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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个人不拟合对 IRT 二参数模型项目参数估计的影响，并使用数据净化方法降低这种影响，提高

个人拟合指标探测率。方法：基于二参数模型和 lz 指标进行分析。使用 ICC 面积法比较项目参数估计的变化，并使用

数据净化的方法提高 lz 指标探测效果。 结果：①不拟合被试比率越大，项目参数估计偏差越大；②增加测验长度可以

降低个人不拟合对项目参数估计的影响；③加大样本量对降低个人不拟合对项目参数估计的影响没有作用；④数据

净化方法可以有效的提高 lz 指标的探测效果。 结论：个人不拟合会影响二参数模型的项目参数估计，数据净化方法

可以校准项目参数估计，提高 lz 指标探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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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erson-misfit on item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the effect of data pu-
rification procedure. Methods: The two-parameter logistic model (2PL) and lz statistic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ICC theory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bias of item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in this paper an approach to data purification was de-
scribed and applied. Results: ①The more misfit a person, had the larger bias in model estimation; ②The bias of item pa-
rameter estimation would reduce, when a test contained more items; ③Sample size had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ability of
lz; ④The power of lz statistic was increased by data purification. Conclusion: Item parameters estimated from data in-
cluding aberrants are biased and the power of lz, as a consequence, is underestimated. It is shown that by a data purifica-
tion procedure, the recovery of the power of the lz is achieved.
【Key words】 IRT； Person fit； ICC； Data purification

在使用心理 测验或量表 来评估被试 心理特质

时，经常出现被试的作答无法正确反映其心理特质

水平，称为异常反应(aberrant response)。 在心理测量

学中，被试的反应能够拟合所选择的测量模型，称为

个人拟合(person fit)；反之，若被试出现异常反应导

致与测量 模 型 不 拟 合， 则 称 为 个 人 不 拟 合 (person
misfit)。 个人不拟合包括很多类型，如抄袭、猜测、创

造性作答、随机作答等[1]。
样本中不拟合被试的存在可能影响到测验的效

果。 Schmitt 等人针对不拟合被试对测验效度的影响

做了一系列研究 [2-4]。 Zickar 和 Robie 的研究认为人

格测验中的伪装反应可能导致中等程度的项目功能

差异(DIF)和测验功能差异(DTF)[5]。 Dodeen 发现不拟

合被试的存在会造成分班测验中的错误分配[6]。
为了筛查出样本中的不拟合被试， 降低他们对

测验效果产生的影响， 研究者发展出了一系列统计

学指标，称为个人拟合指标(person-fit index)。 1944
年 Guttman 提出了测量的完美尺度(perfect scale)，奠

定了个人拟合研究的理论基础 [7]。 以后在此基础上

衍生出了诸多的个人拟合指标，如 Guttman 错误、lz

指标、M 指标等[8]。
个人拟合指标的研究者比较关注两个问题：一

是在诸多的个人拟合指标中，到底哪一个更优异；二

是什么样的影响因素会影响到个人 拟合指标的 表

现。 关于个人拟合指标之间比较的研究有很多，但

对于哪个指标更好， 研究 者没有一致 的结论。 如

Rudner 曾 比较了 rpbis，rbis，Ci，U 等 几 种 参 数 指 标，结

果发现在短测验中 rpbis，rbis 的效果较好，而在长测验

中 U 指标的效果较好 [9]。 Karabatsos 比较了 36 种个

人拟合指标，认为 HT 指标对异常反应模式有最好的

探测率[10]。 个人拟合指标的探测效果也受到很多因

素的影响，Meijer 认为模型的选择是个人拟合指标

探测率的影响因素[11]，Reise 和 Due 也发现 2PL 模型

中 lz 探测率要高于 3PL[12]。 另外，测验的项目参数特

点、 记分方式也会影响 到 个 人 拟 合 指 标 的探测效

果[13，14]。
国内关于个人拟合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少。 曹亦

薇曾使用多维标度法对不拟合的被试进行分类，并

分析这些被试所选的干扰项的特点 [15]。 刘拓等人发

现 lz 指标可以找出人格测验中集体性的不拟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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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并推测这可能由无动机的随机作答造成[16]。
在使用个人拟合指标进行探测时存在着一些问

