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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高考改革中的教育测量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创新
梁正妍 a , 张敏强 a , 黄菲菲 a , 康德荣 a , 徐玲玲 a
a

华南师范大学

摘要
中国新高考改革为教育测量学的研究者和应用者提供了一个直接参与中国高
考改革的契机。因而，对新高考的特点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从
理论、方法或技术上给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不仅利于中国新高考改革的
顺利开展，还将拓展和丰富教育测量学的研究和应用。本文针对中国新高考
改革中由计分方式和自主选科所带来的考试的稳定性问题、不同年度和“一
年两考”分数等值问题，以及如何基于高考数据分析对基础教育教学进行反
馈的问题，给出了研讨性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引言
中国高考有很长的历史与渊源。特别是近 40 多年
在为高校选拔人才、鼓励青年学习上进、为国家培养
专业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
高考的高度竞争性、“指挥棒”作用，使得学校及地方
教育管理部门将“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价标准，从而对
基础教育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高考的批评
也从未停止，要求高考改革的呼声很大。 2014年国务
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 (国发[2014]35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拉开
了中国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序幕 (本文称之为中国新高考
改革)。
中国新高考改革给传统的命题方式以及考试评价
模式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学业水平考试分为
合格性考试与选择性考试。从教育测量学的角度看，
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为标准参照测验，学业水平选择
性考试因为其成绩被转换为等级分后计入高考总分，
并作为录取的依据，因此使之兼具了标准参照测验与
常模参照测验的性质。在命题时，考查内容、试题设
计、试题难度等试题试卷统计分析参数以及对试题试
卷的评价均需考虑常模参照与标准参照两种测验性质
并存的情况，这就需要在分析方法及理论依据上对考
试评价进行创新。
其次，“一年两考”对考试数据分析以及分数报告
提出了新的要求。同一批考生进行两次或多次考试，
在试卷要求和设计上存在分数等值要求； 然而高考
的高利害性使“锚题/锚人”及非等组设计这些常用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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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方法失效，需要对等值模型与等值方法做出新的探
索。
第三，新高考改革要求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
高校录取的参考依据，但在如何保障综合评价的科学
性、使评价结果具有公信力且与高校招生实现“硬挂
钩”等方面，仍缺乏相应的手段。
针对当前中国新高考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从创
新试题评价模式、建设卷库/题库以及加强数据反馈三
个方面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与方法。

