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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 CD-CAT 测验需要同时诊断被试的解题策略、认知状态并评估被试的宏观能力时，就需要在选题过程中兼顾这三个测量
目标。用两种不同方式将多策略香农熵 (MSSHE) 指标与 Fisher 信息量相结合，提出多策略情境中的“带有信息量的有序度”指标
(MSDWI) 选题法与“先用 MSSHE 后用 Fisher 信息量”的两步选题法。基于多策略 RRUM 模型 (MS-RRUM)，将这两种方法与随机
选题法在不同属性数量条件下进行模拟比较，结果表明：当属性数量为 4 个或 6 个时，两步选题法在策略判准率、认知状态判准
率和能力估计精度三个方面都有最佳的效果。
关键词 CD-CAT 多策略认知诊断 多策略 RRUM 模型 两步选题法

１ 引言
认 知 诊 断 计 算 机 化 自 适 应 测 验 (Cognitive
Diagnostic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D-CAT)
结合了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AT) 的“ 自 适 应” 思 想 与 认 知 诊 断 测 验
(Cognitive Diagnosis Testing, CDT) 对 “高效快速”
诊断的追求，因此近年来受到关注。与纸笔形式的
CDT 相比，CD-CAT 能够更加迅速地测量出被试的
认知特征。已有大型研究显示，CD-CAT 能有效地
帮助教师进行课堂教学，并能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提高学生独立进行问题解决的能力，还能让学
习更有乐趣 (Liu, You, Wang, Ding, & Chang, 2013)。
有学者认为，根据教育测评的发展趋势，CD-CAT
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并将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 ( 辛涛 , 乐美玲 , 张佳慧 , 2012)。
在 CD-CAT 中，选题方法是最受关注的技术问
题之一。选题方法就是指从题库中选出最适合的题
目让被试来作答，从而实现自适应的测量思想并提
高测量的效率。CD-CAT 的测量目标可以只包含对
微观的认知状态 (knowledge state, KS) 的诊断，也可
以同时包含对微观认知状态的诊断和宏观能力水平
的评估；此外，若测验任务存在多种解题策略，则

被试所用的解题策略判断也是 CD-CAT 的测量目标
之一，此时的诊断称为多策略认知诊断 ( 为了与之
对应，只有一种解题策略的认知诊断被称为单策略
认知诊断 )。
那么，当 CD-CAT 的测验任务存在多种解题策
略，且测验需要同时诊断被试的策略、认知状态并
评估被试的宏观能力，此时的选题就需要兼顾这三
个测量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选题才能更加
准确、高效和快速，就值得探索。

２ ＣＤ－ＣＡＴ 选题研究综述
查阅国内外文献，发现目前尚缺乏同时兼顾以
上三大测量目标的 CD-CAT 选题研究报告。在已有
的研究文献中，有的是只考虑认知状态的 CD-CAT
选题研究，有的是兼顾认知状态与能力的 CD-CAT
选题研究，也有的是兼顾策略与认知状态的 CDCAT 选题研究。其中，前两类研究都是在只有一种
解题策略的条件下进行。以下分别是这三类研究的
综述。
２.１ 只考虑认知状态的 CD-CAT 选题研究综述
在只考虑认知状态的 CD-CAT 选题研究中，

* 本研究得到“江西师范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资助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AFA170006）和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470050）的资助。
** 通讯作者：张敏强。E-mail: zhangmq1117@qq.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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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类选题方法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一类是由

