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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学习诊断建模：知识结构和学习风格的双重诊断

摘

要

在技术增强学习环境中，多模态数据为实现对知识结构和学习风格的双重诊断提供可能性。

为实现对多模态数据的分析，本研究以融合分析题目作答精度、作答时间(RT)和视觉注视点数(FC)为例，
基于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法提出三个多模态学习诊断模型并与已有模型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融
合分析比独立分析更适用于提供平行信息的多模态数据；(2)新模型可直接利用 RT 和 FC 中信息提高潜
在能力或潜在属性的参数估计精度；(3)新模型可实现对知识结构和学习风格的双重诊断。总之，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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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数据进行融合分析使得有关学习行为的诊断反馈更为全面和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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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Bruner (1961)认为学习就是认知结构的组织和再组织，而知识学习就是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各学科
的知识结构。后续，Ausubel et al. (1968)认为有意义接受学习是学生将新知识纳入已有知识结构的过程，
并认为影响学生学习的主要因素是学生已构建的知识结构。因此，客观量化学生现有知识结构
(knowledge structure)对促进学习具有重要作用。近些年，以促进学生学习为目的，客观量化学生学习现
状并提供诊断反馈的测评模式日益受到实践者们的关注。学习诊断(learning diagnosis)作为一种有代表
性的诊断测评方式，其主要功能是诊断个体的学习现状(例如，知识掌握程度)并提供相应的诊断反馈
(Zhan, 2020)；也可被认为是认知诊断在学习测评中的应用。因此，学习诊断不仅有助于客观准确地测
评学生当前的知识结构，还能进一步为学生的自我补救和教师的精准教学提供参考依据，为促进学生
学习提供了方法学支持(Ren et al., 2021; Tang & Zhan, 2021; 王立君等, 2020)。
作为学习诊断的核心技术环节之一，学习诊断模型(learning diagnosis model, LDM)或诊断分类模型
的合理性影响着诊断结果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可解释性。LDM 作为一种有约束的潜在类别模型，描述
了潜在属性和外显题目作答行为之间概率关系。通常，潜在属性为类别变量(例如，“0”表示“未掌握”，
“1”表示“掌握”)，是根据学生完成复杂学习任务或解决复杂问题时所需具备的潜在技能或知识来确
定的。目前，针对不同的测验情境和理论假设，已有许多 LDM 被提出(见 Rupp et al., 2010; von Davier &
Lee, 2019)，比如常见的 DINA 模型(Junker & Sijtsma, 2001)及其一般化模型(de la Torr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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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个体的学习行为是由反映相互关联的复杂认知过程的多种行为活动所组成。对学习行为的
合理分析不仅可以挖掘学生的已有知识结构，还能反映学生的学习风格(learning style)。Keefe (1997)将
学习风格定义为“由学习者特有的认知、情感和生理行为构成的，反映学习者如何感知信息、如何与
学习环境相互作用并对其做出反应的相对稳定的学习方式”。比如，根据个体加工信息和解决问题的
速度和准确性，可将个体分为沉思型(reflectivity)学生和冲动型(impulsive)学生。其中，沉思型学生在解
决问题时倾向于深思熟虑，用充足的时间考虑和审视问题，权衡多种问题解决方法，最后从中选择一
个最佳答案；因此，这类学生反映速度较慢但准确性较高。而冲动型学生倾向于很快地检验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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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否有效，仅根据从问题情境中提取的部分信息就仓促做出决定；因此，这类学生反应速度较快
但容易发生错误。Graf & Kinshuk (2007)指出应根据个体的学习风格提供适合的支持以促进学习。目前，
已经有研究者开发了考虑个体学习风格的自适应学习系统(例如，Hsieh, 2011)。总之，对个体学习现状
的诊断应尝试从多视角切入，针对学习行为的复杂性，不仅提供有关知识结构的，还要提供有关学习
风格的反馈。
然而，目前绝大多数 LDM 是基于题目作答精度(item response accuracy, RA)这种单一且传统的数据
源开发的(詹沛达, 2018)，导致它们所提供的诊断反馈范围有限：仅关注学生解决问题时所需的认知技
能或学科知识的掌握情况，仅提供有关已有知识结构的诊断反馈，忽略了学习行为中可反映学习风格
的其他维度(例如，加工速度和专注度)上的个体差异。换句话说，目前基于绝大多数 LDM 的诊断反馈
所提供的信息有限，不能全面反映学习行为的个体差异；进而，基于现有诊断反馈的补救教学的效果
也可能受到限制。
例如，在学习/理解一个包含多个子概念的复杂概念时，不同学生可能在信息加工速度、专注度和
工作记忆等方面存在差异。此时，若基于传统 LDM，仅能根据 RA 数据诊断出部分学生对各子概念的
掌握模式一致并向这些学生提供相同的诊断反馈(例如，是否掌握某个子概念)或补救教学建议。显然，
这种诊断反馈忽略了学生在信息加工速度和专注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已有研究表明，具有不同学习风
格的学生会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或问题解决策略(Graf & Kinshuk, 2007)；正常学生与学习困难学生之间
以及不同类型的学习困难学生之间在信息加工速度、工作记忆、注意控制能力等认知加工能力方面均
存在显著差异性(蔡丹, 2010; 王恩国, 刘昌等, 2008)。而这些差异性是当前仅根据 RA 数据提供的有关
潜在属性掌握情况的诊断反馈所不能反映的。导致这种局限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在传统的(基于纸
笔测验的)学习诊断测评中很难采集到诸如题目作答时间(item response time, RT)等其他模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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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计算机(网络)化测验的普及，对过程数据(process data)的采集已趋于常态化。过程数
据是指由计算机记录的反映学生问题解决过程的含有时间戳(time stamp)的行为序列数据(Zhan & Qiao,
2020; Zoanetti, 2010; 李美娟等, 2020)。对过程数据的分析不仅可以挖掘学生的问题解决策略(Qiao &
Jiao, 2018; Zhu et al., 2016)，还可以探究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Liu et al., 2018; Zhan & Qiao, 2020)。目前，
RT 数据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过程数据，因为其具有标准化数据结构1，符合心理计量模型的建模与分析
要求，所以近些年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大量的可分析 RT 数据的心理计量模型被提出(见 De
Boeck & Jeon, 2019; 郭磊等, 2017; 詹沛达等, 2020)。已有研究表明，RT 数据作为传统 RA 数据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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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够提供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加工速度信息，还可以提高对潜在能力的测量精度(Bolsiova &
Tijmstra, 2018; 詹沛达, 2019)和潜在属性的分类精度(Zhan et al., 2018)。
实际上，计算机化测验的自动化特性使得它能够在个体解决问题过程中实时记录不限于过程数据
的多种类型数据(即多模态数据)。比如，除结果数据(outcome data) (例如，RA 数据)和过程数据外，通
过嵌入式传感器(例如，眼动仪)，计算机化测验还可以同步记录诸如眼动、身体运动及神经活动等生物
计量数据(biometric data)。其中，结果数据呈现了被试是否成功解决问题，也反映了被试是否成功运用
了问题解决所需的潜在技能或知识。在学习诊断中，结果数据被用于获取学生对潜在属性(知识结构)
的掌握情况。过程数据通常是施测过程中收集到的学生与任务情境之间的互动信息，可用于事后重现
学生解决问题时的特定行为(Bergner & von Davier, 2018)。生物计量数据可用于提供有关学生与任务情
境互动效果的反馈，比如，学生是否足够地投入其中。在技术增强学习环境(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environment)中，随着多模态数据采集技术的不断发展，针对多模态数据的融合分析技术也应得到相应
的关注和发展。个体的学习行为是多变量的产物，这些变量之间彼此相关；因此，为了增进我们对个
体学习行为的了解，应该融合分析这些变量。
综上所述，在学习诊断中，充分利用传统 RA 数据以外的其他模态数据，不仅可以丰富测量结果
所包含的信息源，还可以提高模型参数的估计精度(即减少测量误差增加测量信度)。可以说，尝试对多
模态数据进行融合分析使得为学生提供有关学习行为的全面和精准的诊断反馈成为可能。但同时，多
模态数据的分析也给心理计量模型带来了挑战：仅凭借单一的测量模型无法满足分析多模态数据的需
求。因此，在智能时代背景下，基于技术增强学习环境，建立心理与教育测量新范式，探究多模态数
据分析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此，本文聚焦于学习诊断领域，针对结果数据、过程

