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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所承负的核心功能使其成为最受关注的考试，高考

数学更是如此．每年高考结束后，关于高考数学试卷与试题

的各种评价可谓“铺天盖地”：有以考生感受为角度做出的

评价，有以教师认识为角度做出的评价，有以社会认同为角

度做出的评价，还有以专家研究为角度做出的评价． 

凡此种种，在让人目不暇接的同时，往往也因此不知所

措：因为这些评价时常各执一词，甚至观点相背．其实，无

论是从学术探讨的角度、还是从价值认同的角度，某些评价

在观点上出现分歧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倘若未能及

时弥合这些分歧，达成一致，高考数学在“导向教学”方面

所发出的信息就可能被误读，更遑论以评价促进命题质量的

提高．基于此，明辨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的基础，明确高

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的方法，其意义和价值都是显见的． 

1  评价的基础 

科学的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有赖于评价基础的明

辨．这包括：评价内涵的准确解读，评价视角的准确定位，

以及评价共识的准确达成． 

1.1  评价内涵的准确解读 

早在九百多年前中国北宋时期就已出现了“评价”一词，

“市场不评价，市人知而不欺”（《北宋·戚同文传》）．当然，

这里的“评价”指的是“讨价还价、评论货物的价格”．上

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1999年版）对“评价”一词

给出的解释是：评价，评论货物的价格⋯⋯今亦泛指衡量人

物或事物的价值． 

据此可认为，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指的是：根据命题

依据（《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为

《课标》）和《××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以下简称为《考纲》）所规定的内容与要求，运用可行的科

学手段，对高考试卷与试题的命制质量进行价值判断，从而

为提高高考数学命题质量、更加准确有效地体现高考数学的

核心功能提供决策依据． 

1.2  评价视角的准确定位 

案例 1  近年的高考数学几乎不考查“合情推理”，这

是否意味着“合情推理”不适合作为高考的考查内容？ 

近年来，这类评价屡屡出现在高考数学试题分析中，反

映的是对高考数学命题考查内容选取方式的理解问题，或者

说是对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视角定位的理解问题． 

相关研究表明，以选拔为基本目标的高考数学命题，关

注的是考生作为未来公民所必要的数学素养，关注的是考生

进一步学习所必需的数学知识储备与数学能力储备．这种关

注必然地决定了高考数学不是以知识的考查为唯一目标，知

识的考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对能力或素养的考查．换

言之，只要能够有效地考查考生的数学能力和数学素养，选

择任何知识作为考查载体都是恰当的． 

据此，在进行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时，准确的视角应

该是：试题是否遵从了《课标》和《考纲》所规定的内容与

要求？是否突出了数学能力与数学素养的检测？而非纠缠

于一些具体知识点的“考”或“不考”． 

1.3  评价共识的准确达成 

案例 2  近年的高考数学在“应用意识”方面的考查方
向与教材的关联度偏差太大——教材以较大比重介绍的求
解实际应用问题的“函数模型”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这也是一类在近年来高考数学结束之后几乎都会出现

的问题，所反映的是一种在“教考分离”趋势下必须修正但

又普遍存在的认识——学生学了什么，高考就应该考什

么．深究之下，这种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对《课标》《考纲》、

学校所选用教材和高考数学命题之间关系把握的不准确． 

相关研究表明，就科学的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而言，

《课标》《考纲》、学校所选用教材和高考数学命题之间的关

系应该是：（1）《课标》是制定《考纲》的基本依据，也是

高考数学命题的基本依据．（2）《考纲》是《课标》所规定

培养目标的可测性细化，是高考数学命题的直接依据． 

（3）在课标课程教材“一标多本”的背景下，学校所选用的

教材只是学生学习的载体，不能作为高考数学命题的依据． 

当然，高考数学命题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不顾及学校所选

用的教材．一种认同度较高的做法是：适当关注教材在知识

表述方面的特征，力求使高考数学试题的呈现方式与考生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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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习经验没有明显的冲突．在这种认识下，案例 2所涉

及的问题也就不再是问题了：高考数学考查内容的选定，既

不会完全受限于教材的内容安排（尤其是内容权重），更不

会完全源之于命题人的“即兴生成”，而会是在严格遵循《考

纲》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基于“合理抽样”而最终确定的． 

2  评价的方法 

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的方法，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

