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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允许修改答案的认知诊断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Reviewable Cognitive Diagnostic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RCD-CAT），
有利于更准确诊断被试的知识状态，题目口袋法（Item Pocket, IP）为被试提供了缓存作答并修改的机会，改进的题目口袋法（Modified
IP, MIP）对 IP 内修改的题目重新计分。模拟研究比较了 IP、MIP、stocking I 和 stocking II 在 RCD-CAT 效果，结果发现：stocking 设
计的效果最优，其中 stocking II 的效果略优于 stocking I，IP 法和 MIP 法判准率要低于传统 CD-CAT，stocking 设计在 RCD-CAT 具
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CD-CAT 可修改答案 题目口袋 stocking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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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测验理论，如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

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测验的分数，对测验分数背后隐
藏的心理加工过程、加工技能并不能提供进一步的
信息。认知诊断理论建立在传统测验理论的基础之
上，旨在对个体的认知过程、加工技能或知识结构
进行诊断，从而为后续的补救性教学提供有效的借
鉴，它更强调考察被试内部的加工过程。CD-CAT
是认知诊断理论和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的理论相结
合的产物，它不仅具有 CAT 的特点，同时还具有诊
断的功能，目前，CD-CAT 是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
在传统纸笔测验中，考生可以随时修改题目的
答案，可以跳过题目作答，长期以来考生已经习惯
了这样的测验方式。但是，目前几乎所有的 CAT
和 CD-CAT 并没有给被试提供修改答案的机会，
研究者担心修改答案会给自适应测验带来一系列危
害，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允许修改题目一定程度
上会降低 CAT 的效率（Gershon & Bergstrom, 1995;
Stocking, 1997; Vispoel, Rocklin, Wang, & Bleiler, 1999;
van der Linden, Jeon, & Ferrara, 2011; Wise, Finney,
Enders, Freeman, & Severance, 1999）；允许修改可能
会降低自适应选题的精确性，如果被试修改题目，
那么修改之后影响到一系列能力的估计，从而造成

题目与被试真实水平不能“最优”匹配，带来估计
误差。此外，允许修改之后，被试可能花更多的时
间在测验上，测验的时间延长增加测验成本 ; 另一
个担心的方面是被试利用修改机会来作弊，作弊策
略主要包括：Wainer 策略和 Kingsbury 策略。Wainer
策略指被试可能故意答错题目，计算机为被试选择
的题目会越来越简单，然后，再利用修改机会改对
答错的题目来获得高分（Wainer , 1993），Kingsbury
策略指被试根据作答题目难度的变化来判断前面的
题目是否答对，从而针对性地进行修改。
但是，在 CAT 或 CD-CAT 中允许修改答案更符
合被试的测验习惯 : 如果能够修改答案一定程度上
能够减轻被试的焦虑水平和心理负担，有助于被试
发挥出正常的水平。Vispoel, Henderickson 和 Bleiler
（2000）研究发现在一次测验中，大约 85% 的考
生想要拥有修改的机会。Olea, Revuelta, Ximénez 和
Abad（2000）研究发现与参加不允许修改答案测验
的考生相比，参加可修改答案考生的焦虑水平倾向
更低。
相比 CAT 来说，CD-CAT 目的在于诊断出被试
哪些技能未掌握，帮助被试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
不足。通过修改答案，被试改对了原来由于失误等
因素而答错的题目，或者将原先猜对的题目改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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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改正后的作答更能反映被试真实的知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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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测量的精度。

