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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和教育测量发展
张厚粲，骆方
北京师范大学

1 中国古代的心理与教育测量
在今天的中国，有关“人的心理可以衡量”和“测
试是区分人的心理的有用工具”的说法和思想并不新
鲜。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很多哲学家和教育
家，例如孔子 (公元前 551-479 年)，他提出“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
)以及“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率先根
据智力将人分为三类：“上智”，“中人”和“下愚”，
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现在测量学中的称名量表和顺
序量表。
孔子还评价了学生的人格特征。例如，他说:“赐
也达(通达)，求也艺 (有技艺才能)， 柴也愚 (笨拙)，参
也鲁 (迟钝)，师也辟 (偏激)，由也喭 (鲁莽)” (《论
语·先进》)。还尝试依据这些评估指导学生行动，有如
现代的因材施教：“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所有这些言语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个体差异及个性
化教育的敏锐感知。
距孔子 150 年后的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孟子 (327289 BC) 以他的名言“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
短。物皆然，心为甚。” (《孟子·梁惠王上》) 而闻名。
他清晰而掷地有声地指出了测量人类心理的必然性和
可能性。
心理测量发展的另一个根源也可见于中国的官员
考试制度。官员考试系统最初是由中国皇帝建立的，
旨在选拔人才，考察官员能否胜任工作。考试内容进
行了多次更改。公元前 1100 年汉代的考试内容是“六
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后考试内容逐渐
改变，至 200 AD 包括法律、军事、农业、税收和地理
的“五经”。公元 7 世纪以后，又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
的考试和选拔系统，即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制度
包括多门科目，测试方式也多种多样，特别重视考生
熟练记忆以及诠释儒家经典的能力。除了针对特定主
题撰写论文的“策问”科目以外，考生还要参加“口
试”、
“诗赋” (诗歌创作)、
“帖经” (补全从经书中选
取的一段文字中遗漏的字词)、以及“对偶” (选择同
义、近义、反义词组进行联想、类比)。事实证明，所
有这些题型都与现代着重知识及逻辑思维的考试类型
非常类似。
在六世纪，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刘勰设计了可能
是世界上第一个心理测试。刘勰的考试现在看起来十
分简单。例如，他“使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令一时

俱成，而不可得”。这正是 Binet 在 19 世纪 90 年代开
发的所谓“分心测验”。
从古代典籍中我们也看到，自六世纪以来，中国
民间就开始有对婴儿发展进行的一些测验。颜之推 (
531-590 ) 在《颜氏家训》中记载了南方流行的“周岁
试儿”，也叫“抓周”的习俗。
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
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
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
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 (《颜
氏家训·风操篇》)
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心理特点与行为
有一定关系，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此外，古代中国还有一些非文字智力测验，“七巧
板”就是其中之一。它起源于一千年前的宋代 (9601277)，由 7 块大小、形状不一的几何形状组成，可以
旋转并组合成各种合适的设计。拼图时需要综合运用
视觉空间感知能力、发散思维能力以及创造力，是对
儿童创造潜力的一项挑战。在 19 世纪末，它被重新命
名为“益智图”，强调能力作为一种动态过程可以通
过训练改善。七巧板后来发展成为标准化的纸笔测验，
可用于团体施测，测试方便，计分准确。另一个著名
的拼图游戏是“九连环”，即九个连接的铜环安装在
一个条形横板上，一根杆穿过该环的中心。这种有助
于儿童智力开发的玩具，至今在世界上相当广泛地流
行。

2

近现代时期的中国心理和教育测量

中国心理和教育测量起源已久，但是科学的心理
和教育测量理论与方法则来源于西方。最早是 1915 年
克雷顿 (Creighton) 在广州用包括机械记忆、条理记忆、
交替、比喻等几项内容的心理测验的中译本，对 500
名小学生进行了测试，用以比较中美儿童的智力差异。
同一时期，我国学者也开始自己编制测验，江苏省立
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根据桑代克书法量表的编制程序，
于 1918 年编制“小学生毛笔书法量表”是我国最早的
标准化教育测验。 1920 年，廖世承和陈鹤琴在南京高
等师范开设测验课程，并用自编的测验对学生进行测
