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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高考实行不分文理科的改革，数学科考试的定位、内容和形式以及考试群体和水平都发生了变化，需要研究新
的题型、试卷结构和难度要求．根据高考改革的要求，数学科构建了学科化的评价框架，研究设计了新题型试卷结构，命制
了新题型试卷，在广东、山东、浙江进行测试，并就新题型试卷的各项指标和新高考数学科改革方向对教师和学生进行了问
卷调查和访谈．对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新题型试卷的质量较高，能够对考生进行精确区分，试卷结构基本合理，开发的多选
题达到测试目的，有利于区分考生．问卷调查和访谈表明，教师和学生认为新题型试卷的题型、题量、难度基本合理．未来
数学科高考应该降低试题难度、减少技巧性、增加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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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  高考改革 

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指出高考改革的方向[1]，2014 年，《国务院关于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化高考内容改革的要求，“ 依据高校人才
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
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2]．并且在上海和浙江启动了高考综合改
革试点，进行科目改革，“ 改革考试科目设置．增强高考与
高中学习的关联度，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
外语 3 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3 个科目成绩组
成．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
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 ．2017 年、2018

年分别有山东、广东等 10 个省市加入．高考综合改革后，
统考科目只有语文、数学、外语 3 门，因此对 3 个统考科目
的功能定位和区分功能提出新的要求．3 个学科要发挥基础
学科、通用学科和工具学科的特点，特别是数学学科不再分
文理科，所有考生使用同一张试卷，数学科的考查目标和考
试形式都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高考整体改革和人才选
拔的需要． 

新一轮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明确了高考改革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实施意见》这是对学科考查内容和考查要求提
出的总体改革要求，各学科都要在考试中贯彻落实． 

1.2  高考评价体系 

2016 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开始高考评价体系的研制工
作，明确了“ 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 的核心功能，

“ 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 的考查内容
以及“ 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的考查要求[3-4]．高
考数学科基于高考核心功能，以“ 一核四层四翼” 的高考评
价体系框架为指导，梳理、总结国内外对人才培养和选拔的

要求，依据新修订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构建高考
数学学科化的评价内容框架和指标体系[5]． 

随着高考改革的深入和高考评价体系的建立，作为统考
科目的数学科考试目标、考查内容和考查要求都发生了变
化，需要与此相适应的新的题型实现考查目的和考试效果，
更加精确地区分考生，发挥对中学教学积极的导向作用．数
学科构建了学科化的评价框架，研究设计了新题型试卷结
构，开发了新的题型，命制了新题型测试卷，在广东、山东
和浙江进行了测试，并对与测试试卷的考查目标、题型结构、
题型功能等相关的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系统分析
研究，对高考数学科的命题改革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索． 

2  研究设计 

2.1  测试目标 

测试设计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的完整试卷，题型顺序
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和解答题排列．多项选
择题是有多个正确项目的选择题（以下简称多选题），全部
选对的得 4 分，有选错的得 0 分，部分选对的得 2 分．填空
题有包含两个空的填空题，每个空填对得 2 分．采取这样的
设计可以将新题型试题与现行高考使用的单选题、只有一个
空的填空题和解答题进行比较，检验测试效果．测试的目的
就是检验新题型试卷的考查和区分功能，听取中学师生对新
题型试卷的反馈意见，改进题型设计和试卷结构，为新高考
数学考试的改革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2.2  测试对象 

测试在 2018 年 3 月—5 月进行，对象选取广东、山东
和浙江的高三学生．其中在广东抽取 5 个地市 18 所高中（重
点高中 10 所，普通高中 8 所），共 4 745 名考生参加测试，
其中文科考生 2 240 名，理科考生 2 505 名．部分参加测试
的广东学生同时参加了全国 I 卷的测试，其考试结果用于对
新题型试卷进行效度分析和检验．在山东省抽取 2 所高中

（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各 1 所），共 1 031 名考生参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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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文科考生 411 名，理科考生 620 名．在浙江省杭州市抽
取 3 所高中（重点高中 1 所，普通高中 2 所），共 819 名考
生参加测试．浙江已经实行不分文理科的教学和考试改革，
所以没有文理科考生之分． 