1 中国传统高考的背景及特点
中国传统高考采用文理分科考试的模式，文科生
考语文、数学 (文科数学)、英语和文科综合 (即历史、
地理与政治)；理科生考语文、数学 (理科数学)、英语
和理科综合 (即物理、化学与生物)。文理科界限分明，
学生在高中阶段自主选择了考试类型，而学校则根据
学生的选择按照文理两大类分班，并按照文理科考试
科目安排教学，这种过早的分班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
批评，使得文科生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理科生缺乏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
中国高考考生人数众多，每年约 1 千万考生在统
一时间参与全国大学入学统一招生考试。同时，中国
高考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考试之一，其成绩获得许多国
家的认可，并作为这些国家入读大学的申请资格之一。
因此，在考试的组织、平衡不同区域的学科试题试卷
与考生能力水平的匹配性等方面都需要花费很多的人
力物力及精力。
教育部考试中心每年需要命制多套试卷，各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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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结构基本相同，但有相应的难度梯度，由各省按 考试 (即合格性考试) 和高考中除语数英之外的物化生、
照本省的特点选择其中的 I、II、III 卷中的一套使用。 史地政等学科考试 (即选择性考试) 的命题及其组织工
此外，中国高考具有分省招生计划与全国统一考 作。考生的“选择性考试”成绩则以等级分 (海南省使用
试的双重特征。不同省份的考生人数有很大的差异， 标准分) 的形式计入总成绩 (部分采用“3+1+2”的省份，
考生最多的省份有多达 100 万人，而考生最少的省份 其物理或历史科成绩也以原始分计入总成绩，其余2科
仅有 5 万人。但考试招生计划又以省为单位制定，因 以等级分计入总成绩)。
而同一所大学在面向不同省份考生进行招生录取时其
为 避 免“分 分 计 较”， 在 目 前 已 经 参 加 高 考 改 革
分数线也有很大的差异。
的14个 省 市 中， 有13个 省 市 采 用 等 级 分 的 方 式 报 告
传统高考的模式有利有弊。传统高考采用文理分 “选择性考试”的成绩 (海南省使用标准分)，各省根
科的模式使得同一类型考生的考试科目固定，且招生 据其考生总人数和学业水平的划分要求，各等级比例
录取也采用文理科考生分开录取的模式，因此考生仅 略有不同。
在自己选择的考试类型中进行排位、比较和录取，相
对公平。但由于高考具有高利害性，学校为追求升学 3 中国新高考改革对教育测量理论、方
率，因此采用应试教育模式，过早地对学生进行文理
法及技术的挑战
分班。“不考不教、不考不学”，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
表1对比了中国传统高考与中国新高考在考试形
有所缺失。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在专业发展和交叉学科
式、考试科目、评价方式、科目自主选科权以及考生
的学习应用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知识与能力短板，从
情况等方面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新高考给予了考
而使得中国的大学生经常被诟病：知识结构有短板、
生考试科目的自主选择权。而对于考生来说，有选择
创新性不强、能力发展后劲不足等等，这无疑对学生
权是好事，但是怎么选却面临着一定的困惑，因为考
的全面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试科目的选择受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高考作为高利
害性考试，考生在选择选考科目时除了要考虑自身学
习兴趣和能力外，还需力争分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2 中国新高考改革的特征
考生还会考虑各学科的学习课时安排以及各学科学习
中国新高考改革 (国发[2014]35号) 提出“考生总成
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 3 个科目的成绩和 的困难程度、各学科选考的人数以及拟报考高校和拟
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3个科目的成绩组成。保持统 报考专业对考试科目的要求等。这最终导致了新高考
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 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即每一个年
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计入总成绩 度不同科目选择人数的不确定、不同科目考生群体能
的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 力分布的不一致。各省主导的“选择性考试”因为诸多
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的不确定性，导致命题难以做到难度与考生水平相匹
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 新高考改革方案给了 配，年度间同一科目的命题难度也难以稳定。这些因
考生充分的选科自由，不再延续原来文理分科的模式， 素的叠加作用，最终都将影响考生的成绩以及下一年
而采用“3+3”或“3+1+2”的模式。除语数英三科由教育 考生的选科情况。
这也使得传统的教育测量理论与方法在解决新高
部统一命题 (数学不再分文理科) 不予以自主选择之外，
考所面临的上述问题时遇到了一定的挑战：
其他的6个学科 (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
1.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选择性考试”的定位发生
理，个别省份还加信息技术) 中，考生可自主选择其
中3个学科参加由各省自行命题并组织的“选择性考试” 了变化。依据“选择性考试”的命题要求，其考试内容
(亦称等级性考试)。图 1 描述的是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分 为高中课程的必修与必选修两个课程模块内容，在以
两个课程模块作为命题及考试要求的情况下“选择性考
类考试的关系。
根据新高考改革要求，新高考分为省级的学业水 试”应归属于标准参照测验，即考生达到了高中课程的
平选择性考试与全国的统一高考两个部分。教育部负 必修与必选修所要求达到的水平即可。但因为新高考
责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数英的命题及考试组织工作。考 改革中“选择性考试”的成绩被要求转换为等级分并计
生这部分的成绩以原始分的形式计入总成绩 (海南省使 入高考总分，作为高校录取的依据之一，这使得“选择
性考试”也具常模参照功能。因此，新高考改革背景下
用标准分)1 。
省级教育部门主导学业水平考试，负责高中毕业 的“选择性考试”兼具了标准参照测验与常模参照测验
的性质。在命题时，考查内容、试题设计、试题试卷
1 根据海南省2018年出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深 统计分析参数，以及对试题试卷的评价都需要同时考
虑常模参照与标准参照两种测验并存的情况，因此，
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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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高改革背景下分类考试的关系

需要在理论依据与分析方法上对考试评价进行创新。
2. 根据《实施意见》，实施新高考的省份，学生
有两次参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或外语考试的机会，“一
年两考”对考试数据分析提出新要求。同一批考生进行
两次或多次考试，在试卷要求和设计上存在等值问题。
然而由于高考具有高利害性，使用过的试题不能再次
出现，甚至类似的试题也不行，因此不能实施考前试
测，这就使得传统的“锚题”/“锚人”以及非等组设计这
些常用的等值方法失效，需要对等值模型与方法进行
新的研究与探索。
3. 新高考改革要求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
录取的参考依据，但是在如何确保综合评价的科学性
使评价结果具有公信力以及如何实现“硬挂钩”等方面，
仍缺乏相应的手段 (目前基本上处于“软挂钩”状态，即
综合素质评价对录取参考价值不大)。因此，如何将学
生的道德品质、身心健康、兴趣爱好等非学业因素数
据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特别是关于品德行为的评定，
怎样才能做到可量化、可比较，目前仍无法找到一个
合适的评定模式或可操作的标准，这也是教育测量方
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4.1 试题试卷评价的创新应用
新高考改革中标准参照与常模参照共存，应该用
何种理论、方法来评价试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显然，
经典测验理论 (Classical Test Theory, CTT) 方法由于参
数计算依赖于被试群体的特点，使得基于 CTT 方法做
出的信度、效度评价会因为考生群体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每一道试题的难度、区分度也会因为考生群体的
不同而不同。因此，评价试题的创新应用可从以下两
方面考虑：
4.1.1

