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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ers of learning evaluation under the B-Learn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subject literature of learning evaluation under the B-Learning published in CNKI database from 2010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visual analysis method, combs the subject and key words of relevant 

domestic literature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software, and evaluates the learning under the B-Learning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key nodes and clustering a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this subject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categories: 

evaluation tools, evalua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evaluation methods, evaluation 

standards, evaluation models and evaluation tools; and the trend towards the strengthening of information-based evaluation 

tool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in the future,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study of learning evaluation under the B-Learning in China: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big data;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ed intelligent learning evaluation system; building a standardized and easy to operat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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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研究者提供重要参考，本文以CNKI数据库中2010-2020年发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下学习评价主题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可视化分析法，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了国内相关文献的主题

和关键词，对近十年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研究的关键节点和聚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该主题的研究主要围绕

评价工具、评价方法及应用三个大类进行开展研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评价方式、评价标准、评价模型、评价工具

四个方面，并向着信息化的评价工具不断加强的趋势。基于以上分析与结论，在未来，国内有关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

习评价研究应关注以下三点：有效利用大数据；加强一体化智能学习评价系统建设；构建规范、易操作的评价指标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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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信息

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要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

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建立

灵活开放的资源公共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与共享。

改革教育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根据培养目标和人才理念，

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指标，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

方式，激励学生乐观向上，独立自主[1]。在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推动下，混合式教学呈现出喷井式发展。混合式教

学模式是指利用信息技术将传统课堂的面授教学与在线

学习有机结合，从而提高学习效果[2]。随着“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冯晓英等人认为混合式教学是基于移动通讯设

备、网路学习环境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情景，强调为

学生创造一种高度参与、个性化学习情景[3]，充分体现教

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学习评价是混合式教学模式

中的重要环节，高度参与、个性化学习情景的创设离不开

有效的教学评价。 

2．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聚焦于国内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的

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和关键词聚类这三个方面。借助

Citespace软件，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析，

绘制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的知识图谱，从而对混

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阐述。 

2.1．数据来源 

本文以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混合式”和“学习

评价 ” 为主题词进行检索，选定文献发表时间为

2010—2020年，剔除无关键词、与主题相关度不高的无效

数据，得到有效文献304篇。 

2.2．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对所筛选的文献数据txt文档进行预处理，再

导入到Citespace软件中进行知识图谱的生成。Citespace具

体参数设置如下：时间段为2010—2020年，时间切片为1

年，节点类型为“主题（Title）”和“关键词（Keyword）”，

阈 值 赋 值 （ Thresholds ） 中 c,cc,ccv 的 值 为 ：

0,6,30;2,6,30;4,6,25，呈现相关可视化图谱。 

3．研究结果 

3.1．关键节点分析 

3.1.1．研究热点 

关键词用来表达文献的主题内容，是研究者学术思想、

观点的凝练，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研究的核心。因此，

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与研究热度正相关。以样本数据中的主

题词和关键词为研究依据，绘制出高频关键词和关键词的

可视化图谱，可以确定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的研究

热点。 

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如图1所呈现的网络节点个数

N=42，节点代表关键词，字体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

次的多少；连线数量E=68，节点间的连线反映了关键词之

间的共现情况，线条粗细表示共现强度；网络密度

Density=0.079，表示节点间联系的紧密度；“十”字表示关

键词的中心度性，“十”字的大小与中心性的强弱和影响力

的大小成正比。 

 

图1 关键词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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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出现年份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出现年份 

混合式教学 272 0.05 2010 评价模型 16 0.10 2012 

多元化评价 128 0.21 2010 形成性评价 14 0.15 2012 

评价指标体系 105 0.36 2010 混合式学习 13 0.09 2012 

课程 88 0.65 2011 终结性评价 11 0.03 2012 

过程性评价 81 0.26 2012 评价模式 9 0.18 2010 

评价工具 20 0.32 2013 蓝墨云班课 8 0.14 2018 

多维度评价 18 0.38 2011 大学英语 6 0.04 2017 

 

根据普赖斯定律，确定>=6的关键词为高频词，本研

究通过对高频词进行综合分析而判定热点。高频关键词如

表1所示，表1显示共有14个热点关键词，除去基本关键词

“混合式教学”、“混合式学习”后得到12个热点关键词。12

个热点关键词大致可归纳为五个层面。①评价方式层面的

高频词有：多元化评价、多过程性评价、评价、形成性评

价、终结性评价，从五种评价方式的频次来看，多元化评

价、过程性评价、多维度评价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说

明单一的评价方式已无法满足混合式教学模式下人才培

养的需求；②评价标准层面，主要涉及高频词“评价指标

体系”，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使评价结果更加科学;③评

价模型层面，主要涉及高频词“评价模型”、“评价模式”，

评价模型的构建使评价更系统，更具操作性；④工具层面，

主要涉及高频词“评价工具”、“蓝墨云班课”，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信息化评价工具也随之成为研究的热点，“蓝

墨云班课”作为当前主流的教学评价辅助工具，可促进评

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⑤应用

层面，主要涉及高频词“课程”、“大学英语”，通过分析课

程特征，提出有效的评价方案，建立评价标准，促进更好

的评价，“大学英语”是开展混合式教学的主要学科，也是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研究的热门学科。 

3.1.2．研究前沿 

为了从时间维度上显示前沿关键词的演进，本研究采

用Citespace中“时区视图”的呈现方式来展现关键词的演

进，如图2所示。 

 

图2 时区视图。. 