考生完成测试后继续作答配套的学生问卷，任课教师及
阅卷教师完成相应的教师问卷．然后选取部分学生和教师代
表进行深度访谈． 

为记录考生的作答时间，广东的部分考场在单选题、多
选题部分采取上机测试；填空题、解答题采取计算机呈现题
目内容，考生纸笔作答，再利用高速摄影机拍照上传答案，
记录考生作答时间，用于对考生每题的答题时间和全卷答题
时间进行分析． 

2.3  测试工具 

测试试卷根据新高考的要求命制，试卷结构如表 1． 

表 1  高考新题型试卷结构 

题型 题目数量 每题分值 分值总计 分值比例%

单选题  8  4  32 21.33 
多选题  2  4   8  5.33 
填空题  5  4  20 13.34 
解答题  6 15  90 60 
总计 21  150 100 

其中多选题有 5 个备选项，在每小题给出的选项中，有
多项符合题目要求． 

2.4  问卷调查 

问卷分教师问卷和学生问卷，教师问卷包括新题型试卷
反馈 16 个问题，高考改革意见 12 个问题，共 28 个问题．学
生问卷包括新题型试卷反馈 10 个问题，高考改革意见 9 个
问题，共 19 个问题． 

2.5  测量理论和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教育与心理测量领域中 3 种重要的测验理论：经典
测量理论（CTT）、概化理论（GT）和项目反应理论（IRT）．根
据 3 种理论的特点，取 3 者各自之长，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

度分析数据，全面解读测试结果，综合多种评价指标和统计
图表，多元化呈现分析结果，全面反映新题型试卷的质量与
考生的能力水平． 

利用经典测量理论分析试卷的难度、信度，试题的难度、
区分度，对比分析文理科考生作答差异．进行效度分析，将
新题型试卷测试数据与广东省 2018 年全国 I 卷实考数据，
按照考生身份证号进行匹配，以考生在广东省 2018 年全国
I 卷实考成绩为效标，分析新题型试卷的效标关联效度． 

利用概化理论分析试卷的全域方差、概化系数、可靠性
等指标．对新题型试卷进行试卷结构分析，以 2018 年全国
I 卷为比较依据，采用多元概化理论对新题型试卷进行分析，
通过决策研究为探索各题型最合适的题量提供参考依据，通
过贡献率等测量指标比较两卷的结构差异． 

利用项目反应理论分析题目难度与考生水平的适应程
度、试题的信息量、试卷的信息曲线．测试采取“ 锚人” 设
计，使试卷质量与考生能力均具有可比性，为试卷分析提供
了多种思路．一方面从试卷质量的角度验证试卷结构的合理
性，另一方面从考生能力角度研究新题型试卷对文理科考生
的区分功能．研究考生能力表现，通过新题型试测项目，建
立 2017 年全国 I 卷抽测（2018 年 1 月考试）数据与 2018

年全国 I 卷实考（2018 年 6 月考试）数据之间的联系，比较
同一批考生在两卷上的能力表现． 

3  数据分析 

3.1  经典测量理论 

3.1.1  新题型试卷整体质量较好 

利用经典测量理论统计分析了新题型试卷的基本测量
数据．新题型试卷与 2017、2018 年全国 I 卷测试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新题型试卷与 2017和 2018年全国 I卷测试结果 

