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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验垂直等值是指将测试同一心理特质的不同水平的测验转换到同一个分数量尺上的过程。IRT 与

MIRT 是实现垂直等值的主要方法。IRT 无需假设被试的能力分布, 参数估计不依赖于样本, 是构建垂直量表
的有效方法, 但测验不满足单维假设时其应用受到限制。MIRT 结合 IRT 和因素分析的特点对 IRT 进行了拓展,
可更有效估计多维测验的项目参数和被试能力参数, 在垂直等值中有重要应用。已有研究主要探讨 IRT 和
MIRT 在垂直等值应用中的适用性、标定方法和参数估计方法, 比较研究两种方法的特性。未来研究应纳入更
多变量条件进行比较研究, 拓展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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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度, 但不要求测验难度相同、被试水平一致。
目前, 垂直等值主要用于对不同能力水平团体的

测验等值(test equating)是通过对考核同一心

分数 进行 等 值 , 构 建 学 生 学 业 发 展 量 表 。 例 如,

理品质的多个测验作测验分数系统的转换, 使得

Peterson, Kolen 和 Hoover (1989)对多水平的爱荷

这些测验的分数之间具有可比性(戴海崎, 张锋,

华基本技能测验(Iowa Tests of Basic Skills, ITBS)

陈雪枫, 2001), 保证测验应用于评价的公平性。常

进行垂直等值, 构建了 ITBS 发展性分数量表, 将

用 的 测 验 等 值 是 水 平 等 值 (horizontal equating),

其转换成不同的度量标准, 用于报告 3 年级、6 年

是对测量同一心理特质的多个测验形式进行分数

级及 8 年级学生在各测验水平的具体分数。

转换, 要求各个测验形式之间具有同质性、等信

Kenyon, MacGregor, Li 和 Cook (2011)将垂直等值

度、难度相近、对称性、样本不变性等特点。但

技术运用到从幼儿园到初三(K–12)的大规模英语

是, 在实际应用中, 常面临多个测验的难度水平

测验中, 验证了使用纵向数据构造发展量表的可

有明显差异, 或被评价团体的能力水平差异较大

行性。国外有不少测验采用 K–12 的测验程序来

等情况。如不同年级相同学科难度差异较大(四年

构建垂直量表, 实现学生学业比较及追踪, 如加

级学生的整体能力水平比三年级高), 要对这种情

州学业测验(California Achievement Test)、斯坦福

况的学业成绩进行较公平的比较, 水平等值无能

学业测验(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及佛罗里达

为力, 垂直 等 值(vertical equating)是针 对这种情

州综合评估考试(Florid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况提出。

Test)。

垂直等值是指将测试同学科、同一种心理特

在早期, 垂直等值主要通过 Thurstone 方法实

质的不同水平测验转换到同一个分数量尺上的过

现测验分数的转换, 该方法假设被试能力呈正态

程(Harris, 2007)。它要求测验具有相似结构与高

分布、年级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进行等值时, 先将
每个年级对应水平的测试结果在年级内进行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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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 然后通过年级之间假设的线性关系将各
年级的结果置于同一分数尺度上(王烨晖, 边玉芳,
2010)。Thurstone 方法的原理和计算比较容易,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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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被 试 能 力 呈 负偏 态分 布 时 , 为获得 正 态 分 布,

(Embretson & Reise, 2000)用于垂直等值。对于多

在高分段会出现量尺“膨胀”问题, 等值效果不理

级计分的测验, 需要运用多级计分模型进行等值,

想。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 IRT)的

常用的有等级反应模型(Graded Response Model)

发展为垂直等值的实现提供新思路。与传统方法

(Samejima, 1972) 和 分 部 评 分 模 型 (Partial Credit

相比, IRT 方法无需假设被试的能力分布, 采用的

Model) (Masters, 1982)。另外, Muraki (1992)引入

是根据被试作答所估计的能力参数, 能力参数和

的 拓 广 分 布 评 分 模 型 (Generalized Partial Credit

项目参数都不依赖于样本, 具有总体不变性。IRT

Model) 、 Bock (1972) 提 出 的 称 名 反 应 模 型

方法基于其特点和优势, 逐渐成为构建垂直量表

(Nominal Response Model)及 Andrich (1978)提出

的主要方法(王烨晖, 边玉芳, 辛涛, 2011)。但是

的评定量表模型(Rating Scale Model)也被用于实

IRT 方法要求测验满足单维性假设, 当单维假设

现多级计分测验的垂直等值。在数据类型和模型

不满足时, IRT 在垂直等值的应用受到限制。针对

匹配的前提下, 依据参数估计精度和等值误差选

IRT 的问题, Reckase (1997)提出多维项目反应理

择具体的模型, 项目或能力参数估计越准确, 等

论(Mult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 MIRT)

