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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作者 
［ 摘要］ 在医学考试过程中，试题的质量直接影响着考试的整体水平， 做好试题评价和分析对
提高试题质量，优化更新试题库尤为重要。文章以“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东北、 华北赛区” 学生比赛的试题为例，详细阐述了试题的难度、 区分度和信度等指标的意义， 

并通过计算机统计软件实现，为高等医学院校的教师进行试题评价提供了参考。 

［ 关键词］ 难度; 区分度; 信度; 统计软件; 试题评价 
 

医学考试的主要目的是对考生的医学素质和能力作出评价，因此试题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整
个考试的质量。试题评价不仅为教师的教学及命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并且还为优化和更新试
题库， 进行科学管理提供参考［1］ 。本文以“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东
北、 华北赛区” 学生比赛的试题为例，介绍了试题评价的各种指标及其计算机实现方法，为教
学研究和管理人员进行试题评价及如何提高命题质量提供参考。 

一、 试题评价常用指标介绍 
1. 难度。 
难度( Difficulty) 是表示试题难易程度的指标。对于主观题来说，难度为所有考生在该题的

平均得分与该题的满分之比。对于客观题来说， 一般其结果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时，试题
的难度用答题的通过率来表示。难度值越大，表示此题越容易。 

2. 区分度。 
区分度( Discrimination) 是指试题或试卷对考生实际水平的区分程度，常用 D 来表示［2］ 。

从概念上来说，试题的区分度可以被理解为试题难度与考生能力间的关系。它基于一个假设，
即: 高能考生比低能考生更有可能正确回答试题。一般用所有考生的某题得分与所有考生的考
试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r 来表示考试中某一题的区分度， 试题的区分度在 0. 4 以上表明此题
的区分度很好［3］。 

3. 信度。 
信度(Reliability) 是 反 映 考 试 稳 定 性 和 可 靠 性 的 指标［2］ 。信度有很多种，

目前比较常用的是内部一致性信度(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 用来测验试卷内部所有
试题的一致性。常用克朗巴赫(Cronbach) 系数 α 来表示， 美国医学考试委员会曾规定: 只有
信度 ＞ 0. 70， 该考试所得分数才可以用于评价个人和集体; 如果是用来鉴定应试者个人的考



试，信度必须达到 0. 90 或更高［4］。 
上述几个指标中，难度表示试卷的难易程度， 区分度可以用来说明考生能力与试题难度的

关系， 信度反映考试的稳定程度，是保障试题质量的基础。他们既有各自独立的意义，又有相
互联系制约的一面。不能简单认为， 当试题难度大时，就能很好地区分考生的能力。在实际工
作中必须根据考试目的和教学实际等情况， 综合考虑以上三个指标的得分情况，才可以为试题
评价者提供更科学的信息［5］。 

二、 实例分析 
本研 究 将“全 国 高 等 医 学 院 校 大 学 生 临 床 技 能 竞赛———东北、 华北赛区” 
的 28 支参赛队伍作为研究对象，28 支参赛队伍的比赛试题共 20 道， 均为临床实践操作， 
比赛的满分为 100 分， 每道题的满分情况具体如下 (见附表) 。研究以此次竞赛的试题为例，
进行了试题评价，并详细介绍了 SPSS 19. 0 的实现过程。 
 

附表 临床技能竞赛 28 支队伍参赛的试题情况及分析结果 ( n = 20) 

题号 试题满分 难度 区分度 
Q01 2 0.491 0.772 
Q02 4 0.438 0.871 
Q03 4 0.375 0.879 

… … … … 
Q19 2 0.482 0.620 
Q20 8 0.545 0.693 

 
1. 数据库的建立。 
进入“数据视图” 界面，将所需要的数据进行输入，最终数据库的建立结果如下( 见图 1) 。 
队伍编号 1- 28 分别代表 28 支参赛队伍， 变量“评分值” 为每支队伍的参赛总得分，变

量“Q01-Q20” 为 1- 20 题的得分。图 1 仅展示部分数据。 
2. 难度的计算。 
打开 SPSS 数据库，选择“分析”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分析” 命令，打开“描述性分析” 

主对话框( 见图 2) 。 

 
图 1 数据库的建立 



 
图 2 “描述性分析” 主对话框 

将所要分析的变量，即“Q01-Q20” 移动到右侧的“变量( V) ” 中，并点开左上角的“选项” ， 
将其中的“均值” 选中，点击“确定” ，结果中的最右侧一列表示每道题得分的均值，例如 Q01 
题的均值为 0. 982，由于 Q01 题的满分为 2 分， 故其难度 P1 = 0. 982 /2 = 0. 491。 以此
类推，剩余题的难度计算方法与 Q01 题的难度算法相同，各题的难度得分见附表。 

3. 区分度的计算。 
打开 SPSS 数据库，选择“分析” →“相关性” →“双变量相关性” 命令， 打开“双变量相关性

分析” 主对话框( 见图 3) 。 



 
图 3 “双变量相关性分析” 主对话框 

 
将要分析的题“Q01” 和“评分值” 放入“变量(V) ” 中，点击“确定”，Q01 题和总分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 772，因此 Q01 题的区分度 D1 = 0. 772 ＞ 0. 4， 结果表明第 1 题
对考生水平的区分效果很好。其他试题区分度的算法与 Q01 题相同，最终结果见附表。由附
表可以看出， 本次竞赛中每道题的区分度值均大于 0. 4，表明区分效果都很好。 

4. 信度的计算。 
打开 SPSS 数据库，选择“分析” →“度量” →“可靠性分析” 命令，打开“信度分析” 主对话框

(见图 4) 。 
 



 
图 4 “信度分析” 主对话框 

将要分析的变量， 即每个题目的得分“Q01-Q20” 放入图 4“项目( I) ” 选项中， 在“模型” 
选项中选择“α” ， 点击“确定” ，克朗巴赫系数 α = 0. 946， 此次临床技能竞赛试题的信度得
分为 0. 946 ＞ 0. 9，表明此次竞赛试题的信度较好。 

综上所述， 此次竞赛每道题的难度值介于 0. 4- 0. 7 之间，区分度得分均大于 0. 4， 试
题整体的信度值为 0. 946。因此，从各项评价指标来看，该竞赛试题的质量水平较好。 

三、 小 结 
经试题分析，我们发现此次竞赛试题信度、 难度和区分度非常好。教育测量在检验教学效

果、 评估学业成绩等方面的应用极为广泛，熟悉并掌握基本的试题评价技术是高等学校教师应
该具备的基本技能［1］ 。关于试题评价的指标还有很多，本文只是对几个主要的指标进行了介
绍。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已经将教育工作者从手动统计和分析数据的
繁琐工作中解放出来， 使试题评价工作更加快捷、 准确，在医学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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