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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教育集团评价技术优势 

 
一、 专业性 

 基于国际先进的第五代教育评价理论； 

 高度匹配国家教育改革的方向、理念与模式； 

 研发时间最久(26年)，实测样本量最大（超过 1200万人次），评价模型

验证度最高，数据积累最多； 

 深得国内外教育厅局、全日制学校、学生/家长的认可和赞许； 

 支撑多个国家级、省级教育科学“十二五”/“十三五”课题； 

 超过十年的教育大数据应用经验，包括评价报告的深度解读、学习/教

学改进、学习/教学规划，以及历时性、共时性分析等。 

 

二、 技术性 

 高度匹配国家教育改革的方向、理念与模式； 

 学业评价技术改写“双基”历史，独创“三维”模式，不仅能准确发现

学生学习/教师教学中的长短版、优劣势，更能诊断成因，并给出科学

的改进和规划建议； 

 发展潜能评价技术打破传统潜能测试“黑箱”，方法更科学、更透明、

更精密，能做到更有效地诊断学生学习中的深层问题和预测学生未来发

展，并给出科学稳定的改进方法和生涯发展规划； 

 综合素质评价技术不仅了解学生的认知、生活与社会行为，更去探索背

后的偏好、习惯、遇到的问题、生活方式等，做出因果性分析，并给出

学生素质成长方面的改进和规划建议。 

 

三、 专业团队 

 拥有一支 20 位世界级顶级教育行业专家团队，其中 16 位拥有博士学

位，并且都是行业内各自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培训团队都是由行业内从事教育质量评价多年及有丰富一线教学经验

的资深教授、研究员、教师组成，同时还拥有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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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专家组成的高学历、高水平、高素质的一支专业专家咨询团队。

培训团队运用公司行业内领先的综合评价技术，结合丰富的理论知识

以及多年的实践经验，为沈河区的此次评价项目保驾护航。 

 

四、 应用性 

 普及性推广和既有资源利用度极高；独创的将测评的“教育测量”、“数

据处理”、“教育评价”进行功能分离，分别形成高度技术化，从而使整

个评价工作可规模、高效实施；并可最大限度的利用既有试题试卷资源。

实施容易：极大降低教管教研人员、教师队伍对评价技术的掌握和运用

门槛；资源通用：不依赖专有试题试卷，支持学校自主命题，也提供丰

富的成熟、优质题库卷库供调用；过程高效：高度满足实际应用场景的

“短、频、快”需求；结果可靠：规模实施结果的等值化、标准化水平

超过十年验证； 

 为 100多个市/区(县)教育局提供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及相关大数据服务，

包括四川省成都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四川省成都市青

羊区学业质量评价改革实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小学教育质量

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吉林省教科院义务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辽

宁省沈阳市义务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学

业质量评价改革实验、陕西省西安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中小学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广东省广州市越秀

区、白沙区、天河区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 

 为 10余个省/直辖市教育厅局提供教育质量监测，如四川省教育质量监

测（2014）、成都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测（2014/2015/2016/2017）、成都

市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项目（2017）、成都市教育校际均衡监测项

目（2017）、河南省义务教育质量监测（2016/2017）； 

 

五、 品牌影响力 

 行业公认的国内现代教育测评开创者和领导者； 

 多个国家级、省级教育科学“十二五”/“十三五”课题以公司核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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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测评和大数据应用为专业基础与技术支撑； 

 教育评价技术获得中国教育学会唯一认可和推荐； 

 在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中的成果获得教育部唯一认

可； 

 IAP 中小学生综合竞赛成绩与奖项，获得多所大学自主招生报名资格认

可； 

 主导研发的教育咨询师认证标准获得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咨询师认证中

心认可并颁布； 

 教育智能测评服务现为国内唯一超过 1,200 万份样本的成熟评价体系，

覆盖 22个省市、200多个区县、20,000多所学校； 

 公众教育的评价与考试技术与服务，得到了国内诸多教育厅局、全日制

学校、教培机构及学生/家长的广泛认同和赞许； 

 公众教育的评价与考试技术与服务，得到了美国 64 个学区及大部分州

立大学的认可，另得到加拿大多个学区、高中及大学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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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项目介绍 