CTT 与 IRT 的结合应用

基于 CTT 参数对考生群体的高度依赖性，可将
试题参数的分析具体定位到不同能力水平的考生群
体上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可按照大学录取批次的不
同，对不同层次的考生进行分层 (比如前10%、前20%、
前50%等考生层次)，应用 CTT 分别计算不同层次考生
群体的各种试题试卷参数，获取试卷、试题面对不同
考生群体的区分能力以及难度值。
而项目反应理论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克服
了 CTT 参数估计对样本的依赖性问题，不仅能够实现
试题参数估计跨群体的不变性，同时还能将考生的能
力参数与试题的难度参数定义在同一度量系统上，并
通过项目特征曲线直观地呈现出来。
4 新高考改革中教育测量的创新应用
因此，结合 CTT 分层分析中不同能力水平考生群
新高考改革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限于篇幅，本 体的分析结果与 IRT 的项目特征曲线图可解决不同能
文就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展开研讨。
力考生的试题适配性问题 (即试题更适合哪个层次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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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传统高考与中国新高考的对比表
考试形式
考试科目

传统高考
文理分科
文科：语文、文科数学、英语、历史、
地理、政治；
理科：语文、理科数学、英语、物理、
化学、生物

a

评分方式 (总分) a

原始分

科目自主选择权
考生人数

没有
文理科考生人数确定

新高考
文理不分科
语文、数学、英语由全国统一命题统
一组织考试，其余6科 (物理、化学、
生物、政治、历史、地理) 由各省组织
命题和考试，考生从中自由选择3科考
试
原始分与等级分相结合 (语数英3科采
用原始分，其余自主选择的3科采用等
级分)
有
不同选科组合考生人数不确定

海南省各科成绩以及总成绩使用标准分呈现

和 CDT 两大理论，而且能同时提供标准参照和常模
参照的信息。合理应用它不但有助于考试的设计分析，
而且有助于考试的操作运转和评价。其中，高阶部分
能提供常模参照信息，理论上能容纳多个维度和不同
结构，实际中较常使用一维和共同负荷的结构模型；
低阶部分能提供标准参照信息， 可以是各种简约的
CDM 比如 DINA, DINO, LLM 或者是饱和模型如 GDINA 和 LCDM。下面以最早使用的 HO-DINA (HighOrder Deterministic Inputs, Noisy “and” Gate model; De
La Torre & Douglas, 2004) 模型为例进行介绍，其他模
型原理上相同。
HO-DINA 模型是在 DINA 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
较“属性”高阶的“能力”参数 θ 。该模型不仅能描述考生
的总体能力水平，还能描述考生对属性的掌握情况，
以及考生掌握属性与能力的关系，因此能提供更为丰
4.1.2 引入新的测验模型 – 认知诊断的高阶潜在特质 富的信息。在 HO-DINA 模型中，α
α 与 θ 之间存在如下
模型
数学关系：
能力水平的考生)，从而让不同功用的试题构成一份既
具有标准参照功能又具有常模参照作用的试卷。例如，
表 2 和图 2 分别呈现某道试题 CTT 分层分析结果和该
试题的 IRT 项目特征曲线。基于 CTT 分层分析的结果
来看，该试题对前10%的考生具有最大的区分度，对
应于 IRT 的项目特征，能力值θ 在1.89左右的考生有最
好的区分度，即该题更适合高能力水平的考生，可标
定为常模参照性试题，适用于选拔具有较高学业水平
的考生。
此外，对不同层次的考生进行分层分析，有助于
建立分类考试、 多元录取、 自主招生等多样选拔录
取方式，确立人才综合评价机制，促进人才的科学选
拔。