有助于提高诊断测验的模式判准率。总之，如果能

Bowles 和 Pommerich（2001） 将 特 定（specific

够在 RCAT 和 RCD-CAT 研究和实际应用中最大限

information item selection, SIIS）信息选题策略（Davey

度降低修改答案带来的不良影响，这对推动计算机

& Fan, 2000）应用于 RCAT，SIIS 的优点是在对抗

化自适应测验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具有很大的贡献。

作弊策略方面具有一定效果，但其缺点在于会降低

１.１ 传统 CAT 下修改答案的方法

选题的精准性。

已有学者探讨了 CAT 下修改答案的方法与技

Yen, Ho, Liao 和 Chen（2012）将 4PLM（Barton

术。Stocking（1997）从测验设计的角度提出了限制

& Lord, 1981）应用到 RCAT 中。Yen et al. （2012）

被试修改答案的方法。stocking I 是当被试作答完所

等的研究发现 4PLM 和重新安排题目顺序的方法联

有题目后，允许修改一定数量的题目；stocking II 是

合使用，能够略微提高 RCAT 的能力估计精度，但

将测验按照顺序划分为固定长度的题目单元，允许

是 4PLM 单独应用与 RCAT 中并不能达到满意的效

被试在题目单元内修改答案，进入下一个单元后不

果。

允许修改前面的单元。stocking 研究发现，stocking

van der Linden 和 Jeon（2012）认为修改的概率

I（当修改少量题目的情况下）和 stocking II 可以有

是建立在第一次作答基础上的条件概率，并提出了

效对抗 Wainer 作弊策略，但 stocking I 的缺点是修

条件概率模型。该模型具有诊断被试是否作弊的功

改后的题目不能及时参与到选题方法中，不利于提

能，但缺点是模型比较复杂需要估计的参数较多。

高能力估计的精度。而 stocking II 的缺点是被试不
能跳过题目作答，不符合部分考生的作答习惯。

陈平和丁树良（2008）认为 RCAT 中应该综合
考虑修改前后的作答信息，提出可在能力估计阶段

Han（2013）提出了一种题目口袋（item pocket,

有效的利用了两次作答的信息的综合评分方法。该

IP）方法，IP 提供了一个暂时缓存作答的机会，也

方法记录了两次作答结果，可以为主试提供更多信

就是把想跳过的题目或者待修改的的题目放入一个

息，不足是两次作答的权重不好把握。

口袋内，放入 IP 内的题目不参与当前能力估计，当

１.２ 问题提出

IP 容量已满后 , 被试需要替换一题才能再次放入。

尽管 CAT 和 CD-CAT 都是自适应测验，但两

从 IP 内释放的题目与 IP 外的题目一样也参与被试

者在题库的构建、选题策略、诊断的层次和目的等

的能力估计。IP 方法的优点是：既可以帮助被试有

算法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 CAT 的方法在 CD-

效安排时间，又允许被试跳过题目来作答。IP 法缺

CAT 下如何实现？以及它们在 CD-CAT 仍是否适用

陷是其容量不容易控制，IP 容量过小被试对测验控

都有待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现有的 RCAT 的控制方

制感不足，IP 容量过大，由于在 IP 内的作答不影响

法，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改变测验设计的方法，

IP 外的选题，同样地也会降低 CAT 因人施测的有效

改进选题策略以及提出新模型。但是从应用的角度

性。

来看，改变测验设计是最易于实现 RCD-CAT 的一

林喆、陈平和辛涛（2015）在 IP 法的基础上提

种方式。在现有的几种 RCAT 测验设计方法中，重

出了区块题目袋方法。区块题目袋的主要思路是将

新安排题目顺序法在应用中具有较大的缺陷，一旦

测验分成几个大区块 , 为每个区块分配一个一定容

被试修改的题目过多，反而容易带来更大的估计误

量的 IP，林喆等研究发现区块题目袋方法，对低水

差，而且对于考生而言也很难理解这样的做法。而

平的被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能力估计的精度。但

区块题目袋方法将 IP 方法变的更复杂，给被试的作

其缺陷是对于被试的修改习惯有较大的限制，同时

答行为带来更大的限制。

要比 IP 方法更复杂，需要更多的技术投入。

