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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样本中的不拟合被试对 CTT 框架下测验信度、效度和 IRT 框架下测验信息量的影响。 方法：使用

lz 指标和数据净化的方法，比较不拟合被试删除前后的分半信度、α 系数、测验信息量的变化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的

效果。 结果：①随着删除的不拟合被试比率的增加，E 量表与 N 量表的分半信度、α 系数提高；②删除不拟合被试后，

E、N 量表对两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更好；③不拟合被试的删除，可以提高测验信息量，降低测量标准误。 结

论：样本中不拟合拟被试的存在，会造成对测验信度系数的低估，影响测验的结构。 从 IRT 的角度而言，会造成测验

信息量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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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inclusion of person misfit on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test in-
formation. Methods: lz index and data purification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reliability, structure validity
and test information between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of misfitting person. Results: ①As the proportion of deletion of mis-
fitting person increased, split-half reliability and α coefficient improved; ②The removal of misfitting cases data showed
that there were better fit indices for the hypothesized structure in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③The exclusion of misfitting
cases was found to enhance test information and increase the standard error. Conclusion: The person-misfit may result in
underestim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structure of test, and may cause the reduction of tes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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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心理学量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研究者

往往会根据理论假设， 建构出符合实际数据的测量

学 模 型 ， 如 IRT 的 Rasch 模 型 、 等 级 反 应 模 型

(GRM)、部分记分模型(PCM)等。 根据这些测量学模

型，研究者一方面可以对量表的质量进行分析，另一

方面也可以对被试不同的心理特质水平进行评估和

解释。通常情况下，数据中大部分被试的反应能拟合

某种测量模型， 但也有小部分被试的数据会出现无

法拟合该测量模型的情况。 这些与测量模型不拟合

的被试，称为个人不拟合(person-misfit)。研究者认为

造成个人不拟合的原因很多，如能力测验中的猜测、
创造性作答、不清醒、能力缺失 [1]，人格测验中的随

机作答、伪装等。
个人拟合指标(person fit index)是探测被试反应

模式与测量模型拟合程度的指标。 1944 年，Guttman
提出了测量 的完美尺度 (perfect scale)，成为 个 人 拟

合指标的重要理论基础 [2]。 早期的研究者曾使用相

关系数来探测那些不拟合的被试 [3]，随着 IRT 理论

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基于 IRT 模型的个人拟合指标

被提出，如 lz 指标、M 指标、ECI 统计量等[4]。 对于诸

多个人拟合指标的探测效果， 很多研究者进行了比

较。如 Rudner 曾比较了 rpbis、rbis、NCIi、Ci 等指标，认为

U 指标在长测验中效果较好，rpbis、rbis 在短测验中效

果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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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探测率 [6]。 个人拟

合指标的探测效果也受到多因素的影响， 如记分方

式、测验长度、项目参数特点等[7，8]。
也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人不拟合被试的作答

对测验效果的影响。 Schmitt 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认知

测验中， 被试的 lz 值越高效 标关联效度 就越低 [9]。
Schmitt 和 Meijer 等人在其系列研究中发现，虽然删

除不拟合被试并不能提高效标关联效度， 但不拟合

被试与效标测验之间呈现出低相关[10，11]。 Curtis 的研

究认为删除不拟合被试对验证性因素分析效果的影

响时好时坏[12]。 上述情况表明，关于个人不拟合对测

验的影响，研究者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国内对于个人拟合的实证研究还较少， 曹亦薇

曾用 MSD(多维标度法)对不拟合的被试在词汇测验

中所选的干扰项特点进行过分类， 进而探索这些被

试在辨析词义时的思维方式 [13]。 刘拓等使用 lz 指标通讯作者：戴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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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了人格测验中由于动机缺乏而 随机作答的 被

试， 并认为这些被试可能会影响到测验的难度和区

分度[14]。
本研究以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的结果为例，使

用个人拟合指标和数据净化的方法对个人不拟合被

试进行筛查。主要目的是：①在经典测量理论的框架

下， 考察不拟合被试的存在对测验信度和结构的影

响；②在 IRT 的框架下，考察不拟合被试的存在对

测验信息量的影响。

1 方 法

1.1 数据与模型

本研究使用龚耀先修订的 EPQ 问卷成人版，被

试为深圳市 16~18 岁的高中生共 1860 人， 其中男

生 972 人，女生 888 人。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数据的

各个分量表进行单维性检验发现，内外向(E)量表与

神经质(N)量表可以满足 IRT 分析的条件。 参考前人

的研究结果与人 格 测 验 的 特点 [15，16]，决定选用 IRT
二参数模型(2PL)作为分析基础。
1.2 个人拟合与数据净化

个人拟合指标有很多，本研究选用了使用较多、
效果较好的个人拟合指标 lz[17，18]。 lz 指标是将 Levine
和 Rubin 提出的 l0 指标进行标准化后得到的， 因此