高考每年定期举行，并处于长期实施的状态，实
施过程可分为多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环节，考试
K
α |θ ) = ∏ P(αk |θ )
P(α
(1)
的顺畅实施有赖于各个环节之内及其之间良好的组
k=1
织协调。但由于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选择性考试”兼
exp(λ0k + λk θ )
具了标准参照与常模参照两种性质的测验，目前国内
P(αk |θ ) =
(2)
1 + exp(λ0k + λk θ )
仍欠缺有效的理论和技术手段串联不同的环节，各个
环节在实践中容易脱节、甚至处于完全独立的状态，
其中，λ0k 是属性 k 的截距，而 λk 是属性 k 在能
为考试的顺畅实施增加了难度。利用现代心理测量的
两大理论- IRT 和认知诊断理论 (Cognitive Diagnostic 力上的负荷。而在低阶的属性部分则采用经典的 DINA
Theory, CDT)，我们可以构建合适的技术方法去更有效 模型：
地沟通和联系各个环节，使得考试实施更为顺畅。
K ∗j
高 阶 认 知 诊 断 模 型 (Higher-Order Cognitive
α ) = δ j0 + δ j12...K ∗j ∏ αk
P(α
(3)
Diagnosis Model, HO-CDM) 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 IRT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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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TT不同能力水平考生群体试题参数表
难度
区分度

全部考生
0.11
0.21

前2%考生
0.76
0.39

前6%考生
0.58
0.44

前10%考生
0.47
0.51

前50%考生
0.18
0.33

后40%考生
0.00
0.00

图2
IRT项目特征曲线

其中 δ j0 和 δ j12...K ∗j 为题目参数，与一般的 DINA
模型参数相同， 这里不再赘述。 相较于其他 CDM，
HO-DINA 模型的属性参数和“能力”参数并存的特点，
可以为命题人员、教研及教学人员提供考生更多的诊
断信息。

4.2 卷库/题库的建设
要解决“一年两考”以及确保分省命题的质量与稳
定性和延续性，建设一个卷库/题库的思路是可以考虑
的。
4.2.1

卷库/题库建设

如果一个题库都由高质量的试题组成，而试卷又
都由优良的试题 (特别是CTT的难度、区分度优良) 组
成，最终所组成的试卷可能并不是一份优良的试卷。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各省内的市、地区的文化、经济、
教育水平的差异性都很大，而 CTT 的难度、区分度与
被试密切相关。因而，建设卷库/题库更符合各省的实
际需求。同时，当有足够的试卷已经形成卷库后，也

可以拆分成题，组成适宜当地考生水平的卷库下的“特
殊题库”。
卷库/题库是一种以卷库为前台、题库为后台，同
时兼具学科通用性和考试形式个性化的系统平台。按
照一定的教育测量理论，以“卷”作为单位进行命题，
命制的试卷又可通过“拆分成题”进行分组、重组、微
调，从而实现“卷库”与“题库”之间互通、互联、互换的
功能。一份好的试卷必定是与考生能力水平相匹配的，
而好的试卷一般要经过试测，获取数据并作全面的分
析，才能得到相应的评价。卷库可以通过命题教师按
照命题原则及命题标准，研制多套“平行试卷”，并从
每套平行试卷中随机抽取部分试题组合成试测试卷。
这样，试测试卷可作为各“平行试卷”间的“锚”，从而
可获得各“平行试卷”的参数。此外，因试卷的设计是
根据“平行试卷”的原则编制，所以试测的参数实际上
也可以“迁移”或“对应”于其他未测试的试卷试题，从
而达到试题试卷与考生的知识、能力水平相匹配的效
果。这项工作需要由学科专家、教育测量专家、信息
技术专家的合作与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并达到理想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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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梁正妍 等

“一年两考”的“等值”问题

K

中国的高考特点决定了试题不可能也不可以被重
复使用，所以“等值技术”中“锚人”或者“锚题”的理论方
法在中国高考这个特定环境下是无法实施的。因此，
结合新高考改革的实际情况，需要有新的理念、理论
与方法去解决“一年两考”中的“等值”问题。国外的学者
(Mislevy, Sheehan, & Wingersky, 1993; Wright & Dorans,
1992; De Boeck & Wilson, 2004; Wei, Liu, & Dorans,
2013; Liao & Livingston, 2012; Wei & Morgan, 2016) 提
出了许多新的替代传统“锚人”或者“锚题”的方法或者
思路。其中，De Boeck 和 Wilson （2004）提出的解
释性项目反应模型 (Explanatory Item Response Model,
EIRM) 中的线性 Logistic 测验模型 (Linear Logistic Test
Model, LLTM) 值得我们去尝试实现测验等值中无锚人
或者无锚题这一构思。
EIRM 是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框架下提出的，它
通过题目和考生的属性对 IRT 模型中的考生能力参数
和题目参数进行预估 (De Boeck & Wilson, 2004)。在
EIRM 中，LLTM 估计的是题目的属性效应，而非个
体题目效应。此外，它通过在模型中额外纳入题目属
性的交互项，还可以研究题目属性间的交互作用。与
Rasch 模型不同的是，LLTM 是通过题目的属性来预测
题目参数：
K

n pi = θ p − ∑ βk Xik − εi

(4)

k=0

在公式(3) 中，Xik 表示题目 i 在题目属性 k (k =
1, . . . , K) 上的得分，βk 表示题目属性 k 的回归权重。
因此，和 Rasch 模型相比，LLTM 用一个线性方程去估
计题目参数 βi ：
βi 0 =