一、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项目的背景 

2013年 6月教育部颁发《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教

基二[2013]2 号）中提出：教育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是教育综合改革

的关键环节。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是推动中小学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引导社会和

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营造良好育人环境的迫切需要，是基本实现教育现

代化、加强和改进教育宏观管理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各地在改进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看，由于教育内外部多方面的原因，单纯以学生学业

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评价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倾向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突出表

现为：在评价内容上重考试分数忽视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在评价方式上重

最终结果忽视学校进步和努力程度，在评价结果使用上重甄别证明忽视诊断和改

进。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制约了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解决这些突出问题，适应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

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大力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 

二、测量工具介绍 1

（一）学业发展水平测量工具 

 

我国 2001 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 2002 年《教育部关于
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及相关文件，给出了“三维”的学
科教育目标，学科教育目标不再是过去的“双基”目标。依据学科教育三维目标
与学科课程标准的要求，学业评价应解决学生、学校面向学科学习“三维目标”
的测量与评价问题，而不再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两目标测量评价。 

2013 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教
基二[2013]2 号）中提出了学业发展水平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五大块内容之
                                                             
1测量工具介绍中信效度等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教育学会编制的测量工具在某市正式施测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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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考查学生对各学科课程标准所要求内容的掌握情况，可以通过知识技能、
学科思想方法、实践能力、创新意识等关键性指标进行评价，促进学生打好终身
学习和发展的基础。 

2014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提出了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官方解读为：核心素养是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实质等于把三维目标的“知识、技能”及思想方法等提炼为关键能力，把“过程、
方法”与“情感、价值”提炼为必备品格——也即在实质上学科学习三维目标与
学科核心素养，是实质等同的。 

由此，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中的学业发展水平评价，应根据学科学
习三维目标（或学科核心素养）设立测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实施满足三维结构要
求的学业测量、评价。 

1.测试科目 

项目方可以根据教育局或者当地的需求选择所要测试的科目，可以选择当地
教研员命制的试题，然后由中国教育学会进行试题指导，也可以交由公众教育集
团来进行试题命制。 

2. 测试年级 

项目方可以根据教育局或者当地的需求选择所要测试的年级。 

3. 小学 5 年级数学测量工具介绍 

（1）测量工具的指标编制依据 

此次 5年级学业发展水平（数学）测量工具的编制主要是在第四代教育评价
理论框架下，以《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学科三维目标
（学科核心素养）为依据，参考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学素养的框架来制
定此次测试的指标和结构。 

2011 版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对学段（4-6 年级）的要求以及 PISA
数学素养框架与试卷各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见下表： 

表 1  2011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与某市 5 年级学业发展水平（数学）指标对应表 

课标要求（4-6 年级） 本次测试指标 
理解分数、百分数的意义，了解负数；了解一些几何体和平面图
形的基本特征； 

认知技能 

掌握必要的运算技能；理解估算的意义； 计算技能 
了解确定物体位置的方法，掌握测量、识图和画图的基本方法 操作技能 
经历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过程，掌握一些简单的数据处理 应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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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能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收集与表示数据，归纳出有用的信息 推理技能 
能探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了解解决问题方法的多
样性 

问题解决技能 

能进行有条理的思考，能清楚地表达思考的过程与结果 数学表达技能 
能够对生活中的数字信息作出合理的解释，会用数（合适的量
纲）、字母和图表描述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语言理解能力 
 

初步形成数感，发展符号意识 数字推理能力 
体验事件发生的等可能性，掌握简单的计算等可能性的方法；在
与他人交流过程中，能够进行简单的辩论 

逻辑分析能力 

在探索简单图形的性质、运动现象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空间观念 空间想象能力 
表 2某市 5年级学业发展水平（数学）指标与 PISA数学素养框架对应关系 

