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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聚类分析已被用于认知诊断评估 (CDA) 中，使用较广泛的方法为 K-means 算法，有研究证明 K-means 在 CDA 中具有较好
的聚类效果。谱聚类算法通常比 K-means 分类效果更佳，需将谱聚类算法引进 CDA，探讨属性层级结构、属性个数、样本量和失
误率对该方法的影响。研究发现：（1）谱聚类算法要比 K-means 提供更好的聚类结果，且更加稳健；（2）线型结构聚类效果最好，
收敛型和发散型相近，独立型结构表现较差；（3）属性个数和失误率增加后，聚类效果会下降；（4）样本量增加后，聚类效果
有所提升，但 K-means 方法有时会有反向结果出现。
关键词 非参数认知诊断 谱聚类 K-means 属性层级结构

１ 引言
在教育与心理测验中，通常使用认知诊断模型
估计个体的知识状态 (knowledge state, KS)，从而知

等，但也有其局限。例如参数估计过程复杂，需要
运 用 EM 或 MCMC 编 程 实 现， 而 MCMC 耗 时 太
长，EM 会收敛于局部最优解等（Chiu & Douglas,

晓个体的强弱项，为个性化教学提供建议，该方法

2013）。此外，参数方法对样本量有要求，且属性

被称作认知诊断评估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个数不能太多，否则会出现参数估计不正确及模型

CDA)。
目前开发的诊断模型已达 100 多种 ( 辛涛 , 乐美

不拟合等问题（康春花 , 任平 , 曾平飞 , 2015）。
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些研究者开始使用非参数类方

玲 , 张佳慧 , 2012)。总体来看，可根据属性间的补

法对 KS 进行聚类分析，这属于估计 KS 的另一分

偿特性，将诊断模型分为补偿模型和非补偿模型。

支。非参数类方法的特点是：不基于模型，无需对

补偿模型中，被试未掌握某个（些）属性，可通过

总体进行限制及定义题目参数，即使只有 1 个被试

掌握其他属性进行弥补，从而正确作答题目。常见

也能对其归类，特别适用于小样本情景。Henson,

的补偿模型有补偿的重参数化统一模型 (C-RUM;

Templin 和 Douglas (2007) 提 出 通 过 计 算 总 分 实 现

Hartz, 2002) 和 广 义 诊 断 模 型 (GDM; von Davier,

KS 的估计，但该方法需要首先使用参数模型估计

2008)。非补偿模型可进一步分为连接模型和非连接

出题目和被试参数，才能运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模型。连接模型要求被试掌握全部属性，才能作答
正 确，DINA 和 NIDA 模 型 (Junker & Sijtsma, 2001)

非参数方法。较经典的为 K-means 和系统聚类法
(Chiu, Douglas, & Li, 2009)，实验结果表明 K-means

是代表。非连接模型中只要被试掌握题目考察属

方法表现更好。康春花等 (2015) 将 K-means 拓展

性的子集，就有很高的正确作答概率，DINO 模型

至多级评分测验中，提出多级评分的聚类诊断方法

(Templin & Henson, 2006) 是代表。以上模型均是参
数类方法，属于估计 KS 的一个技术分支。
参数方法有其优势，如能够提供题目参数信息

GRCDM，并使用模拟和实证研究验证了 GRCDM
的有效性。Chiu 和康春花等的研究表明 K-means 在
CDA 中具有较好的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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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通常比传统的聚类分析方法，如 K-means 效果更佳，