价．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2.1  定性评价 

所谓定性评价，是指评价者以《课标》和《考纲》为统

领，在研读试卷的基础上，依据命题权重表和命题双向细目

表，对试卷在《考纲》相关规定的遵循程度、考查目标的达

成程度、表达呈现的规范程度等方面做出评价．定性评价的

主要指标是 5个命题原则（指导性原则、科学性原则、规范

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的遵循程度． 

（1）指导性原则．指高考试题的命制必须在《课标》的

统领之下，严格遵循《考纲》的相关规定与要求． 

案例 3  已知实数 a1，a2，a3和 b1，b2，b3满足： 
① a1+ a2 + a3 = b1 + b2 + b3； 
② a1 a2+ a2 a3+ a3 a1= b1 b2+ b2 b3+ b3 b1； 

③ min{a1, a2, a3}<min{b1, b2, b3}． 
试比较max{a1, a2, a3}与max{b1, b2, b3}的大小，并证明． 
初中学段将“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关系”列为选学

内容，高中学段也没有对其加以强调，因而求解本题所不可

或缺的知识“一元三次方程的根与系数关系”也就不可能在

《课标》和《考纲》中出现．换言之，倘若作为高考试题，

则可以认为案例 3的命制违背了指导性原则． 

（2）科学性原则．指高考试题的表述与解答都必须准确

无误． 

案例 4  若函数 f(x)=ex+ax2-ex (aR)的图象在点(1, f(x))
处的切线平行于 x轴，求函数 f(x)的单调区间． 

这是一道存在着科学性错误的试题．原因易见：由题设

条件可得出 0a ．但此时点(1, f(x))即点(1, 0)，这意味着函

数 f(x)的图象在点(1, f(x))处的切线只能是 x轴本身、而不可

能平行于 x轴．换言之，满足题设条件的实数 a事实上是不

存在的，因此解答是错误的．倘若将其中的“切线平行于 x

轴”修改为“切线垂直于 y 轴”，则可保证试题的表述及其

解答无科学性错误． 

（3）规范性原则．指高考试题的表述必须符合数学表达

的规范，确保试题的表述简洁、清晰、无歧义． 

案例 5  若函数 )
6

π
sin(3)(  xxf  )0(  的图象的

对称轴与 1)
3

π
2cos(2)(  xxg 的图象的对称轴相同，则当

x [0, 
2

π ]时， )(xf 的取值范围是               ． 

解读本题时，得出如下结论是可能的：函数 f(x)的周期

等于函数 g(x)的周期的整数倍．如是，问题的求解将陷于困 

境．倘若将试题表述为“若函数 )
6

π
sin(3)(  xxf  ) )0( 

的图象的对称轴与 1)
3

π
2cos(2)(  xxg 的图象的对称轴

完 全 相 同 ，则 当 x [0, 
2

π ]时 ， f ( x )的 取 值 范 围  

是               ”，则可保证解读时不会有歧义． 

（4）公平性原则．指高考试题对于所有考生而言必须是

背景公平、解读与解答公平．换言之，试题的背景知识、解

决试题所需的知识与方法应该为所有考生所熟悉、或为所有

考生所不熟悉，在不影响知识与能力考查的前提下，必须规

避与考试目的无关的背景材料． 

案例 6  在平面四边形 ABCD 中，AB=1， 5AC ，
BCBD  ，BD=2BC，则 AD的最小值为               ． 
应该认为，该题的预设考查意图在于解三角形和三角函

数的相关知识与方法．但由于试题情境与“托勒密定理”完

全一致，而运用“托勒密定理”求解本题远比运用解三角形

和三角函数的相关知识与方法求解本题来得简单，这就使得

本题的求解对不知道不属于《考纲》所规定的考试要求范围

的“托勒密定理”的考生而言是不公平的，试题的公平性存

在问题． 

案例 7  满足 ba, {-1, 0, 1, 2}，且关于 x 的方程

ax2+2x+b=0有实数解的有序数对(a, b)的个数为（    ）． 

（A）14    （B）13    （C）12    （D）10 

命题者希望考生注意到方程 ax2+2x+b=0 未必是关于 x

的一元二次方程，进而就 a是否等于零展开讨论，再整合讨

论结果而得出答案．但问题在于，倘若考生直接将“方程

ax2+2x+b=0”视为“关于 x 的一元二次方程”，并借助根的

判别式非负而得出 ab≤1，则同样可以得出问题的正确答

案．换言之，本题的解答对“优生”可能更为不利（耗费更

多时间），试题的公平性存在问题． 

（5）整体性原则．指在试卷命制时，必须全面兼顾整个

高中学段的学习内容，追求全面、合理的设置各种不同类型、

不同难度要求的试题，以实现考试的目标． 

案例 8  高三毕业班质量检查试卷（理科数学）命题权
重，如表 1所示． 

表 1  高三质量检查试卷（理科数学）命题权重 

知识板块 实考题号/分值 实考分值

函数与导数 7/5，12/5，15/5，21/12  27 

立体几何 4/5，10/5，19/12  22 

解析几何 8/5，20/12  17 

概率与统计 6/5，18/12  17 

三角函数与解三角形 13/5，17/12  17 

数列 2/5，16/5  10 

不等式、线性规划 5/5，11/5  10 

集合 —   0 

算法初步 14/5   5 

平面向量 —   0 

推理与证明 —   0 

常用逻辑用语 3/5   5 

计数原理、二项式定理 9/5   5 

复数 1/5   5 

“坐标系与参数方程” 