IP 法在适应被试的修改方式方面具有最大的灵

Papanastasiou（2002）提出了重新安排题目顺序

活性，是最符合被试作答习惯的一种方法，因此，

的方法，即在能力估计阶段忽略部分与被试能力不

在实际应用中也更容易被接受，具有较好的应用前

匹配的题目，Papanastasiou 研究发现该方法在一定

景。但其缺点是放入 IP 内的题目没有及时参与当

范围内能够降低能力估计的误差。但是该方法在应

前的选题，综合评分法利用两次作答信息（分别赋

用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旦被试修改的题目过多，

予两次作答相同的权重），也就是说不管被试有多

在能力估计阶段忽略的题目量也会增加，反而可能

大把握答对某一题（自适应阶段答错了 , 修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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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正确）最终该题的得分都是 0.5 分。基于此，

4992=8 人从 128 种 KS 中随机抽取。

本文改进了综合评分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计分方式

２.１.３ 参数估计方法

（modified IP, MIP），放入 IP 内的题目，根据被试
的真实作答概率“自适应”地给考生赋分，新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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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来估计被试知识状态。
２.１.４ 选题策略
选 题 策 略 包 括 Kullback Leibler（KL），

方法的目的在于精细化考生的掌握水平。
与其他方法相比，stocking 设计并不会对原有的

posterior-weighted KL（PWKL），hybrid KL（HKL）

CD-CAT 测验方式造成很大的影响，就能达到 RCD-

和 modified PWKL（MPWKL） 信 息 量（Zheng &

CAT 的目的，是最易于操作的一种方法。基于此，

Zhang, 2016）。

本研究将 stocking 方法应用于 RCD-CAT 中，并与

２.１.５ 终止规则
采用固定长度的测验形式，取定长 10 和 20 题。

IP、MIP 和传统测验进行比较研究。

２

２.１.６ 评价指标

研究与结果

模式判准率指估计的被试知识状态和真实的知

２.１ 研究 １：R-RUM 模型下 RCD-CAT 的效果

识状态一致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其计算公式如

２.１.１ R-RUM 模型

下：

融合模型（Reduced Reparameterized Unified Model,
R-RUM）的公式如下：
(1)

(5)
指被试知识状态判准的人数，即被试的估计
的知识状态和真实知识状态完全相等的人数， 是
总人数。
属性边际判准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2)
表示被试准确运用题目 全部属性的概率，
的值越大表明题目越容易。
(3)
计算公式表示，答对第 题的被试中，没有掌
握属性 k 的和掌握属性 k 的两批人数的比例， 值
越小说明属性 k 对答对第 题越重要。
２.１.２ 被试和题库
本文中所有模拟实验均使用 R 软件 3.3.1 版本自
编算法实现。当考察 5 个属性时，模拟生成 300 题
库，5 个独立属性共 31 种属性考核模式，题库中每
一种属性模式的题目各考查 9 次，即 9×31=279，
剩余 300 － 279=21 个题目从 31 中属性考核模式中
随机抽取。模拟生成 5000 个被试，至少保证每种
知识状态（knowledge state, KS）有 156 人，也就是
156×32=4992， 剩 余 5000 － 4992=8 人 从 32 种 可
能 KS 随机抽取。考察 7 个属性时，所有可能的 KS
有 128 种，删掉未考察属性的模式，剩余 127 种，
每一类题目考查 2 次，即 2×127=254，剩余 300 －
254=46 个 题 目 从 127 中 模 式 中 随 机 抽 取。 每 种
KS 有 39 人， 也 就 是 39×128=4992， 剩 余 5000 －