前为止，尚未发现有研究对 DWI 法和 ASI 法在同

Tatsuoka(2002) 开发的最小化被试认知状态后验分

一模型之下进行比较，故无法判断哪个方法的性能

布的期望香农熵算法，简称香农熵 (shannon entropy,

更好。但是，ASI 法涉及到很复杂的积分运算，给

SHE) 法； 另 一 类 是 Xu, Chang 和 Douglas(2003) 提

编程带来不便，并大大增加运算时间；若用作者给

出的最大化 Kullback-Leibler 信息量算法，简称 KL

出的近似算法做近似计算，又会损失一定的精度；

法。此后有一些学者对 KL 法提出了各种改进，如

此外，ASI 法在计算时需要用到一个权重参数，而

Cheng(2009) 提出了后验加权的 KL 指标 (posterior-

该参数是需要反复尝试以试出最佳取值的，这给使

weighted KL, PWKL) 以及混合加权的 KL 信息量指

用者带来了不便。综上，在本文的研究中，借鉴了

标 (Hybrid KL, HKL)。已经有基于不同认知诊断模

DWI 法而未借鉴 ASI 法。

型的研究表明，在以上的各种方法中，SHE 法的

２.３ 兼顾解题策略与认知状态的 CD-CAT 选题研究

选题效率是最高的 ( 陈平 , 李珍 , 辛涛 , 2011; Dai,

综述

Zhang, & Li, 2016)。

当 CD-CAT 的测验任务存在多种解题策略时，

２.２ 兼顾认知状态与能力的 CD-CAT 选题研究综述
对 于 兼 顾 认 知 状 态 与 能 力 的 CD-CAT 的 选
题，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选题方法，如：

需要对被试使用的策略进行诊断。此时，常规的单
一策略的认知诊断模型是不合适的，需要使用适配
多策略的认知诊断模型。

构 建 影 子 测 验 (shadow test, 又 名 影 子 题 库 ) 的 方

de la Torre 和 Douglas (2008) 将 传 统 的、 只

法 (McGlohen & Chang, 2008)； 双 信 息 指 标 (dual

包 含 单 一 策 略 的 DINA 模 型 拓 展 到 了 多 策 略

Information Index) 选题法 (Cheng, 2007)；“基于最大

DINA(multiple-strategy DINA, MS-DINA) 模型。具体

信息量的方法”(maximum information based method,

做法是：使用多个 Q 矩阵，每个 Q 矩阵各表示一种

miinfor)(Wang, Chang, & Douglas, 2012)。

策略；在每种策略下，每道题目各有一套项目参数

最 近， Dai 等 人 (2016) 提 出 了“ 带 有 信 息 量

与之对应。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策略认知诊

的 有 序 度”(dapperness with Information, DWI) 指 标

断模型，但该模型的提出者并未将其用于 CD-CAT

选题法。随后，他们基于认知诊断理论里的“缩

的研究。

减 的 再 参 数 化 统 一 模 型”(reduced reparameterized

戴步云等人 (2015) 借鉴了 de la Torre 和 Douglas

unified model, RRUM)(Hartz, 2002) 以及项目反应理

(2008) 的做法，将传统的 RRUM 模型拓展为多策略

论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里的两参数逻辑斯蒂克

RRUM 模 型 (multiple-strategy RRUM, MS-RRUM)，

模 型 (two-parameter logistic model, 2PLM)(Birnbaum,

并提出了相应的参数估计方法。然后，将该模型用

1957)，对以上几种选题方法在不同属性数量和不同

于 CD-CAT 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种兼顾策略与认知

属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了模拟比较，发现 DWI 法与

状态的选题方法——多策略香农熵 (multiple-strategy

MIinfor 法在各种条件下都优于其它方法，而 DWI

SHE, MSSHE) 选题法。模拟研究表明：在 CD-CAT

法在多数条件下又优于 MIinfor 法。

中运用 MS-RRUM 模型时，MSSHE 选题法具有较

DWI 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好的效果。这是目前仅见的兼顾策略与认知状态的
选题方法。
（1）

根据戴步云等人 (2015) 的表述，MS-RRUM 模
型的原理如下：假定某一类任务中存在的解题策略

是被试j

模式数量为 M (M ≥ 2)，每个题在那些策略模式下各

的 能 力 估 计 值，
是 被 试 j 的 KS 估 计 值，
是第 i 题对被试 j 的 Fisher 信息量， 是第
i 题对被试 j 的期望香农熵。剩余题库中，具有最大

