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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将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计算机自适应测验方式应用于艾森克人格问卷中，分析其可行性和有效性。

方法：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量表进行单维性检验，比较项目反应理论模型的优劣，对项目参数和能力参数进行估

计；再基于真实的纸笔测验数据模拟计算机自适应测验，分析其测验效率、测验误差，最后将测验分数与纸笔分数进

行比较。 结果：因子分析结果四个量表大体上能够满足单维性，2PLM 优于 1PLM；计算机自适应测验结果所有量表都

节省了 50%以上的项目，所有量表的测验误差均值都低于预设误差值，与纸笔测验分数的相关系数都达到或接近高

相关，而校正相关系数除 L 量表外都在 0.9 以上。 结论：艾森克人格问卷对计算机自适应测验方式是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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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AT) based on item response theory to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was administrated to examine its feasi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s: Exploring factor analy鄄
sis was used to assess unidimensionality; and appropriate model was chosen to estimate item parameters and person pa鄄
rameters; and then a real data simulation of CAT was used to analyze efficiency of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precision and
the result of CAT was compared with paper-and-pencil tests. Results: The four scales roughly met unidimensionality, and
2PLM was superior to 1PLM. In the results of CAT, all scales saved 50% items, and measurement errors were below pre鄄
dicted value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scores of CAT and conventional paper-and-pencil tests were nearly or above 0.7,
and disattenuat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above 0.9 except for L scale.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IRT-based CAT
to EPQ i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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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自适应测验（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鄄
ing，CAT）是计算机技术与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鄄
sponse Theory，IRT）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测验方式，其

最吸引人的特性在于能够针对每个被试不同的能力

水平匹配一套适合其水平的测验， 从而达到节省测

验时间、 高效准确地估计出被试能力水平的目的。
CAT 最初 是 在 能 力 或 成 就 测 验 如 ASVAB、GRE 中

实现。近些年来已逐渐用于人格测验、临床评定量表

等方面，如 MMPI-2、MMPI-A、MASS、EORTC QLQ-
C 30、ICQ 等成熟量表已发展出相应的 CAT 测验 [1-5]，
也有研究者采用这种方法直接编制计算机自适应测

验如 D-CAT、A-CAT、拼图测验等[6-9]。 尽管这种测验

方式在多维分析技术、条目的曝光率、内容平衡等方

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研究，但是 CAT 在理论与实

践方面都逐渐走上了成熟。
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鄄

naire，EPQ）是国内外广泛使用 的 人 格 测 验之一，上

世纪 80 年代引入中国，龚耀先、 陈仲庚和刘协和等

人分别对 EPQ 的成人版和儿童版进行了修订，钱铭

怡等则对 EPQ-R 成人简式版进行了修订。 国内虽

然也有研究者将计算机技术用到 EPQ[10]，实现了在

计算机上施测、计分和分析结果，但它仍然是基于经

典测量理论的固定测验长度、 固定测验顺序的测验

形式， 而不是采用 CAT 形式。 国外曾有研究者用

IRT 来分析 EPQ[11]，研究结果说明用 IRT 对 EPQ 进

行项目分析和参数估计是合理 的。 本研究试 图用

IRT 方法对 EPQ（中文版）进行分析，检验其是否满

足 IRT 的单维性， 并基于真实数据模拟 CAT 过程，
检测 CAT 的效率以及 CAT 所得分数与纸笔测验所

得分数的一致性， 从而为设计真实的 EPQ 的 CAT
版式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包括两个样本数据。 样本 1 为 EPQ 第二

次全国常模的样本，共 1429 例，其中男性 689 例，女

性 740 例，年龄在 16~82 岁之间，平 均年龄 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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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岁。 该数据用于单维性评估、IRT 模型选择以

及参数估计。样本 2 来自于深圳某中学 200 例学生，
其中男女生各半，年龄在 16~19 岁之间，平均 年龄

17.23 岁。 数据用于进行 CAT 模拟。
1.2 测量工具

龚耀先主持修订的 EPQ 中文成人版，该问卷共

88 个题目，由 E（内外向）、N（神经质）、P（精神质）、L
（掩饰性）四个量表组成。
1.3 研究方法

1.3.1 单维性评估方法以及参数估计方法 运用探

索性因素分析（EFA）方法分别评估四个量表的单维

性。 所用软件为 SAS9.1。 对于能力估计选取的估计

方法为后验极大估计（Maximum A Posteriori，MAP），
项目参数估计为边缘极大似然估计（Marginal Maxi鄄
mum Likelihood，MML）。 所用软件为 BLOG-MG3.0。
1.3.2 CAT 算法 CAT 算法主要涉及初始能力值、
选题策略、终止规则以及能力估计方法等方面，本研

究的能力初始值设定为 0， 以最大信息量作为选题

策略， 最小测验误差法作为终止规则， 期望后验法

（Expected A Posteriori，EAP）作为能力估计方法。 最

小测验误差的设定根据样本 1 的信度系数求得，E、
N、P、L 四个量表的最小测量误差分别设定为 0.45、
0.41、0.58 和 0.43。 所用软件为 POSTSIM。

