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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GDINA 是一个饱和认知诊断模型，Wald 检验被用于在题目水平上检验 GDINA 是否可以被简化模型（如 DINA, DINO,

ACDM 和 CRUM）替代，并为测验的每一个题目选择一个最恰当的 CDM（简称混合方法）。选择合适的 CDMs 是进行诊断评估的
一个关键步骤，通过 Monte Carlo 模拟实验，比较了不同的测验情境下，GDINA、简化 CDMs 和混合方法在测验整体拟合指标、模
式判准率和项目参数估计的返真性等效果，研究发现混合方法的整体表现是最好的，其次是 GDINA，最后是简化 CDMs。
关键词 GDINA 饱和模型 Wald 检验 简化模型

１ 引言

准确估计项目参数（高旭亮 , 涂冬波 , 2017）。另
外，有大量研究（de la Torre & Lee, 2013; Li, Hunter,

近年来，认知诊断评估测验逐渐在教育评价

& Lei, 2016; Ma, Iaconangelo, & de la Torre, 2016）
建议，

和心理疾病的临床诊断中得到了初步的应用（de

当简化模型和饱和模型在模型拟合度相当的条件下，

la Torre, van der Ark, & Rossi, 2015; Jang, 2009; Kim,
2015; Zhang, 2013），对 CDMs 的研究逐渐受到学
者们的重视，并且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提出了一系
列 CDMs。这些 CDMs 中 既 有 约 束 条 件 非 常 少、
适用面相对较广的饱和模型，也有约束条件较多的
简化模型。比较常见的简化模型有 DINA（Haertel,
1989）、DINO（Templin & Henson, 2006）、ACDM
（de la Torre, 2011）、CRUM（Hartz, 2002）等；饱
和 模 型 有 GDINA（de la Torre, 2011），GDM（von
Davier, 2008）和 LCDM（Henson, Templin, & Willse,
2009），饱和模型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可以简化为
简化模型，因此简化模型是饱和模型的特例。

优先选择简化模型。Rojas，de la Torre 和 Olea（2012）
研究发现与 GDINA 相比，使用恰当的简化 CDMs
会有更高的模式判准率。
饱和模型和简化模型各有优缺点，那么在实
际应用中，是否有可能在一次认知诊断分析中同
时使用饱和模型和简化模型，即有的项目使用饱
和模型而有的项目使用简化模型，本文将这种做
法称为混合方法（mixed method），从而充分发挥
两 类 模 型 的 优 点。de la Torre 和 Lee（2013） 以 及
Ma, Iaconangelo 和 de la Torre（2016） 通 过 实 证 数
据的分析发现，一份测验中不同题目会拟合不同的
CDMs。de la Torre, van der Ark 和 Rossi（2015）提出

简化模型的优点是项目参数少，参数的估计要

在 GDINA 框架之下，在题目水平之上通过 Wald 统

达到稳定状态所需样本相对要少，诊断结果更加直

计量检验饱和模型是否能被简化模型所替代，从而

观和易于解释，但其缺点是模型假设比较严格，这

为每一个题目选用最合适的 CDM；此时，有的题目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简化模型的应用。与简化模型

可能选用饱和模型（如 GDINA）而有的题目可能选

相比，饱和模型的理论假设比较宽松，对属性之间

用简化模型（如 DINA、DINO、CRUM 或 ACDM 等），

的作用并未严格限制，因此，饱和模型的适用面更

这也正是混合方法的思路。显然，理论上混合方法

广。但饱和模型的缺点是模型较复杂且不易于解释，

同时具有饱和模型和简化模型的双重优点，在实际

待估计的项目参数较多，需要更大的样本才有可能

的应用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值得进一步研究。

* 本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1660278, 31760288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XL1507，XL1508)、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 (17JY12) 和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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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诊断评估测验中从这三类模型中选择合