从关键词的演进来看，近十年的研究的趋势逐渐从评

价方式、评价模式过渡到课程应用再到信息化评价工具研

究。蓝墨云班课是当前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被广泛应用的评

价系统，教师可通过手机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如向学生

发布公告、共享资源、发布作业、批改作业、开展头脑风

暴、组织讨论、在线答疑等，同时还支持教师组织小组学

习及同伴互评活动，关键在于能有效追踪学生的学习轨迹，

记录学生的学习情况，通过“经验值”来衡量学生的学习程

度[4]。蓝墨云班课作为一款专门为混合式教学环境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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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教学活动而打造的教学工具，为该模式下的学习评价

提供巨大的应用价值。 

3.2．聚类分析 

本研究使用对数似然率算法（ Log Linkelihood 

Rate,LLR）对关键词网络进行聚类，得到的结果如图3所

示，Modularity Q＝0.4987（>0.3）说明网络社团机构较为

显著；Mean Silhouette=0.5111（>0.5）说明聚类结果合理，

反映出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研究主题相对集中、

明确。由图3可知，共得到6个聚类，可将这6个聚类归纳

为三个部分：评价工具（#0评价工具）、评价方法（#2

多元化评价、#3过程性评价、#5形成性评价）、应用（#1

课程、#4大学英语）。 

 

图3 关键词聚类。 

3.2.1．日益注重信息化评价工具的研究与应用 

所谓评价工具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为评价量表即评价

指标，是评价结果公正、科学的依据，贯穿混合式教学模

式下的各个环节；其二为信息化的评价平台，随着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不断演进和完善，信息化评价平台也逐渐得到

发展。目前市场上有智慧树、学习通、网易公开课等多套

商业化基于Web的支持学习评价的学习系统，同时随着信

息技术的创新，基于移动终端的教学助手也逐渐被用于混

合式教学活动中，如雨课堂、微助教、蓝墨云班课等[5]。 

3.2.2．评价方式更加注重多元化和过程性 

多元化评价通过协调各评价主体，运用多样化的评价

方式，对学生的行为变化进行全面化的评价，以此促进学

生个性化发展，提高科学素养[6]。即，评价方式多元化[7]：

改变传统以目标结果为导向的终结性评价，将诊断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进行有机融合，对学生的学习进

行有效融合；评价主体多元化[8]：采用“教评+自评+互评”

的方式，保证评价的客观性；评价对象多元化：从学生的

知识、技能、情感、态度等多个维度开展评价，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过程性评价将评价与学生学习过程紧密结合，从关注

教育结果转向关注教育过程，强调知识构建过程中的反馈

与及时指导，关注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9]。混合式教学模

式下，通过分析学生线上线下的学习行为表现，对学生整

个学习过程进行综合评价，为学生提供反馈，有助于学生

发现学习过程中的不足，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同时能够

促进教师对教学环节进行反思，提高教学效果。 

3.2.3．注重实践研究 

国内混合式教学正处于喷井式发展阶段，已融入各高

校、职业院校课堂中，在中小学课堂中也逐渐被引入，对

教学改革有较强的促进作用[10]。随着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推广，研究者们基于不同学科课程背景进行学习评价的实

证研究，为课程评价研究提供了参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推进，社会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

而语言类的学习备受关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学英语课

程。语言学习注重学习环境与个性化，互联网的普及为学

生的语言学习提供了超越时空限制、形象、多彩的学习环

境。随之带来评价方式的改变，对于“新环境”下英语学习

评价从传统的“哑巴英语”、“中国式英语”转化为注重学生

的英语交际能力，采用多维度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

进行综合评价[11]。 

4．思考 

近十年，国内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得到了不断

的发展和完善，笔者认为在未来发展中应关注以下几点： 

4.1．有效利用大数据 

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在各行各业中发挥出

了无限的潜力。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过程性评价是个性化

自主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大数据技术为实现混

合式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提供了可能[12]。教师应有效利用

学生线上线下产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

进行动态评价，随时时追踪了解学生学习动态，基于数据

驱动，促进个性化和精准化教学[13]。 

4.2．加强一体化智能学习评价系统建设 

传统的测试无法检测学生的学习素养，基于线上线下

学习数据一体化学习反馈智能化的评价系统是当前的诉

求。 

线上线下行为数据一体化：线上学生行为数据容易记

录，但线下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习数据依赖于教师纯手工

记录，给教师增添了负担，同时会因为各种客观原因导致

评价结果不准确。因此，本着操作方便、减轻教师负担同

时又不影响教师正常教学秩序的原则下，需要在线上教学

系统基础上增加线下学习行为数据记录分析程序，促进评

价一体化。 

反馈智能化即：反馈的及时性与双向性[14]。通过分

析学生行为数据，教师和学生双方能够及时收到反馈信息，

促进学生自我认知、自主学习，教师动态调整教学过程，

以满足个性化教学需求。在双向反馈的过程中，不断强化

师生双方的交流与互动。 

4.3．构建规范、易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不乏对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研究，但限于指标涉及各个科目课程，比较分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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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不易迁移，因此需要结合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点和

不同层次人才培养方案，综合各科课程特征，建立基于不

同层次的、统一、规范、易操作、易迁移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下学习评价指标体系。 

5．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教育逐渐由信息化

走向智慧化[15]，过程性评价系统如何支持混合教学模式

下课程智慧化发展将成为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问题

[16][17]，其研究空间也非常大。本文通过梳理CNKI数据

库中近十年的相关文献，分析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

价的研究现状、热点及研究前沿，同时给出合理化的建议，

为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评价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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