K

∑ βk Xik + εi

(5)

k=0

值得注意的是，当题目属性的预测效果较差时，βi 和
βi 0 不相等。
基于 LLTM 进行等值的实施过程和基于 IRT 测
验等值的类似：首先，根据题目的共同属性对不同考
生在不同测验形式上的作答情况生成作答矩阵和属性
矩阵；其次，通过 LLTM 对考生的能力参数和题目参
数进行同时估计；最后，对题目参数进行链接进而实
现测验分数等值。注意在对不同测验形式得到的作答
数据进行同时标定 (concurrent calibration) 时，参数估
计和量尺化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以二级计分的两参数
Logistic 模型为例，LLTM 可以通过公式 (6) 实现对考
生能力参数和题目参数的估计：

P(θ ) =

expai (θ p −∑k=0 βk Xik −εi )
K

1 + expai (θ p −∑k=0 βk Xik −εi )

(6)

其中，Xik 表示题目 i 在题目属性 k (k = 1, . . . , K) 上的
得分，βk 表示题目属性 k 的回归权重，εi 表示剩余无
法解释的题目效应，满足εi ∼ N(0, σε2 )，ai 是题目 i 的
区分度。
引入LLTM的测验等值方法，对“一年两考”的分数
等值有重要的意义。

4.3 用好考试数据反馈于基础教育教学
高考以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数据具有高度的权
威性和科学性，但以往的高考考试数据仅仅作为学生
毕业或升学录取的依据，而后全部以保密的名义被束
之高阁，许多有用的数据信息得不到利用。要用好这
批数据，充分发挥教育评价“指挥棒”的作用，就不能
将高考数据以保密或影响社会稳定的理由封存，而应
建立使用及公开这些数据的法规。
首先，在数据分析方面，要研制一个总的数据分
析的技术原则。目前各省考试各自为战，提交的数据
无法统一处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以致各种计算所
得的分数、参数不具备可比性，也缺乏科学性和可靠
性。因此需要对数据提交的形式、数据分析的规则有
一个统一的要求。
其次，在方法的应用方面，要根据不同的评价目
的和要求，引入更多的统计分析方法 (如多层线性分
析、潜在类别分析、潜在剖面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
的应用和创新可以对数据进行更深入、更细化的数据
挖掘分析，从而得到更有针对性的结论、提供诊断性
的考试数据评价反馈，进而帮助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准
确掌握其基础教育教学的现状，有助于各地各级教育
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提升教学水平。
第三，应当重视教育考试数据的纵向分析。当前
教育考试数据评价多为横向数据的评价，横向数据分
析能够即时提供当年测试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但教育发展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要做出合理
科学的教育评价，只有对数据进行纵向分析后所得的
结果才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纳
入纵向分析，可以建立考生能力年际对比，关注考生
个人发展，并作为评估改革质量的参考之一。
第四，要为各种不同服务对象 (市、区、县、学校
的学生、教师等)，提供基于教育考试数据评价结果的
信息反馈服务。教育考试评价的结果不应当仅仅只面
向于教育的决策者，而应该面向教育考试的全体参与
者。但不同的对象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因此需要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评价结果。这就需要将教育考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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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实现考试数据评价结果的
定制化、智能化反馈。做到让上级单位统揽全局，了
解下级单位教育教学情况；让下级单位了解本单位在
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让教师了解自己在教学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让学生了解学习过程的发生机制等。
第五，需要开展关于综合素质评价的教育测量学
的专项研究。要研发评价模型、开发评价平台，对质
性数据与量化数据之间的结合及转换进行研究，从而
找到一种公平公正、科学并且获得考生认可的评价方
法和评价模型。这是一项需要投入及时间的教育测量
学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有赖于学校科研机构的共同
参与和实践应用。
中国新高考改革对当前教育测量的研究与应用提
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也使得每一位教育考试的参与者
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就需要教育测量与考试评价
的研究者们在更深层次上进行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
以切实解决当前中国教育考试所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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