① 选 M 个初始中心点；

且操作十分简便 (von Luxburg, 2007)。SCA 基于图

② 将数据按照公式（1）进行聚类；

论，能识别任意形状的样本空间且收敛于全局最优

③ 计算类内新一批数据的均值，更新类别中

解，利用样本数据的相似矩阵进行特征分解后得到

心点；

的特征向量进行聚类。SCA 具有广泛应用，如图像

④ 重复步骤②和③直到没有数据再发生变化。

分割 (Shi & Malik, 2000)，神经信息处理 (Ng, Jordan,

使用 K-means 关键是初始值的选择，若初始

& Weiss, 2002)，文本挖掘 (Dhillon, 2001)，网络分析

值选取不好，该方法会出现局部最优解（Steinley,

(Rohe, Chatterjee, & Yu, 2011)，探索性题目分类 (Chen,

2003）。Chiu 等 (2009) 探讨了初始值对 K-means 在

Li, Liu, Xu, & Ying, 2017) 等。SCA 与 K-means 的区

CDA 中分类效果的影响，本研究直接选用其方法。

别在于两者构造出需要进行聚类的数据的方式不同。

它们分别是最佳初始点和 Ward’s 初始点，对应的

K-means 通过计算合分向量，将被试作答反应进行

聚类方法分别记作：K-means-best 和 K-means-Ward’
s。

重构，然后聚类。SCA 将数据看作空间中的坐标点，

由于 K-means 常选用初始点的方法为随机法，因此，

按照一定法则对图进行切分，构造出由特征向量组

本文将随机初始值作为基线，记作 K-means-R，提

成的数据集实现聚类。由于 SCA 和 K-means 既有相

供比较基础。

似之处（SCA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重构，接着使用
K-means 实现聚类），又有不同之处（重构数据方

３ 谱聚类算法

式不同），因此，本研究在二值评分的 CDA 中引

SCA 通常比传统聚类方法效果更佳，在其他领

进 SCA，并和 K-means 比较，探讨 SCA 分类的有

域有着广泛应用。它不像 K-means 收敛于局部最优

效性。

解，因此，有必要探讨该方法在 CDA 中的适用性。

本文按如下方式组织：第二部分对 K-means 进

SCA 用 G =(V , E ) 表示无向图，其中 V 和 E 分别为

行简介。第三部分详细介绍 SCA 算法。第四部分为

顶点集和边集。假设某条边的两个端点为 p 和 q ，

模拟研究条件设置。第五部分为研究结果。最后是

可用该边的权重 s 表示相似性。若判断某条边属于

总结与讨论部分。

某个子图的话，指的是该边的两个顶点都包含在该
子图中。用下例说明 SCA 的聚类过程。

２ Ｋ－ｍｅａｎｓ 算法
K-means 是使用广泛的聚类方法，它将数据分
成多个类别，使得同类别中数据相似性最大，不同
类间数据相似性最小。K-means 使用距离刻画数据
间的相似性，距离越近，相似性越高。CDA 中使用

图 １ 两个类别的 ＳＣＡ 示意图

K-means 的思想是：由于在 CDA 中，被试所归属的
类别数（记作 M ）是固定的。因此可直接将 N 个数

该例中，C1 和 C2 为两个类，C1 包含三个数据，

据（被试）划归到M 个类别中，不用再确定M 的个数。

C2 包含三个数据，共 N = 6 个待分类数据。假设边

以欧氏距离为例，K-means 将数据分配到第 m 个类

的权重如图中所示，SCA 步骤为：
①：计算边的权重矩阵

别中的规则为：
是第 u 个类别的估计中心。
分向量，记作

；

（1）
是被试 i 的合
，向量

的第 k

个元素为：
（2）
是被试 i 在题目 j 上的反应，若作答正确，
X ij=1 ，否则 X ij=0。 表示题目 j 是否考察了属性 k ，
若考察，则 qjk =1，否则 qjk =0 。K-means 的聚类步骤

②：构造对角矩阵 DN×N 和标准化拉普拉斯矩
阵 L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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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K-means-Ward’s 和 K-means-R 在四个自变量

其中，DN×N 中元素通过下式计算：
（3）

下的表现：4 个属性层级结构 ( 线型、收敛型、发散型、
独立型 )、2 个属性个数（K = 4 和 5，见附录 1 和 2）、
2 个样本容量（100 和 500 人）、3 种失误率（5%、
10% 和 15%），因此本研究有 4×2×3×4=96 个实验，
每个实验重复 30 次减少误差。为了平衡每个实验条
件下的题目数量，按照附录 1 和 2 中的层级结构①，
题目数量设置如表 1。

LN×N 由下式计算得到：
（4）

４.２ 生成被试 KS 真值
本研究聚焦于非参数诊断方法，可基于 Q 矩
阵 生 成 被 试 的 KS 全 集 (Leighton, Gierl, & Hunka,
2004）。 以 K = 4 为 例（ 附 录 1）， 线 型 有 5 种
KS，收敛型有 6 种 KS，发散型有 7 种 KS，独立型
有 16 种 KS。将 N 个被试平均分配到每种 KS 中，
可获得 KS 真值。例如，N = 100 时，线型结构下共

