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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开发和心理测量服务

Pearson VUE

考试开发服务
公平、公正、有效和可靠是我们对一个成功高风险考试的定义。而成功取决于
诸多因素，包括试题的质量和完整性以及考试开发流程。更重要的是，取决于
创建、测试和校验测评的内容开发人员和心理测量师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Pearson VUE拥有一支权威的内容开发与心理测量服务团队，可帮助考试主办
方开发出高质量的考试内容，用以颁授他们最宝贵的资产－证书。

内容开发团队
为了确保考试内容的有效性和正当性，Pearson VUE的内容开发团队在创建和
维护大型题库方面拥有难以超越的能力。
我们与客户指定的学科内容专家共同创建题库，其重点是那些能有效区分合格
和不合格考生的知识点。我们的专业知识涵盖各类考试的各个内容开发阶段，
包括入学考试、职业认证和执业资格考试。

心理测量服务团队
Pearson VUE的心理测量服务团队有多位拥有科学测量高级学位的高素质心理
测量师。他们在考试开发的每个阶段为客户提供帮助，包括考试设计、考试与
试题分析、试卷编制、试卷等值以及标准分数线设定（及格分数线）等。

考试开发服务
计划评估
第一步是与各主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审核考试计划，全面
了解客户的目标和要求。在汇总客户要求阶段，我们的
内容开发人员和心理测量师将对现有的考试资料和其它
相关文档进行一次全面审阅。凭借200多年的丰富经验，我们的团队将提供合理建议来指导和
协助客户开发高风险考试。考试计划评估的成果是一个总结报告，其中提出了我们的最佳实践
建议。

工作任务分析
通过一个系统化的流程来确定测评内容对确保考试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我们的内容开发人员和
心理测量师擅长利用循证法系统化地确定与测评目的最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此项分析的
成果是创建一个考试蓝本，即一个关于将要测评什么的详细计划。

考试设计
我们在满足世界各地不同行业客户的各类需求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意味着我们十分擅长
考试设计这一关键步骤。Pearson VUE的考试开发人员可向客户推荐各种考试实施方法和试题
类型，以确保公平、一致的标准得到贯彻，并以最合理的方式测评考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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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分数线设定

试题库维护

Pearson VUE的考试开发人员可以主持或参与标准分数线设定会议，以确保通
过考试的考生均已达到一个合理、公正的标准。我们的心理测量师可通过面对
面或者在线会议与客户沟通，他们在运用各种主流标准分数线设定方法方面有
着丰富的经验。

开发高质量试题不仅仅是编写试题。Pearson VUE的程序和系统支持完整的试题开发流程，包
括维护试题库，提供工作流程管理和版本控制，用以全程追踪试题表现。我们可以推荐预测试
策略，在确保试题适用于考试目的后，才将它们用作计入考生分数的真题。我们采集同时存储
在题库中的试题统计数据，符合统计标准的试题将在今后的考试中作为记分试题。

试题开发
好的考试需要好的内容。Pearson VUE内容开发团队擅长开发各类传统和创新
题型。为了最大程度提高灵活性，我们提供两种基本的试题开发服务模式：

试题语言评审

研讨会模式

Pearson VUE内容开发团队有专门的成员，负责审核试题的语法、语言清晰度、文体风格以及
是否符合考试行业的各项标准。该过程还包括评估试题的文化敏感性以及可能给予特定考生群
体优势或劣势的潜在倾向性。

在这种模式下，客户提供负责编写和评审试题的学科内容专家，Pearson
VUE的内容开发团队通过组织现场和在线形式的研讨会提供试题编写培
训。

试卷编制

我们认为，编写好的试题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凭借多年积累的试
题编写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培训客户的学科内容专家编写出可高效测评相
关知识和技能的高质量试题。

承包服务模式
该模式是为那些希望将考试开发流程外包的客户而设计的。Pearson VUE
在招募和管理试题编写人员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考试主办方通过双方商
定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实现高层次的监督。

为了确保考试结果的有效性，且考生不会受到考试版本不同带来的影响，Pearson VUE的心理
测量师和内容开发人员将创建符合内容大纲和心理测量规范的试卷。试卷编制流程包括由心理
测量师根据统计和内容标准创建试卷或题库初稿，然后我们的专家将对试卷进行评审，并有可
能与客户的学科专家召开一次研讨会，以最终敲定试卷。Pearson VUE的心理测量师将进行一
项被称为“等值”的统计工作，以便让不同试卷版本的分数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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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测量分析

技术报告

运用“经典测试理论”和“试题反应理论”这两种主要方法，Pearson VUE的心理测量师可以
进行严谨的分析，监控和评估总体考试和单项试题的表现。我们为客户提供监控结果报告，供
他们改进考试的测评质量。

Pearson VUE可以提供完整的文档，详细说明我们在开发、维护和审核客户考试时所使用的
方法。我们的心理测量师负责编写和讲解技术报告，这些报告完整记录了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以
及统计分析所提供的信息和结果。全面的技术报告可确保我们的客户拥有所需信息，使其坚信
他们的考试符合最佳实践标准，且具有合乎法律标准的公平性。

经典测试理论
经典测试理论（CTT）是一种描述考试分数表现的传统
方法。CTT对考生和试题所做的假设很少，旨在通过观
察到的分数来描述变化。使用CTT可以生成正确选项和
干扰选项的统计数据，用以描述考试的可靠性、试题
的难度以及试题针对不同表现考生的区分度。

试题反应理论
试题反应理论（IRT）通常用于高风险考试。IRT基于
以下理念：正确回答某个问题的概率是考生的能力和
某些试题参数的一个函数。运用IRT的基础是一个经过
校准的试题库，库中试题的参数经足够数量的考生测
试获得。Pearson VUE心理测量师擅长开发经过校准
的试题库，并运用IRT进行心理测量分析。

当把考试作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决策依据时，考试必须由专业人士开发，且具备心理测量学层面
的合理性和公平性。Pearson VUE的考试开发服务可以让客户确信，他们的考试满足这些标
准。

更多信息，敬请垂询
Pearson VUE的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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