值偏差或误差越小, 模型适配度越高。Li (2011)

模型, Patz 和 Yao (2007)把 MIRT 用于实现垂直等

在研究中采用等值偏差(linking bias)、均方根误差

值。文章将阐述 IRT 和 MIRT 方法在垂直等值中

(root mean square error)和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

的应用原理及应用现状, 比较分析 IRT 和 MIRT

来衡量垂直等值中模型选择的适配性。
目前关于 IRT 模型的垂直等值研究主要是对

在垂直等值应用的优缺点, 评述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2

IRT 在垂直等值中的应用
自 Hoover (1984)将 IRT 应用于垂直等值后,

不同 IRT 模型或者 IRT 模型与其他类型模型的比
较, 以选择最适合的模型, 如 Yen 和 Burket (1997)
比较研究了 Thurstone 模型与 3PLM 在垂直等值中
的应用, Reckase 和 Li (2007)比较研究了 IRT 与

许多研究者探讨了 IRT 在垂直等值中的应用原理

MIRT 在垂直等值的应用。

和过程, 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探讨其特点及影

2.2

响因素。如锚题数目、标定方法、能力估计方法、

标定参数
IRT 在垂直等值应用的第二步是进行模型参

评估标准、基准年级的选择等, 试图找出最适合

数估计和标定, 通过标定把不同的能力测验转换

构建垂直量表的条件, 以能够提供最大的信息量

到同一尺度上, 即构建共同量表。常用的标定方

(Ito, Sykes, & Yao, 2008; Rogers, Swarninathan, &

法有同时标定(concurrent calibration)和分别标定

Andrada, 2009; Reckase, 2010)。归纳这些研究,

(separate calibration) (Hanson & Béguin, 2002)。同

IRT 通过模型选择、标定参数和估计能力水平分

时标定是将所有年级水平的数据同时进行参数估

数三个步骤实现垂直等值。

计, 所获得的项目参数和被试能力参数都处于同

2.1

模型选择
IRT 在垂直等值应用的第一步是选择合适的

一分数尺度上。分别标定是分别对每个测验的 IRT
参数进行估计, 然后应用等值方法(如平均数/标

模型。模型的选择对参数估计有重要影响, 特别

准差方法, SL 方法, HA 方法等)对参数进行等值,

是在测验等值的实际应用中尤其重要。由于模型

从而将不同测验的参数置于同一分数尺度上。同

的选择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 难以定论哪种模型

时标定能够同时运用所有测验的信息, 可产生比

最优, 即使模型相同, 但若数据结构不同, 垂直

较稳定的等值效果。但是, 同时标定对计算机程

等值的结果亦不同。因此, 在选择模型前应有一

序和计算机配置要求高, 运行时间较长。而分别

个可接受的评判标准或模型选择依据, 根据标准

标 定 的 等 值 过 程 较 为 复 杂, 当 年 级 跨 度 较 大 时,

选择模型以达到最好的等值效果。在垂直等值中,

误差增大且产生不稳定的结果。

研究者通常根据数据类型、参数估计精度和等值

对同时标定和分别标定的比较研究发现, 不

误差选择合适的 IRT 模型。在数据类型方面要求

同 标 定 方 法 各 有 适 用 条 件 。 Hanson 和 Béguin

选择匹配的模型, 对于 0–1 计分的测验, 可选择

(2002)在单维性假设满足的条件下比较研究同时

单参数、两参数以及三参数逻辑斯蒂克模型

标定与分别标定在垂直等值的应用效果, 结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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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由于测验本身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所致。