(6)
K 表示属性个数， 是总人数。被试估计的知
识状态和真实的知识状态在第 k 个元素上相等，就
认为该属性判准了，所有属性判准率的平均值就是
属性边际判准率。
２.１.７ 模拟过程
测验探测阶段：随机从题库中选取 2 个题目给
所有被试作答，将作答概率 P 和 (0, 1) 区间内一个
随机数 R 比较，如果 P ≥ R 得 1 分，反之得 0 分。
传统测验模拟过程：被试每作答一道题目，计
算机根据相应的选题策略给被试选择下一题，在作
答过程中不允许被试修改答案，当测验长度达到规
定的长度之后，测验终止。
IP 法模拟过程：什么样的题目要放入 IP 内，被
试一般是倾向将不会做的或没有把握的题目即对被
试来讲较难的题目放入 IP 中，一般来说被试答对题
目的概率越高越倾向答对题目，答对题目的概率越
低则倾向答错题目，因此，基于被试答对概率 P 越
低则被试认为题目越难的这个假设，来模拟被试对
题目难易的判断 , 即当被试的答对概率为 P 时 , 就有
1- P 的概率判断为难题，模拟过程中首先在 (0, 1) 之
间随机生成一个随机数，当 1- P 大于这个随机数，
则被试认为较难，暂时放入 IP 内，继续从题库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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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个题目。当 IP 容量已满后（20 题的测验 IP 容

科

学

stocking I：被试作答完所有的题目之后，有一

量设定为 4，10 题设定为 2），从 IP 内随机选择一

次修改的机会，采用真实答对概率

个题目释放。放入 IP 内的题目，被试可以修改答案，

应阶段却答错的题目，在 (0, 1) 之间生成一个随机数，

模拟了两类题目的修改方式：一类是有能力答对却

如果 P 大于这个随机数，则该题改对；第二类采用

答错，真实答对概率

真实答对概率

在自适应阶段却答错

在自适

却答对的题目，在 (0, 1) 之

的题目，修改的时候在 (0, 1) 之间生成一个随机数，

间生成一个随机数，如果 P 大于这个随机数，则答

如果真实答对概率 P 大于这个随机数，则改为正确；

对否则改为错误。

第二类是没有能力答对却猜对的题目，采用真实答

stocking II：每作答完 5 题就有一次修改机会，

却答对的题目，修改的时候在 (0, 1)

计算机根据被试修改后的答案来选题。模拟修改的

对概率

之间生成一个随机数，如果 P 大于这个随机数，则

方式和 stocking I 的方法一样。

答对否则改为错误。答对概率在 (.33, .67) 之间的题

２.１.８ 研究设计和结果

目，依然和一个随机数相比，如果 P ≥ R 得 1 分，
反之得 0 分。

R-RUM 的 区 分 度 参 数
均 匀 分 布 中 随 机 产 生， 即

MIP 法模拟过程：MIP 和 IP 只是在计分方式上

和难度参数

从

和难度

有区别，将真实答对概率在 (.33, .67) 区间内的被试

，采用 2×4 ×5 的三因素实验设计，
因素一为属性个数：5 个和 7 个；因素二为选题策

规定为临界状态的被试，在临界区间内的被试，传

略：KL、PWKL、HKL 和 MPWKL；因素三为修改

统计分方式是答对得满分，答错得 0 分，新的计分

答案的方法：不允许修改答案（传统测验）、 IP、

方式为根据被试估计得到的答对概率来计分。

MIP、stocking I 和 stocking II。

表１

Ｒ－ＲＵＭ 模型研究结果

根据表 1 得出 MIP 法的判准率要高于 IP 法，
但是 IP 法和 MIP 法的判准率都要低于传统测验，

可能更精确地反映被试真实的水平，有助于提高诊
断的准确性。

这是由于 IP 法固有的缺陷：放入 IP 内的题目没有

当属性个数是 5 个测验长度是 20 题时，几种

参与当前知识状态的估计，从而造成选出来的题目

方法之间差异并不大，当属性个数是 7 个测验长度

和被试达不到最优匹配，放入 IP 内的题目越多，估

是 20 题时，stocking 设计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以

计误差会越大。MIP 法通过重新给修改的题目计分，

HKL 为例，传统 CD-CAT 的模式判准率是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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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ing I 和 stocking II 分 别 是 96.9% 和 98.4%。 随
着属性个数的增加，允许修改答案的 CD-CAT 的效
全面优于传统的 CD-CAT，当测验整体判准率较低