（3）Q 矩阵：简单 Q 矩阵有 10 题分别考察了

适的 CDMs 值得研究。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关

一个属性，另外各有 10 题分别考察了 2 个属性和 3

于三类模型的比较与选用研究非常薄弱。涂冬波，

个属性，复杂 Q 矩阵则将简单 Q 矩阵最后考察 3 个

蔡艳和戴海琦（2013）讨论了关于简化模型的比

属性的 5 个题目替换成考察 4 个属性。

较与选用，但并不涉及饱和模型和混合方法；Ma,

３.２ Monte Carlo 实验

Iaconangelo 和 de la Torre（2016） 初 步 探 讨 了 简 化

（1）被试和项目参数的模拟：被试 KS 假设服

模型为真模型时，混合方法和饱和模型去拟合数据

从均匀分布，项目参数模拟参见上述题目质量的模

时的效果，但没有考虑不同真模型下模型选用的效

拟方法。

果及其比较，也没有讨论不同测验 Q 矩阵对模型

（2）作答数据的模拟：真模型是 GDINA 时：

选用的影响等。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鉴于

首先用 GDINA 模拟 个被试作答 题数据，然后将作

CDMs 的选用在实际运用中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国内

答数据交给 6 个匹配模型重新估计参数。

外对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本研究拟在前人的基

真模型是 Mixed 时：将 个题目随机分为 6 份，

础上，进一步探讨在不同测验情景下三类 CDMs 的

随机分配给 GDINA, DINA, DINO, ACDM 和 CRUM

选用及其效果，并对不同情境中的如何选择合适

模拟 个人的作答数据，并用 6 种匹配模型重新估计。

的 CDMs 提出具体的使用建议，为实际应用者在
CDMs 的选用上提供借鉴。

２ 混合方法

简化模型为真模型：为了便于说明此处仅以
CRUM 为例加以说明，用 CRUM 模拟 个被试作答
题数据，然后将作答数据交给 6 种匹配模型重新估
计。

混 合 方 法 的 思 路 是 de la Torre, van der Ark 和

（3）重复以上模拟过程 100 次，本研究的参数

Rossi（2015）提出，它的目的是为每一个题目选

估计使用了 R 软件（3.4.0 版本）中的 GDINA 程序

择适当的 CDM，分为两步：第一步，所有题目用

包（Ma & de la Torre, 2016）。

GDINA 来 估 计 参 数； 第 二 步， 应 用 Wald 检 验 在
题 目 水 平 上 比 较 DINA、DINO、ACDM 和 CRUM
是否可以取代 GDINA，显著水平设为 0.05；如果
Wald 检验选出了 2 个以上的简化模型，则选择其中

４ 评价指标
４.１ 测验拟合度指标

AIC =-2ln(L ) ＋ 2×K

（1）

参数较少的模型。根据以上步骤为每一题选择一个
最优的 CDM，并重新估计题目参数。

３ 研究方案
３.１ 实验设计
实验有五个因素：测验人数，题目质量，产生

（2）
其中 L 是似然值，K 是待估计的参数个数，

AIC 指标越小代表模型拟合的越好，MAIC 是计算
R =100 次实验的整体拟合指标 AIC 的均值。
４.２ 属性诊断正确率指标

模型（真模型），匹配模型（fitted model），Q 矩
阵的复杂度。
（1）测验人数和题目质量：500 和 1000 人；
题目质量分为高、低水平，模拟方法参考 Ma 和
de la Torre（2016） 的 做 法， 高 质 量 的 题 目 固 定

P (1)=.1，P (0)=.1，P (1) 表示掌握了题目考察的所有
属性的答对概率是 .9，P (0) 代表被试没有掌握题目
考察的任意属性而猜对的概率，而其他可能的 KS
答对概率从均匀分布 U(.1, .9) 中随机生成；低质量
时 P (1)=.3，P (0)=.3 。
（2） 真 模 型 和 匹 配 模 型：GDINA，Mixed，
DINA，DINO，ACDM，CRUM。

（3）
N 表示被试数，R =100，
表示估计
的 KS 和真实 KS 在第 r 次实验中是否相同，PCV 指
标越大意味着被试参数估计的越准。
４.３ 项目参数的估计精度指标

（4）
其计算借鉴 Ma 和 de la Torre（2016）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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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是题目数，K 是属性个数，R =100，
和
分别代表知识状态 答对第 j 题的
估计和真实作答概率。例如，考察 5 个属性时，可
表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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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 KS 有 32 种，每一题有 32 种可能的作答概率，
并将每一题估计的 32 种作答概率值视作项目参数估
计值。