有一种具体的解题策略与之对应，每个题具体的解

DWI 值的题将被选出来给被试作答。

个被试仅使用一种策略模式。在多策略任务中，被

其 中，i 是 题 号，j 是 被 试 编 号，

题策略与该试题在对应的策略模式下所测的属性有
关。同时，这个模型还有一个假设：在测验中，每

此 外， 还 有 学 者 (Wang, Zheng, & Chang,

试在其所用策略模式下的 KS，关系到被试能不能

2014) 提 出 了“ 合 成 标 准 化 信 息 指 标” (aggregate

答对题。MS-RRUM 有 M 个 Q 矩阵，这些 Q 矩阵

standardized information index, ASI) 选题方法。到目

分别用 q m 表示，它们的属性数量用 K m 表示，其中

戴步云等 ： 可以兼顾策略、认知状态和能力的 ＣＤ－ＣＡＴ 选题方法

m 为 1 到 M 之间的正整数。该模型的项目参数，
共包括了 M 套区分度参数 ( 又叫惩罚参数 , penalty
parameter) (

) 和 M 套难度参数 (baseline parameter)

略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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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被试在该解题策略下对应的 KS；

是第 i 题对被试 j 的多策略香农熵 ( 戴
步云等 , 2015)。此时，该被试在其所用的策略估计

(
)。这个模型认为，各种解题策略下的属性数量
可以不相同，如策略模式 1( 即 Q 矩阵 1) 之下的属

结果下对应的那套 IRT 的项目参数之下的能力估计

性是 A 1, A 2, ..., A K1，而策略模式 2( 即 Q 矩阵 2) 之
下的属性是 B 1, B 2, ..., B K2，由此类推。基于第 m 种

。MSDWI 指标可以理解为“每单位多策略香
农熵所占有的 Fisher 信息量。”剩余题库中，对某

策略，可能的 KS 数量为 L m，其中 L m=2Km。设

被试具有最大 MSDWI 指标的题目将被系统选出来

为

策略模式 m 之下的第 种认知状态，其中 =1, 2, ...,
L m，那么这一类的被试成功答对第 i 题的概率就是

值就是

，而第 i 题对被试 j 的 Fisher 信息量就是

给该被试作答。
３.２ 先 MSSHE 后 Fisher 信息量的两步选题法
本研究的情境和单策略认知诊断中“兼顾认知

（2）

状态与能力”的情境是有所差别的。因为在多策略
CD-CAT 中，存在多个能力 θ 系统，每个策略对应

其中， 是策略 m 下第 i 题的难度参数，它表
示在策略 m 下掌握了第 i 题所涉及的全部属性的被

一个 θ 系统。那么当多策略 CD-CAT 选题时，在

是策略 m 下该题属

戴步云等人 (2015) 提出的 MSSHE 方法同时考虑了

试成功地答对第 i 题的概率；
性 k 的区分度参数，

（3）

解题策略判准率足够高之前，考虑 θ 的意义不大。
被试的解题策略和认知状态 KS，但本文 3.1 节所
介绍的多策略情境下的 Fisher 信息量是在假定解题
策略已知时针对特定 系统的选题。因此，在多策略

表示策略 m 对应的 Q 矩阵中第 i 题有没有
考查属性 k ，其取值是 1 或 0。

３ 两种兼顾策略、认知状态与能力的 ＣＤ－
ＣＡＴ 选题方法

CD-CAT 中，当解题策略判准率已经提升到一定高
度之后，再用 Fisher 信息量选题来将能力估准，可
能才是更合理的算法设计。
为此，本节在多策略 CD-CAT 情境中提出一种
“两步走”的选题法。它的算法是：先用 MSSHE

基于前文的综述，本节将针对需要兼顾策略、

指标针对解题策略和认知状态选题，再用 Fisher 信

认知状态与能力三大目标的 CD-CAT，提出两种选

息量指标针对能力选题。在这种选题方法当中，这

题方法。

两个步骤的长度之比会影响最终的估计精度。经过

３.１ 多策略情境中的综合选题指标 DWI(MSDWI)