其 中：
，
，表示被试 掌
握 了 项 目 j 所 考 核 的 所 有 属 性， 如 果
，表
示被试 至少有一个项目 j 所考核的属性未掌握，

的情况下，可修改答案的 stocking 设计效果会进一

表示被试在项目 j 上失误的概

果也会更加明显。总的来说，stocking 设计的效果要

步放大，随着测验整体判准率的提高（接近于全部
判准的情形），两者之间的差异会有所减小。

率，
２.２. 研究方法

表示在项目j 上猜对的概率。

研究 2 和研究 1 除了采用的模型不同之外，其

２.２ 研究 ２：DINA 模型下 RCD-CAT 效果

他方面都是一样的，不再赘述。 DINA 模型的失误

２.２.１ DINA 模型

参数 sj 和 gj 猜测参数 ，取值范围在 U (.05, .25) 均匀

DINA 模型的公式：
(4)
表２

分布中随机生成。

ＤＩＮＡ 模型研究结果

２.２.３ 研究 ２ 结果与讨论

模式判准率比传统测验高了 10% 以上，而 stocking

通过表 2 发现研究 2 和研究 1 的总体趋势是一

II 的效果又要优于 stocking I，以 HKL 为例，属性

致的：可修改答案的 stocking 设计的效果是最好的，

个数 7 个测验长度 20 题，传统测验的模式判准率

其次是传统测验，最后是 MIP 法和 IP 法。当采用

是 81.7%，stocking I 和 stocking II 分 别 是 92.7% 和

DINA 模型时，IP 和 MIP 方法之间没有差异，这是

95.4%，差异达到 11% 以上。总之，stocking 设计的

因为 MIP 主要在于给处于掌握和未掌握的状态的考

效果要全面优于传统的 CD-CAT，当测验整体判准

生在修改答案之后，重新计分，也就是答对概率在 0.5

率较低的情况下，stocking 设计效果更加明显。

附近的考生，通过重新计分尽可能提高诊断的准确
性，但是与 R-RUM 模型相比，DINA 模型的答对概
率分布在两个极端：未掌握答对概率极低和掌握答
对概率极高，这是 DINA 模型自身的计量性能决定
的。 在所有选题策略下，stocking I 和 stocking II 的

３

总结与展望
通过本研究发现，stocking 设计在 RCD-CAT 的

表现最好，能够有效提高测验的诊断准确率。
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如果允许考生修改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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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考生的作答习惯，为考生创造了一个熟悉的测
验环境，从而消除额外因素造成的误差，更重要的
通过修改有助于反映考生真正的水平，不仅能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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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试潜在特质估计精度，而且还有利于保障测验

Han, K. T. (2013). Item pocket method to allow response review and change in

的公平性。尽管 RCD-CAT 有各种优势，但仍有以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7(4),

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259-275.

第一，被试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对行为的影响是
无法通过模拟得到的，因此，未来应该进一步通过
实证研究来验证 RCD-CAT 方法的有效性。
第二，在实际的考试中，被试随时随地可以修
改答案，在本研究中模拟的修改行为从自适应测试
阶段开始，探测阶段并没有考虑在内，其实在探测
阶段或测验初始阶段被试尤其可能想要跳过或者修
改作答，那么对于 stocking II 等机会修改的方式是
否合理？其实，测验越到后面选题越精准，被试修
改的动机也越小，
因此，
修改的机会也可以考虑递减。
第三，CD-CAT 在 CAT 基础上拓展而来，并且

Olea, J., Revuelta, J., Ximénez, M. C., & Abad, F. J. (2000). Psychometric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review on computerized fixed and adaptive tests.