题， 个人拟合指标的计算来自于混有不拟合被试的

数据，因此它的计算是有偏的，进而导致其探测效果

也可能存在偏差。 Kogut 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一种类

似迭代的方法 [17，18]，后 来 Meijer 又使用 非参数指标

对此方法进行了验证[19]。 但此方法需要使用原始数

据与模拟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实际使用中较为

麻烦， 因此寻找一种更简便的方法是有意义的。 因

此，本研究尝试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通过模拟

数据探究不同情境下的个人不拟合对项目参数估计

的影响特点；第二、寻找一种数据净化方法来消除个

人不拟合所引起的上述影响。

1 方 法

1.1 工具

本研究的分析基于 IRT 二参数模型(2PL)，个人

拟合指标选用使用较多、 效果较好的 lz 指标 [20，21]。
Drasgow 等人曾假设 lz 指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21]，因

此设若 lz 低于－1.65 时(显著性水平 α=0.05)则视被

试为不拟合所设模型。 本研究中所有数据的模拟和

分析均在 R2.13.0 中完成。
1.2 模拟研究设计

在考察不拟合被试对项目参数估计影响时，设

计了三个自变量：不拟合被试比率、题目数量和样本

容量。 其中每个自变量又包含 3 个水平，共 27(3×3×
3) 种情境。 具体设定为： ①不拟合被试比率：5%、
10%、15%；②测验长 度：短 (10 题 )、中 (20 题 )、长 (40
题)； ③样本量：500 人、1000 人、2000 人。 为了避免

难度和区分度带来的干扰， 研究中的区分度参数被

固定为 0.5 和 1.0 两个水平，难度参数被固定为－2、
－1、0、1、2 五个水平， 不同长度测验中各区分度、难

度水平的项目按比率增加。
在考察数据净化方法时， 设计了三种不拟合被

试比率的情况：5%、10%和 15%。 项目数和样本量分

别被设定为 20 个和 1000 名， 因为这种情境比较符

合心理学研究实际。 区分度参数(α)的生成服从平均

数为 0，标准差为 0.5 的对数正态分布；难度参数(β)
的生成服从平均数为 0， 标准差为 1 的标准正态分

布；特质参数(θ)的生成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本研究对不拟合被试的模拟， 采用 Reise 模拟

随机反应被试的方法 [14，22]。 这类反应的特点是被试

对 0、1 记分的项目作答是完全随机的， 作答反应与

项目难度、区分度和心理特质无关，选择“0”或“1”的

概率各为 0.5。 另外， 研究中所有模拟过程均进行

100 次，取 100 次的平均值作为结果。
1.3 项目参数估计的比较方法

为了比较不拟合被试对项目参数估计的影响，
研究采用比较项目特征曲线(item characteristic curve，
ICC)面积差异的方法，简称面积法。 ICC 是项目参数

的综合反映，区分度参数决定 ICC 的斜率，而难度

参数决定 ICC 曲线的位置。 若两组项目参数相等，
则两条 ICC 重合，ICC 面积差异为零；反之，两组项

目参数差异越大，ICC 的面积差异也越大[23]。 本研究

中删除不拟合被试前后， 每个项目可分别估计出两

组项目参数，它们对应着两条 ICC，两条 ICC 之间的

面积差则可反映该项目项目参数的变化程度。
1.4 数据净化方法

由于个人拟合指标的探测受到样本中不拟合被

试的干扰，因此可以采用一种数据净化过程。这个过

程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使用全部数据估计项目参

数，计算 lz 指标并进行探测；第二步，剔除被判断为

不拟合的被试；第三步，使用剩下的拟合被试进行参

数估计，并更新 lz 指标；最后，比较 lz 的探测情况，
若探测比率变化则将以上程序再次执行， 若探测率

不再变化则数据净化过程结束。

2 结 果

2.1 不拟合被试对项目参数估计的影响

根据面积法可以计算出每一种情境下的每一个

项目的面积差异，求它们的均值，这些均值说明各情

境下项目参数估计受到不拟合被试 影响的总体 情

况，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结果揭示了 3 个自变量对项目参数估计的

影响： ①题目数量： 在不拟合被试比率相同的情况

下， 题目量越大项目参数受到不拟合被试的影响就

越小，但随着不拟合被试比率的增加，即便增加题目

量， 项目参数估计的偏差依旧会增大； 当题目量由

20 题增至 40 题时， 对项目参数估计偏差的影响减

弱。②样本容量：在不拟合被试比率相同且题目数量

相同的情况下， 样本量的增加对项目参数的估计几

乎没有影响。③不拟合被试比率：在本研究中不拟合

被试的比率是影响项目参数估计偏差的主要原因，
测验的题目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影响，但