反复尝试，发现当测验长度为 6K (K 为属性数量 ) 时，

前文已经提到，在单策略情境中，“兼顾认知

两个步骤这样搭配效果最佳：最初 K 道题为初始题，

状态与能力”选题时，综合选题指标 DWI 选题法效

之后的 1.5K 道题用 MSSHE 指标选取，最后的 3.5K

果较好。那么，将单策略情境中的 DWI 选题法推广

道题用 Fisher 信息量选取。

到多策略 RRUM 模型中，以解决兼顾策略、认知状
态与能力的 CD-CAT 选题情境的问题，就是顺理成
章的设计。
在多策略情境中，每种解题策略各对应一个 Q
矩阵和一套认知诊断模型的项目参数。那么当考虑

下面将设计一个实验，以评判 MSDWI 选题法
和两步选题法的效果。

４ 模拟研究
４.１ 实验设计

到 IRT 模型时，每种解题策略也各对应着一套 IRT

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多策略 RRUM 模型和

模型的项目参数。由此，本文推导出多策略情境中

IRT 两参数逻辑斯蒂克模型，在定长测验条件下，

的 DWI 指标 (multiple-strategy DWI, MSDWI)：

评判 MSDWI 选题法和两步选题法的效果。由于尚
未有学者提出适用于本研究情境的其它选题方法，

（4）
其中， 为被试 j 的解题策略参数估计值，
其取值范围为 1,2,…, M ，其中 M 是所有可能的策

故这里将以上两种方法与随机选题法进行比较。
多策略 RRUM 模型可以处理策略数大于等于 2
时的情况 ( 戴步云等 , 2015)。这里以存在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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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考查到了一个属性。这样就随机生成了两个相互

为例进行模拟实验。
自变量：选题方法 (MSDWI 选题法、两步选题
法、随机选题法 )、属性数量 (4 个、6 个、8 个 )，

独立的 Q 矩阵。
（2） 项 目 参 数 的 模 拟。 根 据 RRUM 模 型，
为每一道试题模拟生成两套项目参数。借鉴 Feng,

均为组间变量。
评 判 指 标： 解 题 策 略 判 准 率 (strategy match

Habing 和 Huebner(2014) 的设置，让难度参数服从

rate, SMR) 的 平 均 值、 模 式 判 准 率 (pattern correct

均匀分布 U(0.6, 1.0)，而区分度参数服从均匀分布 U

classification rate, PCCR) 的平均值、被试能力的平均

(0.05, 0.4)。

绝对误差 (absolute error, ABSE) 的平均值。其中，前

（3）被试的解题策略参数及其对应的 KS 模拟。

两个指标是针对所有被试而言的；但最后一个指标

参考戴步云等人 (2015) 的做法，设有 70% 的被试使

是针对解题策略被判准的被试而言的，因为本情境

用策略 1，其余被试使用策略 2；在每种策略之下，

中的 θ 是与解题策略对应的。这几个指标的计算公

每种 KS 的先验分布为均匀分布。
（4）所有被试在所有题上进行模拟作答，由此

式如下：
（5）

生成完全作答矩阵。

（6）

(2016) 的做法，用 IRT 两参数逻辑斯蒂克模型估计

（5）根据这个完全作答矩阵，参考 Dai 等人
出每个被试在其所用的策略下的能力 θ ，以及每道

（7）
其中，
J 表示被试总数， 表示被试 j 的能力真值，
表示被试 j 的能力估计值。ABSE 越小，就说明对
被试能力估计得越准确。

题的在两种策略下的各自项目参数 a 、b 。这里的 θ
视为被试的能力真值。
（6）CD-CAT 初始题采用随机选题方式，初始
题的数量设定为 K 个（即属性个数）。

选用戴步云等人 (2015) 推导的多策略情境中的

（7）由完全作答矩阵，查出各被试各道初始题

最大后验概率法 (maximum a posteriori, MAP) 来估计

上的得分。并由此初步估计各被试的策略以及该策

策略和认知状态，选用期望后验概率法 (expected a

略下对应的 KS 和 θ 。

posteriori, EAP) 来估计能力。被试数量固定为 1000 人。
模拟研究采用定长终止规则，将测验长度固定
为属性数量的 6 倍。根据 Stocking(1994) 的建议，题
库的规模 I 设定为测验长度的 12 倍。用 MATLAB
2012b 软件包编写模拟程序。