试卷类型 考生类型 样本量 平均分 标准差 最低分 最高分 偏度 峰度 CV 信度 分布形态 

新题型试卷 
（广东省） 

全体考生 4 745 56.42 22.62    1.5 128  0.27 -0.37 0.40 0.81 正偏态 

文科考生 2 240 48.10 19.22  2   109.5  0.25 -0.43 0.40 0.77 正偏态 

理科考生 2 505 63.86 22.83    1.5 128  0.09 -0.44 0.36 0.81 正偏态 

新题型试卷 
（山东省） 

全体考生 1 031 76.17 25.36  4 144 -0.03 -0.39 0.33 0.85 负偏态 

文科考生   411 57.85 18.11  6 112 -0.04  0.22 0.31 0.76 负偏态 

理科考生   620 88.31 21.95  4 144 -0.39  0.43 0.25 0.81 负偏态 

新题型试卷 
（浙江省） 

全体考生   819 72.56 19.39  9 123 -0.31 -0.17 0.27 0.76 负偏态 

2017年全国I卷 
（广东省） 

文科考生 1 000 81.80 24.79 15 150 -0.03 -0.46 0.30 0.83 负偏态 

理科考生 1 101 84.04 23.40  5 147 -0.01 -0.28 0.28 0.82 负偏态 

2018年全国I卷 
（广东省） 

文科考生 2 162 97.68 22.88 21 150 -0.32 -0.39 0.23 0.82 负偏态 

理科考生 2 376 92.05 19.30 20 145 -0.15  0.02 0.21 0.77 负偏态 

注：2017年全国 I卷（广东省）数据为数学新题型试测项目中的高三考生抽测数据，而非 2017年高考实考数据． 

新题型试卷对考生的区分功能是试卷最重要的测量指
标，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反映试卷的区分功能．从表 2 看出，
广东和山东的全体考生的标准差都比较高，分别达到了
22.62 和 25.36，对两省的文科考生和浙江省考生，标准差都
达到 20 左右，变异系数度都在 0.25 以上，远高于变异系数
为 0.15 的合格水平[6]，说明考生的离散程度很好，对考生的
区分符合测量学要求．可能是因为试卷偏难，影响了试卷对

文科考生的区分功能，使得文科考生的标准差略小．同样的
原因，试卷的信度对广东和山东的全体考生都达到了 0.8 以
上，而对两省的文科考生和浙江省考生试卷的信度为 0.75

以上．新题型试卷对 3 个省的考生都有一定的难度，广东和
浙江考生的最高分只有 128 分和 123 分．在依然实行文理分
科的广东和山东，文理科考生的差距在 15~30 分，山东理科
考生的平均分为 88.31，试卷难度为 0.58，属于偏易水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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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山东文科考生的最高分只有 109.5 分和 112 分，试卷对
文科考生属于偏难水平．统计数据的偏度和峰度的绝对值都
远小于 1，考生呈良好的正态分布．试题难度分布较广，大
部分试题区分度良好．整卷信息量较高，能够准确测量大部
分考生的能力． 

比较全国 I 卷 2017 年广东省实考数据与 2018 年广东省
测试数据发现，测试数据的文理科考生平均分均明显高于实
考数据相应的分数．考后访谈时学生介绍了复习的情况，因
为广东省高考使用的是全国 I 卷，抽测考生在 2017 年是高
二学生，高考结束后教师讲解了 2017 年的高考试题，学生
也以 2017 年全国 I 卷作为练习试题．因此考生接受过专门

辅导，存在一定程度的练习效应． 

3.1.2  新题型试卷的效标关联效度较高 

为探究新题型试卷的外部效度，将广东省考生的新题型
测试数据与其在 2018 年全国 I 卷实考数据进行匹配，以 2018

年全国 I 卷实考成绩为效标，计算两组数据的皮尔逊积差相
关系数．考生在全国 I 卷与新题型试卷上的得分具有较高的
一致性，相关系数分别达到文科 0.76、理科 0.78（见表 3），
文理科考生样本结果均显示新题型外部效度良好．新题型试
卷在全体考生、文科考生、理科考生中均有较高的信度和 

效度．

表 3  新题型试卷效标关联效度（以 2018年全国文科和理科 I卷为效标） 

 样本 效标 人数 效标关联效度 

新题型试卷 
文科考生 2018年文科 I卷 2 162 0.76 
理科考生 2018年理科 I卷 2 376 0.78 

3.1.3  文理科学生数学水平差异明显 

广东理科考生整卷平均分比文科考生高 15 分左右，山
东理科考生整卷平均分比文科考生高 30 分左右．在考查内
容上，立体几何和统计与概率的得分差异最大，在能力成分
上，空间想象和创新应用的得分差异最大．具体见表 4． 

表 4  广东文理科考生在各考查内容与能力成分得分率差异 

考查内容层次 
得分率差异 
（理科-文科） 

考查能力成分 
得分率差异 
（理科-文科） 

立体几何 0.18 空间想象能力 0.18 
概率与统计 0.15 创新应用能力 0.17 
三角函数 0.14 数据处理能力 0.12 
解析几何 0.07 运算求解能力 0.10 
代数 0.06 逻辑思维能力 0.05 

比较文理科考生在各考查内容与能力成分的得分率，发
现理科考生在所有维度的得分率均高于文科考生，但各维度
上的得分率差异程度不同，将得分率差异（理科生得分率-

文科生得分率）程度排序如下． 

文理科考生在不同考查内容上得分率差异从大到小依
次为：立体几何、概率与统计、三角函数、解析几何、代数． 

文理科考生在不同能力成分上得分率差异从大到小依
次为：空间想象能力、创新应用能力、数据处理能力、运算
求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3.2  概化理论 