lz 渐进标准正态分布，当显著性水平 α=0.05 时，lz<-
1.65 则被判定为不拟合[4]。因为 lz 指标的计算会受到

不拟合被试的影响， 可以使用数据净化的方法对数

据进行反复的探测删除和放回估计， 当参数估计值

和 lz 指标探测率不再发生变化时， 则认为不拟合被

试基本被剔除，数据净化过程完成。本研究中所有的

结果和指标值都是在净化过程完成后得到的。
1.3 使用软件

研究中信度系数的计算使用 PASW18.0， 验证

性 因 素 分 析 使 用 SAS9.1 中 的 PROC CALIS 过 程 ，
IRT 分析、lz 指标的计算和数据净化过程在 R2.12.1
中实现。

2 结 果

2.1 不拟合被试对信度的影响

以 lz 的值为标准，lz 值越小说明拟合程度越差。
具体分三种情况， 删除最不拟合的 50 人、100 人和

150 人，分别考察 α 系数和分半信度的变化情况。 为

了排除被试人数变化带来的影响， 在做分析时还随

机删除 50 名、100 名和 150 名被试作为对照组。表 1
对三种情况下的 α 系数和分半信度进行对比。

表 1 结果显示，当删除的被试为不拟合被试时，
随着删除人数由 50 人逐步提高到 150 人，分半信度

与 α 系数都在逐渐提高；而随机删除相同人数的对

照组信度值基本在原始值附近波动，甚至略有下降。
说明信度系数的提高是因为删除不拟合被试造成，
而不受被试数量变化的影响。 删除后的信度系数提

高幅度不太大， 可能与该样本不拟合人数比率偏小

有关（2.69%~8.06%），但变化趋势是很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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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被试删除与两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情况

2.2 不拟合被试对测验结构的影响

验证性因素分析是考察测验结构效度的方法。
本文首先使用 E 量表与 N 量表的 lz 指标探测结果，
删除被判定为不拟合的 226 名被试。然后，随机抽取

相同数量的被试， 进行删除处理。 分别使用全部数

据、 删除不拟合被试后的数据和随机删除被试后的

数据拟合二因素模型，结果如表 2。
表 2 结果显示， 模型拟合指标和模型比较指标

都显示，删除不拟合被试后模型拟合效果更好，如按

GFI 大于 0.9 的标准， 在删除不拟合被试后 GFI 达

到 0.916，随机删除被试后甚至有所下降为 0.887。
2.3 不拟合被试对测验信息量的影响

在 IRT 框架中，用信息量概念取代了传统意义

上的信度概念。在经典测量理论中，信度反映的是误

差对测验（或分测验）的影响；但在 IRT 中，信息量代

表的是误差对每名被试在每道题上的影响， 将各道

题信息量累加就是测验的信息量， 测验信息量平方

根的倒数就是测验的标准误。因此，对于不同心理特

表 1 删除不拟合被试人数后信度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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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水平的被试，测验的评估准确性是不同的。 图 1、
图 2 是删除不拟合被试前后两分测验信息量的变化

情况图。
从图 1 与图 2 可以看出，删除不拟合被试后，两

个分测验的信息量都提高了，E 量表最大提高了 1，
而 N 量表最大提高了 2。 从特质水平估计的准确性

看， 内外向水平在-1.5～0.5 之间， 神经质水平在-
0.5～1.5 的被试估计将更加准确。

图 1 删除不拟合被试前后 E 量表测验信息函数图

图 2 删除不拟合被试前后 N 量表测验信息函数图

3 讨 论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 被试样本中不拟合被试的

存在会造成测验信、 效度的低估。 信度和效度的偏

低一方面反映了测验的理论建构不清晰、 项目质量

不理想；另一方面也可能提示数据的质量存在问题，
比如样本中可能含有大量的不拟合被试。因此，在量

表编制和修订时， 使用个人拟合指标来进行数据的

预处理是一个不错的提高数据质量的方法。
另外，从 IRT 的角度看，不拟合 被试将会造 成

测验信息量的降低，导致测量标准误的升高，换而言

之， 就是会影响到被试评估的准确性。 Dodeen 和

Hamzeh 的研究就认为，个人不拟合被试会造成分班

或 安 置 性 测 验 中 ， 被 试 群 体 的 错 误 分 配 [19]，Hen-
drawan 等人也认为不拟合 被试会造成 对被试能力

的错误判断 [20]。 所以删除不拟合被试能提高测验信

息量，也可以使得被试心理特质的评估更加准确。
本研究结果只是从变化趋势上证明了不拟合被

试对测验信、效度的影响。 然而，样本中不拟合被试

所占比率的大小对测验信效度影响的程度如何？ 以

及它们间相互变化的关系等这些问题还有待继续探

讨。 另外，研究只使用到了 E、N 两个分量表的数据，
这虽然与 EPQ 本身的编制方法有关，但结论的推广

性还需要更多模拟研究和实证研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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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捐赠意愿的影响完全是通过共情的中介作用来实

现的，而且认知和情绪性反应都有效应。该结果与支

持 Baston 共情－利他主义理论的研究是一致的，个

体不幸情境下同情心的激发是很重要的机制[4，7-9]。 这

说明当捐赠对象为具体的不幸个体时更能激发捐赠

者的同情心。这一点与定险峰等的结果有明显差异，
即在群体灾难情境下， 人格宜人性对慈善捐赠的影

响主要是一种直接的作用，而非共情的中介效应 [12]。
可能帮助对象为模糊的群体 时相对较难 激发同情

心。另一方面，情境强度（受助者的不幸程度）的影响

机制与人格很不一样。 情境强度对捐赠意愿影响主

要是直接效应，占 71％；共情的间接效应只占小部

分，仅为 29％，而且只有认知性反应，同情心并没有

中介效应。 情境强度最终对捐赠额度的影响更是直

接效应占主导地位，占 83％。 该结果说明情境强度

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共情 为中介实现

的，这一点与定险峰等是一致的，情境性因素对慈善

捐赠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直接效应。 人格与情境对

慈善捐赠的影响除了机制上不同， 作用大小也有较

大的差异。相比较而言，人格宜人性和情境强度对捐

赠意愿的影响是同样的， 但后者对捐赠金额的最终

影响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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