（8）用特定的选题方法，从剩余题库中选取下
一题给被试作答。
（9）从完全作答矩阵中查出被试在该题上的得
分。
（10）重新估计被试的策略，以及该策略下对
应的 KS 和 θ 。

４.２ 模拟过程

（11）重复 (8) 到 (10)，直到测验长度达到预定

具体的模拟步骤是这样的：
（1） Q 矩 阵 的 模 拟。 设 每 个 解 题 策 略 涉 及
到 相 等 的 属 性 个 数， 即 K 1=K 2， 记 为 K ； 则 有
K

L 1=L 2=2 ，记为 L 。设在每种策略下，每个属性被
每个题目考查到的概率是二分之一，且每个题目至
表１

长度。
（12）计算 SMR、PCCR 以及 ABSE，并记录。
所有条件都要独立重复地模拟 20 遍。
４.３ 结果与分析

三种选题方法的模拟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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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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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研究中的 是与解题策略对应的，故本研
。其中，

究中的 ABSE 指标是针对解题策略被判准的被试而

n 代表实验重复的次数，S 是 n 次实验重复结果的标
准差。本研究里的 n =20。
根据表 1，当 K =4 时：(1) 在策略判准率 SMR
方面，两步法最优，其次是随机法；MSDWI 法最差，
但它与随机法相差很小。(2) 在 PCCR 方面，两步法
最优，其次是 MSDWI 法，而随机法最差。(3) 在能
力估计误差 ABSE 方面，两步法最优，其次是随机法，
MSDWI 法最差。(4) 三种方法在三个评判指标上的
标准误都小于 0.01，可见估计精度稳定。
当 K =6 时：(1) 在 SMR 方面，两步法最优，其
次是 MSDWI 法，而随机法最差。这与 K =4 时不完
全一致。(2) 在 PCCR 和 ABSE 方面，三种方法的相
对效果与 K =4 时一致。(3) 两步法在三个评判指标
上的标准误都最小或并列最小，其估计精度最稳定。
当 K =8 时：(1) 在 SMR 方面，三种方法的相对
效果与 K =6 时一致。(2) 在 PCCR 方面，三种方法
的 相 对 效 果 与 K =4、K =6 时 一 致。(3) 在 ABSE 方
面，随机法最优，两步法其次，而 MSDWI 法最差。
这与 K =4、K =6 时不一致。(4) 与 K =6 时相比，两
步法和 MSDWI 法的 ABSE 都大幅增大，而随机法
的 ABSE 增幅较小。(5) 与 K =6 时相比，两步法和
MSDWI 法的 ABSE 标准误都大幅增大，而随机法
的 ABSE 标准误保持稳定。(6) 两步法的 SMR 标准
误和 PCCR 标准误都是最小，它的 ABSE 标准误居
中。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归纳出：
（1）对于本研究的情境：不论属性 K 的数量
为多少，从策略判准率、认知状态判准率两个指
标评判，两步选题法都是最优；而当属性数量为 4
和 6 时，两步选题法在能力估计平均绝对误差这个
指标上也是最优。总体上，MSDWI 法在 SMR 和
PCCR 这两个指标上优于随机选题法，但在 ABSE
指标上不如随机选题法。两步选题法的 SMR 标准
误和 PCCR 标准误都是最小或并列最小，而它的
ABSE 标准误居中。
（2）随着属性数量的增加：随机法的 PCCR 下
降较大，而两步选题法和 MSDWI 法的 PCCR 下降
相对较小；但当属性数量由 6 变成 8 时，两步选题
法和 MSDWI 法的 ABSE 及其标准误都大幅增大，
而随机法的 ABSE 增幅较小，其标准误不变。