与“不等式选讲”二选一 
22、23/10  10 

合计 150 

基于整体性原则，案例 8所呈现的数据表明：（1）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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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的考查内容抽样没有较为全面地兼顾整个高中学段的

学习内容，如缺失“集合”“推理与证明”“平面向量”等内

容．（2）相应试卷中部分知识板块的考查难度设置不甚合

理，如：旨在考查“函数与导数”的试题在同类题型的试题

中题序相对靠后，表明预设难度整体偏难；旨在考查“三角

函数与解三角形”的试题在同类题型的试题中题序相对靠

前，表明预设难度整体偏易． 

2.2  定量评价 

所谓定量评价，是指评价者以高考数学核心功能的体现

为统领，以考查目标为指导，借助阅卷所得出的数据，对考

试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试卷与试题的难易程度和区分程

度等方面做出评价． 

定量评价的主要指标为信度、效度、难度和区分度． 

（1）信度．信度是指考试结果的稳定性或可靠程度，亦

即考试结果是否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考生的实际水平． 

信度指标多以相关系数表示．相关系数大致分为稳定系

数（跨时间的一致性）、等值系数（跨形式的一致性）和内

在系数（跨项目的一致性）．就高考命题质量评价而言，等

值系数是较为适宜的信度指标表现形式． 

信度分析的方法主要有 4种：重测信度法、复本信度法、

折半信度法和 信度系数法．于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而
言，较为适宜的方法是 信度系数法，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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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信度系数， K 为试卷的试题总数， 2
iS 为第

i题得分的方差， 2
TS 为全卷得分的方差[1]． 

就高考数学命题而言，信度系数 必须达到 0.8以上，

其考试结果方可被认为是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考生的实际 

水平． 

（2）效度．效度是指考试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的程度，

亦即考试达到预期目的的程度．程度越高，效度越高．1974

年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教育和心理测验的标准》将效度分

为 3大类：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结构效度． 

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通常以内容效度作为效度的表

现形式，并综合借鉴内容效度的 3种评估方法（专家判断法、

统计分析法和经验推测法），借助考试结果的分布散点图（所

有被试的分数由低到高排序后，以序号和分数分别作为点的

横坐标和纵坐标）来估计效度． 

一般地，若散点图可近似看作椭圆的左上侧 1/4部分，

且该椭圆的离心率 e与 0.5的误差足够小，则可认为考试结

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的程度较高，亦即考试基本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就高考数学命题而言，|e-0.5|<0.01 是应达到的效

