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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评估计划简介和概述 

1.1 背景 

 

 

 

 

 

  

 

新泽西州学生英语语言艺术学习评估 (NJSLA-ELA)、新泽西州学生数学学习评估 (NJSLA-

M) 和新泽西州学生科学学习评估 (NJSLA-S) 衡量学生达到新泽西州学生学习标准 

(NJSLS) 的程度。新泽西州学生学习标准 (NJSLS) 定义了学生在各个内容领域应学习的

内容，是各学区设立课程和规划教学的基础，为每名新泽西州学生准备取得成功所需的知

识和技能。来自新泽西州学生学习评估 (NJSLA) 的数据、学生与老师日常互动的数据及

其在老师和学区制定的评估中表现的数据 1相结合，全面反映了学生成绩。

1.2 新泽西州学生学习评估

向 3 年级至高中学生实施 2022 年春季新泽西州学生学习评估 (NJSLA)。新泽西州学生

英语语言艺术学习评估 (NJSLA-ELA) 专注于独立阅读和理解一系列足够复杂的文字，并

在使用和/或分析来源时有效写作。新泽西州学生数学学习评估 (NJSLA-M) 专注于应用技

能和概念，理解需要抽象推理的多步骤问题，以及通过精确、毅力和战略性使用工具对现

实世界问题进行建模。在 5、8 和 11 年级，新泽西州学生科学学习评估 (NJSLA-S) 在

交叉概念和学科核心思想的背景下衡量了学生在科学和工程实践方面的熟练程度。在所有

内容领域内，学生通过回答选择题和建构题展示其获得的技能和知识。

1.3 分数保密情况

学区和家长/监护人可以在线获取分数报告，并且需要密码才能访问。对学生个人表现结

果予以保密，只能根据目前修订的各种联邦法律进行发布：1946 年《理查德·B·罗素全

国学校午餐计划法案》、1974 年《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FERPA) 和 1975 年《残

障人士教育法案》。各学区必须在收到测试报告后 60 天内向其教育委员会和公众报告测

试结果。然而，在报告小组评估信息时，在可以推断学生个人表现的情况下，必须隐藏数

据。要阅读有关美国教育部 (USDOE) 综合安全政策和程序的其他材料，请参阅“美国教

育部学生隐私政策”页面。

在实践中，通常会在小组人数少于 10 人的情况下隐藏数字，并在可以计算回两名学生的

结果时隐藏总数。在可以推断个人信息时，也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某个学区、学校或人

口群体中的所有学生都属于某个具有与之相关的负面含义的类别或水平。用其他字符替换

隐藏的数字（新泽西州教育部 [NJDOE] 使用星号）以便保密。采用任何数据隐藏措施时，

都需要一份声明，说明此举是为学生保密。要了解有关访问公共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公开公共记录法案》(OPRA) 指南。 

 

1 “学区”一词也可以指特许学校或复兴学校。

https://studentprivacy.ed.gov/
https://studentprivacy.ed.gov/
https://www.nj.gov/grc/public/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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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泽西州学生学习评估 (NJSLA) 分数报告中分数类型 

 

 

 

 

 

 

 

 

 

 

 

 

 

 

有两种类型分数报告：学生级别报告和汇总报告。

在学生个人报告中使用量表分数、表现级别和报告类别描述学生在新泽西州学生学习评估 

(NJSLA) 中的表现。在报告的相关部分中包含州、学区和学校的平均成绩，以帮助家长和

监护人了解学生的表现与标准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会在学校和/或学区的平均成

绩处出现一个注释。这表明学生太少，无法维护学生隐私，因此未报告结果。

汇总报告显示同一学校或学区中多名学生的结果。这些报告可能会显示整个学校或小组内

平均量表分数或表现级别分布情况。外地或学区外学生仅出现在其负责学校或学区的汇总

报告中，而该学校或学区可能不是他们实际接受测试的地方。

1.4.1 量表分数

并非所有学生都对测试中完全相同的一组项目做出反应，因此不是报告学生的原始分数

（在测试项目上获得的实际分数），而是使用量表分数来报告学生的新泽西州学生学习评

估 (NJSLA) 表现。使用预先确定的数学算法，通过原始分数（即学生在整个测试中获得

的总分）计算量表分数，以便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合理且有意义的比较。这样便能够在同一