1

标准化数据结构是指数据具有 N × I 的矩阵结构，其中 N 表示被试总数，I 表示题目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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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生物计量数据，探讨三种可分析多模态数据的心理计量建模法并对比它们的表现，包括：独立
建模法，联合-层级建模法和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法。首先，简单回顾两种联合建模框架；其次，简单介
绍视觉注视点数(visual fixation count, FC)，一个重要的眼动(eye-tracking)指标；然后，以独立建模法为
始，分别介绍有关 RA 数据、RT 数据和 FC 数据的测量模型，继而引出联合-层级多模态学习诊断模型
(joint-hierarchical multimodel learning diagnosis model, H-MLDM) (Zhan et al., 2021)；再然后，阐述本研
究新提出的三个联合-交叉负载多模态学习诊断模型(joint-cross-loading multimodel learning diagnosis
model, C-MLDM)；随后，基于实证研究和模拟研究对比分析三种建模方法的表现；最后，总结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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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并探讨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2 多模态数据的融合分析
2.1 两种联合建模框架
目前，联合-层级建模(joint-hierarchical modeling) (van der Linden, 2007)是使用最广泛的融合分析多
模态数据的心理计量建模方法。在联合-层级建模中，RA 数据和 RT 数据分别被建模在第一层测量模型
中：RA 数据被潜在能力完全解释，RT 数据被潜在加工速度完全解释；而潜在能力和潜在加工速度之
间的关系以相关系数的形式被建模在第二层结构模型中。尽管几乎所有的联合-层级模型都局限于分析
RA 和 RT 这两类数据，但由于该建模思路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基于该建模框架可以实现对更多类型
数据的分析和对更多类型潜在特质的测量。比如，Jeon et al. (2021)通过融合分析 RA 数据和大脑激活
(brain activation)这一生物计量数据，测量了个体的潜在能力和大脑激活水平。Man 和 Harring (2020)通
过融合分析 RA 数据、RT 数据和 FC 数据，测量了个体的潜在能力、潜在加工速度和测验投入/参与水
平。Bezirhan et al. (2021)融合分析了 RA 数据、RT 数据和重访题目次数，测量了个体的潜在能力、潜
在加工速度和重访题目倾向。基于联合-层级建模，在学习诊断领域，Zhan et al. (2018)首次将 RT 数据
引入学习诊断建模中提出了联合-层级学习诊断建模，如图 1(a)所示；该建模法同样具有可扩展性，通
过将其他模态数据的测量模型引入其中，可实现多模态数据的融合分析。
Ranger (2013)、Bolsinova 和 Tijmstra (2018)指出联合-层级建模有两个主要局限：(1)与仅关注的 RA
数据的传统模型相比，仅当潜在能力和潜在加工速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不等于 0 时，额外引入 RT 数据的
联合-层级模型才能够提高对潜在能力参数的估计精度；(2)未充分利用 RT 数据所提供的信息，即假设
RT 数据仅受潜在加工速度的影响，而不受潜在能力的影响。考虑到在实际测验中，可能存在潜在能力
4

ChinaXiv 预印本: 多模态学习诊断建模：知识结构和学习风格的双重诊断 (2021-06-15 版本)

和潜在加工速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Bolsinova et al., 2017)以及不同能力的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所花费
的时间可能不同(Schaeffer et al., 1993)的情况，有研究者提出了联合-交叉负载建模(joint-cross-loading
modeling) (Bolsinova & Tijmstra, 2018; Molenaar et al., 2015)。联合-交叉负载模型假设 RT 数据同时受个
体的潜在能力和潜在加工速度的影响；此时，无论潜在能力与潜在加工速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多大，RT
数据都可以直接为潜在能力参数的估计提供信息，增加潜在能力参数的估计精度。基于联合-交叉负载
建模，在学习诊断领域，Wang et al. (2018)提出了可同时处理 RA 数据和 RT 数据的联合-交叉负载学习
诊断建模2，如图 2(b)所示；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将该建模方法拓广至 RA 数据和 RT 数据以外的其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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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数据。

图 1. 针对二模态数据的联合-层级和联合-交叉负载学习诊断建模示意图
注: θ为潜在能力; τ为潜在加工速度; α为潜在属性; Y 为题目作答精度; T 为题目作答时间; I 为题目数量;
K 为属性数量.