PISA 数学素养框架 本次测试指标 

表述 
能够将具体情境中的内容转换成数学解释的方式，用数
学结构加以表述，明确可变因素，做简单的假设来帮助
解决问题或满足要求。 

操作技能 
数学表达技能 
语言理解能力 

运用 
进行计算、列代数表达式、方程式以及其他数学模型，
以数学的方式从数学图表中分析信息，进行数学描述和
解释,运用数学工具来解决问题。 

计算技能、应用技能、 
操作技能、问题解决技
能、数字推理能力、逻辑

分析能力 

阐述 
对数学解答进行评价，根据问题情境进行推理，判断在
该情境下相应的数学解答是否合理，是否讲得通。 

推理技能、数学表达技
能、逻辑分析能力 

（2）工具编制流程 

根据课程标准，某市所使用的教材以及截至测试前的教学进度，采用标准化
命题方式，以中国教育学会采用的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专用技术—
—ACTS 学业（素质能力）评价技术系统作为处理、分析工具。试卷的编制遵照
以下流程进行： 

①依据本次测试目的确定测量结构； 
②根据课程标准对本学年学生在该学科上应达到的要求确定测量内容的范

围； 
③准备试卷多向细目表； 
④根据试卷多向细目表编题； 
⑤题目审查； 
⑥试卷定稿，编写试卷使用手册。 

（3）测量内容的结构 

5 年级学业发展水平（数学）测量内容的结构见下表： 
表 3某市 5年级学业发展水平（数学）测量内容的结构 

知识 技能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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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内容 满分 指标/内容 满分 指标/内容 满分 
数与代数 43.0  认知 4.3  语言理解 40.1  

图形与空间 22.0  计算 29.7  数字推理 19.8  
统计与概率 22.0  应用 14.0  逻辑分析 21.3  
实践与综合  13.0  操作 14.2  空间想象 18.8  

  推理 15.3    
    问题解决 11.9      
    数学表达 10.6      

小计 100 小计 100 小计 100 

（4）测量工具 

主要采用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的框架，依据认知诊断理论（Cognitive 

Diagnosis Theory）和实质性评价理论及其方法编制学业评价试卷——新一代学
科学习测量工具。 

（5）测量工具的信度 

用 SPSS 23.0 软件分析上述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4某市 5年级学业发展水平（数学）测量工具可靠性检验结果 

知识 技能 能力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
的 Cronbach’s 

Alpha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
的 Cronbach’s 

Alpha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
的 Cronbach’s 

Alpha 
0.839 0.889 0.837 0.871 0.833 0.852 

检验项目
数 

4 
检验项目

数 
7 

检验项目
数 

4 

由上表可知，5 年级学业发展水平（数学）测量工具各个指标的信度系数均
大于 0.8，符合《合同》以及《基础教育学业质量监测工具质量评价规范》（地方
标准）中的要求，说明此次测量工具是可靠的。 

（6）测量工具的效度 

学业发展水平（数学）测量工具的效度，见下表： 
表 5某市 5年级学业发展水平（数学）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因子载荷 CFI TLI RMSEA 

知识 

数与代数 0.870 

1.000 1.000 0.000 
图形与空间 0.851 
统计与概率 0.746 
实践与综合 0.800 

技能 
认知 0.438 

0.986 0.979 0.057 计算 0.810 
应用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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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0.517 
推理 0.755 

问题解决 0.762 
数学表达 0.797 

能力 

语言理解 0.887 

0.998 0.993 0.045 
数字推理 0.598 
逻辑分析 0.852 
空间想象 0.741 

由上表可知，5 年级学业发展水平（数学）测量工具的拟合指标均符合《合
同》中“测试工具结构效度拟合指数应至少在 0.8 以上以及 RMSEA 应至少小于
0.08”的要求；以及《基础教育学业质量监测工具质量评价规范》（地方标准 DB51）
中“模型拟合指数应大于等于0.9，RMSEA应小于0.1，因子载荷大于0.2”的要求，
说明此次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7）工具的区分度 