试。然后两人又合作出版了《心理测验法》一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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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介绍科学的心理测验。书中测验指向兴趣、观察力、
思想与动作的协调性，内容广泛，涉及图形、算学、
词句、文字、想像和社会知识、品行道德等许多方面。
其中有 23 种直接采用国外的测验内容，12 种为根据中
国学生特点自创 (柯小卫, 2008)。廖世承还把当时只用
于个人的中小学测验发展为团体测验，并丰富了测验
内容，被称为“廖氏团体测验” (杨鑫辉, 2002)。
1922 年 4 月，比奈-西蒙量表由贾培杰译成中文，
命名为“儿童心智发达测量法”，在江苏、浙江两省
的一些小学生中进行过测试。同年张耀翔在《教育丛
刊》上发表了关于心理测量和新法考试的文章，并在
北京高等师范首先将心理测验列为入学考试科目之一。
1922 年以后，张耀翔主编的《心理》杂志以及教育杂
志上，均刊登有关测验的文章 (张厚粲, 2001)，形成
了 20 世纪初期我国心理和教育测验的一片初步繁荣景
象。
同时，中华教育改进社聘请美国专家麦柯尔 (W．
A．McCall) 来我国帮助编制各种教育测验和训练有关
人才的工作。麦氏来华后，和全国各地教育专家合作
完成了 50 多种测验，撰写《中国教育的科学测量》一
文，并训练了两期研究生 (高觉敷, 1985)。在教育改进
社的主持下，1923 年开始对全国小学生进行普通的智
力与教育测验，得出了三年级至八年级学童的年龄与
班级常模及其他一些统计数字。这个大规模的调查引
起了当时教育界对测验的注意 (高觉敷, 1985)。
从 1925 年起，艾伟经过三十年努力编制了中小学
各年级各学科测验、小学儿童能力测验及智力测验，
为中国编制该类测验的开端，共计有中学文言白话的
理解力量表 (1935 年)、汉字测验 (1940 年) 等 8 种，小
学算术应用题测验 (1940 年)，高中平面几何测验 (1947
年) 等 9 种，中学英语测验 (1943 年)、大英语理解速
度测验 (1936 年) 等 4 种，初中常识测验 (1940 年) 等
9 种。 1946 年出版中学学力及高中与大学学力测验 2
种。他还于 1934 年在南京创办试验学校，直接运用测
验于教育，以选拔儿童，因材施教。此外，艾伟和张
耀翔分别编制了识字测验，并且还与同事们进行过儿
童阅读兴趣的调查、朗读与默读的比较，编制了阅读
测验 (杨鑫辉, 2002)。对我国教育测验的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
1931 年，“中国测验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心
理教育测验的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测
验学会以研究测验理论、推广测验方法、培植测验人
才为宗旨 (顾明远, 1991)。并创办会刊《测验》，有效
地推动了当时测验研究的开展。中国测验学会发展至
1940 年时，已有基本会员 160 人。根据不完全的资料
统计，到抗日战争前夕，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制订或改
编出合乎标准的智力测验和人格测验约 20 种，教育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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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50 多种。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抗日战争开始，心理和教育
测验和多数学科一样受到很大影响，在发展上减慢了
速度。
1937年“七七”事变后，
《测验》停刊。不再有以
测验学会名义开展的活动，但测验工作仍继续进行，
并且实施测验的范围逐渐扩展。还有一些学者利用测
验进行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如关于教法问题、汉字问
题、民族心理的比较等均用测验方法 (高觉敷, 1985)。

3 新中国成立至 2010 年代的中国心理
和教育测量
3.1 停止发展时期
从 1949 年至 1978 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
上的变迁，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指引下，心理学
受到批判，心理和教育测量当然被视为禁区，各级学
校都停开心理和教育测量学之类的课程，其研究工作
和实际应用自然也相应地停止 (张厚粲, 2001)。可以想
象，在只强调人的阶级性差异而全盘否认人与人之间
个体差异的年代，心理和教育测验被视为“唯心的、
反动的”，当然不再有人敢于问津。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心理学受到更彻底的
批判，甚至被认定是伪科学，被打入了冷宫。由于心
理测验是处在最底层的，自然就成为其中受到摧残最
重，停止活动最长的一个学术分支。

3.2 重获新生时期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科学研究
逐步恢复，人们对心理和教育测量以及各种测验的作
用又重新有了认同，在社会实践中逐步看到了个体差
异对行为效果有重要影响。从此，心理和教育测量在
我国日渐恢复了地位，并再度发展。
1979 年心理学刚恢复活动不久，在天津召开的中
国心理学会第三届全国学术会议上，张厚粲和胡德辉
两位教师首先贴出大字报呼吁应该恢复心理测验课程，
得到大量与会者的赞同和积极响应。为了解决有关心
理测量人员严重缺乏的困难，由林传鼎和张厚粲发起，
与吴天敏三位教授联合于 1979 年春季在武汉举办了一
个全国性心理测验和统计培训班，这是心理和教育测
验在我国大陆再度出现的标志。从此，中国的心理和