模型资料整体拟合指标（ＭＡＩＣ）

实验结果
表 1 的行表示真模型，列对应 6 个匹配模型重

新估计值，6 个真模型对应 6 个匹配模型，对角线
元素代表真模型的拟合指标，Mean 行是该矩阵按列
求平均值的结果，代表了每个匹配模型在 6 种真模
型条件下的平均拟合指标。
表 2、
3 的结构和表 1 相同。
真模型是 GDINA 和 Mixed 时，Mixed 的拟合度
最好，其次是 GDINA；而当真模型是简化模型时，
Mixed 和真模型拟合度表现相似。当真模型是 DINA
时，DINO 的拟合度最差，而当真模型时 DINO 时，
DINA 的是拟合最差的模型，当真模型是 ACDM 或
CRUM 时，尤其在低质量题目时，这两个模型之间
的拟合度几乎没有差异，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
模型之间的计量特点所决定的，DINA 和 DINO 的

模型假设正好相反，而 ACDM 和 CRUM 模型具有
相似的模型假设。
简单 Q 阵，真模型是 Mixed 时，Mixed 的判准
率最高，其次是 GDINA，CRUM，ACDM ，DINA
和 DINO； 真 模 型 是 GDINA，CRUM 和 ACDM
时，Mixed 和这三种真模型的判准率很相似。当真
模型是 DINA 或者 DINO 时，真模型的表现最好，
其次是 Mixed。DINA 是真模型时 DINO 的表现最
差，反之亦然。复杂 Q 阵，低质量题目时，整体的
模式判准率很低，当真模型是 GDINA 时，ACDM
和 CRUM 的 效 果 最 好， 其 次 是 Mixed、GDINA、
DINA 和 DINO； 当 真 模 型 是 Mixed 时，Mixed 和
ACDM，CRUM 的效果相似；真模型是 4 种简化模
型时，真模型的表现最好，随着题目质量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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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模式判准率指标（ＰＣＶ）

提高，模式判准率整体得到了提高。
表 3 可以发现，题目是低质量时，不管真模型
是 GDINA 或者 Mixed，Mixed 的估计误差是最小的，
而当真模型是 4 种简单模型时，真模型的估计误差
最小，其次是 Mixed、GDINA。当题目是高质量时，
真模型的 RMSE 指标是最小的，其次也是 Mixed。
总体来看，拟合最优的模型对应的模式判准率
指标和估计误差也是最小的，当真模型是 GDINA 时，
Mixed 的综合表现甚至略好于 GDINA，而当真模型
是 Mixed 时，Mixed 的总体表现是最好的，其次是
GDINA，也就是说当一份测验中的题目可能拟合不
同的模型时，选用 Mixed 方法是较理想的做法，其
次可以选择 GDINA 模型。但当真模型是简化模型时，
Mixed 的整体效果和真模型是很接近的，意味着当
真模型是简化模型时（所有题目拟合同一个简化模
型），优先选择简化模型（真模型）分析，其次也
可以选用 Mixed 方法来分析，第三选择是 GDINA。

６ 实证数据分析
为了进一步比较各模型在实际中的应用，我们
采用了 Tatsuoka（1990）分数减法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分别从测验拟合、项目拟合和测量信度三个指标进
行分析与比较，从而进一步探讨各模型在实际应用
中的性能。
６.１ Tatsuoka 分数减法数据
Tatsuoka 分 数 减 法 数 据 最 原 始 的 版 本 可 见
Tatsuoka (1990)。de la Torre（2011） 对 该 数 据 Q 矩
阵重新标定了属性，被试数是 536，并将原来 20 题
简化为 12 题，重新标定的 Q 矩阵共考查了 4 个属性。
６.２ 各模型下测验整体拟合度分析及比较
常用的反应模型资料整体拟合指标有偏差
（deviance）指标，AIC 和 BIC（Lei & Li，2016）。
表 5 只列出了选用简单模型的题目，剩余题目选用
了 GDINA 模型。
表 6 显 示 了 分 别 用 GDINA、DINA、DINO、
ACDM、CRUM 和混合方法拟合该数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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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数估计的均方根误差指标（ＲＭＳＥ）