结果, 特别是大样本时, 这种优势更显著。Kim 和

IRT 在垂直等值的应用促进了垂直等值研究

Cohen (2002)进一步将这两种方法用于多级计分

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IRT 在建构垂

测验参数的标定, 得到相似的结果。然而, Béguin,

直等值量表时必须满足测验的单维性假设和各年

Hanson 和 Glas (2000)的研究发现, 当数据具有多

级间测验结构相同的假设, 而这两个假设在实际

维性时, 分别标定所得结果的精确性高于同时标

研究中很难满足。研究者尝试采用多种方法控制、

定。也就是说, 当数据不满足单维性假设时, 同时

减少或消除破坏 IRT 单维性的因素, 如将测验分

标定的优势遭到质疑。

为 若 干 个 子 测 验, 在 子 测 验 内 部 维 护 其 单 维 性,

2.3

能力水平分数估计
垂直 等 值 的最 终目 的 是 建构 垂直 等 值量表 ,

对其分别进行单独的参数估计, 在子测验间采用
线性组合的方法把多种能力合成一种量表(康春

同时估计每位被试的量表分数, 因此, 垂直等值

花, 辛涛, 2010)。但是, 如果题目本身具有多维性,

的第三步是在等值量表的基础上估计被试的能力

或者子测验与维度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相关时, 这

水平分数。最常用的能力分数估计方法有极大似

种方法的可行性降低, 测量误差增大(康春花, 辛

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 MLE)、期

涛, 2010)。其次, IRT 在建构垂直等值量表过程中

望后验估计(expected a posteriori, EAP)和极大后

存在问题, IRT 构建垂直量表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低

验估计(maximum a posteriori, MAP)。MLE 方法将

分学生比高分学生的增长多, 得到的增长趋势与

似然函数最大化以确定能力(θ)的估计值, EAP 与

其他等值方法的结果不同(Kenyon et al., 2011)。由

MAP 则通过贝叶斯方法来估计被试的真分数。测

于 IRT 的前提假设难以满足及等值结果存在的问

验较长时, 采用 MLE 估计的能力值是无偏且连续

题, IRT 在垂直等值应用的推广受限制。MIRT 则

的, 但可能高估组间的变异(Tong, 2005)。EAP 和

在 IRT 局限的基础上提出, 并在垂直等值研究和

MAP 的主要优势在于估计结果的方差小于 MLE,

应用中受到重视。

但 EAP 和 MAP 对每一年级进行估计时, 会失去
年级之间的连续性, 且得出的估计值倾向于向总

3

MIRT 在垂直等值中的应用

体均值回归(Lord, 1986)。Briggs 和 Weeks (2009)

MIRT 是在 IRT 和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

研究发现 MLE 比 EAP 和 MAP 得到较大的年级内

来的一种测验理论(Reckase, 2009)。因素分析的目

变异和较小的效果量, 但是三种估计方法都得出

的是从题目反应矩阵中找出少量的因子来反映测

非常相似的平均数和年级间的平均差异。实际应

验的结构(数据降维), 而 IRT 是探查被试和项目

用 时 可 根 据 研 究 目 标 选 取 具 体 估 计 方 法 (Tong,

之间的交互作用, 通过估计项目参数和能力参数

2005)。若研究者较重视估计误差的大小, 可以选

来预测被试对项目的作答反应概率。MIRT 结合

择 EAP; 若研究中要为相同年级的被试指定相同

IRT 和因素分析的特点, 既具有 IRT 的功能, 又借

的项目, 优先选用 MLE。

鉴了因素分析的思想, 是对 IRT 的拓展(谢晶, 张

2.4

IRT 应用的发展与不足

厚粲, 2009)。

关于 IRT 方法在垂直等值应用的研究不少见,

MIRT 利用多维模型可同时估计被试在多个

早期研究主要探讨严格的测试环境下被试能力参

维 度 的 能 力 参 数, 考 虑 各 能 力 维 度 之 间 的 关 系,

数的不变性, 根据被试的作答把测验分为容易和

特别是测验具有多维性时, 采用多维模型能更有

困难的, 然后对不同模型的能力参数估计结果的

效地估计被试能力参数和项目参数。可见, MIRT

精确性进行比较。随着 IRT 的发展, 研究则主要

在许多情况下具有 IRT 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现

集中于比较不同模型用于相同数据时的等值效果,

代 心 理 与 教 育 测 量 中 广 泛 应 用 。 如 Embretson

研究内容丰富, 但常与早期研究结果不一致。例

(2007)采用 MIRT 检测测验结构并进行维度分析;