2.2 注视点数
如上文所述，在计算机化测验中，通过嵌入式传感器可以记录个体解决问题时的生物计量数据；
其中，眼动仪是被关注较多的一种，已被用于大规模测评项目之中(例如 Bos et al., 2005, as cited in Rupp

2

原模型可分析纵向诊断数据，当固定为 1 个测验时间点后，即为图 2(b)中横断的联合-交叉负载学习诊断建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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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0)。眼动指标可以提供有关个体在解决问题时的认知过程的证据。常见的眼动指标有注视点
(fixation; 提供眼睛看哪里信息)、眼跳(saccade; 提供注视点位置发生变化的信息)、感兴趣区(interest area;
提供注视点聚集区域的信息)和回视次数(regression count; 提供个体将注视点返回到特定目标上的次数
信息)等；其中，注视点是最常用的指标，它可以反映个体对视觉目标区域的专注程度(An et al., 2017)，
或视觉目标区域对个体的重要性和吸引力(Poole et al., 2004)。聚焦在计算机化测验中，作答题目时的注
视点数(即 FC 数据)可以反映学生解题时的专注程度或投入度(Man & Harring, 2019)，为测量学生的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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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提供了信息。

2.3 多模态数据分析：三种建模法
如上文所述，本研究以分析 RA 数据、RT 数据和 FC 数据为例，探讨三种可分析多模态数据的建
模法并对比它们的表现，包括：独立建模法，联合-层级建模法和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法。
2.3.1 独立建模法
独立建模法延续传统心理计量学模型的做法，对不同模态的数据分别建模、独立分析。为便于下
文撰写，将采用独立建模法分析多模态学习诊断数据的方法称为独立多模态学习诊断模型(separate
MLDM, S-MLDM)。在 S-MLDM 中，本研究选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测量模型分别来分析 RA 数据、RT
数据和 FC 数据。
首先，选用高阶 DINA (higher-order DINA, HO-DINA) (de la Torre & Douglas, 2004)模型作为 RA 数
据的测量模型，主要原因是为与基于联合-层级建模法的 H-MLDM 做对比。HO-DINA 模型可被描述为：

P (Yni  1)  g i  (1  si  g i )η ni ,

(1)

logit ( P (α nk  1))  γ1k θ n  γ 0 k ,

(2)

式中，Yni 为被试 n 作答题目 i 的精度；gi 和 si 分别为题目 i 的猜测参数和失误参数；ηni   α qnkik 为被
k 1
K

试 n 对题目 i 的理想作答；αnk 为被试 n 对属性 k 的掌握情况，αnk = 1 表示“掌握”，αnk = 0 表示“未
掌握”；qik 为 Q 矩阵中元素，表示题目 i 对属性 k 的考查情况，qik = 1 表示“考查”，qik = 0 表示“未
考查”；γ1k 和γ0k 分别为属性的区分度参数和难度参数；此时，被试的潜在能力水平越高，则被试对属
性的掌握概率越大。HO-DINA 模型假设潜在属性之间满足连接缩合规则，即被试只有掌握题目所考查
的所有属性时其理想作答结果才是 1，进而才有较高概率正确解决问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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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选用 LRT 模型作为 RT 数据的测量模型，该模型可被描述为：

Tni ~ f (t ni ; τ n , ωi , ξ i ) 

ωi
t ni 2 π

exp(

ωi2
(logt ni  (ξ i  τ n )) 2 ) ,
2

(3)

式中，Tni 为被试 n 作答题目 i 的时间(常以秒为单位)；τn 为被试 n 的潜在加工速度，表示被试投入到整
个测验中的平均工作速度；ξi 为题目 i 的时间强度(time-intensity)参数，表示完成题目 i 所必需的时间；
ωi 为题目 i 的时间精度(time-precision)参数。LRT 模型假设当被试的潜在加工速度较高时则其 RT 较小。
为简化表达，LRT 模型也可被描述为：

chinaXiv:202106.00029v2

log(Tni ) ~ N (ξ i  τ n , ωi2 ) .

(4)

最后，为实现对学生专注力水平的测量，Man 和 Harring (2019)提出了可分析 FC 数据的帕斯卡注
视点(Pascal fixation, PF)模型3。遵循心理计量模型的建模逻辑，PF 模型假设 FC 服从帕斯卡分布，并将
FC 解释为个体的专注力水平与题目所需的必要注视点数量之间的权衡关系的产物，该模型可以被描述
为：

Vni ~ f (vni ; ε n , hi , mi ) 


(vni  hi ) 
hi


vni !(hi )  exp(ε n  mi )  hi 

hi

vni

 exp(ε n  mi ) 

 ,
 exp(ε n  mi )  hi 

(5)

式中，Vni 为被试 n 解答题目 i 时的 FC；εn 为被试 n 的潜在专注力(concentration)或参与度(engagement)，
表示被试投入到整个测验中的平均注意力水平；mi 为题目 i 的视觉强度(visual-intensity)参数，表示完成
题目 i 所必需的注视点数；hi 为题目 i 上 FC 的离散程度参数。为简化表达，PF 模型也可被表示为：

Vni ~ NB (exp(ε n  mi ), d i2 ) .
式中，d i 

1

(6)

I

μ i  μ 2i / hi

( ui   i1 μ ni I )为题目 i 的视觉区分度(visual-discrimination)参数。基于 PF 模型可知，

对于特定的题目，被试的专注力水平越高则其在该题目上的 FC 越多。值得注意的是，PF 模型的一个
基本假设是被试在整个测验上投入的专注力是恒定的。该假设类似于分析 RT 数据的对数正态 RT
(lognormal RT, LRT)模型(van der Linden, 2006)中潜在加工速度的恒定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在 S-MLDM 中可以通过求取潜在能力估计值、潜在加工速度估计值和潜在专注力
估计值之间的相关系数来探究不同心理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但该做法忽略了参数估计误差带来
的影响。