2 结 果

2.1 单维性评估

根据里斯卡标准 （即因素分析的第一特征根与

第二特征根之比达到 5:1 以上， 第一特征根所解释

的方差大于 20%），E、N、L 三 个量表能够 满足单维

性， 尽管 P 量表的两特征根之比没有达到要求，但

是因子贡献率达到了 57.3%， 并且在残差相关系数

矩阵中只有 2 个系数大于 0.25， 因此大体上可以认

为 P 量表符合单维性。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2.2 模型比较以及项目参数估计

本研究的模型比较中 2PLM 的-2Log Likelihood
值明显低于 1PLM，对差值作卡方检验，四个量表的

卡方检验结果都达到了 P＜0.001。这说明 2PLM 优于

1PLM，故对量表的参数估计采用 2PLM。
从项目参数来看，P 量表的难度偏高而 L 量表

的难度偏易，E、N、L 量表的区分度比较好； 被试在

四个量表的能力均值都接近与 0。 各量表的参数估

计结果见表 2。
E、N、P、L 量表的测验信息量分别在能力值为-

0.375、0.375、2、-0.5 处时最大，它们分别对于能力分

布在[-1，0.5]、[0，1]、[1，3]、[-1，0]区间上被试有较好

的测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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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AT 模拟

根据项目参数估计结果以及样本数据 2 分别对

四个量表进行 CAT 模拟研究。

表 3 CAT 测试所用项目数量的描述性统计

2.3.1 测验效率 提高测验效率是 CAT 与固定测

验长度的纸笔测验相比的优势之一，从本研究的结

果来看，所有量表都节省了 50%以上的项目。 结果

见表 3。
2.3.2 测验误差 以纸笔测验的信度求得的误差值

作为预设值，是为了保证 CAT 与纸笔有相当的测验

准确性。 全量表能力估计的标准误反应了在固定测

验长度条件下 CAT 的准确性。 见表 4。 与全量表相

比，以最小误差法作为终止规则的 CAT 能力估计标

准误的标准差要更小， 这说明以最小误差作为终止

规则的 CAT 保证了每名被试都有相近的测验准确

度。 尽管 CAT 中的标准误大于全量表中的标准误，
但是比起预设值，四个量表标准误值都有所降低。
2.3.3 与纸笔测验的比较 在比较之前先对分数进

行转换， 首先计算出样本数据 2 的纸笔测验的原始

分数，参照第二次全国常模将其转换成 T 分数，然后

表 2 项目参数与被试能力参数统计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α 为项目区分度，β 为项目难度，θ 为被试能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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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样本数据 2 的 CAT 测试结果也转换成 T 分数。分

别计算出每个量表中这两类分数的相关系数， 结果

见表 5。 四个量表的相关系数都达到或接近高相关，
而校正相关系数除 L 量表外都在 0.9 以上。

表 5 CAT 分数与纸笔测验分数的相关分析

注：校正相关系数（disattenuat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计算

公式为 RXY=rxy/sqrt(rxx×ryy),它可以说明两变量的相关系数不高

是否由于测量误差造成的，当大于 1 时表示测量误差不是随

机分布的。

3 讨 论

CAT 研究的第一步是题库的建立，本研究的题

库来自于成熟量表 EPQ，该量表是根据传统测量理

论编制而成， 因此首先要评估其是否符合项目反应

理论的单维性假设。 Ferrando 用非线性因素分析得

到结果说明 EPQ 的 E、N、P 三个分量表能够满足单

维性[11]；邓稳根、戴海琦等用平行分析得到的结果说

明 E、N 两个量表能够满足单维性，而 P 量表则满足

不了 [12]。 本研究中 P 量表的单维性没有达到里斯卡

标准，但是考虑到国内外对 P 量表的维性还没有定

论，因此将其视为符合单维性。
在保证测验准确性的同时提高测验效率， 这是

CAT 期望达到的目的。 从测验效率和测验误差的结

果来看，CAT 的确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特别是对于

能力处于一定区间内的被试来说。 此外，CAT 测验

结果的有效性也是必须关注的， 从与纸笔分数的比

较来看，相关系数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除了测验误

差的影响之外， 毕竟这两个分数是基于不同的理论

基础得到的， 纸笔分数是根据项目的原始分数得来

的， 而 CAT 分数是根据项目的正答概率得来的。 L
量表在 EPQ 中通常用作效度量表，测量被试的掩饰

性，本研究将其纳入进来，首先考虑到保持 EPQ 的

完整性， 其次，L 量表的 CAT 分数尽管不能解释为

一个潜在人格特质水平的高低， 但是也可以反映出

被试的掩饰程度。
模拟 CAT 研究结果说明计算机自适应测验方

式是适合 EPQ 的， 本研究为今后开发 EPQ 的 CAT

版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致谢：本研究样本 1 数据的

使用得到了中南大学姚树桥教授的同意， 以及湖南

第一师范吕乐老师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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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能力估计的标准误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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