如, 早期研究认为 3PLM 比 1PLM 参数估计更精

Shealy 和 Stout (1993)提出项目功能差异(DIF)的

确, 但 Marco, Petersen 和 Stewart (1983)研究发现,

多维模型方法(Multidimensional model for DIF)。

对较容易和中间层次的测验进行等值时, 3PLM 比

垂直等值是题库建设和计算机自适应开发中的重

1PLM 产生更大的偏差。对于这一结果, 研究者多

要技术, 基于 MIRT 方法的垂直等值能够解决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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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建设和计算机自适应测验中的测验多维性难

Martineau (2004)指出 MIRT 在垂直等值应用存在

题。因此, 运用 MIRT 方法构建垂直等值量表的

的不足：不同年级水平测验的维度形式可能不一

研究逐渐增多。

致, 对不同维度形式可能要采取不同的 MIRT 估

3.1

运用 MIRT 方法构建垂直等值量表

计方法, 面临参数转换的困难。两人随后提出非

与 IRT 方法建构过程相似, 运用 MIRT 构建

正交普罗克鲁斯旋转解决该问题, 并将其运用

垂直等值量表也通过 3 个步骤来实现, 只是在具

到实际测验, 得出期望结果, Li (2006)通过模拟

体模型选择和标定方法的操作方面有所不同。首

研究对该方法进行重复研究, 证明了该方法的

先, 选择 MIRT 模型估计项目参数。MIRT 模型主

有效性。

要在 IRT 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对于 0–1 计分

MIRT 与 IRT 在垂直等值应用的比较研究方

测验的垂直等值, 主要有 Reckase 和 McKinley

面, 主要讨论违反单维性假设对垂直等值效果的

(1983)提出的线性逻辑斯蒂多维两参数项目反应

影响, 即验证 MIRT 相对于 IRT 在多维测验垂直

模 型 (Multidimensional–2

Logistic

等值时的优越性。如 Yen 和 Burket (1997)发现垂

Model)和 Reckase (1997)提出的三参数多维模型

直量表常随着科目及题目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不

(Multidimensional–3 Parameters Logistic Model)。

考虑多维性, 垂直等值方法的效果受到限制。

适用于多级计分测验的 MIRT 模型有多维两参数

Martineau (2004)同样发现当测验模型的复杂度增

分 部 评 分 模 型 (Multidimensional–2 Parameters

加时, 有必要对单维垂直量表做改变。Wang, Jiao

Partial Credit Model) 、 多 维 等 级 反 应 模 型

和 Severance (2005)利用已有的多维测试数据比较

(Multidimensional Graded Response Model) 。

研究了 MIRT 与 IRT 方法的垂直等值效果, 结果

Gibbons 和 Hedeker (1992) 提 出 的 双 因 子 模 型

MIRT 优于 IRT。Patz 和 Yao (2007)提出在构建年

(Bifactor Model)是一种复杂结构的 MIRT 模型,

级间发展性垂直量表时 MIRT 比 IRT 更实用。

适用于含题组测验的垂直等值。除了数据类型、

Smith, Finkelman, Nering 和 Kim (2008)比较研究 5

等值误差和参数估计精度, Patz 和 Yao (2007) 在

种单维垂直等值方法对单维和多维两种数据条件

对混合测验进行垂直等值的研究中还提到基于

的等值效果, 结果显示单维垂直等值方法对多维

AIC 标准选择 MIRT 模型。

数据的等值效果不理想。通过对上述文献回顾发

Parameters

其次, 选择标定方法进行参数标定。对不同
标定方法的垂直等值效果比较研究发现, 当

现, 当测验违反单维性假设时, MIRT 比 IRT 的垂
直等值效果更理想。

MIRT 用于建构多个多维测验的等值量表时, 同

在 MIRT 应用于垂直等值的具体问题研究方

时标定要优于分别标定(Yao & Mao, 2004), 这与

面, 随 着 现 实 问 题 复 杂 性 的 增 加 和 理 论 的 发 展,

用 IRT 建构多个单维测验的等值量表的结果一

研究者提出关于 MIRT 垂直等值的新模型、新方

致。由于目前关于 MIRT 用于垂直等值的能力分

法、新程序。在模型发展方面, 为更好构建垂直

数估计方法的研究较少, 探讨不同条件下多个测

量表, Patz 和 Yao (2007)在 MIRT 模型和嵌套模型

验垂直等值的量表分数估计方法是未来研究的重

的基础上提出多维多组项目反应理论模型

要方向。

(Multidimensional-Multigroup IRT Model), 运 用

3.2

MIRT 方法在垂直等值应用的相关研究
已有研究主要是关于 MIRT 在垂直等值的适

用性、MIRT 与 IRT 在垂直等值应用的比较研究、
MIRT 在垂直等值应用的新模型和新方法研究。

MIRT 对多个年级水平的测验进行同时估计, 特
别适用于包含选择题和问答题的混合测验, 解决
年级间维度不同的问题。
方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 MIRT 垂直等值过