教育测量工作开始恢复与发展。该培训班以提高认识、
培训人才和为实用做准备为目的，除讲授统计学基础
知识和心理和教育测验的基本原理外，还请吴天敏对
早年协助陆志韦修订著名幼儿心理测验“比内量表”，
的经验作了介绍。林传鼎除介绍 Wechsler 儿童智力测
验外，并且为日后修订做了组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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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反应理论催生了计算机自适应测验，使
从此，心理和教育测量工作在中国又恢复了新生。
总之，由北京师范大学开始，中国心理和教育测量的 其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飞速发展而普遍应用。自上世
发展，到 1980 年秋，已经在全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纪 90 年代漆书青等人发表的《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的
编制和应用》 (2000) 介绍计算机自适应测验起，国内
学者就没有停下关于这一测验形式研究的脚步。比如，
丁树良等着力研究计算机自适应测验的选题策略，发
3.3 飞速发展时期
表了包括《等级反应模型下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选题
3.3.1 理论研究
策略》(2006) 在内的诸多文献，推动了国内计算机自
适应测验的迅速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各方面加强改革开放，有条
件的高等院校开始开设心理和教育测量学课程，积极
培训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着力于加强国际联系，引
进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与方法，包括大量图书和技 3.3.2 修订和编制测验
术，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厚粲、江西师范大学的漆书
青和戴海琦等教授等通过一系列学术报告和文章发表，
心理测验在新中国成立或再度兴起，采取的只能
介绍了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在心理测量中的 是从修订外国测验开始，逐步向自己编制，适用于我
重要作用。他们都是先驱为中国心理和教育测量的发 国的测验发展策略，事实证明，短时期内是取得了很
展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和方法技术基础。
好的效果。修订的外国测验包括智力测验和人格评定
随后，北京师范大学以辛涛和边玉芳为代表开始 量表两大类，智力测验方面，有比内量表第三版 (吴
认知诊断评价与测量模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后来又 天敏)，韦氏儿童智力测验第二和第四版 (WISC-R 和
有刘红云参加认知诊断评估及追踪、干预、提升等方 WISC-IV)，目前正在修订其第五版 (张厚粲)，韦氏成
面的研究，都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与此同时，以江 人智力量表 (WAIS) 和韦氏幼儿智力量表 (WPPSI) (湖
西师范大学的戴海琦和丁树良等为代表的学者对认知 南医学院龚耀先，姚树桥)，用于团体智力测验的瑞文
诊断在教育考试中的作用开展了诸多研究，介绍了认 推理测验 (Raven Test) (张厚粲，王晓平, 1989)，以及来
知诊断测验编制的理论及方法，以及多维项目反应理 自欧洲用于测查 6-40 岁一个人的智力的斯-欧非言语
论，自适应测验等在心理及教育测验中的应用。
智力测验 (6岁-40岁) (张厚粲，徐建平, 2012)；在人格
全国很多大学的测量团队也逐渐建成，并日益强 测验方面，有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 (MMPI) (中国
大起来，比如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十六种人格测验 (16PF) (李绍衣)，
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浙江 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陈仲庚)等多种测验，它们都相
师范大学等的很多学者在多维项目反应理论、题组反 继出现了中文版，并经过修订制定出中国常模，长期、
应理论、多维题组效应的认知诊断模型等也进行了丰 广泛地得到应用，填补着国内研究领域的薄弱和空缺。
富的研究，充实了项目反应理论、认知诊断模型的理 近年来使用欧洲的“大五人格量表”效用较好，国内
论知识，这些都为进一步开展心理和教育测量奠定了 也曾经有采用其形式自编的“中国大七人格量表”，但
未得到流行。
坚实的新的基础。
从 80 年代中期起，由于对测验理论与技术掌握水
对于考试分数的研究日益普遍，数量在不断增加，
如刘红云、骆方等 (2010) 在《IRT 真分数等值和 IRT 观 平的提高，我国的心理学家开始自己编制适合中国人
察分数等值的对比研究》一文中，研究了项目反应理 的心理测验工具。例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查子
论真分数等值和项目反应理论观察分数等值两种方法； 秀编制了用于鉴别超常儿童的智力量表，杭州大学汪
华南师范大学张敏强等 (2009) 的《普教“升中”考试 文鋆编制了用于筛查弱智儿童的智力量表，其他学者
中测验等值的应用研究 — 以广东省佛山市“升中”考 还编制有各种幼儿的发育、发展量表等。有张厚粲主
试为例》，研究了如何选用合适的等值设计与方法来解 持编制的 CDCC 中国儿童发展量表 (3-6 岁) 出版，主
