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开发

开发有效、
可信、公平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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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一些高风险考试的目的是为了筛选出那些具

设。然而，一定程度的考分误差是难以避免的。应试

有必须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考生，也有些考试

者的表现受许多因素影响，如焦虑或考试当日的状态

将应试者的表现放在统一的标准下比较优劣。无

等。尽管这些因素在应试者的控制能力之外，但考试

论目的如何，考试都必须有效、可信和公平 。
（1）

主办方和组织者有义务标准化那些可能导致考试分数
非正常波动的可控性因素，如考试环境和考试本身。

效度、信度和公平性
应试者应完全凭借知识层面的理解能力来答题，

效度
教育和心理测试标准 将“效度”描述为“开发
（1）

和评估考试时应考虑的最基本因素”。简而言之，考
试的效度与以下两个问题密切相关：

除此以外任何影响考生选择正确答案的因素均被视为
误差。我们应该了解两种类型的误差。系统误差反映
应试者之间的差异，与考试目的无关。如，定量推理
试题要求考生有较强的口语表达能力，就会引入一个

1. 考试是否考核了其想要测试的内容？

影响考试成绩的变量（语言能力），其与考试目的

2. 对考试分数的解释是否合理和适当？

（评估定量推理能力）无关。随机误差是临时、偶然
因素对考试结果的影响，如应试者看错题或论述题评

评估考题开发的过程，分析考题间关联性及其是
否与考试方案相符等均可用来证明考试的效度。考试

分错误。下表反映了分数差异、效度和信度之间的关
系。

效度也可以通过比较考试分数与外部相关变量来进行
评估。例如，某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可与学生表现进行

考生间的实际差异

比较，从而获取相关的考试效度信息。
信度
信度指考试的一致性和随机误差的大小。考试之
所以有用是基于应试者的知识水平具有稳定性的假

系统误差
考试总分波动

信度
效度

随机误差

开发有效、可信、公平的考试

通过分数线设置

公平性
教育和心理测试标准 指出，“公平一词被用于
（1）

许多地方，没有一个具体的技术含义。”该标准列出

对于要求判定及格/不及格的考试，必须设置一
个通过分数线，通常有三种方法：

了公平一词就考试有关的四种用法：A）没有倾向
性；B）公平地执行考试流程、计算和使用考试成

1.整体法 – 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分数（如60%）

绩；C）考试结果的等值化，能力相同的应试者应得

2.定额参照法 – 一个固定的及格率（例如，排名

到相同的考试成绩，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群体（如种族
或民族）；D）获得学习资料的机会均等。

前60%的考生）
3.标准参照法 – 按照必须达到的能力水平来设定
绝对及格分数

试题开发过程中包括考题倾向性和敏感度审核，
并可利用统计方法识别出那些对某些考生群体有倾向

在这三种方法中，通常不会使用整体法，定额法

性的考题。试题表现差异（DIF）分析可以在控制考

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如有限的参加培训课程的名

生能力差异影响的前提下，甄别出在不同考生群体之

额），而标准参照法是我们推荐的方法。特别是对执

间表现不同的试题（如性别、民族、社会人口状况、

照或认证类高风险考试来说，标准参照法更是业内广

年龄）。也就是说，答对考题的概率在不同群体之间

泛认可的首选方法。Pearson VUE的心理测量师正是使

有所不同，即使是具有同等能力的应试者也是如此。

用标准参照法帮助客户设置理想的通过分数线。

差异较大的试题需要经过更严格的内容审核，以调查
试题可能存在的倾向性，并决定是否继续在题库中留
用。应该强调的是，试题功能差异并不一定等同于倾
向性，一道试题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可能有其他合理
的解释。

组卷
Pearson VUE在计算机化考试组卷方面具有丰富的
经验。我们的内容开发人员和心理测量师与客户一同
选择适合的组卷模式，包括固定问卷、线性动态或自
适应考试。固定问卷是指生成多个包含一定数量考题

标准的通过分数线设置、组卷和等值化对于建立

的且在统计意义上等值的试卷版本，线性动态考试是

公平的考试流程和评分方法非常重要。这些概念将在

根据定义好的内容和统计特征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考题

下文中讨论。

的组卷方法。

名词解释
• 经典测试理论（CTT）

• 计算机化自适应考试（CAT）

• 结构无关差异

一个基于任何考试都是由两个独立部
分组成之假设的考试开发与评估框
架。这两个部分为： １）考生的实
际水平，２）随机误差。根据特定考
生群体中正确作答人数的比例，以及
单题得分和考试总分的相关性（试题
－考试相关性）对试题进行分析，并
根据应试者答对的题目数量为其打
分。

是一种计算机化考试，它根据应试者
回答前面试题的表现从题库中挑选后
面的试题。根据试题反应理论
（IRT），这种测试的目的是为每个应
试者挑选难度适中的试题。应试者答
题表现好，后面的考题难度就会增
加；反之则会降低。自适应考试的长
度可以固定或不固定。

“考试分数受与其预定结构无关过程
影响的程度。”（美国教育研究协
会、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国家教育
测评委员会（1999）教育和心理测试
标准，第10页）

技术参数包含以下试题细节及其呈现方式：

在自适应考试中，计算机根据考生前面答题反映
出的能力水平为其抽取后面的考题，从而更准确地评
估考生的能力。选择组卷方法需要考虑到题库的规模
和质量、考生数量和考试发送的频率。

• 试题预览
• 图表和图片的要求（例如，尺寸和格式）
• 与试题一起显示的辅助信息（如附件、说明、计
算器）及其显示格式

• 是否允许考题/页面回看

等值化和量表化
通过等值化对及格分数进行调整，以使不同版本
的试卷同等地反映出不同考生的能力，即某一应试者
不会得到比其它应试者更容易或者更难的试卷。
Pearson VUE通常利用试题反应理论（IRT）将两
个或两个以上问卷版本中的试题放在同一标尺上。
IRT运用统计模型将所有试题参数放入同一标准量表
中，从而建立起IRT标准题库。这样组卷和设置通过
分数线时会考虑到不同问卷版本间的轻微难度差异，
且在抽取考题时，未经测试和量表等值的考题不会出
现在试卷中。如采用固定试卷，则会预先生成一定数
量的经等值化的问卷版本，考试时为考生随机选取一
个版本。如采用LOFT考试，则在考生开始考试时即时
生成试卷。

考试功能

实施计算机化考试时，应确保其有助于更好地评
估应试者的能力，而不会造成其它方面的干扰或影
响。
通过与Pearson VUE合作，并按照心理测量学最佳
实践严谨地开发考试并充分利用计算机化考试的功
能，考试主办方可创建有效、可信和公平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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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考试方案或考试蓝本（考试内容大纲）的补充。

• 结构表现不足

• 等值

• 试题反应理论（IRT）

“考试未能抓住结构重点的程度。”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美国心理学协
会和美国国家教育测评委员会
（1999）教育和心理测试标准，第10
页）

用统计方法调整不同试卷版本的考生
分数使其使用同一量表的过程。

分析应试者对一组试题表现的统计模
型，它的基本假设是，应试者正确答
题的概率取决于应试者的 “能力”和
一到三个试题的特征。考题的三个特
征用“参数”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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