MIRT 在垂直等值的适用性方面, Li 和 Lissitz

程中标定方法的改进。已有研究提到, 同时标定

(2000)通过模拟方法研究 MIRT 在垂直等值的应

和分别标定在单维和多维两种不同数据条件的优

用, 比较不同多维等值方法的有效性。但 Li 和

势表现不一致, 因此, 研究者提出配对同时标定

Lissitz 的研究中关于垂直等值的模拟条件过于简

(pair-wise concurrent calibration) 与 半 同 时 标 定

单, 条件的真实性也无法评估, 因此不能证明将

(semi-concurrent calibration) (Chin, Kim, & Nering,

MIRT 推 广 到 垂 直 等 值 的 可 行 性 。 Reckase 和

2006; Meng, Kolen, & Lohman, 2006)。配对同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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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对每相邻的年级进行配对, 分别对每一对进

直等值的主要方法。但跨年级的课程、内容和领

行估计, 通过多个链接过程等值到同一个量表

域的修正以及测验中的多维性问题, 使年级之间

上。半同时标定对 3 到 4 个连续的年级同时标定,

的单一量表分数可比性降低, 因此, 进行分数比

通过一种链接 方法将其转换 到共同量表。 Meng

较前, 有必要检查测验内容及测验维度, 根据内

(2007)研 究 发 现, 相 比 同 时 标 定 和分 别 标定, 配

容和维度数选择垂直等值方法, MIRT 可较好地解

对同时标定和半同时标定能更精确、稳定地估计

决此问题。MIRT 模型能够鉴别测验中的内容维度

学生学业的增长。但是, 目前关于两种方法的研

并同时估计所有的维度, 因此, 当垂直等值的测

究较少, 未来可有更多的研究及应用。

验具有多维性时, MIRT 比 IRT 更适用。MIRT 应

估计程序方面, 主要比较不同程序对垂直等

用 于 垂 直 等 值 也 存 在 一 些 不 足 ： (1) 虽 然 关 于

值 的 精 确 性 影 响, 如 Custer, Omar 和 Pomplun

MIRT 方法的最初研究表明它能更精确地表现出

(2006)对 BILOG–MG 和 WINSTEPS 进行比较研究,

学生学业上的进步, 但这个结果多由模拟研究获

发现两种程序得出不同结论, 导致这种结果的可

得, 将其推广到操作性测验时要慎重; (2)在 MIRT

能原因是不同程序有不同的参数估计方法。开发

的实际应用中, 每个年级的测验维度可能不一致,

新程序来解决由于不同程序的参数估计方法不同

某 些 年 级 可 能 会 出 现 某 些 维 度 缺 失 ; (3) 运 用

导 致 的 问 题 , 是 许 多 研 究 者 关 注 的 要 点 (Patz

MIRT 进行垂直等值时, 只能报告各维度的分数,

&Yao, 2007), 也是需进一步探究的方向。

无法进行单一分数的报告(王烨晖等, 2011)。目前

4

IRT 和 MIRT 在垂直等值应用的比较
IRT 与 MIRT 方法是目前实现垂直等值的主

MIRT 垂直 等 值方法 仍处于 研究实 验发展 阶段,
MIRT 在垂直等值的应用可能存在更多的优势或
不足, 其应用和推广尚需不断实践与讨论。
综上所述, 可得到 IRT 和 MIRT 在垂直等值

要方法, 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但又各有特点。
两者在垂直等值应用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方法和步骤类似。但仍存在以下区别：首先, 模
型选择方面, IRT 适合单维数据, MIRT 适合多维