3

原模型名为负二项注视点(negative binomial fixation)模型，负二项分布也称帕斯卡分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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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联合-层级建模法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结合多模态数据所提供的信息对感兴趣的心理现象提供统一的解释。
实际上，在计算机化测验中，对 RA 数据、RT 数据和 FC 数据的采集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且它们提供
的是被试在作答相同题目时的平行信息(例如，被试正确作答某题目耗时 20 秒并投入 30 个注视点)，因
此，也有研究者将这类多模态数据称之为平行数据(parallel data) (Jeon et al., 2021)。平行数据最大的优
势在于它们包含有关同一个问题解决过程的平行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可以被融合分析并相互利用，不
仅可以直接分析不同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还有可能提高各自测量模型的参数估计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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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联合-层级学习诊断建模，Zhan et al. (2021)提出可同时分析 RA 数据、RT 数据和 FC 数据的
H-MLDM。如图 2(a)所示，H-MLDM 包含两层级模型：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在第一层测量模型中，
对三种模态数据分别建模，这与 S-MLDM 一致，不再赘述；在第二层结构模型中，通过三元正态分布
来描述潜在能力、潜在加工速度和潜在专注力三者之间的关系：

  μθ 

 θn 
 σ θ2

 

 


Θ n   τ n  ~ MVN   μ τ , Σ person  , Σ person   σ θτ σ 2τ
,
μ 

ε 
σ
2
 n
 ε 

 θε σ τε σ ε 

(7)

式中，μperson = (μθ, μτ, με)’为三个潜在变量的均值向量；Σperson 为三个潜在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矩阵。
2.3.3 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法
如上文所述，联合-层级建模的主要局限之一是仅当潜在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相关时，各模态属
性之间的信息才能相互被利用。为了更直接地利用 RT 和 FC 这两个附属数据中的信息，可使用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法，将潜在属性或潜在能力直接建模在 RT 测量模型和 FC 测量模型中。基于该逻辑，本
研究提出三个 C-MLDM，如图 2(b)~2(d)所示，分别为基于潜在能力的 C-MLDM (C-MLDM-θ)、基于连
接缩合规则的 C-MLDM (C-MLDM-D)和基于补偿缩合规则的 C-MLDM (C-MLDM-C)。三个模型遵循不
同的逻辑假设，其中，C-MLDM-θ假设被试的潜在能力的变化会影响其完成该题目的耗时及所用注视
点数；而 C-MLDM-D 和 C-MLDM-C 均假设被试的潜在属性掌握情况会影响其完成该题目的耗时和注
视点数，两者差异在于前者认为仅有被试掌握了题目所考查的所有属性后才会影响 RT 和 FC，而后者
认为被试掌握该题目所考查的属性的数量会影响 RT 和 FC (即掌握的越多影响越大)。
为便于表达，我们用统一模型来表示三个 C-MLDM。首先，对 RA 数据而言仍选用 HO-DINA 模
型作为其测量模型(见公式(3))。其次，对 RT 数据和 FC 数据而言，它们的测量模型可分别表示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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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Tni ) ~ N (ξ i  ( τ n  i f (θ n , α n , q i ))), ωi2 ) ,

(8)

Vni ~ NB (exp(ε n  λ i f (θ n , α n , q i )  mi ), d i2 ) ,

(9)

式中，函数 f(θn, αn, qi)表示对于考查给定属性的题目 i，潜在能力或潜在属性如何影响其 RT 和 FC：


θn
for C - MLDM - θ

K
qik
f (θ n , α n , q i )   k 1 α nk for C - MLDM - D .
 K
k 1 α nk qik for C - MLDM - C

(10)

φi 和λi 分别为函数 f(θn, αn, qi)对 RT 和 FC 的加权系数；以 C-MLDM-D 为例，φi 和λi 分别表示理想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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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的学生和理想作答为 0 的学生之间 RT 和 FC 的差异。另外，鉴于已有研究表明潜在能力与潜在加
工速度之间并不总是正相关(e.g., Zhan et al., 2018)，因此，三个模型中并不限制φi 和λi 的正负号，由数
据驱动决定。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在学习诊断中提高潜在属性的诊断准确率才是关键，三个 C-MLDM 均未考虑
潜在加工速度和潜在专注力对 RA 的影响，即不考虑利用 RA 数据信息提高这两个潜在变量的参数估计
精度；另外，也没有考虑潜在专注力对 RT 的影响和潜在加工速度对 FC 的影响，仍假设潜在加工速度
和潜在专注力之间存在相关。此时，可以用二元正态分布描述潜在加工速度和潜在专注力之间的关系：

μ 

 σ2
τ 
Θ n   n  ~ MVN   τ , Σ person  , Σ person   τ
 εn 
 σ τε
μ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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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 
2
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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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联合-层级和联合-交叉负载多模态学习诊断建模示意图
注: θ为潜在能力; τ为潜在加工速度; ε为潜在专注力；α为潜在属性; Y 为题目作答精度; T 为题目作答时
间; V 为注视点数；I 为题目数量; K 为属性数量.

2.4 贝叶斯参数估计
本研究使用全贝叶斯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算法对 S-MLDM、H-MLDM 和三个 C-MLDM 进行参数
估计，并基于 JAGS (Plummer, 2015)实现。示例数据及相应的 JAGS 代码(含各参数的先验分布)已分享
至 https://osf.io/9arfv/?view_only=2ac1c6fdd96d490dbdeed43b4675439d。关于如何使用 JAGS 进行贝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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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估计可参见 Zhan et al. (2019).