两种方法的 ABSE 指标的可比性就越小。所以，前

其中，标准误的计算方法是：

言的。因此，两种选题方法的 SMR 差别越大，这
面对各表格中的 ABSE 指标所进行的分析讨论的意
义，相对于 SMR 和 PCCR 指标要小一些。

５ 结论、讨论与展望
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测验，如中小学的学业
测验，既需要诊断考生的解题策略和认知状态，又
需要对考生进行宏观能力评估。针对这样的测验需
求，本文提出了两种选题法，以求让 CD-CAT 测验
达到较好的效果，并把成本控制得尽量低。其中一
种方法是多策略综合选题指标 DWI(MSDWI) 选题
法，另一种方法是先 MSSHE 后 Fisher 信息量的两
步选题法。基于多策略 RRUM 模型 (MS-RRUM)，
本文在不同属性数量的条件下对以上两种方法和随
机选题法进行了模拟比较。根据模拟结果，可以得
到以下结论：
（1）在多策略情境下，当属性数量不是很多时
( 如 K =4 和 K =6)，两步选题法在策略判准率、认知
状态判准率和能力估计精度三个方面都有最佳的效
果，且三个指标的估计精度都较为稳定。
（2）在多策略情境下，当属性数量较多时 ( 如

K =8)，两步选题法和 MSDWI 选题法的能力估计误
差都较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若要同时进行策略
诊断、认知状态诊断和能力评估，则建议不要在同
一个测验中考查太多的属性。
这项研究对认知诊断研究有以下促进：(1) 实
现了在 CD-CAT 中同时进行策略倾向诊断、认知状
态诊断和宏观能力评估。从只有一个或两个测验目
标的 CD-CAT 发展到同时兼顾三个测验目标的 CDCAT，是一个质的变化。(2) 开发出适用于兼顾三个
测验目标的 CD-CAT 选题算法，即两步选题法，这
提升了选题的效率。在相同的测验精度下，该方法
能够缩短测验所需的长度，节省施测时间和题库建
设成本，具有现实意义。
MS-RRUM 模型可以处理策略数量为 2 种或 2
种以上的情况，每种策略对应一套宏观能力 θ 系统，
而在本研究中用 IRT 两参数逻辑斯蒂克模型来估计
θ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注意：要保证每一种策
略的使用人数都达到 IRT 两参数逻辑斯蒂克模型的
最低要求。在实践中，可以先找一个有代表性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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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本来试测 , 并在测验后附一个书面调查 , 通过被

Birnbaum, A. (1957). Efficient design and use of tests of a mental ability for various

试的回答来判断被试策略倾向，由此估计出每种策

decision-making problems. Randolph Air Force Base, Texas: Air University,

略的使用人数比例。然后，根据这个比例，来推算
出正式施测时所需要的被试人数下限。
在这项研究中，用到了两个模型：一个是认知
诊断模型，另一个是 IRT 模型。先用认知诊断模型
来生成数据，再用 IRT 模型来估计题目的 IRT 参数
和被试的能力 θ 。但参数估计是有误差的，即 θ
与被试真实的能力水平会存在差异，把估计出的 θ
视为真值可能会对后续研究结果产生污染。因此，
有一位不知名的审稿专家建议，使用高阶认知诊断
模型生成数据，这样就可以同时获得 和 KS 的真
值。我们赞同这位审稿专家的建议，未来的研究的
确可以考虑用高阶 DINA 模型 (de la Torre & Douglas,

School of Aviation Medicine.
Cheng, Y. (2007). The dual information method for item selection in cognitive

diagnostic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Master’s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Cheng, Y. (2009). When cognitive diagnosis meets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D-CAT. Psychometrika, 74(4), 619-632.
Dai, B. Y., Zhang, M. Q., & Li, G. M. (2016). Exploration of item selection in dualpurpose cognitive diagnostic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Based on the
RRUM.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40(8), 625-640.
de la Torre, J., & Douglas, J. A. (2004). Higher-order latent trait models for
cognitive diagnosis. Psychometrika, 69(3), 333-353.
de la Torre, J., & Douglas, J. A. (2008). Model evaluation and multiple strategies in
cognitive diagnosis: An analysis of fraction subtraction data. Psychometrika,

73(4), 595-624.
Feng, Y. L., Habing, B. T., & Huebner, A. (2014).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the

2004) 生成数据，以避免前面提到的问题。但是，需

reduced RUM using the EM algorithm.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要说明的是，IRT 模型里的 和高阶 DINA 模型里的

38(2), 137-150.