本次学业发展水平测试属于基于标准的测量，目的在于评估教学实践达成课
程标准的程度，理论上，如果学生根据标准获得了他们需要掌握的东西，就达到
了特定标准的要求。越多学生获得满分，意味着教学实践达成课程标准的程度越
好，这对试卷区分度不做要求。因此，报告不对测量工具的区分度进行分析。 

（二）综合素质测量工具 

2002 年《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了
建立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的评价体系，其中包括基础性发展目标，主要内容有：
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运动与健康以及审美与表现。
2013 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教基
二[2013]2 号）提出了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将品德发展水平（包含行为
习惯、公民素养、人格品质、理想信念等关键性指标）、学业发展水平（包含实
践能力、创新意识等关键性指标）、身心发展水平（包含身体形态技能、审美修
养以及情绪行为调控等指标）作为评价学校教学质量的内容。通过对学生全面发
展状况的调查和分析，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基于基础性发展目标和核心素养的综合素质评价，属于质性研究领域中的实
质性评价范畴，主要理论支柱为文化人类学、解释学、认知建构理论。综合素质
评价目前主要有两类——真实性评价（写实记录）和表现性评价（活动、竞赛等
展现）。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中的综合素质评价，主要采用表现
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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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试年级 

项目方可以根据教育局或者当地的需求选择所要测试的年级。综合素质测量
工具主要为量表，小学综合素质测量工具包括两份量表，其中量表（一）包括行
为习惯、公民素养、人格品质三方面内容，量表（二）包括实践能力、创新意识
和情绪行为调控三方面内容；中学综合素质测量工具包括两份量表，其中量表（一）
包括行为习惯和公民素养两方面内容，量表（二）包括人格品质、实践能力、创
新意识和情绪行为调控四个方面内容。量表（一）和量表（二）的题目均为单项
选择题。 

2.小学综合素质测量工具介绍 

（1）测量工具的编制依据 

综合素质测量工具的主要编制依据是基础性发展目标、核心素养体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相关学科课程标准、《中小学德育工作规
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
见》、《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等。 

（2）测量内容的结构 

综合素质测量内容的结构见下表： 
表 6小学综合素质测量内容的结构 

内容
指标 

行为
习惯 

公民素养 人格品质 实践能力 

创
新
意
识 

情绪
行为
调控 

内容
指标
（细
分） 

/ 

规
则
意
识
和
行
为 

权
益
责
任
意
识
和
行
为 

学
校
社
区
活
动
参
与
度 

尊
重
和
环
境
爱
护 

乐
群
性 

有
恒
性 

独
立
性 

自
律
性 

学
习
动
力 

学习
方法
与技
能 

/ / 

注：表中加底纹的指标为二级指标，未加底纹的为三级指标。 

（3）测量工具 

主要采用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框架，依据多维项目反应理论及实质性评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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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其方法编制综合素质量表。 

（4）测量工具的信度 

对综合素质测量工具各指标的内部一致性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 7某市 5年级综合素质测量工具的可靠性检验结果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样本量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行为习惯 单一指标 14827 0.855  0.859  

公民素养 

规则意识与行为 

14827 0.857  0.866  
权益责任意识和行为 
学校社区活动参与度 

尊重和爱护环境 

人格品质 

乐群性 

14827 0.660  0.701  
有恒性 
独立性 
自律性 

实践能力 
学习动力 14885 

0.898  0.904  
学习方法与技能 

创新意识 单一指标 14885 0.872  0.876  
情绪行为调控 单一指标 14885 0.691  0.705  

由上表可知，综合素质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大于 0.66，符合《合
同》以及《基础教育学业质量监测工具质量评价规范》（地方标准）中的要求，
说明此次测量工具是可靠的。 