度要求． 

（3）难度．难度是指考试试题的难易程度．计算方式为： 

① 客观题的难度计算公式为：
N

R
P  ．其中，P表示 

试题的难度，R表示正确应答试题的考生人数，N表示考生

的总人数[1]． 

② 主观题的难度计算公式为：
K

x
P  ．其中，P表示 

试题的难度， x表示所有考生在这道试题的平均得分值，K

表示这道试题的满分值[1]． 

③ 试卷的难度计算公式为： 2211 PqPqP  ．其中，P

表示试卷的难度，P1、P2分别表示客观题、主观题的难度，

q1、q2分别表示客观题、主观题的分值权重．就高考数学命

题而言， P (0.5, 0.55)较为恰当． 

（4）区分度．区分度指考试对考生实际水平的区分程度． 

具有良好区分度的考试，实际水平高的考生应该得高

分，实际水平低的考生应该得低分．因而，区分度又称鉴别

力，是评价试卷和试题质量的主要依据．区分度通常采用极

端分组法计算，即首先对所有考生的考试得分由高到低进行

排序，取前 25%作为高分组，后 25%作为低分组，而后依

照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①  客观题的区分度计算公式为：
N

R
P H

H 25.0
 ，

N

R
P L

L 25.0
 ， LH PPD  ．其中，D 表示试题的区分度， 

PH表示高分组的难度，PL表示低分组的难度，RH表示高分

组正确应答试题的考生人数，RL 表示低分组正确应答试题

的考生人数，N表示考生的总人数[1]． 

② 主观题的区分度计算公式为：
)(25.0 LHN

XX
D LH




 ． 

其中，D 表示试题的区分度，XH 表示高分组的总得分，XL

表示低分组的总得分，H表示这道试题的最高得分，L表示

这道试题的最低得分，N表示考生的总人数[1]． 

③ 试卷的区分度计算公式为：D=q1D1+q2D2．其中，D

表示试卷的区分度，D1、D2 分别表示客观题、主观题的区

分度，q1、q2分别表示客观题、主观题的分值权重．就高考

数学命题而言，区分度必须不小于 0.5． 

3  评价的实施 

3.1  定性评价的实施 

高考数学命题质量的定性评价以“指导性、科学性、规

范性、公平性和整体性”的遵循程度为主要评价指标，一般

流程为：评价准备→试卷研读→定性分析→形成报告． 

（1）评价准备．这是定性评价的基础．包括：① 研读

命题依据，即研读《课标》和《考纲》；② 研读命题要求，

即研读命题规范要求、命题原则和命题技术；③ 研读题型

考查功能，即研读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等题型考查功能． 

（2）试卷研读．这是定性评价的基础保障，是定性分析

的前提．包括：① 研读试卷的总体结构；② 研读试卷的考

查目标；③ 研读试题与试卷的指导性、科学性、规范性、

公平性和整体性；④ 研读试题答案的科学性、普适性和规

范性． 

（3）定性分析．这是定性评价的主要环节．包括：① 试

卷的总体结构分析，即分析试卷在题量、题型设置以及相应

的分值配置等方面与《考纲》的相关规定之间的契合程度；

② 试卷的考查目标分析，即分析试卷在内容、思想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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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力等方面的考查与《考纲》的相关规定之间的契合程度；

③ 试卷的整体效应分析，即分析试卷所设置的各种题型的

考查功能的发挥情况，分析所有试题考查功能合力的形成情

况；④ 试题与试卷的“五性”分析，即分析试题与试卷在

指导性、科学性、规范性、公平性和整体性等方面是否存在

问题；⑤ 试题答案的“三性”分析，即分析试题答案在科

学性、普适性以及规范性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4）形成报告．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将分析所得的结

论以报告的形式呈现．必须注意，呈现的报告虽为定性评价

的结论，但相关分析仍应尽量以图表的形式呈现． 

3.2  定量评价的实施 

高考数学命题质量以“信度、效度、难度和区分度”作

为定量评价的主要指标．基本流程为：评价准备→数据处理

→定量分析→形成报告． 

（1）评价准备．这是定量评价的基础．包括：① 研读

定性评价报告；② 研读评价的基本维度、掌握计算方法；

③ 收集相关数据． 

（2）数据处理．这是定量评价的基础保障，是定量分

析的前提．包括：① 主观题与客观题得分统计；② 信度、

效度、难度以及区分度的计算． 

（3）定量分析．这是定量评价的主要环节，包括：① 信

度分析；② 效度分析；③ 难度分析；④ 区分度分析；⑤ 考

生答卷情况分析． 

（4）形成报告．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将分析所得的结

论以报告的形式呈现． 

需要指出的是，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必须在关注定性

评价与定量评价的同时，追求二者的有机融合．换言之，在

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的基础上，评价者还必须全面考虑考试

的总体情况，并以综合评价报告的形式予以体现． 

4  结论与展望 

依托相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从评价的内涵、视角和共

识等 3个方面厘清了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的基础，从定性

与定量两个层面阐释了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的方法，为高

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操办法． 

由于高考数学命题的核心功能是立德树人、服务选拔、

导向教学．因而，就全面性而言，高考数学命题的质量评价

应该涵盖上述 3个方面，限于篇幅，这里略去了高考数学命

题在“立德树人”“导向教学”两方面的质量评价．这样的

做法虽有失全面，但仍可“管窥知全豹”：无论是基于“立

德树人”“导向教学”，还是基于“服务选拔”而审视高考数

学的命题质量，其根本目的都在于，以科学的评价助推命题

质量的不断提升、促进命题功能的有效发挥．这就意味着，

评价基础的明辨和评价方法的明确始终是不可偏废的两个

方面．相关实践证明，唯有如此，高考数学命题质量评价所

言及的“前事之鉴”，方可成为“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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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ation and Method of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KE Yue-hai, CHEN Qing-hua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obvious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accurately plays core functions of 
mathematic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ased on relevant practice and research, we propose that the scientificity of quality 
evaluation of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irstly is essential to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basis of 
evaluation, including accurately interpreting the connotation of evaluation, accurately positioning the perspective of evaluation and 
accurately reaching the common view of evaluation, secondly, to define the methods of evaluation, including the main indicators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Key words: mathematic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ropositional quality; proposition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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