决普教“升中”考试不同地区分数转换的问题等。此 要用于测查 3-6 岁儿童的发育与智力发展，包括语言、
外也要看到，心理与教育测量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师 认知、社会认知、身体素质与动作技能四个方面共十
范大学的学者关注，如北京语言大学的谢小庆等通过 六个分测验，应用较广。此外，科学院心理所范存仁
《对 15 种测验等值方法的比较研究》(2000) 等发表了 编制了以 0-3 岁幼儿为对象的幼儿发展量表。这些自
一系列论文，对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的等值 编测验由于密切结合中国文化和当代国情，更适合实
设计和等值程序进行研究，介绍并改进了考试分数等 际应用，体现了中国心理测验的发展方向，受到使用
者的普遍欢迎 (张厚粲，2001)。
值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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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创建学会与举办会议
随着国内心理和教育测量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
的心理和教育测量专业组织和学术会议相继产生并召
开。
1984 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心理学年会上，心理测
量专业委员会 (现改名心理测量分会) 作为中国心理学
会的一个下属分支机构宣告成立，下设两个分组，一
个是心理测验，一个是教育测量。组织机构的建立，
对于测验工作的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更有利于加
强国际学术交流。
1988 年，中国教育统计与测量分会成立以后，多
次举办高层次的讲习班。 研究会的部分会员都曾经
积极参加过全国高考标准化改革实验，对全国高考命
题标准化、评卷记分、以及分数报告标准化等方面做
过贡献外，对各自本省的考试研究和实践更有重要影
响。
在国际方面，从 1987 年张厚粲在国际行为发展研
究会 (ISSBD) 东京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的心理测量”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in China) 的专题报告开始，
有关中国心理测验的报告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现。
1990 年中国参加了国际测验委员会 (ITC)，并进入了它
的理事会。 1991 年 12 月 2-5 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
我国第一次心理测验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2 年开始了与台湾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张厚粲
的带领下，她所领导的两个三级学术组织 (中国心理学
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下属的两个分会 — 心理测验
分会和教育统计与测量分会)，后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
统计与测量分会也加入，共同联合起来与台湾的测验
学会建立起隔年一次学术交流的固定联系。名称为海
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量学术研讨会，从 1993 年 12 月
在台北举行第一次会开始，至今已分别在台湾和大陆
举行 13 次，有一百多位大陆学者访问了台湾，近乎相
同数量的台湾学者访问了大陆，并且每次会后有论文
集出版。这项学术交流活动，每次有大约 100 人参加，
不仅增加了信息交流，提高了研究的积极性，同时加
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两岸学者的友谊。有一些合
作研究也在开始建立。

4

近十年以来的心理与教育测量

进入 2010 年以来，心理和教育测量在中国得到了
迅猛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研究人员的数量日益加多， 研究的内容也
与 国 际 更 加 接 近。 比 如 辛 涛 等 人 (2015) 的 《Local
Equating o f Cognitively Diagnostic Modeled Observed
Scores》， 陈平等 (2016) 的 《A new online calibration
method f or multidimensional computerized ada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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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郑 蝉 金 等 (2018) 的 《T he in f ormation
product methods : A uni f ied approach to dual −
purpos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涂 东 波 等
(2020) 的《Q − Matrix Estimation Methods f or Cognitive
Diagnosis Models : Based on Partial Known Q −