表４

选用的模型

表 ５ 模型资料拟合指标

表 6 结果发现，单独以偏差和 AIC 指标来看，

６.３ 各模型下测验项目拟合分析及比较

混合方法选择的模拟拟合最好，其次是 GDINA、

依 据 Chen, de la Torre 和 Zhang（2013） 提 出

CRUM、ACDM、DINA、DINO；从 BIC 指标来看，

的 log-odds ratio 统 计 量， 计 算 了 题 目 拟 合 指 标。

拟合度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混合方法、DINA、

表 7 数据是该统计量对应的调整后的 p 值 (adjusted

CRUM、ACDM、GDINA 、DINO， 这 是 由 于 与

p -values)，该值小于 .05 意味着模型与题目拟合不良。
表 6 表明：混合方法选择的模型与题目拟合不
良的题目数是最少的，其次是 GDINA，DINO 和
CRUM、ACDM、DINA。另外，第 1 题与所有的模

AIC 相比 BIC 指标对于复杂模型的惩罚力度更大，
更倾向于选择参数少的模型。总体来看混合方法在
3 个拟合指标的表现均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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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与模型的绝对拟合指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ｐ－ｖａｌｕｅｓ）

型都不拟合，第 3 题混合方法选择了 DINO，而从

断 条 件 下 的 属 性 模 式 分 类 准 确 性（classification

表 6 来看第 3 题与 CRUM 是拟合的，应该考虑选择

accuracy） 分 类 一 致 性 信 度 指 标（classification

CRUM 模型来分析该题目。

consistency）， 表 7 是不同模型下的信度指标，可

６.４ 各模型下测验整信度分析

以看出基于混合方法分析下测验信度最高，可以最

Cui、 Girel 和 Chang（2012） 提 出 了 认 知 诊

大程度上减少测验的测量误差。

表 ７ 认知诊断测验信度指标

７ 总结与讨论
目前为诊断测验选择模型的方法有很多，但并
没有一种公认的方法是适合所有测验情境的。Lei 和
Li（2016）比较了多种选择模型的拟合指标，有从
测验角度（相对拟合指标）包括：偏差、AIC、BIC
等指标，也有从题目的角度（绝对拟合指标）包括
RMSEA、MADcor、MADres、MADQ3、MX2 等 指
标，结果发现这些方法的效果取决于多种因素，如
被试人数、题目质量、Q 矩阵是否正确等因素，即
使在相同的测验情况下，不同指标选出的拟合模型
可能并不相同。
混合方法通过 Wald 检验在题目水平上为每一个
题目选择最优的模型。混合方法与传统做法不同，
混合方法有它自身的优点，应用比较灵活，并不需
要一个测验确定一个模型来分析，它为模型的选择
以及诊断测验的开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本研究

通过模拟比较了 GDINA、Mixed、DINA、DINO、
ACDM 和 CRUM 在诊断测验中的效果，结果发现，
真模型是简化模型时，简化模型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当真模型是 GDINA 或者 Mixed 时，选用 Mixed
方法选择的模型具有更好的效果。对 Tatsuoka 分数
减法实测数据从 3 个方面比较了几种单模型和混合
方法的整体表现：模型资料相对拟合指标（偏差、
AIC、BIC），题目与模型的绝对拟合指标（Chen,
de la Torre, & Zhang, 2013）， 测 验 信 度 指 标（Cui,
Gierl, & Chang , 2012），结果发现混合方法的综合
表现是最好的。从理论和实际应用的角度混合方法
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尽管如此，但并不意味着
混合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选择，混合方法
是一种基于统计指标检验的数据驱动的方法，数据
驱动方法的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即普适性较差，
混合方法是基于 Wald 检验为每一个题目选择模型，
因而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样本很少的情况下，W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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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容易出现较大误差（可能为每个题目选出的模
型并不拟合），在样本较少或者测验质量并不理想
的情况下，此时，混合方法选出的模型可以结合其
他拟合指标使用，如首先从测验整体拟合的角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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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析不拟合的原因，或试着通过其他方法（如

ability: Validity arguments for applying Fusion Model to Language Testing

比较其余模型在这些题目的绝对拟合指标），为这

assessment. Language Testing, 26(1), 31-73

些题目找到一个更优的模型。
本研究所得的实验结论建立在 Q 矩阵正确的前
提下，Q 矩阵在诊断测验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Kim, A. Y. (2015). Exploring ways to provide diagnostic feedback with an ESL
placement test: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of L2 reading ability.