（5）测量工具的效度 

对综合素质测量工具各指标的结构效度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 8某市 5年级综合素质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因子载荷 CFI TLI RMSEA 

行为习惯 单一指标 0.225-0.732 0.965 0.961 0.054 

公民素养 

规则意识和行为 0.461-0.666 

0.900 0.892 0.057 

权益责任意识和
行为 

0.168-0.677 

学校社区活动参
与度 

0.370-0.805 

尊重和环境爱护 0.369-0.662 

人格品质 

乐群性 0.115-0.730 0.922 0.844 0.064 
有恒性 0.487-0.758 0.983 0.978 0.036 
独立性 0.257-0.631 0.913 0.87 0.055 
自律性 0.380-0.684 0.972 0.963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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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 
学习动力 0.415-0.715 

0.921 0.917 0.046 
学习方法与技能 0.361-0.720 

创新意识 单一指标 0.394-0.687 0.963 0.96 0.036 
情绪行为调控 单一指标 0.318-0.709 0.909 0.889 0.059 

由上表可知，综合素质测量工具各指标的 CFI 和 TLI 均大于 0.8，RMSEA

均小于 0.08，也就是说所有拟合指标均符合《合同》中的要求，说明此次测量工
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三）发展潜能测量工具 

当今基础教育改革中，学生的多元、个性、全面综合发展是一个重要目标，
而学生多元、个性、全面综合发展不仅包括已表现出来的可继续发展的部分，还
包括尚未发现和挖掘的可发展的潜质部分，这就涉及了对学生发展潜能的开发。
特别地，在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中，“选课走班”“选科定向”成为新课改的一大
特点，为适应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在保证每个
学生达到共同基础的前提下，各学科分类别、分层次设计了多样的、可供不同发
展潜能学生选择的课程内容，以满足学生对课程的不同需求。这就要求学生对自
己的兴趣特长（发展潜能）和优势有一定的了解，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更好地
计划自己未来的发展规划。 

本次发展潜能评价使用的测量工具是由中国教育学会委托的公众教育科学
研究院和公众考试研究院联合研发、采用多维项目反应理论及其方法编制的发展
潜能量表，并采用 PCTS 发展潜能评价技术系统作为处理、分析数据的评价工具。 

1.测试年级 

项目方可以根据教育局或者当地的需求选择所要测试的年级。 

2. 小学发展潜能测量工具介绍 

（1）测量工具的编制依据 

发展潜能测量工具的主要编制依据是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参考卡特尔的
流体智力理论、吉尔福特的智力三维结构模型、瑟斯顿的群因素论等。 

（2）测量内容的结构 

发展潜能测量内容的结构见下表： 
表 9小学发展潜能测量内容的结构 

认知能力倾向 认知过程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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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内容 满分 指标/内容 满分 指标/内容 满分 
词汇辨析 11.1 解释 8 词 20 
语言理解 24.7 类比 18.4 句与段落 16 

数字推理 26.3 推理 24.9 图形与空间 30 

逻辑分析 29.5 操作 11.5 数与代数 20 

空间想象 28.4 分析 18.8 实践与综合 14 

  
问题解决 18.4 

  
小计 120 小计 100 小计 100 

（3）测量工具 

主要采用多维项目反应理论及其方法编制的发展潜能量表。 

（4）测量工具的信度 

对发展潜能中认知能力倾向 2

认知能力倾向 

的内部一致性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 10某市 5年级发展潜能测量工具可靠性检验结果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检验项目数 
0.835 0.842 5 

由上表可知，发展潜能测量工具中认知能力倾向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标准化
后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大于 0.8，表明该测量工具中认知能力倾向的信度符合《合
同》以及《基础教育学业质量监测工具质量评价规范》（地方标准）中的要求，
说明此次测量工具是可靠的。 

