源刊翻转课堂高产研究机构发文情况

的重要性。同时，也存在部分研究者以独立研究为主的

机构下属具体研究部门分布特点突出，主要分布在各高校

现象（如田爱丽独立发表论文7篇），侧面反映优质资

的信息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和外语学院。在机构合作网络

源的共享还有提升空间。

中，共有节点36个，连线4条，整体网络密度为0.006 3。机
构间合作发生4次，分别为吉首大学与中南大学、江苏

3.3 研究机构分布

师范大学与西华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内部组织间、
重庆师范大学不同学院间的合作。这一方面说明我国

由图3可见，CSSCI来源刊发文量居于前13位的机

研究翻转课堂的机构间缺乏合作，资源共享意识薄弱；

构共发文133篇，占CSSCI来源刊总发文量的37.36%。

另一方面，从侧面反映出作者间合作多为同一机构的内

其中，有10所为师范类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发文25篇，

部合作，因此加强不同机构作者间的合作非常必要。另

这表明师范类大学在翻转课堂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

外，虽然师范类大学在翻转课堂研究中具有专业优势，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但翻转课堂的应用推广还需要更多不同类型学校的共

由图4可见，国内研究翻转课堂的机构类型多样，但

同努力。

图4 翻转课堂研究机构分布知识图谱
2017年第5期（总第1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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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翻转课堂研究热点及主题聚类
分析

数据”“信息技术”；第三类为翻转课堂特色分析，主
要关键词有“学习过程”“深度学习”“自主学习”“个
性化学习”；第四类为翻转课堂的实践探索，主要关键

4.1 国内翻转课堂研究热点

词有“教学实践”“大学英语”。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分
类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翻转课堂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内

由表2可见，CSSCI来源刊中翻转课堂研究的前20

容，但不能体现演化过程和趋势。

个高频关键词，大致归为四类。第一类为翻转课堂教学
探讨，主要关键词有“教学模式”“教学设计”“课堂

4.2 国内翻转课堂研究主题聚类分析

教学”“教学改革”；第二类为翻转课堂支撑技术分析，
主要关键词有“MOOC”“微课程”“在线教育”“大

聚类 视图能 直 观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 [13] 。本
文将356篇文献关键词进行统计，绘制翻转课堂高频

表 2 翻转课堂前20个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见图5）。为突出普通关键词以
达到优化聚类图显示效果的作用，将聚类模式设定为

关键词

频次

中介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介
中心性

翻转课堂

266

1.22

学习过程

7

0.03

谱的模块值为0.649 4，平均轮廓值为0.502，说明划分

教学模式

52

0.33

深度学习

7

0.01

的模块结构显著，聚类合理[9]。国内翻转课堂研究的主

MOOC

37

0.56

自主学习

7

0

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微课程

20

0.29

个性化学习

6

0.07

教学设计

15

0.04

大学英语

6

0

课堂教学

10

0.22

大数据

6

0.32

信息技术

10

0.18

在线教育

6

0.11

翻转课堂兴起于国外，因此我国初期研究主题主

微视频

9

0.11

教学实践

6

0.06

要是翻转课堂概念的介绍和引进。研究者通过“学习

教学改革

9

0.18

教学模型

5

0

方式”“学习过程”“教学设计”“任务驱动”“微课

高等教育

8

0.17

本土化

5

0

程”“移动学习”等关键词对翻转课堂的概念与特点进行

“Indexing Terms”，并去除“翻转课堂”。最终所得图

4.2.1 翻转课堂概念的介绍和引进

图 5 翻转课堂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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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介绍，奠定在国内开展翻转课堂实践的理论基础。

学”“教育游戏”“学习风格”等关键词进行研究，形成

与传统教学相比，翻转课堂以微视频、微课程为媒介，以

翻转课堂视域下的“个性化学习”新研究主题。

任务驱动的模式进行全新教学设计，将教师主动、学生被

翻转课堂借助教学视频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中统一

动的传统教学方式转为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新模

内容、起点、进度的局限性，使学生自由选择适合的个

式，形成“先学后解惑”的学习过程。

性化学习方式[18]。一直以来，我国提倡因材施教的教育

微视频作为翻转课堂的显著特点和重要基础，受

理念，翻转课堂给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时间和空间，

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可汗学院微视频、微课程的出

更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

[14]

现，使教育研究者发现微视频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

统课堂的统一化、标准化模式，因此个性化学习成为其

简短的教学视频和课程更符合教育心理学对学生注意

重要标志。虽然存在对学生个性化需求及个人学习能力

力集中时间分配的规律。通过设置对比实验，从学习过

了解不足的问题，制约翻转课堂个性化水平，但大数据

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以微视频学习为核心

技术将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19]。随着大数据技术的

的翻转课堂模式下学习者的知识理解和知识内化水平

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应用，翻转课堂将更精确

均高于传统教学模式

[15]

。因此，在翻转课堂概念引进的

化、智能化地贴近每位学习者的需求。

同时，也使国内教育者认识到建设高质量微视频、微课

4.2.4 教育改革背景下翻转课堂本土化实践探索

程是开展高质量翻转课堂教学的必要条件。

4.2.2 翻转课堂实施的技术条件

随着理论准备逐渐充分，研究者结合我国教育改
革实情将目光转向本土化实践探索，以“教学改革”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进一步讨论翻转课堂开