Matrix》 等 一 系 列 文 章 也 相 继 在 Psychometrika，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等国际心理与教育测量的主流期刊上发表。
二是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建立，于 2007 年
成立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2012 年 7 月，
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华东、华中、东北，陕西各个
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部
考试中心和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机构作为核
心协同单位，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基础上
成立了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着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任务，通过整合国内外相关
领域的专业力量，搭建多学科、多领域的基础教育质
量监测队伍，研发多学科、多领域的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指标体系与工具，建立全国性的多级基础教育质量
监测数据采集网络。在 2007 年-2014 年，开展了国家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试点监测，从 2015 年起，正式开
展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以语文和艺术、数学和体
育、科学和德育的组合方式，每年对两门学科进行监
测，三年为一轮，覆盖内地 31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8 年，我国首份《中国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发布，这是我国首份国家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德智体
美和学校教育教学等状况进行了客观呈现，并对如何
进一步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提出了建议。
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成立省级基础教育质量检
测中心，结合各地特色，开展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活动，
把脉基础教育， 让更多学生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及中国基础教育质
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于 2015 年承办了国际心理测量研
讨会 (IMPS 2015)，这是这一心理测量领域历史悠久、
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学术会议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
中国召开。参会人士达 600 人，其中包括 200 余名海外
教育与心理测量学界学者、科研人员和机构人员，以
及 300 多名中国有关高校和科研、测评机构的学者和
人员。海内外专家学者详细介绍心理与教育测量领域
的最新方法、技术和研究进展情况，分享彼此的研究
理念与成果。
三是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大型教育评价项目。国际
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进行的 15 岁学生阅读、数学、科学能力评价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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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教育部考试中心引进并启动了 PISA2006 中国试测 Computer − Based Problem Solving : Application o f the
研究项目，在天津、北京、潍坊三市进行了试点性测 Modi f ied Multilevel Mixture IRT Model》通过国际学
试，获得了关于中国 15 岁青少年的表现及教育存在问 生评估计划 (PISA) 2012 中的一个复杂问题解决任务中
题的一些有价值结论。 2009 年 4 月 17 日，PISA2009 记录的过程数据，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多层混合 IRT 模
的测评在上海市 152 所样本学校同时进行，参加测评 型 (MMixIRT) 来探索问题解决策略；骆方等人 (2019)
的 15 岁学生人数共 5115 名。这是上海市也是中国大 的《Automatic Generation o f Number Series Reasoning
陆地区第一次参加 PISA 的正式测评，随后中国内地参 Items o f High Di f f iculty》开发了一种新型的用于数字
序列推理项目的自动生成器，构建了项目特征对项目
加了 2012、2015 以及 2018 年的三次评估。
四是心理和教育测量在高考改革中发挥重大作用。 难度的预测模型。
同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朱廷劭开展网络
高考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全社会极其关注。 2014 年 9 月 4 日，作为中央部署全 行为心理研究，从网络行为的分析实现对用户人格、