（5）测量工具的效度 

①效标效度 

将量表与学科成绩进行相关分析，得到如下相关关系表： 
表 11某市 5年级学业（数学）和发展潜能测量工具各指标间的相关关系表 

 
认知能力倾向 认知过程 项目 

知识 .682** .678** .682** 
技能 .680** .676** .680** 
能力 .674** .672** .675** 

**.在.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发展潜能测量工具各指标与学科成绩各项指标的相关系数达到 0.6 以上，符
合《合同》中“潜能与学业发展水平（数学）之间的相关系数应至少在 0.5 以上”

的要求，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效标效度。 

                                                             
2发展潜能量表中，认知能力倾向是主要诊断、甄别指标，因此只介绍该指标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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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结构效度 

对发展潜能测量工具各指标的结构效度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 12某市 5年级发展潜能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因子载荷 CFI TLI RMSEA 

认知能力倾向 

词汇辨析 0.561 

0.985 0.971 0.077 
语言理解 0.770 
数字推理 0.740 
逻辑分析 0.823 
空间想象 0.708 

由上表可知，5年级发展潜能测量工具的拟合指标符合《合同》以及《基础
教育学业质量监测工具质量评价规范》（地方标准）中的要求，说明此次测量工
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6）工具的区分度 

对发展潜能测量工具各分指标的区分度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 13某市 5年级发展潜能测量工具（认知能力倾向）各指标的区分度 

指标 区分度 区分度水平 3

词汇辨析 
 

0.38 好 
语言理解 0.42 很好 
数字推理 0.45 很好 
逻辑分析 0.41 很好 
空间想象 0.37 好 

认知能力倾向 0.41 很好 
注：表中加底纹的指标为一级指标。 

通过上表可知，所有指标的区分度都能达到“好”以上，并且“语言理解”、
“数字推理”、“逻辑分析”和“认知能力倾向”都能达到“很好”水平。由此可
知 5年级发展潜能测量工具整体的区分度较好，符合测量学要求。 
 

三、评价工具介绍 

（一）ACTS 学业评价技术系统 

学业评价所采用的评价工具，依托于 ACTS 学业评价技术，符合义务教育学
科课程标准中对各学科所要求掌握内容的；同时也满足《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方案》中要“测查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程度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相关要
                                                             
3这里区分度水平的评定依据是《基础教育学业质量监测工具质量评价规范》（地方标准）中的区分度水平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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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能对采购方研制的试题试卷进行“知识、技能、能力”三大类指标的具体
解析和评分标准的制定，评价数据报告能呈现出具体的知识、技能、能力的维度、
指标数据，和明确的测量、评价标准；并能够提供多元、多维、多种比较的评估
报告；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关系具有强大的诊断功能，在帮助学生发展、教师专
业提升及教学改进、学校科学教研及教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数据处理系统 

• 三维阅卷系统； 
• 三维多元数据处理系统； 
• 评价、甄别、诊断分析系统； 
• 历时数据处理系统 
• 历时评价、甄别、诊断分析系统； 
• 决策性评价工具系统； 
• 认定性评价工具系统； 
• 服务性评价工具系统。 

2. 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学生个体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班级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年级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区域分级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班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年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区域分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认定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决策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3. 评价报告系统 

• 学生——评价、甄别、诊断、成长分析报告  
• 班级——评价、甄别、诊断、教学特征报告  
• 年级——评价、甄别、诊断、教研特征报告  
• 学校——评价、甄别、诊断、教管特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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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CTS 综合素质评价技术 