“教学实践”“教学模型”“自主学习”等为关键词进

展的条件，形成以“信息技术”“MOOC”“在线教育”

行研究，形成教育改革背景下的翻转课堂本土化实践探

“互联网+”“教育技术”等为关键词的技术条件研究

索研究主题。

主题。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大力推动了翻转课堂的开展，
在众多信息技术条件中，MOOC的推动作用最明显。

通过关注翻转课堂在我国教育中的实践情况，对
翻转课堂本土化进程中的问题有了较理性的反思。我

早期的翻转课堂，学生在课前预习阶段形式单一，

国与美国教育体制不同，教育观念也有较大差异。因

只能通过教师录制的视频进行学习。自2011年，MOOC

此，如何在教育改革背景下将翻转课堂与我国实际情

的出现使翻转课堂在课前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开展

况相结合，在教学实践中改变教学模式、突出自主学

发 生巨大变化

[11]

。通过有机结合翻转课堂与MOOC

习，形成符合我国教育体制、师生特点的翻转课堂模式

资源，国内研究者探索构建“MOOC视频+自制视频”

尤为重要。另外，翻转课堂在本土化进程中存在的推高

“MOOC”视频替代等新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16]

；并

教育成本、滋生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在一定程度

经过实地调查发现，采用“MOOC+翻转课堂”的教学

上影响教育的公平性。促使翻转课堂真正契合我国教

模式不仅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还能提升教师专业素

育实际，还需结合我国教育现状，在形式上创新、方式

养

[17]

。可见，在线课程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教育资源

上变革，并通过适当的教育制度改革给予配合[20]。

在大范围内共享成为必然趋势，并以此出发有效推动
了翻转课堂在学校的开展。教育领域对信息技术的发

5 国内翻转课堂研究趋势分析

展给予特别关注，通过对技术条件的讨论为翻转课堂
的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

通 过分析翻转 课堂关 键词凸显时区图谱（见图
6），可看出国内翻转课堂研究的主题范围的变化、研究

4.2.3 翻转课堂视域下的个性化学习

的关联性和传承性，及研究焦点的演进轨迹。
（1）关 键词数量 逐年增加，表明国内翻转课堂

目前，我国正提倡将教育的中心由教师转向学生，

研究主题范围不断扩大。《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翻转课堂为“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提供有利

（2011－2020年）》提出以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创新为

条件。国内研究者对“学习分析”“大数据”“混合式教

核心，此后，研究焦点集中在翻转课堂概念、特点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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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问题上[21]。随着对翻转课堂认识的逐步加深，翻转课

的主力军，而其他类型高校的研究相对滞后、研究成果

堂的多学科和领域应用成为研究关注点。

偏少，且机构间的合作较少。建议教育管理者提高 对

（2）关键词间连线的密度较大，表明国内翻转课

翻转课堂的重视程度，研究机构适当增加科 研经费

堂研究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传承性。当翻转课堂中某一

投 入，鼓 励 推 进课 题的纵向研究；积极 开展相关研

问题或关注点得到解决后，新的研究焦点便会出现，但

究交流活动，寻求不同学科、不同机构的研究者间的

新研究焦点和先前研究焦点并非绝对独立，通常具有

合作。

一定关联（如前者是后者的衍生焦点）。从图６可见，翻

从主题聚类看，翻转课堂研究主题分块较明确，主

转课堂是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议题，成为我国教育改

要包括4个研究主题；但关键词网络密度不高、结构较松

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教学模式”“教学设计”到“实

散，研究主要主题类别时缺乏对翻转课堂在不同学科、

证研究”“MOOC”，再到“高等教育”“深度学习”，表明

领域中应用效果的分析与评价。在我国新教育理念的倡

翻转课堂的研究是逐层推进、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

导下，翻转课堂应用范围将逐渐扩大，因此，科研工作者

（3）关键词凸显时区的整体变化传递出我国翻转
课堂研究的焦点变化。2012－2016年，翻转课堂的研究

有必要对翻转课堂模式开展效果进行实证分析，以便使
翻转课堂更好地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

焦点沿“教学模式”“教学模型”“微课程”到“信息技

从普及程度看，翻转课堂并未在我国普遍开展，目

术”“在线课程”“实证研究”，再到“自主学习”“教学

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我国偏远地区教育资源较贫乏，如

改革”“大数据”“高等教育”，最后到“深度学习”的方

果能采用翻转课堂模式，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偏远

向发展，反映出翻转课堂研究焦点由从浅到深、由点到

地区教师的教学压力、提高教学质量。

面、由宏观到微观、由理论分析到实践探索的转变。随
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我国教育领域中被不断实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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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p Analysis on Domestic Flipped Classroom Research
CHEN Juan, LIU YanPi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Choosing the 356 literatures from CSSCI source journals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as the analysis sample, using the Citespace and
bibliometric method to analyze the basic survey, 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trends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ﬂipped classroom is in the
high output period, but the depth of research needs to strengthen, nevertheless, the research topics foc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s, the discuss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technique conditions,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practices; There are numerous authors, the core authors’group is
obvious,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mainly on normal universities, while the author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es’cooperation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content has
strong relevance and inheritance, the research theme gradually expands, and the research’
s depth is from shallow to deep and from macroscopic to microcos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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