Language Testing, 32(2), 227-258.
Lei, P. W., & Li, H. (2016). Performance of fit indices in choosing correct cognitive

Q 矩阵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到诊断评估的准确性，Q

diagnostic models and Q-matrices.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矩阵错误标定对混合方法的影响需要更进一步的研

40(6), 405-417.

究。另外，考虑到混合方法是基于 Wald 统计检验
的方法，作为一种数据驱动方法，其效果会受到样

Li, H., Hunter, C. V., & Lei, P. W. (2016). The selection of cognitive diagnostic
models for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Language Testing, 33(3), 391-409.
Ma, W., & de la Torre, J. (2016). A sequential cognitive diagnosis model for

本大小的影响，本研究最小样本是 500，样本更少

polytomous responses. British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的情况下，混合方法是否也有同样的效果有待进一

Psychology, 69(3 ), 253-275.

步研究。本研究假设属性之间并不存在层级关系以
及被试的知识状态服从均匀分布，在实际测验中属
性之间的结构和被试知识状态的分布会更复杂，所

Ma, W., Iaconangelo, C., & de la Torre, J. (2016). Model similarity, model selection,
and attribute classific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40(3), 200217.
Rojas, G., de la Torre, J., & Olea, J. (2012l). Choosing between general and specific

以本研究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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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DM and its Selection:
A Saturated Model, A Simple Model or A Mixed Method
Gao Xuliang, Wang Daxun, Cai Yan, Tu Dongbo
(Research Center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Abstract Recent advances in a category of analytic methods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cognitive diagnostic models (CDM) show great promise. A
large number of CDM have been proposed, The deterministic inputs, noisy, ‘‘and’’ gate (DINA) model, an example of a conjunctive model, assigns
the highest probability of answering correctly to examinees that possess all of the required attributes. Disjunctive models, however, assume that
lacking a particular attribute can be off-set by possessing another. For example, the deterministic inputs, noisy, ‘‘or’’ gate (DINO) model assigns the
highest probability of answering correctly to examinees with at least one of the required attributes. Examples of other specific, interpretable CDM are
the reduced reparametrized unified model (CRUM; Hartz, 2002), the additive CDM (ACDM). Apart from these specific CDM, general or saturated
CDM subsuming many widely used specific CDM have also been developed, including the generalized DINA (GDINA) model, the general diagnostic
model (GDM), and the log-linear CDM (LCDM). Although general CDM provide better model-data fit, reduced CDM have more straightforward
interpretations, are more stable, and can provide more accurate classifications when used correctly.
Although a multitude of CDM are available, it is not clear how the most appropriate model for a specific test can be identified because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in answering items may be complicated. An important decision that researchers make is that of choosing either a CDM that allows
for compensatory relationships among skills or one that allows for non-compensatory relationships among skills. With a compensatory model, a high
level of competence on one skill can compensate for a low level of competence on another skill in performing a task. Specifically, a general model (i.e.,
GDINA model) can be tested statistically against the fits of some of the specific CDM it subsumes using the Wald test. The Wald test was originally
proposed by de la Torre (2011) for compar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models at the item level (i.e., one item at a time) thereby creating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multiple CDM within the same test which means each item selects a different model.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mixed method and other
model performance in the paper and pencil test, using a complex simulation study we investigated parameter recovery,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performance of item-fit statistics for correct and misspecified diagnostic classification models within a GDINA framework. The basic manipulated test
design factors included the number of respondents, item quality generating model, fitted model and Q-matrix. The three sample sizes were N = 500 and
1,000, item quality were high and low, generating model and fitted model were GDINA, Mixed, DINA, DINO, ACDM and CRUM, Q-matrix included
simple Q-matrix and complex Q-matrix. The study found that overall under all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he Mixed CDM had the best performance.
Simply take into account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rate, Mixed in low quality advantage is more obvious in the tests, when item quality is high, Mixed
and GDINA performance is almost identical, but under all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mixed was better than GDINA in information-based fit indexes
AIC and item parameter recovery.
Key words CDM , GDINA, Wald test, Reduced CD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