应用特点的比较：

5

问题和展望
IRT 与 MIRT 是建构垂直等值量表的主要方法,

数据; 其次, 标定方法选取方面, 数据满足单维
性假设时, 同时标定更具优势, 一旦数据无法满

但在实际应用及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

足单维性假设, 若采用 IRT 方法, 分别标定优于

首先, 就垂直等值本身而言, 其实用性及学术价

同时标定, 若采用 MIRT 方法, 同时标定则更具

值受到许多学者质疑, 尤其是当年级间跨度过大

优势; 第三, 能力估计方法方面, 关于 IRT 方法的

时, 质疑更加强烈(王烨晖等, 2011)。进一步的研

研究较多, MIRT 相关的研究较少。

究应拓展垂直等值在实际应用的研究, 验证不同

就理论发展而言, 由于传统方法的垂直等值

现实条件下垂直等值的意义和有效性。

效果不理想, IRT 因其本身的优势, 最终发展成垂
表1

其次, IRT 与 MIRT 方法本身的问题, 采用

IRT 和 MIRT 在垂直等值应用特点比较
IRT

理论基础

单维性假设, 独立性假设

常用模型

Logistic 三参数模型

发展
优势
不足

MIRT
结合单维项目反应理论和因素分析的特点, 不受单维
性假设影响
Logistic 多维项目反应理论模型

数据满足单维性假设时, IRT 方法较完善

适用于多维数据

参数不变性, 将测 验项目和个人能力定位于同
一量尺上

可同时估计被试在多个维度上的能力参数, 考虑能力
维度之间的关系

单维性强假设未满足时, 误差较大

多为模拟研究, 需求的样本量大, 非补偿性模型的参
数估计方法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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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T 进行垂直等值时, 无需假设被试的能力分布,

框架下垂直等值效果影响的研究。进一步研究应

依据被试作答情况估计能力参数, 具有传统方法

结合模型选择、标定方法、能力估计方法研究等

所没有的优势, 但由于单维性假设常难以满足而

值设计、样本量和测验特征对 MIRT 垂直等值的

导致实际应用可能得到有偏差的等值结果。MIRT

影响。

的引入证明了单维模型不适用于具有复杂结构的

最后, IRT 和 MIRT 方法的垂直等值研究引起

数据, 但关于 MIRT 的垂直等值研究及应用还处

心理与教育测量研究者的兴趣, 并有不少关于两

于探索阶段, 没有研究者确定提出其能够取代

种方法的比较研究。但现有研究变量条件相对单

IRT 在垂直等值的地位, 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予

一, 多为模拟研究, 推广性受限。进一步的研究应

以支持。

纳入较多的变量条件, 在多种条件下研究两种方

第三, IRT 与 MIRT 的主要区别体现在维度方
面, 但实际研究中, 数据集的维度是未知的, 涉
及到具体模型时究竟该将数据维度设定在什么范
围, 相关研究较少。早期研究(Reckase & Hirsch,
1991)表明, 当数据维度特别少时, MIRT 无法对所
有假设的潜在能力进行估计, 导致信息缺失。
Reckase 和 Hirsch (1991)认为在多维垂直等值过
程中高估维度数不会影响等值效果, 因此可通过
高估维度来解决维度过少的问题。但 Li (2006)的
研究发现, 若是测验本身维度过少, 参数估计时
高估测验维度, 虽然参数估计误差差别不大, 但
会增大垂直等值误差。关于 MIRT 的维度数的确
定、维度变量对模型参数估计精度和等值偏差的
影响需进一步研究。

法在垂直等值应用的特性, 探明两种方法的应用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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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IRT and MIRT in Test Vertical Equating
WANG Yi1; TANG Wenqing1,2 ; LIU Jing1; ZHANG Minqiang1;
LI Ming3; LI Guangming1
(1 Center for Studies of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3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Foshan education bureau, Foshan, 528000, China)

Abstract: Test vertical equating refers to transforming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tests of various levels
to the same scale.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and Mult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 (MIRT) are the
main methods used in vertical equating. IRT metho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build a vertical scale because IRT
models impose no requiremen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est-takers’ ability and that item parameters are
independent of the samples. However, its application is restricted when the test dose not satisfy the
unidimensional assumption. MIRT is a combination of IRT and factor analysis, making it an important tool
in vertical equating to estimate ability parameter and item parameter precisely in multidimensional test.
Current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IRT and MIRT, calibration method and parameter estimation
method in vertical equating and comparison study of the two methods. Future studies should concentrate on
including more variables when comparing IRT and MIRT in order to expand their applications.
Key words: item response theory; mult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 vertical equa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