Psicológica, 21(1), 157-173.
Papanastasiou, E. C. (2002). A‘rearrangement procedure’ for scoring adaptive
tests with review op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New Orleans, LA.
Stocking, M. L. (1997). Revising item responses in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s: A
comparison of three models.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1(2) , 129142.
van der Linden, W. J., & Jeon, M. (2012). Modeling answer changes on test item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Behavioral Statistics, 37(1), 180-199.
van der Linden, W. J., Jeon, M., & Ferrara, S. (2011). A paradox in the study of the
benefits of test item review.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48(4), 380398.

具有传统 CAT 不具备的功效—认知诊断。两者既有

Vispoel, W. P., Henderickson, A. B., & Bleiler, T. (2000). Limiting answer review

相同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之处。RCAT 的相关方法是

and change on computerized adaptive vocabulary tests: Psychometric and

否在 RCD-CAT 中依然有效，值得继续探索，或者

attitudinal resul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37(1), 21-38.

可以沿着 RCAT 的三个视角继续探讨 RCD-CAT 的

Vispoel, W. P., Rocklin, T. R., Wang, T. Y., & Bleiler, T. (1999). Can examinees

方法。除此之外，这些方法之间可以考虑相互结合

use a review option to obtain positively biased ability estimates on a

来应用，也可以基于 CD-CAT 的特点针对性地开发
一些 RCD-CAT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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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Reviewable CD-CAT
Gao Xuliang,Wang Daxun, Hang Yuting, Cai Yan, Tu Dongbo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Abstract Combining cognitive diagnosis with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ognitive diagnostic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D-CAT) aims to
more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diagnose examinees’ mastery status of a group of discretely defined skills, or attributes than paper & pencil tests. While
it is a natural thing for examinees to review their answers and possibly change them in paper and pencil-based tests, the same thing is less common
to happen in CD-CAT since it could deteriorate the measurement efficiency. The absence of review opportunities on operational CD-CAT creates a
dilemma for test developers as examinees need to review and change answers during the test in order to achieve more accurate estimates of their true
ability.
Item Pocket (Han, 2013) is a method of reviewabl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RCAT). This method provides test takers with Item Pocket
(IP) into which they can place items for later review and response change. Test takers can skip answering items by putting them in the IP, but the
shortcoming of IP is that the capacity is not easy to control, if the capacity is too large that will result a comparatively large estimation error. Based on
IP method, the study proposes a new IP method called modified IP (MIP), employing a new scoring method in IP. Compared with IP, stocking (1997)
design causes greater restrictions for examinee behavior. In stocking design I, examinees are instructed in advance that they will be permitted to revise
answers to fixed number of items, under stocking design II, the testing is divided into separately sections and examinees are informed in advance
of testing that they will be permitted to revise answers to items only within a section. The advantage of design II is that it simultaneously restricts
examinee control over the actual item presented because revised responses from previous sections influence the section of items in subsequent sections.
CD-CAT is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AT, but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in some ways. In order to verify the above methods in Reviewable
CD-CAT (RCD-CAT), two Monte Carlo simulation studies with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were conducted here, the interim and final states
of knowledge were estimated using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 method, a group of 5,000 examinees were simulated for this study,
and the tests were then created from an item pool of 300 items. Thes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were cognitive diagnosis model (DINA and R-RUM),
the number of attributes (5 and 7), item selection strategies (KL, PWKL, HKL and MPWKL), and the fixed test length CD-CAT (10 and 20 items
respectively).
Monte Carlo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1)When using the DINA model, MIP and IP methods had very similar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however, while using R-RUM model MIP method had higher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than IP method. Furthermore, both MIP and IP had low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than traditional CD-CAT; (2)Stocking design had a higher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than the other methods in all simulations, and
stocking design II wa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stocking design I.
In a word, RCD-CAT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examination habits, in addition, it can also improv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This study
will help to provide theory and method support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CD-CAT, answer change, item pocket, stocking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