3 实证数据分析
3.1 数据描述和分析
为对比三种多模态数据分析方法(即 5 个 MLDM)的表现，我们选用来自一项技术增强学习环境下
的数学测验的数据。该数据4在美国东海岸一所大学的眼动实验室采集的(Man & Harring, 2019)，其中包
括 N = 93 名(矫正)视力正常的大学生对 I = 10 道题目的作答。该测验考查 K = 4 个潜在属性：(α1)算数
(arithmetic)、(α2)代数(algebra)、(α3)几何(geometry)和(α4)数据分析(data analysis)，测验 Q 矩阵见图 3。
该数据包含三种同时采集的数据：结果数据(即 RA)、过程数据(即 RT)和生物计量数据(即 FC)。另外，
有关该数据更详细的描述请参阅 Man 和 Harring (2019)。5
分别使用 S-MLDM、H-MLDM 和三个 C-MLDM 分析该数据。使用潜在量尺缩减因子(PSRF) (Brooks
& Gelman, 1998) < 1.2 作为参数估计收敛检验标准。使用后验预测模型检验(posterior predictive model
checking) (PPMC; Gelman et al., 2014)来评估模型-数据绝对拟合，其中后验预测概率(posterior predictive
probability, ppp)接近 0.5 表示模型与数据拟合。在 PPMC 中使用测验统计量(test statistics) (即仅关注真
实数据与预测数据之间的差异，不涉及具体模型参数) (Levy & Mislevy, 2016)。由于目前缺乏针对联合
模型的绝对拟合评价指标，在三个模型中，我们均分别评估不同模态数据与其测量模型之间的拟合关
系。此外，使用 DIC 作为模型-数据的相对拟合指标用于模型选择；两指标都是指标值越小表示模型与
数据拟合的越好。
4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该数据中涉及到某高利害测验中敏感信息(例如，题目)，所以该数据并不对外公开。但研究者可以
尝试向 Man 和 Harring (2019)或 Zhan et al. (2021)的通讯作者以合理的理由索取。
5
Man 和 Harring (2019)使用的是语言推理数据，而 Zhan et al. (2021)及本文使用的是同一批次采集的数学测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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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证数据 Q 矩阵；白色表示“0”，灰色表示“1”.

3.2 结果
表 1 呈现了 5 个多模态模型对该数据的拟合情况。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数据本身的原因 6 ，

C-MLDM-D 中大部分参数和 C-MLDM-C 中少部分参数并未达到收敛标准(PSRF < 1.2)，因此，这
两个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结果仅供参考，在实证研究中不再参与后续探讨。首先，根据 ppp 值，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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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DM、H-MLDM 和 C-MLDM-θ中的测量模型均拟合该数据。进一步，DIC 指标值判断 C-MLDM-θ
对该数据的相对拟合最好，H-MLDM 其次，S-MLDM 最差。该结果说明，对于提供平行信息的多
模态数据而言，两种联合建模法均比独立建模法的表现更优。
通过观察 H-MLDM 中潜在能力与潜在加工速度的估计值之间的相关系数(–0.008, SE = 0.278)
和潜在能力与潜在专注力的估计值之间的相关系数(0.004, SE = 0.252)，可发现两相关系数均接近
于 0，理论上难以发挥 H-MLDM 相较于 S-MLDM 的优势；反观，由于 C-MLDM-θ可以直接利用
RT 数据和 FC 数据中的信息来提高对潜在能力参数的估计精度(三者对潜在能力的估计标准误分布
见图 4)，所以导致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相对更好。下文将基于 C-MLDM-θ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阐
述。
表 2 呈现了 C-MLDM-θ模型中三个测量模型的参数估计值。该结果与 Zhan et al. (2021)的估计

结果基本一致。其中，前两题的猜测参数较大，而第 6 题的失误参数较大。各题目的时间强度参
数的平均值约为 3.333，表明被试完成这些题目所必须的平均耗时约为 28 秒(接近该数据中 RT 的
均值 33.992)。各题目的视觉强度参数的平均值约为 4.677，表明被试完成这些题目所必须的注视
点数约为 107 个(接近该数据中 FC 的均值 114.525)。
图 5 呈现了 C-MLDM-θ模型中φi 和λi 的估计值分布。发现φi 估计值的中位数< 0，表明对大多数题
目而言，个体的潜在能力越高则其解题时所消耗的时间越长。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低能力被试缺乏作答
动机进而导致其解题时的耗时相对高能力者更少(Wise & Kong, 2005; Zhan et al., 2018)；λi 估计值的中位
数> 0，表明对大多数题目而言，个体的潜在能力越高则其解题时所呈现的注视点数越多。另外，应注
意到，对不同题目而言，φi 和λi 的估计值并不总是保持相同正负号，表明潜在能力对 RT 和 FC 的影响
对该数据而言，即便马尔可夫链长度增加至 1,000,000，两模型中仍有部分参数不收敛；但在模拟数据中，两者的参数
估计值均可有效收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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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题目上具有不同的方向性(即促进或抑制)。
表 3 呈现了基于 C-MLDM-θ模型的诊断反馈样例，以展现融合分析多模态数据的相对优势。以

被试 1、3、4 和 5 为例，4 人在潜在属性上的诊断结果相同，但他们在潜在能力、潜在加工速度和
潜在专注力上的估计值仍有较大差异；这表明即便部分学生掌握相同的属性，他/她们在信息的加
工速度和投入测验的专注力上都会呈现出差异性。换句话说，具有相同知识结构的学生并不一定
具有相同的学习风格。若后续实施补救教学，除针对知识结构的缺失外，也应考虑到不同学习风
格对补救教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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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证数据中模型-数据拟合指标.
Model

–2LL

DIC

ppp_RA

ppp_RT

ppp_FC

S-MLDM

11104.130

11890.702

0.418

0.520

0.780

H-MLDM

11040.622

11804.003

0.423

0.513

0.567

C-MLDM-θ

10275.274

11542.777

0.434

0.509

0.681

C-MLDM-D

10127.211

10549.144

0.398

0.521

0.643

C-MLDM-C

10009.647

10434.954

0.358

0.512

0.672

注: –2LL = –2 log likelihood; DIC = deviance information criterion; ppp = 后验预测概率; RA = 作答

精度; RT = 作答时间; FC = 注视点数.