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国家关于考试招生制度 心理健康以及社会态度的感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群
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最为 体心理的预警预报和有效干预。《Assessing Suicide Risk
and Emotional Distress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 A Text
全面和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此轮的改革从考试科目、高校招生录取机制上都 Min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Study》(Cheng, Li, Kwok,
做出了重大调整，本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考试科目 Zhu, & Yip, 2017) 使用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的方法评估
设置方面明确规定，高中将不再分文理科，高考总成 中国社交媒体中的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
绩改由两部分组成。同时对招生录取机制进行了重大
改革，探索基于统一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5 存在问题与展望
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各地的教育考试
(1) 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心理和教育测量研究者
院也结合本地教育的实际，出台地方高考改革政策。
应当勇于肩负起教育改革的重任，积极投入到教育改
心理和教育测量学者不仅在等值方案设计，分数
革的浪潮中，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深化高
合成和转换，试题分析等方面承担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考改革、落实核心素养等教育改革的难题服务。
而且在如何进行核心素养测评、高阶思维能力测评等
(2) 人工智能、教育大数据飞速发展，对传统的心
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辛涛等人 (2019) 的《新高
考目标的测评路径探析》，指出完善标准参照测验、推 理和教育测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其中既有对传统
动综合素质测评落地、加强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制度是 心理和教育测量方法的更新，也有对传统心理和教育
实现新高考健康育人目标的路径，完善测验流程、减 测量内容的扩展，心理和教育测量研究者要积极顺应
少测验项目功能差异是实现新高考维护社会公平目标 人工智能和教育大数据的发展，学习新的理论模型、
的路径。杨向东 (2020) 的《关于核心素养若干概念和 研究方法，推动国内教育大数据领域研究的发展。
(3) 增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能力。教育大数据
命题的辨析》从核心素养的内涵分析出发，突出整合
的核心素养观对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性，从 时代下，仅仅依靠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方式已经不
认识论、知识观和学习观的角度对一些错误观念的根 足以进行大规模、大量级的深度研究，心理和教育测
源与弊端进行辨析，强调连接学生日常生活和社会实 量研究者要主动增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能力，了
践的多样化真实情境在核心素养培养过程中的根本价 解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利用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学习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为心理和教育
值。
五是紧跟心理与教育测量研究新浪潮。人工智能、 测量研究服务。
(4) 加强国际交流，要大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大数据的飞速发展给心理和教育测评的工具和方式
带来了革新的机会。 我国研究者已经在作文自动化 积极参与国际顶级会议，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
评分、主观题自动化评分、课堂影像的自动化分析、 与国外知名高校联合培养高素质心理和教育测量学者，
人机交互式新型测评、游戏式测评、过程性数据挖掘 不断吸收国外先进理论及经验，同时立足国内实际，
领域展开了大量研究。代表性的论文如下：黎坚等人 结合中国人的特点开发新型测验，推动中国心理和教
(2015) 提出了利用电子游戏实现心理测评的思路，即 育测量进一步创造新的辉煌。
通过对电子游戏进行改编和重新设计，提取计算机所
记录的日志文件 (log file)，利用游戏任务的过程性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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