3.2.1  多元概化统计数据 

新题型试卷 4 种题型的多元概化研究结果见表 5．方差
分量最大的题型是解答题（3.90），其次是填空题（0.40）、
单选题（0.37）和多选题（0.30）．由于方差分量体现了不同
题型在试卷中所起的作用，故在新题型试卷中，解答题的作
用最大，填空题、单选题和多选题次之．同时，4 种题型之
间的相关系数均较高． 

表 5  新题型试卷 4种题型的多元概化研究 

题型 单选题 多选题 填空题 解答题 

单选题 0.37 0.91 0.92 0.95 
多选题 0.30 0.30 0.85 0.89 
填空题 0.35 0.29 0.40 0.98 
解答题 1.14 0.96 1.22 3.90 

注：主对角线元素为各维度的方差分量估计，对角线以下为维度间

的协方差分量估计，对角线以上为维度间的相关系数估计． 

3.2.2  多元概化决策研究结果 

按照 4 种题型试题量所占比重来决定权系数，对 4 种题
型全域总分进行合成，可得到决策研究结果，见表 6．全域
总分的概化系数1和可靠性指数2分别为 0.83 和 0.72，相对误
差和绝对误差均较低．从各个题型来看，概化系数和可靠性
指数最高的是解答题，其次是单选题、填空题和多选题．全
域总分的概化系数和可靠性指数均高于 4 种题型的概化系
数和可靠性指数，说明全域总分的合成是有意义的． 

表 6  新题型试卷 4种题型的多元概化决策研究 

指标 单选题 多选题 填空题 解答题 全域总分
全域方差 0.37 0.30 0.40 3.90 0.96 
概化系数 0.50 0.28 0.46 0.75 0.83 
可靠性指数 0.45 0.23 0.36 0.55 0.72 

根据多元概化决策研究的结果可得到 4 种题型对全域
总分的贡献比例（即对全域方差的贡献），见表 7．4 种题型
对全域方差的贡献比例与当初命题时的赋分意图（即分值比
例）基本接近． 

表 7  新题型试卷 4种题型对全域总分的贡献率 

指标 单选题 多选题 填空题 解答题 

题目数量 8 2 5 6 
权系数（w） 0.38 0.10 0.24 0.29 
分值 32 8 20 90 
分值比例 21.33% 5.33% 13.33% 60.00% 

对全域方差的贡献 22.94% 4.83% 14.99% 57.25% 

题型设置较为合理，题量分配有待优化．表 7 的概化分
析结果表明，新题型试卷中的 4 种题型（单选题、多选题、
填空题、解答题）得分合成的总分是有意义的，且在各题型
上，考生作答与命题教师期望的考查权重较为一致，即 4

种题型的设置较为合理，但各题型的题量分配有优化的空
间．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增加多选题的题目数量对于提高整
体测量信度效果最好． 

3.2.3  试卷结构较合理 

由概化分析结果可知，在新题型试卷中，全域总分3的

                                                        
1 概化系数类似于常模参照测验中的信度。 

2 可靠性指数类似于标准参照测验中的信度。  

3 全域总分是按 4 种题型试题量所占比重来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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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化系数4和可靠性指数5高于 4 种题型的概化系数和可靠性
指数，说明全域总分的合成是有意义的．在试卷中，4 种题
型对全域总分的贡献比例与命题的赋分比例基本接近． 

4 种题型增加题目数量均有利于提高概化系数和可靠
性指数，其中增加多选题，信度提高更明显．通过试卷结构
优化分析发现，在保持试卷测试时长和分值稳定的前提下，
为提高概化系数和可靠性指数，将单选题增加为 10 道，多
选题增加为 3 道，填空题减少为 4 道，解答题保持为 6 道时，
整体测量信度较为理想，且有助于提高考生的得分率，详见
表8． 