图 4. 实证数据中潜在能力参数估计后验标准差(标准误)
表 2. 实证数据中 C-MLDM-θ模型的题目参数估计值.
题目

考查属性

1
2

(1010)
(1100)

作答精度
g
0.706
0.595

作答时间
ξ
2.885
3.433

s
0.063
0.054
12

ω
3.780
2.557

注视点数
m
4.230
4.849

d
0.082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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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0)
0.334
0.383
2.596
2.645
3.869
0.072
4
(0100)
0.308
0.182
3.342
2.561
4.679
0.034
5
(0010)
0.486
0.253
3.134
1.831
4.498
0.026
6
(0100)
0.085
0.855
3.080
3.144
4.419
0.049
7
(0001)
0.429
0.215
3.737
1.978
5.061
0.016
8
(1001)
0.147
0.605
3.923
2.884
5.177
0.018
9
(0001)
0.440
0.358
3.411
1.220
4.815
0.014
10
(1001)
0.109
0.734
3.795
1.132
5.175
0.008
注: g = 猜测参数; s = 失误参数; ξ = 时间强度参数; ω = 时间精度参数; m = 视觉强度参数; d = 视觉区
分度参数.

图 5. 实证数据中 C-MLDM-θ模型的φi 和λi 估计值分布.
表 3. 实证数据中个体诊断结果样例

被试

α1

α2

1
2
3
4
5

1
1
1
1
1

1
0
1
1
1

α3

1
1
1
1
1
注：θ = 潜在能力; τ = 潜在加工速度; ε = 潜在专注力.

α4

θ

τ

ε

1
1
1
1
1

0.850
0.062
0.437
0.582
0.118

–0.076

0.124
–0.097
–0.065
0.154
0.199

0.141
0.009
–0.268
–0.170

4 模拟研究
4.1 数据生成与分析
上文已经通过实证研究阐述了三种 MLDM 的实用性，尤其是展示了新提出的三个 C-MLDM 的相
对优势。但由于实证数据本身问题，C-MLDM-D 和 C-MLDM-C 中部分参数未收敛。因此，我们额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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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则简单的模型研究来说明(1) C-MLDM-D 和 C-MLDM-C 中参数可以有效收敛; (2)新提出的三个
C-MLDM 在不公平环境下也具有与 H-MLDM(数据生成模型)相近的表现。
模拟研究中部分参数的设定参考上文中的实证数据分析结果：设定 N = 100 名被试作答 I = 10 道考
查 K = 4 个属性的题目，Q 矩阵见图 6；该 Q 矩阵满足 DINA 模型参数可识别要求(Gu & Xu, 2021)。

图6

模拟研究 Q 矩阵；白色表示“0”，灰色表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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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研究中，为操控潜在能力、潜在加工速度和潜在专注力三者之间的相关程度，我们使用相对
易操作且更成熟的 H-MLDM 作为数据生成模型，并使用 4 个模型(H-MLDM、C-MLDM-θ、
C-MLDM-D

和 C-MLDM-C)作为分析模型。三个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设为：
Φ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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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定(ρθτ < 0、ρθε > 0 和ρτε < 0)参考了上文实证数据的结果：假设学生能力越高则加工速度越慢且专注
力水平越高(即沉思型学习风格)；同时，学生学习能力越低则加工速度越快且专注力水平越低(即冲动
型学习风格)。基于此，三个潜在变量参数按如下方法生成

0
 θn 
 
 
 τ n  ~ MVN   0 ,
0
ε 
 n
 

 1

 0.5ρ θτ
 0.5ρ
θε


0.25
0.25ρ τε



 .
0.25  

另外，参考上文实证研究结构及 Zhan et al. (2018)和 Man 和 Harring (2019)的做法，题目参数按如下方
法生成

   2.197 
 xxi 

 

  4.394 
 yyi 
 ξ  ~ MVN   4.000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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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i


 1.000



1.000
 0.500

  0.250  0.250 0.250
 ,


  0.250  0.250 0.125 0.250  



此时，题目的 gi 和 si 参数分别为 g i  exp( xxi ) 1 exp( xxi ) 和 si  1  exp( xxi  yyi ) 1 exp( xxi  yyi ) 。该设定(ρβδ = 0.5、ρβξ
= –0.5、ρβm = –0.5、ρδξ = –0.5、ρδm = –0.5 和ρξm = 0.5)假设题目的猜测参数越高则其时间强度参数和视觉
强度参数越小。此外，题目时间精度参数和视觉离散程度参数分别从均匀分布和逆 Gamma 分布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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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i ~ U(1.25, 2)和 hi ~InvGamma(2, 6)。另外，在 HO-DINA 模型中，属性区分度参数被固定为γ1k = 1.5，
属性难度参数被固定为γ0 = (–1.5, –0.5, 0.5, 1.5)’。最后，依据 H-MLDM 生成 30 组 RA 数据、RT 数据
和 FC 数据。
对于每组数据，除每条马尔可夫链长减少至 10000 (预热 5000)，各模型的参数估计设定与模拟研
究中保持一致。使用 ppp 值作为模型-数据绝对拟合指标，使用 DIC 作为模型-数据相对拟合指标；使
用 ACCR   rR1`  nN1 I ( α̂ nkr α nkr ) NR 和 PCCR   rR1  nN1 I ( αˆ nr α nr ) NR 作 为 潜 在 属 性 的 判 准 率 指 标 ， 并 使 用

bias( xˆ )   rR1 xˆ  x R 、 RMSE ( xˆ )   rR1 ( xˆ  x )

2

R

及参数估计值与真值之间的相关系数(Cor)来评估其他参数

chinaXiv:202106.00029v2

估计的返真性，式中 R = 30 为数据组数。
4.2 结果
图 7 呈现了 4 个模型中待估计模型参数的在不同收敛标准下的收敛率。以 PSRF < 1.2 作为收敛标
准时，所有模型的待估计模型参数的收敛率均在 99%以上，即便以较为严苛的 PSRF < 1.05 作为收敛标
准时，也均有超过 95%的收敛率。此外，三个 C-MLDM 的收敛率与数据生成模型 H-MLDM 的基本一
致，甚至在个别情况下，三个新模型的收敛率略高。图 8 呈现了 4 个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指标。数据生
成模型的 DIC 相对最小，符合预期。同时，三个 C-MLDM 的 DIC 与 H-MLDM 的差异不大，且差异性
随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增加而减少。图 9 呈现了 4 个模型的属性判准率。同样，数据生成模型
的判准率相对最高，符合预期。同时，C-MLDM-θ的判准率与 H-MLDM 的差异较小，而 C-MLDM-D
和 C-MLDM-C 的与 H-MLDM 的差异略大。表 4 呈现了 4 个模型的潜在能力、潜在加工速度和潜在专
注力的估计返真性。整体而言，4 个模型的表现差异不大。另外，附录中表 S1 呈现了 4 个模型的题目
参数估计值返真性7。整体而言，各模型的表现差异不大。总之，模拟研究结果显示：(1) 4 个 MLDM(尤
其是 C-MLDM-D 和 C-MLDM-C)中参数均可以有效收敛；(2)在参数估计返真性方面，新提出的三个
C-MLDM 与 H-MLDM(数据生成模型)具有相近的表现。