③：计算 LN×N 前 M 个特征根及对应的特征向

5 种 KS，每种类型 KS 人数为 20 人。当有余数时，
将剩余人数随机分配到每种 KS 中。

量 u1, u2,..., uM ；
④：记 UN×M 矩阵包含 u1, u2,..., uM 为其列向量，
然后将 UN×M 的所有行进行标准化，记标准化后的

４.３ 生成作答数据
基于 KS 和 Q 矩阵，计算理想反应模式（IRP）：

矩阵为 TN×M ，其元素可通过下式计算得到：
（5）
⑤：记 z1=（zi1, zi2,..., ziM ）为 TN×M 矩阵的第 i 行，
然后运用 K-means 将数据 (zi)i=1,...,N 聚类到 M 个类别中。
本研究中，权重矩阵 SN×M 通过高斯核 (Gaussian
Kernel) 函数计算得到，矩阵 SN×M 中元素计算如下：
（6）
和 为被试 i 和被试 i ' 的反应向量，参数 σ2

。然后在 IRP 基础上，加上失
误率得到观察反应模式
（ORP）
。
以失误率为 5% 为例，
在 IRP 矩阵中，随机选择 5% 的元素，若选中的元
素为 0，则变为 1，若为 1，则变为 0，从而获得带
有 5% 失误的 ORP，作为被试的作答数据。本研究
计算 SN×N 矩阵时，取 σ 2=1。
４.４ 评价指标
Chiu 等 (2009) 指出，聚类分析虽然能够得到不
错的分类结果，但无法知晓每个类的标签，因此，

调控着邻近点间的距离的远近。
SCA 也会受到初始值影响。K-means 中的最佳
初始点是基于 WN×K 矩阵聚类，而 SCA 是对 TN×M

推荐使用调整随机指标（adjusted rand index，ARI）
和 ω 指标。

矩阵聚类，两者维度数不同。因此，SCA 只选取

ARI 用以衡量具有相同 KS 的被试被分到同一

Ward' s 作为初始点，记作 SCA-Ward' s。选取随机初

类别的一致性程度，其值位于 0 到 1 之间，值越

始值作为基线，记作 SCA-R。

大，表明分类一致性越强。假设 N 个被试的数据为

４ 模拟研究
４.１ 自变量设计
本研究将考察 SCA-Ward’s、SCA-R、K-means-

S ={O 1, ..., ON }，令 U ={u 1,..., uU } 和 V ={v 1,..., vV } 表示
两个不同的分类结果，构成一个 U×V 列联表。Nij
为 ui 和 vj 形成的单元格中的人数，Ni·为 ui 的边际和，
N·j 为 vj 的边际和。ARI 计算公式如下：

表 １ 附录 １ 和 ２ 中属性层级结构下的题目数量

注：第一个乘数表示该层级结构下的简化 Q 矩阵（Qr ），第二个乘数表示重复的倍数，积表示题目数量
①附录 1 和 2 的层级结构请参见《心理科学》网站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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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误 率 对 SCA 和 K-means 影 响 较 大。 以 表 1
（7）

ω 指标用来评价类内同质性，即衡量同一类
别中被试 KS 之间的相似程度。其值位于 0 到 1 之
间，值越大，表明同一个类别中的 KS 越同质，若
ω =1，则表示同一类别中的所有被试的 KS 均相同。
ω 计算公式如下：

至表 3 的前两行为例，随失误率由 5% 依次增大
至 10% 和 15%，SCA-Ward’s 的 ARI 值 由 .909 依
次减小至 .678 和 .440， 值由 .979 依次减小至 .915
和 .850。K-means-best 的 ARI 值 由 .771 依 次 减 小
至 .559 和 .404， 值由 .946 依次减小至 .881 和 .819。
K-means-Ward’s 的 ARI 值由 .700 依次减小至 .482
和 .349，ω 值由 .917 依次减小至 .845 和 .802。当
其余实验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ARI 和 值变化趋势