表 8  新题型试卷信度变化 

指标 
现行模式 

题目数 概化系数 可靠性指数 

单选题  8 0.50 0.45 
多选题  2 0.28 0.23 
填空题  5 0.46 0.36 
解答题  6 0.75 0.55 

指标 
理想模式 

题目数 概化系数 可靠性指数 

单选题 10 0.56 0.50 
多选题  3 0.37 0.31 
填空题  4 0.41 0.31 
解答题  6 0.75 0.55 

3.3  项目反应理论 

3.3.1  参测考生能力对比 

为比较参与新题型测试的 3 省考生能力差异，通过
Parscale 软件进行同时估计，分别得到 3 省考生的能力，结
果如下：从 3 省全体考生的能力均值结果看，浙江省考生能
力均值最高，山东省次之；从广东省和山东省文、理科考生
的能力均值结果看，山东省文、理科考生能力均值均较高；
同时，广东省与山东省的理科考生能力均值高于其相应的文
科考生能力均值（见表 9）． 

表 9  3省考生能力均值比较 

省份 考生类型 人数 能力均值 

广东省 
文科考生 2 338 -0.55 
理科考生 2 603  0.06 
全体考生 4 941 -0.23 

山东省 

文科考生   411 -0.08 

理科考生   620  1.04 

全体考生 1 031  0.59 

浙江省 全体考生   819  0.66 

3.3.2  测验信息量 

由 IRT 的试题信息量结果（见表 10）及测验信息量结
果（见图 1~图 3）可得，除广东省文科考生样本外，新题型
试卷在其他不同考生样本中满足期望信息量的题目比例均
超过 70%，这说明新题型试卷具有较高的信息量，能够较准
确地测量出大部分考生的数学能力（注：根据 ETS 标准，
IRT 中测验信息量为 5 对应 CTT 中信度为 0.806）． 

                                                        
4 概化系数类似于常模参照测验中的信度。 
5 可靠性指数类似于标准参照测验中的信度。  

6 文献来源：YOUNG J W, MORGAN R, RYBINSKI P,  
et al. Assessing the test information function and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for the toefl junior ® standard test. Ets 
Research Report, 2013 (1): 1–27. 

表10  3省新题型试卷试题信息量概况 

被试样本 
满足期望信息量的试题比例 

广东省 山东省 浙江省 

全体考生 80.95% 95.24% 71.43% 
文科考生 57.14% 76.19% - 
理科考生 80.95% 95.24% - 

 

 

 
图 1  广东省（全体考生）新题型试卷测验信息曲线 

 
图 2  山东省（全体考生）新题型试卷测验信息曲线 

 
图 3  浙江省新题型试卷测验信息曲线 

4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分析 

问卷调查包括对新题型试卷的反馈意见和对新高考数
学科改革的建议等部分内容． 

4.1  对新题型试卷的反馈 

4.1.1  试卷整体评价 

从表 11 可以发现，多数考生认为新题型试卷难度、技
巧性偏高，而多数教师则认为试卷难度及技巧性适中；在试
卷涉及知识点上，考生和教师都认为试卷涉及知识点范围合
适，试卷考查的能力较为全面． 

新题型卷由于改变了传统的试卷结构，考生可能还不能
适应新的试卷，导致考生认为试卷的难度和技巧性偏高，而
知识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考生认为知识点与能力 

适中． 

在试卷难度和技巧性方面，与考生相比，多数教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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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难度与技巧性适中，这可能是由于教师对新高考改革后
试卷的结构变化有预期，没有受到试卷结构变化的干扰． 

表 11  试卷评价统计 

调查内容  全体考生 教师 

试卷的难度 

偏低  2%  3% 

适中 22% 61% 

偏高 75% 35% 

其它  1%  1% 

试卷的技巧性 

偏低  6%  4% 

适中 37% 74% 

偏高 56% 22% 

其它  1%  0% 

试卷涉及知识点 

偏少 10% 14% 

范围合适 53% 77% 

偏多 37%  9% 

其它  0%  0% 

试卷考查能力 

涉及能力较少  4%  8% 

涉及部分能力 46% 40% 

非常全面 49% 51% 

其它  1%  1% 

4.1.2  试卷和各题型题量 

从表 12 可以发现，多数考生反馈该卷总题量及各题型
题量合适，但在具体题型上，约三分之一考生认为填空题、
多选题题量偏多，有近一半考生认为解答题题量偏多，多数
教师反馈试卷总体量及各题型题量是合适的． 