7

见 https://osf.io/9arfv/?view_only=2ac1c6fdd96d490dbdeed43b4675439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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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模拟研究中待估计模型参数收敛率.

模拟研究中模型-数据拟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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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表4

模拟研究中属性判准率.

模拟研究中潜在能力、潜在加工速度和潜在专注力参数估计返真性.

Φ

分析模型

0.2

H-MLDM
C-MLDM-θ
C-MLDM-D
C-MLDM-C
0.5
H-MLDM
C-MLDM-θ
C-MLDM-D
C-MLDM-C
0.8
H-MLDM
C-MLDM-θ
C-MLDM-D
C-MLDM-C
注：θ = 潜在能力; τ =

θ
Bias
RMSE
0.000
0.743
0.005
0.825
–0.001 0.731
0.001
0.742
0.002
0.673
0.001
0.713
–0.002 0.726
–0.001 0.728
0.001
0.523
–0.001 0.588
–0.004 0.731
–0.002 0.732
潜在加工速度; ε =

Cor
0.661
0.547
0.670
0.659
0.733
0.691
0.676
0.675
0.849
0.806
0.673
0.672

Bias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τ
RMSE
0.183
0.192
0.185
0.185
0.175
0.239
0.181
0.183
0.166
0.308
0.177
0.180

Cor
0.930
0.922
0.928
0.928
0.936
0.885
0.932
0.930
0.943
0.814
0.936
0.933

Bias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002
0.002
0.001
0.001
0.000
0.002
–0.002

ε
RMSE
0.150
0.162
0.152
0.153
0.146
0.209
0.150
0.151
0.141
0.293
0.147
0.151

Cor
0.953
0.946
0.952
0.951
0.956
0.913
0.954
0.953
0.959
0.838
0.956
0.953

潜在专注力.

5 总结与展望
个体的学习行为是彼此相关的多变量的产物，为了增进对个体学习行为的了解，应融合分析这些
变量。在技术增强学习环境中，多模态数据为实现对知识结构和学习风格的双重诊断提供了可能性。
本研究以对 RA 数据、RT 数据和 FC 数据的分析为例，分别阐述了三种多模态数据分析方法：独立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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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法、联合-层级建模法和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法。并基于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法提出三个具有不同假设
的 MLDM。其中，C-MLDM-θ假设被试的潜在能力的变化会影响其完成该题目的耗时和所用注视点数；
而 C-MLDM-D 和 C-MLDM-C 均假设被试的潜在属性掌握情况会影响其完成该题目的耗时和所用注视
点数，两者差异在于前者认为仅有被试掌握了题目所考查的所有属性后才会影响 RT 和 FC，而后者认
为被试掌握该题目所考查的属性的属性会影响 RT 和 FC (即掌握的越多影响越大)。然后，本文以一则
实证数据为例对比探究了三种多模态数据分析方法(共 5 个 MLDM)的表现，结果表明(1)融合分析比独
立分析更适用于提供平行信息的多模态数据；(2)新模型通过交叉负载可直接利用 RT 和 FC 数据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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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潜在能力或潜在属性的参数估计精度；(3)新模型可实现对知识结构和学习风格的双重诊断。再然
后，使用一则简单模拟研究作为对实证研究的补充，说明了新模型的参数估计可有效收敛以及在不公
平条件下的仍具有可被接受的参数估计返真性。总之，对多模态数据进行融合分析使得为学生提供有
关学习行为的全面和精准的诊断反馈成为可能，丰富了学习诊断反馈的范围，增加了学习诊断的实践
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提出的三个 C-MLDM 与 H-MLDM (Zhan et al., 2021)是基于不同联合建模方
法构建的，即它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在本研究中，尽管三个 C-MLDM 对实证数据的拟合程度优于
H-MLDM，这并不代表它们三者在任何测验情境下都优于 H-MLDM。因此，我们建议后续使用者针对
特定的实证数据，同时使用这些多模态模型对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并基于数据-模型拟合指标来选择相
对最合适的模型，并结合模型的构建理论对分析结果做进一步解读。
近些年，在智能时代背景下，研究者们愈发倾向于在技术增强学习环境中探索心理与教育测量的
新范式。比如，利用游戏化测评来测量学生的高级认知技能(例如，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力)，并采用数
据挖掘技术分析数据以实现对学生分类(见 Qiao & Jiao, 2018)。实际上，数据挖掘技术与潜变量建模在
底层逻辑上存在差异：后者主要关注的是隐藏在外显行为数据背后的潜在变量，即假设潜在变量决定
外显行为，并通过潜变量模型实现对两者的联接；而前者仅关注外显行为数据的分析，通过计算数据
之间的相似性或距离对数据进行分类或聚类。而数据挖掘技术而言，因为不存在假设的因果关系，所
以我们难以利用其结果来反推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因此，数据挖掘技术的结果可解释性通常低于潜变
量模型的，而结果的可解释性恰恰是心理与教育测量的重点。
实际上，除利用教育技术或计算机技术来丰富心理与教育测量范式外，随着心理学实验仪器成本
的下降及可便携性的提高，研究者可尝试将以往仅应用于小样本研究的心理学实验引入到大规模心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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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测量中，并基于潜变量建模理念开发相应的心理计量模型来挖掘大规模心理实验数据背后的信
息，实现对特定潜在心理特质的测量(例如，Man & Harring, 2019; Jeon et al., 2021)。
尽管该研究得到了一定的结果，但由于能力和精力有限，本研究仍有一些局限性值得后续做进一
步探究。首先，与已有融合分析 RA 数据和 RT 数据的研究相比，尽管本研究仅额外分析了一种眼动数
据——注视点数(FC)，但鉴于联合-层级建模法和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法的灵活扩展性，其他类型的眼动
指标(例如，眼跳)或其他模态数据(例如，脑电[Jeon et al., 2021])也可尝试被纳入分析中，进而提出更全
面的可融合分析更多模态数据的学习诊断模型。其次，本研究仅以三个代表性的测量模型(即 HO-D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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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LRT 模型和 PF 模型)为例，展现并对比了三种多模态数据建模方法。同样，鉴于联合-层级建模
法和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法的灵活扩展性，后续，针对不同的测验情境可分别替换不同的测量模型。再
次，鉴于在学习诊断中提高潜在属性的诊断准确率才是关键，新提出的三个 C-MLDM 只考虑了潜在能
力或潜在属性对 RT 和 FC 的影响，而未考虑潜在加工速度和潜在专注力对 RA 的影响。实际上，将所
有交叉负载(即所有模态数据受到所有潜在变量的影响)纳入模型中本身并没有理论难度；在实践中，如
有必要可尝试拓展现有模型，将其他交叉负载纳入其中，以拟合特定测验情境下的数据。然后，利用
多模态数据，本研究只关注了一种学习风格的分类(即沉思型 vs.冲动型)。目前，学习风格的分类方式
有很多，比如 Felder 和 Soloman (1991)将学习风格分为 4 组 8 种类型，分别为活跃型(active) vs.沉思
(reflective)型、感悟型(sensing) vs.直觉型(intuitive)、视觉型(visual) vs.言语型(verbal)及序列型(sequential)
vs.综合型(global)；未来是否有可能利用多模态数据实现对更多类型学习风格的诊断分类是非常值得探
究的议题。再然后，新模型的实践应用也非常值得关注。比如，基于新模型对知识结构和学习风格的
诊断结果，教师可以尝试针对不同学习风格的同学使用不同类型的补救方案，进而探究补救教学的效
果。这点在基于学习诊断的自适应学习(adaptive learning)系统中同样可以尝试。最后，由于篇幅及期刊
导向限制，本研究仅使用一则简单模拟研究作为对实证研究的补充；如有必要，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
可使用模拟研究进一步探究不同测验因素对新模型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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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odal learning diagnosis modeling: Dual diagnosis of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learning style