（8）
表示第 i 个被试的分类结果。

为指示

函数，表示被试 i 和 i ’是否分到了同一类别中。

５

类似。

６ 总结与讨论
CDA 中用于估计 KS 的方法有两类：参数类和
非参数类方法。前者利用数学模型模拟被试的认知

研究结果

反应过程，因此，在获得数据时，需斟酌使用哪种

为清晰呈现自变量对聚类效果的影响，按照固

诊断模型分析数据是最合适的，而且往往存在数据

定自变量的方式阐述实验结果。所有结果呈现于表

与模型不拟合的情况。而非参类诊断方法具有假设

1 至表 3、图 2 至图 7 中 。

条件少、不受限于样本容量、计算简便、具有较强

５.１ 属性层级结构的影响

稳健性且适用面广等优势（胡竹菁 , 2010; 康春花等 ,

①

从图 2 至图 7 可以看出，不论其他自变量取何

2015）。需要指出，聚类方法也有不足之处，它输

水平，在相同实验条件下，线型结构具有最高 ARI

出一组无标签类别，需要结合总分或其他信息判

和 ω 值，之后依次是收敛型、发散型和独立型结

断类别代表何种 KS（Chiu et al., 2009）。本研究将

构。该结果表明，属性间关系越紧密，聚类效果越

在其他领域具有广泛应用的 SCA 引入 CDA，并和

好。不论在何种层级结构中，表现最好的是 SCA-

K-means 进行了详细对比，实验结果表明：

Ward’s 方法（图中红线均在最上方）。
５.２ 属性个数的影响
由每个图横向比较可知，聚类效果随属性个数增

（1）总体来看，SCA 具有比 K -means 更好的
聚类效果，特别是实验条件较严苛的情况下（属性
个数多、被试人数少、失误率高），SCA 的 ARI 值

加而降低。例如，图 6 是失误率为 15% 的 ARI 值，对

比 K-means 高 10% 至 30% 左右，ω 值高 10% 左右。

比每一行左右两幅图可以看出，当 K=4 时，在四种层

表现最好的是 SCA-Ward’s，其次为 K -means-best；

级结构下五种方法的 ARI 值均要高于 K=5 时的 ARI 值。

（2）属性层级结构对 SCA 和K -means 均有影响。

以 SCA-Ward’s 为例，当 K=4 时，在四种层级结构下

不论使用哪种方法，线型结构下的聚类效果最好，

的 ARI 值依次为 .440、.840、.865、.931，当K 增加至 5 时，

收敛型和发散型较接近，独立结构聚类效果较差；

ARI 值依次减小至 .266、.610、.807、.828。图 7 是失误

（3）随属性个数和失误率增加，聚类效果变

率为 15% 的 ω 值，其变化模式和 ARI 类似，随属性

差。失误率影响较大，当失误率为 15% 时，独立结

个数增加而减小，但减小幅度不如 ARI 那么大。失误

构的 ARI 值最低为 .266（SCA-Ward’s）以及 .196

率为 5% 和 10% 时，ARI 和 ω 值呈现出相同变化趋势。

（K-means-best）；

５.３ 样本容量的影响
从 3 个表和 6 张图中结果可知，整体上五种方
法的聚类效果随着样本容量增加而提升，但 K-means
偶尔会有相反结果出现，即没有提升反下降。样本
容量对 SCA-R、K-means-R 影响较大。
５.４ 失误率的影响
①图 2 和图 7 请参见《心理科学》网站网刊

（4）随样本容量增加，聚类效果有所提升，但

K -means 会有反向结果出现。
本文验证了 SCA 在 CDA 中具有较好的聚类效
果。但作为将 SCA 首次引入 CDA 的研究，我们仍
需探讨以下内容：
６.１ 边的权重获取
本研究使用高斯核函数构建 S 矩阵，参数 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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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实验条件下的 ＡＲＩ 和 ω 值（５％）

固定为 1。若 取其他值时，是否会影响 SCA 的聚类

矩阵，进而影响 SCA 的表现，同样需要研究。

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除高斯核之外，SCA 中计

（2）k 邻近法

算边的权重方法还包括：

该方法有两种连接方式。①若数据点 i 在数据

（1）ε 邻近法

点 j 的 k 个最近点内，或点 j 在点 i 的 k 个最近点内

事先选取一个 ε 值，若配对数据点之间的距离

时，就将点 i 和点 j 进行连接。②数据点 i 在数据点

比该值小，就将这两个点进行连接，否则不连接。

j 的 k 个最近点内，同时数据点 j 在数据点 i 的 k 个
最近点内，就将点 i 和点 j 进行连接。前者为普通 k
邻近法，后者为互 k 邻近法。未来研究需要探讨不
同的 k 邻近法的聚类表现。
６.２ SCA 具有不同构造 L 矩阵的方式
在 SCA 构造 UN×N 阵过程中，关键为 L 阵的获
取。不同的 L 阵会得到不同的特征向量，UN×N 阵不