表 12  各题型题量反馈统计 

内容  全体考生 教师 

整套试卷题量 

偏少  4%  2% 

合适 62% 85% 

偏多 33% 13% 

其它  1%  0% 

选择题题量 

偏少 18% 22% 

合适 70% 73% 

偏多 12%  3% 

其它  0%  2% 

填空题题量 

偏少  4%  2% 

合适 67% 67% 

偏多 29% 30% 

其它  0%  1% 

解答题题量 

偏少  4%  2% 

合适 51% 78% 

偏多 45% 18% 

其它  0%  2% 

多选题题量 

偏少  7%  7% 

合适 56% 63% 

偏多 36% 23% 

其它  1%  7% 

结合作答时间（表 13）可知，考生基本能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试卷作答，各题型的用时比例与分值比例接近．其中
单选题由于其作用主要是考查基础知识，所以其用时比例略
低于其分值比例．解答题的作答时间最多，远多于其它题型，
也高于其分值比例．由于解答题要求考生完整写出解答过程
才能得分，考生用时较多，导致考生主观上认为解答题题量
偏多．考后访谈时考生谈到他们认为填空题题量偏多的原
因，由于新题型试卷的填空题比现行高考多一个题，而且填
空题不像选择题有备选项可以核对答案，所以学生做完填空
题后要再次验证，造成考生认为填空题题量偏多． 

表 13  文理科各题型作答时间对比 

 单选题 多选题 填空题 解答题 

全体考生 20.28 6.85 15.52 64.74 
文科考生 21.44 6.51 17.54 60.76 
理科考生 19.13 7.19 13.49 68.73 

各题型分值比例% 21.33 5.33 13.34 60.00 

4.1.3  试卷考查的数学能力 

从表 14 可以发现，考生和教师对试卷考查能力重视程
度与考生的实际得分率一致．在试卷考查能力中，考生和教
师认为运算求解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较为重要，其次是逻辑
思维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创新应用能力重视程度最低． 

表 14  各数学能力的得分率和重要程度统计 

 得分率 重要程度（考生） 重要程度（教师）
创新应用能力 28% 3.52 3.68 
数据处理能力 51% 3.61 4.12 
空间想象能力 44% 3.61 4.21 
运算求解能力 39% 3.72 4.21 
逻辑思维能力 31% 3.52 4.14 

注：①重要程度为学生或教师对各数学能力重要程度的平均赋分，

赋分范围为 1~5 分；②得分率为试卷得分/总分． 

4.2  对新高考数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4.2.1  高考文理合卷后难度设置 

从表 15 可以发现，考生与教师反馈认为合卷后的试卷
难度应处于文科卷与理科卷之间，其中选择偏向于理科卷难
度的人数多于偏向于文科卷难度的人数． 

表 15  高考文理合卷后难度统计 

 全体考生 教师 

与理科卷难度一致 14%  2% 
偏向于理科卷难度 40% 49% 
偏向于文科卷难度 30% 35% 
与文科卷难度一致 12% 11% 

其它  4%  3% 

4.2.2  高考文理合卷后新题型设置 

从表 16 可以发现，考生与教师反馈认为高考数学文理
合卷后不需要增加新题型．这可能是因为原来自主命题的省
份已经使用 3 年全国卷，师生对全国卷逐渐适应，受求稳心
理影响，不希望试卷增加新题型；在增加新题型的情况下，
开放题和逻辑题的支持者较多． 

表 16  高考文理合卷后是否需要增加新题型 

 全体考生 教师 

不需要 63% 46% 
多选题 10% 22% 
开放题 21% 33% 
逻辑题 22% 32% 
举例题  7% 18% 

4.2.3  高考数学试卷改进方向 

从表 17 可以发现，多数考生和教师均反馈高考数学需
降低试题难度，这可能是基于合卷后考生平均水平将会降低
的考虑，认为数学科应该降低试卷难度，以适合全体考生的
平均水平．同样的原因，有半数考生和教师希望减少计算量
以降低考生的答题强度．有半数以上的考生和教师认为目前
的试卷题量合适，但有三分之一的考生和教师认为应该减少
题量．半数左右的考生和教师认为应该增加试题的应用性，
这一点考生与教师的意见非常一致．比较矛盾的统计结果是
对技巧性的处理，三分之一的考生认为应该增加技巧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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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分之一的考生认为应该减弱技巧性，这可能反映了文理
科考生对技巧性的不同心态．理科考生希望增加技巧性以便
自己能脱颖而出，而文科考生希望减弱技巧性以提高自己的
考试分数．教师和考生对现行数学试卷的题量、技巧性、应
用性、计算量比较认可，认为无需改进．对比教师和考生的
反馈，可以看出教师求稳的心态更加强烈，不希望高考数学
试卷进行大的改变． 