是不一样的。IRT 模型里的 ，表示的是“宏观能力”，
是各个属性的并集。DINA 模型里的 ，表示的是“一

Hartz, S. M. (2002). A Bayesian framework for the unified model for assessing

cognitive abilities: Blending theory with practicalit y.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般能力”，是各个属性的交集。因此，这两个 之间

Liu, H. Y., You, X. F., Wang, W. Y., Ding, S. L., & Chang, H. H. (2013). The

存在一定的相关，但并不是完全等同。根据 Wang

development of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with cognitive diagnosis for an

等人 (2012) 的研究，这两个 之间的相关大约是 0.8。
Dai 等人 (2016)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单策略情
境下兼顾 KS 和能力选题时，“一步到位”的 DWI
指标选题法是最佳的。但是，本研究的结果却表明，
在多策略情境下，“一步到位”的综合选题法并非
最佳，这充分显示了单策略情境和多策略情境的不
同之处。所以，在研究中到底是应该选择“一步到
位”的选题法，还是应该选择“两步走”的选题法，
要根据实际测验任务中的解题策略数量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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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D-CAT Item Selection Method Consider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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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ve diagnostic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D-CAT)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esting mode. Item selection methods
are currently 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in the field of CD-CAT research. For some tasks, not only a participant’s strategy and knowledge state (KS,
i.e., attribute mastery pattern) need to be diagnosed, but also his/her macro ability needs to be assessed in CD-CAT. For the sake of high efficiency,
item selection methods for this type of CD-CAT have to consider the above three purposes.
The Multiple-Strategy Shannon Entropy (MSSHE) index (Dai et al., 2015) and Fisher information index were combined to produce two new synthetic
item selection methods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method was the “multiple-strategy dapperness with information” (MSDWI) index method, in which
the MSDWI index was the Fisher information index Multiplied by the reciprocal of the MSSHE index. The second method was the “two-step item
selection method”, in which items were first selected using the MSSHE index and then using the Fisher information index when the test length reached
a certain value.
Based on the multiple-strategy reduced reparameterized unified model (MS-RRUM), Two-Parameter Logistic Model (2PLM) and independence
attributes, under fixed-length CD-CAT and with various numbers of knowledge attributes, three selection item methods were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above two methods and the random method. The strategy, KS and macro ability recoveries were considered as evaluation
indices.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20 times using the MATLAB 2012b software package. Groups of examinees were simulated, and each group
was composed of 1000 examinees. In the simulation, examinees answered the items that were selected by a certain item selection method, and their
strategies, KSs and abilities were estimated. Then, the estimated value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true values.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respect to strategy, KS and ability estimations, the two-step method always yielded the best performance when the attribute
number was 4 or 6. When the attribute number was 8, the two-step method yielded the best performance with respect to strategy and KS estimations;
however, the random method yielded the best performance with respect to ability estimation.
In single-strategy CD-CAT which considered KS and ability estimations meanwhile, the “dapperness with information” (DWI) index method which
was “in one step” was proper (Dai, Zhang, & Li, 2016).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udy, in multiple-strategy CD-CAT which considered
strategy, KS and ability estimations meanwhile, the MSDWI method which was “in one step” was inappropriate. Instead, the two-step method was
better. Besides, for this context, it was not proper to involve too many attributes in a single test.
This study performs the CD-CAT which considers three purposes meanwhile,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more complicated
cognitive diagnostic modeling in future studies. A proper item selection method in this CD-CAT context has been proposed which ensures an efficient
item selection and saves the item bank.
Key words

CD-CAT, multiple-strategy cognitive diagnosis, multiple-strategy reduced reparameterized unified model (MS-RRUM), two-step item

selection meth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