可以看出，该方法依赖于 值的选取以及衡量点与点
之间距离的计算方法。 值的确定可能会受到不同的
属性层级结构、属性个数等因素的影响，要探索 ε
的合理取值范围，
需要通过模拟研究才能知晓。
同样，
距离量尺包括欧氏距离、明科夫斯基距离、马氏距
离等，不同的距离是否会影响使用 ε 邻近法构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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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实验条件下的 ＡＲＩ 和 ω 值（１０％）

同，聚类效果可能不同。在 SCA 中，有两种获取 L

和属性 2 的贡献率会发生变化。其次，当属性层级

矩阵的方式：标准化谱聚类和非标准化谱聚类。本

结构、Q 矩阵发生变化时，属性合分也会发生变化，

研究采用的是标准化谱聚类方法。非标准化谱聚类

从而影响聚类的结果。本研究引进的谱聚类算法，

的计算为：

。本研究已证实，标

可以仅根据多级反应数据，计算高斯核函数（或其

准化谱聚类的效果优于 K -means，未来可以比较非

他距离量尺），构造边的权重矩阵 S ，然后按照本

标准化谱聚类和标准化谱聚类方法的优劣。

文第三部分介绍的谱聚类算法步骤进行聚类。将谱

６.３ 谱聚类算法可拓展至多级评分

聚类算法推广至多级评分的研究，具有较大意义且

康春花等（2015）开发出多级评分 K -means 算法，

有较大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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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ustering analysis for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lassify examinees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matching

their attribute profiles which can reflect the status of mastering or non-mastering each attribute. These methods belong to the non-parametric technique
that do not require the estimation of parameters, and are less restrictive and often computationally more efficient than parametric technique, such as
cognitive diagnostic models. Better yet, many non-parametric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can be easily implemented in most statistical software packages,
R or matlab.
The K-means is the most classical algorithm among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methods, and has wide application in real world. The K-means
clustering analysis for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requires Q-matrix only, which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ributes and items. The
previous study has proved that the K-means algorithm has fairly favorable classification ability for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compared with
the cognitive diagnostic models. However, the spectral clustering algorithm (SCA) which is the powerful algorithm for clustering has been broadly
applied to many fields, including image segmentati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iology, and large-scale assessment in psychology. The SCA
is easy to operate, and often outperforms traditional clustering algorithms such as the K-means algorithm. In this article, we introduced the SCA for
classifying examinees into attribute-homogeneous groups based on their responses. However, the starting values had a large effect on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for both SCA and the K-means algorithm. Therefore, we adopted the Ward’s and random starting values when using the SCA, and the
best, the Ward’s and random starting values when using the K-means algorithm. Totally, five methods were considered in this article. They were SCAWard’s, SCA-R, K-means-best, K-means-Ward’s, and K-means-R, respectively.
The simulation studies were implemented to compare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SCA and the K-means algorithm using two
indices, agreement between partitions and the within-cluster homogeneity, under four factors: the attribute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Linear, Convergent,
Divergent, or Independent), the number of examinees (100 or 500), the number of attributes (4 or 5), and the slippage levels (5%, 10%, or 15%).
Thus, there were totally 96 (=4×2×3×4)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o investigate. 30 data sets were simulated and analyzed under each experimental
condi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andom error.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performance of classification results for SCA was always better
than those for K-means algorithm in various conditions. Especially, the SCA performed more robustly when the conditions became severe. (2)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were the best under linear structure, followed by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structures, and the independent structure had the
poorest classification ability. (3) With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attributes and the slippage levels, the accuracy of classification of examinees declined.
(4) With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examinees, the accuracy of classification also increased. But the reverse results would appear for the K-means
algorithm, which meant that the accuracy of classification decreased. Finally, some issues for the SCA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discussed.
In conclusion, the SCA has much better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than the K-means algorithm. The practitioners should consider implementing
the SCA to classify examinees into attribute-homogeneous groups in real world to obtain accurate attribute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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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arametric cognitive diagnosis, spectral clustering algorithm, k-means algorithm, attribute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