表 17  高考数学考试改进方向统计 

 内容  全体考生 教师 

试题难度 

无需改进 27% 33% 

降低试题难度 64% 62% 

增加试题难度 9%  2% 

其它 1%  2% 

试题题量 

无需改进 54% 60% 

减少题量 39% 37% 

增加题量 7%  1% 

其它 1%  2% 

应用性 

无需改进 38% 38% 

增强应用性 45% 50% 

减弱应用性 16% 10% 

其它 1%  2% 

技巧性 

无需改进 41% 41% 

增强技巧性 30% 16% 

减弱技巧性 29% 41% 

其它 1%  2% 

试题计算量 

无需改进 36% 42% 

增加计算量 10%  6% 

减少计算量 54% 49% 

其它 1%  2% 

4.3  高考数学信息反馈 

4.3.1  信息反馈内容 

从表 18 可以发现，考生与教师对于考生排名情况不是
特别关注，更希望获得关于知识、思想方法以及数学能力水
平方面的信息． 

表 18  学生希望了解到的考试信息 

 全体考生 教师 

各知识模块掌握情况 51% 74% 
数学思想方法掌握情况 59% 74% 
各项数学能力水平情况 57% 76% 

排名情况 40% 30% 

4.3.2  信息反馈形式 

从表 18 可以发现，考生与教师对于考生排名情况不是
特别关注，更希望获得关于知识、思想方法以及数学能力水
平方面的信息． 

表18、表 19 可以发现，相较于整卷得分、排名等传统
信息，考生更期望了解自己在知识模块、数学思想模块、数
学能力水平、小题得分及失分点等方面的情况，说明考生更
注重对自身水平的全面认知与诊断． 

表 19  高考数学试卷应该如何提供分数报告 

 全体考生 教师 

给出整卷分数 53% 71% 
分别报告各知识内容分数 61% 78% 
分别报告各能力分数 57% 65% 

其它  4%  1% 

5  结论与思考 

（1）新题型试卷整体质量较好，文理科考生作答存在差

异．新题型试卷在全体考生、文科考生、理科考生中均有较
高的信度和效度，考生在全国 I 卷与新题型试卷上的得分具
有较高的一致性（相关系数文科 0.77、理科 0.76）．试题难
度分布较广，大部分试题区分度良好．整卷信息量较大，能
够准确测量大部分考生的能力．其中，理科考生整卷平均分
比文科考生高 15 分以上，在考查内容上，立体几何和统计
与概率的得分差异最大，在能力成分上，空间想象和创新应
用的得分差异最大．今后进一步加强对“ 文理不分科” 后考
生整体数学水平的研究，以便科学地确定试卷难度及试题难
度分布，为新高考数学科命题提供依据． 

（2）题型设置较为合理，题量分配有待优化．概化分析
结果表明，新题型试卷中的 4 种题型（单选题、多选题、填
空题、解答题）得分合成的总分是有意义的，且在各题型上，
考生作答与命题教师期望的考查权重较为一致，即 4 种题型
的设置较为合理，但各题型的题量分配有优化的空间．通过
数据分析发现，增加多选题的题目数量对于提高整体测量信
度效果最好． 

（3）多选题有利于提高全卷得分率，有利于区分考生，
选项数量设置有必要改进．相比于传统单选题而言，考生作
答多选题时会有更多得分模式．从多选题的得分情况来看，
得中间分数（2 分）的考生比例较大，即多选题更容易让考
生得到基础分，从而有利于全卷得分率的提升．同时，多选
题的选项总数和正确选项数量会影响考生的作答时间和得
分率．具体而言，与同等难度的单选题（4 个选项）相比，
多选题选项总数（5 个选项）较多，考生作答时间较长；相
同选项总数的多选题中，正确选项数目越多，考生的得分率
越高．在“ 文理不分科” 背景下，多选题的多级得分模式有
利于提高低水平考生的得分，也有利于区分出高能力考生，
因此，在新高考数学中建议引入多选题，但选项数量应该 