综合素质评价所采用的评价工具，依托于 ICTS 综合素质评价技术，ICTS

是 Intelligence-Competence Test System 首字母缩写，是综合素质能力评价系统

（也称综合素养能力评价、基础性发展评价系统等）的英语简称。ICTS 评价技

术借鉴了国际上流行的“表现性评价”的方法，借助纸笔测试、行为测验、作品评

估三大测量技术，并结合认知测验、行为核准、心理测试等评估手段，对学生的

素养水平、基础能力等作出测量、评估和诊断，形成多元、多维、多指标的评价

数据报告，从而为中小学生综合素养能力教育提供重要参考信息。 

1. 数据处理系统 

• 阅卷系统； 
• 多元数据处理系统； 
• 评价、甄别、诊断分析系统； 
• 历时数据处理系统 
• 历时评价、甄别、诊断分析系统； 
• 决策性评价工具系统； 
• 认定性评价工具系统； 
• 服务性评价工具系统。 

2. 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学生个体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班级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年级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区域分级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班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年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区域分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认定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决策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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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报告系统 

• 学生——评价、甄别、诊断、成长分析报告  
• 班级——评价、甄别、诊断、教学特征报告  
• 年级——评价、甄别、诊断、教研特征报告  
• 学校——评价、甄别、诊断、教管特征报告 

（三）PCTS 发展潜能评价技术 

发展潜能评价所采用的评价工具，依托于 PCTS 发展潜能评价技术，PCTS

发展潜能评价技术，主要用于评估和预测学生的认知发展潜能情况，PCTS 是

Potential and Competence Test System 的首字母缩写，可用于评估和预测学生的学

术潜能、技术潜能情况，该技术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基础，借鉴了国内外认知、学

术、技术潜能测试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多元、多维、多指标的潜能评价模型结构，

为有效识别学生的发展潜能结构以及后续有针对性的培养提供参考。 

1. 数据处理系统 

• 阅卷系统； 
• 多元数据处理系统； 
• 评价、甄别、诊断分析系统； 
• 历时数据处理系统 
• 历时评价、甄别、诊断分析系统； 
• 决策性评价工具系统； 
• 认定性评价工具系统； 
• 服务性评价工具系统。 

2. 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学生个体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班级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年级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区域分级评价报告生成系统。  
• 班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年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区域分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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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定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 决策性评价报告分析系统。 

3. 评价报告系统 

• 学生——评价、甄别、诊断、成长分析报告  
• 班级——评价、甄别、诊断、教学特征报告  
• 年级——评价、甄别、诊断、教研特征报告  
• 学校——评价、甄别、诊断、教管特征报告 

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项目的报告及案例 

中国教育学会可以为项目方提供数据版报告（包含学业评价、发展潜能和综
合素质）和文字版报告，项目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报告，下面将逐
一给出各个报告的样例，其中文字版的报告内容太多，我们将给出部分目录供大
家了解。 

（一）数据版报告 4

1.学生评价报告单 

 

 
 
 
 
 
 
 
 
 

  

                                                             
4备注：由于篇幅原因，各评价报告单只能进行部分呈现，如果想要进一步进行了解，可以
与相关负责人进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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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学业评价（个人）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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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学习潜能评价（个人）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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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综合素质评价（个人）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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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级评价报告单 

示例：学业评价（班级）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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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级评价报告单 

示例：学业评价（年级）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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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评价报告单 

（1）区县级 

示例：学业评价（区域）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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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级 

示例：学业评价（区域）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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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字版报告 

1.学业分析报告 

第一篇 小学学业评价（数学）项目介绍 

一、小学学业评价（数学）的背景及目的  

二、小学学业评价（数学）采用的模式和指标  

三、小学学业评价（数学）的工具说明  

四、小学学业评价（数学）抽样说明  

第二篇 小学学业评价（数学）结果分析  

一、某市小学学业评价（数学）概况  

二、某市各区（市）县小学学业评价（数学）各指标分布概况  

三、某市各区（市）县小学学业评价（数学）分组分析  

四、不同学校类型小学学业评价（数学）各指标概况及差异分析  

五、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小学学业评价（数学）各指标概况及差异分析  

六、其他因素区分不同类别学生小学学业评价（数学）各指标概况及差异分析  

七、学生按总成绩聚类分析结果  

第三篇教师、校长行为对学业成绩影响的结果分析 

一、某市小学教师问卷指标概况  

二、某市小学校长问卷指标概况  

第四篇小学学业评价（数学）与学校问卷各指标之间的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一、小学学业评价（数学）指标与学校问卷指标的相关分析  