样本数量的增加对降低这种影响的效果不大。
2.2 数据净化的模拟研究

上面的模拟研究结果表明， 不拟合被试的比率

是影响项目参数估计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进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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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净化研究。观察数据净化过程，lz 指标的探测率

都在 4 次净化以内稳定下来，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的结果显示， 如果使用精确估计的项目参

数进行计算，lz 指标的探测率一般在 70%上下波动。
但如果直接使用全部数据估计出的项目参数进行计

算， 随着不拟合被试比率的增加，lz 的探测率下降，
分别只有 60.86%、52.94%和 46.73%。 这说明由于受

到不准确项目参数估计的影响，lz 指标的探测效果

明显下降。
观察净化过程探测率的变化可以发现： 在不拟

合被试比率为 5%与 10%的情况下， 经过 1 次或 2
次净化后 lz 的探测率就接近了精确估计后探测率；
在不拟合被试比率为 15%的情况下，经过 3 次净化

以后 lz 指标的探测率达到 68.05%，接近精确估计后

探测率。 一般而言，经过 4 次净化过程后，lz 的探测

率已经非常接近精确估计后探测率。
模拟研究结果说明， 数据净化过程能够有效地

消除不拟合被试对项目参数估计偏差造成的影响，
净化后的探测效果接近于精确估计项目参数后的效

果。 该结果也表明，不拟合被试比率越高，为了消除

其影响需要进行的净化次数也就越多。

表 1 各种情境下平均面积差异

表 2 数据净化过程 lz 探测率比对表

注：①精确估计后探测率，表示用项目参数的准确估计值计算 lz 指标后的正确

探测率；②全数据估计后探测率，表示用全部被试估计出的项目参数值计算 lz
指标后的正确探测率。

3 讨 论

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 不拟合被试的存在会

对项目参数估计的准确性造成影响， 并且不拟合被

试比率越高影响越大。 但测验项目数的增加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影响， 而样本量的增大难以提

高项目参数估计的准确性。

另外， 数据净化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提高个人拟

合指标的探测效果。 与 Kogut 的迭代方法相比，本文

的数据净化方法相对更加简单， 只需对原始数据进

行反复的探测删除与放回估计 便可以完成 净化过

程。 因此可以在数据预处理时使用计算机自动筛查

不拟合被试。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 一是本研究只模拟了

随机作答的反应模式以及只使用了一种个人拟合指

标 lz；二是数据净化方法还仅停留在理论阶段。上述

的研究结果如何推广应用到更多的异常反应模式的

自动识别中，还需花更多的时间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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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现最初对网友的人格知觉评价的准确率并不

高。 这一结果是有趣的，网络人际中，评定者自知对

他人人格知觉准确性缺乏把握， 却在人际交往中仍

然以此为依据进行选择。
3.3 影响网络人际吸引的消极因素

最为影响网络人际吸引的消极因素是缺乏共同

话题， 这说明网络人际中交往强调的是精神交流和

沟通， 一旦缺乏共同话题则没了网络交往的基础和

必要性。 除缺乏共同话题外， 人格判断的不一致及

个人信息的不真实两个因素也是最为影响人际吸引

的消极因素，这说明，对大三学生来说，网络人际虽

然没有什么明文的规则制度或惩罚手段， 但和现实

人际相同，一旦知觉到背叛或欺骗，其交往则很难继

续。 因此，填写真实的信息，以及在交谈中如实的表

达自我，成为获得良好网络人际的必要条件。 此外，
对自己的帮助价值、 未来不可见面及某事件的意见

不一致三因素对网络人际吸引 的消极因素 相对较

少。 这说明网络人际相对忽视现实的利益， 帮助性

和可见面性有相对弱的影响。
与现实人际相类似， 在产生终止网络人际的意

愿上，大三女生比男生更为强烈和情绪化，一旦知觉

到缺乏共同话题、人格知觉不一致、个人基本信息不

真实以及交往投入精力的降低， 女性更容易产生终

止意愿。这一结果同时也证实了女性在选择网友时，
对其内在人格品质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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