减少． 

（4）文理科考生在新题型试卷上采取的作答策略存在差
异．通过文理科考生在不同题型、考查内容以及能力成分上
的作答时间和对考生的访谈可以发现，考生的作答策略存在
文理科差异．理科考生在分值较高、考查能力较强的试题上
分配时间较多，采取的是得分策略；文科考生在分值较低，
考查基本能力的试题上分配时间较多，采取的是保分策
略．建议继续开展数学学科上机测试的实践，深入研究其规
律和特点，推进考试改革进程． 

（5）进行省际考生水平比较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持．测试
在抽样时，在广东省抽测的学生人数较多、抽测的学校比较
均衡，基本能代表全省的水平．而在山东和浙江抽测的学生
人数较少、学校也不够均衡，因此样本的代表性受到一定影
响．故在进行省际间考生数学水平比较时仍需要更多的数据
支撑． 

高考数学新题型测试贯彻高考内容改革的指导思想，以
高考评价体系和新高校数学科的学科评价框架为依据，考查
了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有效地区分了考生，得
到中学教师和学生的认可．测试为数学科高考改革进行了理
论和实践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统计资料和命题经验，为数学
科内容改革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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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Quality Analysis of New Mathematics Test Paper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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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d been reformed regardless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The orientation,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mathematics test in CEE, as well as the examination group and level had changed. It was necessary to 
study new types of questions, examination paper structure and difficulty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mathematics test in CEE had constructed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framework, designed the new 
structure of the examination papers, made the new type examination papers, tested them in Guangdong, Shandong and Zhejiang. 
Focus on indexes of the new type examination papers and mathematics test reform direction,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al data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new test paper was high, 
and it could distinguish the candidates accurately. The structure of the test paper was basically reasonable. Th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with more than one correct optio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test and contribute to distinguishing the candidate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showed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lieve that the new type of questions, the quantity of items in 
test paper and the difficulty were basically reasonable. In the future, the mathematics test in CEE should reduce the difficulty and 
skill of question and increase the applicability. 
Key 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no longer 
divided into arts and sciences; new type of mathematics test paper; qual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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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届国际数学建模与应用教学大会参会征稿启事 

诚挚邀请您参加将于 2019 年 7 月 21—26 日在香港大学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数学建模与应用教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al Modelling and Applications - ICTMA19）．ICTMA19 由中华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
委员会（中华 IMMC）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举办．大会邀请数学建模与应用教育领域的专家、研究人员、教育工作
者以及感兴趣的年轻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与会，研究范畴涵盖小学、中学、大学到工作场所的数学建模及应用的教学． 

国际数学建模与应用教师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al Modelling and Applications - 

ICTMA，官方网址www.ictma.net）是国际数学联盟（IMU）的委员会——国际数学教学委员会（ICMI）的一个附属研究
组织．自 1983 年在英国举办首届会议开始，国际数学建模与应用教学大会（ICTMA）每两年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举行一次
会议．ICTMA 系列会议为在各领域和各级数学教育中教授数学建模及其应用提供了一个国际论坛． 

第十九届国际数学建模与应用教学大会（ICTMA19）以“ 东西方数学建模教育” 为主题，将是全球数学建模教育领
域的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济济一堂，就各领域和各级数学建模及应用教育进行讨论和交流的宝贵机会．会议将由主题
演讲（Keynote Speech）、论坛（Symposium）、全体报告（Plenary Lecture）、全体讨论（Plenary Panel）、平行分组报告（Parallel 

Presentation）、海报展示（Poster Presentation）、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颁奖（IMMC Award Ceremony）及获奖学生报告（Student 

Presentation）组成．会议详细议程请参见会议网站（www.ictma19.org）．ICTMA19 将是首次在中国香港召开的数学建模
教育领域的国际会议，它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对数学建模和 STEM 教育的热情和研究与实践的进展，并愿在这一领域创
造合作的动力． 

会议参加者可在 www.ictma19.org 的提交链接在线提交其摘要及论文全文．对于平行分组报告，会议代表应在其提交
的摘要中说明他们报告的类型，即 45 分钟或 30 分钟或海报报告，但报告类型最终决定权在国际学术委员会（IPC）．在
提交摘要和接受评审之前，会议参与者须完成报名和支付会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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