二、小学学业评价（数学）指标与学校问卷指标的回归分析  

第五篇 评价结果应用  

一、发现与结论  

二、建议  

附 表  

2.发展潜能报告 

第一篇   项目说明  

一、项目介绍  

二、项目背景  

三、项目开展  

（一）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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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依据  

（三）现实依据  

四、项目目的  

第二篇   发展潜能评价采用的指标  

第三篇   发展潜能评价的测量工具和评价工具  

一、测量工具说明  

（一）测量工具的编制流程  

（二）测量工具的内容结构  

（三）测量工具的效度  

（四）测量工具的信度  

（五）测量工具的区分度  

二、评价工具说明  

第四篇   抽样及实测说明  

一、学校抽样  

二、学生抽样  

三、抽样结果  

第五篇  测量评价结果分析  

一、某市 5年级发展潜能测量评价的总体特征描述  

二、某市各区（市）县 5年级发展潜能评价的特征描述  

三、某市各区（市）县按 5年级发展潜能评价分组分析  

（一）各区（市）县按发展潜能评价的聚类分析结果  

（二）不同组别学生发展潜能评价各指标的表现水平  

四、不同学校类型学生发展潜能评价各指标的基本概况及差异分析  

（一）以城乡分布区分不同学校类型  

（二）以学校学段区分不同学校类型  

五、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发展潜能评价各指标的基本概况及差异分析  

（一）父、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学生发展潜能评价各指标概况及差异分析  

（二）父、母亲不同职业类型学生发展潜能评价各指标的概况及差异分析  

六、不同性别学生发展潜能评价各指标的概况及差异分析  

七、其他因素不同类别学生发展潜能评价各指标的概况及差异分析  

（一）学生业余时间被占用不同情况学生发展潜能评价各指标的概况及差异分析  

（二）学校体育设置不同情况学生群体发展潜能评价各指标的概况及差异分析  

（三）不同学校班级规模学生群体发展潜能评价各指标的概况及差异分析  

八、发现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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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议  

附表  

3.综合素质报告 

第一篇 综合素质评价项目介绍  

一、某市综合素质评价的背景及目的  

（一）综合素质评价的背景  

（二）综合素质评价的目的  

二、某市综合素质评价采用的指标  

（一）综合素质评价采用的统计指标  

（二）综合素质评价采用的内容指标  

三、某市综合素质评价的测量工具说明  

（一）测量工具的编制依据  

（二）测量内容的结构  

（三）测量工具的信度  

（四）测量工具的效度  

四、某市综合素质评价的评价工具说明  

五、参测学校名单及人数说明  

第二篇 某市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分析  

一、某市品德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一）品德发展水平特征概况  

（二）学校聚类分析结果及各组别品德发展水平概况  

（三）班级聚类分析结果及各组别品德发展水平概况  

（四）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品德发展水平各指标概况及差异分析  

（五）不同性别学生品德发展水平各指标概况及差异分析  

二、某市实践能力、创新意识评价结果  

（一）实践能力、创新意识特征概况  

（二）学校聚类分析结果及各组别实践能力、创新意识概况  

（三）班级聚类分析结果及各组别实践能力、创新意识概况  

（四）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意识指标概况及差异分析  

（五）不同性别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意识指标概况及差异分析  

三、某市身心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一）身心发展水平总体概况  

（二）学校聚类分析结果及各组别身心发展水平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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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级聚类分析结果及各组别身心发展水平概况  

（四）不同类型学校学生身心发展水平指标概况及差异分析  

（五）不同性别学生身心发展水平指标概况及差异分析  

第三篇  发现与建议  

一、发现与结论  

二、建议  

（一）决策管理建议  

（二）教学育人建议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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