Abstract
Learning behavior consists of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students, which reflect complex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are often systematically related to one another. Students with the same knowledge structure
may also have differences in other learning behaviors such as learning styles. Suc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styles cannot be diagnosed by almost all existing learning diagnosis models (LDMs) that can only
analyze item response accuracy (RA) data. Nowadays, with advances in computer-based assessments, it is
possible to automatically and simultaneously capture multimodal data during the problem-solving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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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outcome data (e.g., response accuracy), process data (e.g., response times (RTs)), and biometric data
(e.g., visual fixation counts (FCs)). Utilizing the multimodal data makes it possible to dual diagnosis of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learning style.
First, this study taken the fusion analysis of RA, RT, and FC data as an example, elaborated three
multimodal data analysis methods and the corresponding models, including the separate modeling (whose
model is denoted as S-MLDM), the joint-hierarchical modeling (whose model is denoted as H-MLDM) (Zhan
et al., 2021), and the joint-cross-loading modeling (whose model is denoted as C-MLDM). Then, based on the
joint-cross-loading modeling, three C-MLDMs with different hypothese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C-MLDM-θ, C-MLDM-D, and C-MLDM-C,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H-MLDM, three C-MLDMs
quantifies the impact of latent ability or latent attributes on RT and FC by introducing two item-level weight
parameters (i.e., φi and λi) into the RT and FC measurement models, respectively. Model parameters were
estimated via the fully Bayesian approach with the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ethod. A multimodal data for
a real-world mathematics test wa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posed models and to compare
them with the S-MLDM and H-MLDM. Data were collected in an eye-tracking lab setting at a large university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a total of N = 93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normal or corrected
vision were asked to take a test consisting of I = 10 mathematics items. K = 4 attributes were included in the
test, and the corresponding Q-matrix was presented in Figure 3. The data contain three modals of data, namely
RA, RT, and FC, which were simultaneously collected. All five multimodal models were fitted to the data.
Moreover, a brief simulation study was conducted to supplement the empirical study to explore whether the
parameter estimates of the proposed models can converge effectively and to explore the recovery of parameter
estimation under unfair test situations (the H-MLDM was used to generate data).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ed that (1) the C-MLDM-θ has the best model-data fitting,
followed by the H-MLDM and the S-MLDM. Although the DIC shown that the C-MLDM-D and
C-MLDM-C also fitted the data well, the results were only for reference because some parameter estimates in
these two models did not converge; that (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latent ability and latent
processing speed and that between latent ability and latent concentration were weak, so it was difficult to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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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H-MLDM compared with S-MLRM in theory (Ranger, 2013). By contrast, since
the C-MLDM-θ can directly utilize the information from RT and FC data, the standard error of the estimates
of its latent abilit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revious two competing models; and that (3) the
median of the estimates of φi was less than 0, which indicated that for most items, the higher the participant’s
latent ability is, the longer the time it will take to solve the items; and the median of the estimates of λi was
higher than 0, which indicated that for most items, the higher the participant’s latent ability is, the more
number of fixation counts he/she shown in problem-solving. Furthermor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estimates
of φi and λi do not always keep the same sign for different items, indicating that the influence of latent
abilities on RT and FC has different directions (i.e., facilitation or inhibition) for different items.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the proposed three model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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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ge effectively and have acceptable recoverability under unfair conditions.
Overall,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1) fusion analysis is more suitable for multimodal data that
providing parallel information (Jeon et al., 2021) than separate analysis; that (2) through cross-loading, the
proposed models can directly use information from RT and FC data to improve the parameter estimation
accuracy of latent ability or latent attributes; and that (3) the proposed models can realize the dual diagnosis of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learn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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