年级或科目和内容领域内跨不同版本测试或跨不同管理年份进行准确比较。因此，它们提

供了有关整体表现的最佳概括信息。

例如，在某个版本 8 年级数学评估中的整体量表分数获得 800 分的学生，预计在任何其

他形式的 8 年级数学评估中的整体量表分数都在误差范围内。此外，该学生的整体量表

分数以及对概念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将与上一年或次年参加相同评估且量表分数获得 800 

分的学生相媲美。

报告了新泽西州学生学习评估 (NJSLA) 的不同量表分数：

整体量表分数：对于英语语言艺术 (ELA) 和数学 (Math)，各年级的量表分数范围是 650 

至 850。

报告类别量表分数：英语语言艺术 (ELA) 报告为各年级的阅读和写作提供单独量表分数。

• 阅读量表分数范围是 10 至 90。

• 写作量表分数范围是 10 至 60。

科学整体量表分数是 100 至 300。

1.4.2 表现级别

根据测试结果，学生表现分为各种表现级别。适合年级的表现级别描述符 (PLD) 将这些

表现级别转化为文字。它们描述了学生应该知道并能够在各个表现级别展示的知识、技能

和实践。新泽西州评估资源中心提供英语语言艺术 (ELA) 和数学的表现级别描述符 

(PLD)。在学生个人报告 (ISR) 和本文件附录 B 中出现科学的表现级别描述符 (PLD)。

英语语言艺术 (ELA) 和数学有五个表现级别，科学有四个级别。它们针对各个科目单独

计算，不能从一个科目推广到另一个科目。 

https://nj.mypearsonsupport.com/test-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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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子分数 

 

 

 

 

 

除了量表分数和表现级别，分数报告还显示各种子分数。子分数不是通过具体数字给出，

而是用指出学生表现如何的图形表示。对于采用子分数的标准组，各个内容领域都有不同

术语。

1.5 如何使用本指南

本分数解读指南 (SIG) 提供了有关解读和使用新泽西州学生英语语言艺术学习评估 

(NJSLA-ELA)、新泽西州学生数学学习评估 (NJSLA-M) 和新泽西州学生科学学习评估 

(NJSLA-S) 2022 年春季管理结果的广泛详细信息。

新泽西州学生学习评估 (NJSLA) 是提供与学生学习相关证据的正在进行的活动系统的一

部分。对学生知识和技能的进一步检查应包括学生的完整个人资料。有关适当教学安排的

决定应基于对学生课堂测试结果、成绩、轶事记录、作品集、检查清单、学校级别成绩和

其他表现衡量标准的检查。

请注意，本指南中出现的包含虚构数据的报告仅用于说明；是为了显示报告的基本布局及

其提供的信息。报告示例不包含来自任何测试管理的实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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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学生个人报告 (ISR) 示例 

 

图 2.1：学生个人报告 (ISR) - 英语语言艺术 (ELA) 示例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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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学生个人报告 (ISR) - 英语语言艺术 (ELA) 示例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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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英语语言艺术 (ELA) 和数学的一般信息 

 

 

 

 

 

 

 

 

 

  

学生个人报告的 A-H 部分与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相同，在此呈现的目的是用于演示。

图 2.3：学生个人报告 (ISR) - 英语语言艺术 (ELA) A–C 部分

A.身份信息 

本部分的右上角区域提供有关学生的身份信息（即姓名、年级、出生日期、学生证号）、

学区（或者特许学校或复兴学校）和评估年份。

B.报告描述

在身份信息的左下方，报告描述提供了评估的年级和内容领域（英语语言艺术、数学或科

学）。它还提供了评估和分数报告的一般概述。

C.家长门户访问代码

家长和监护人可以使用家长门户查看学生个人测试结果。他们将使用印在学生个人报告 

(ISR) 上的代码在线访问学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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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整体评估分数（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 

 

 

 

 

 

 

 

 

 

 

 

 

图 2.4： 学生个人报告 (ISR) - 英语语言艺术 (ELA) D–H 部分

D.量表分数和表现级别

D 部分确定了学生的表现级别（请参阅第 1.5.2 部分）。学生收到一个整体量表分数，

并根据该分数安排到英语语言艺术 (ELA) 的五个表现级别之一。

有些学生个人报告 (ISR) 显示“未测试”或“无效”，而非表现级别和数字代码。

学生未参加测试后，则向其分配一个“未测试”代码。“未测试”分为三类：

• “未测试”代码 1 – 缺勤

• “未测试”代码 2 – 医疗紧急情况

• “未测试”代码 3 – 其他（含家长拒绝开始测试） 

注意：如果未显示具体“未测试”代码：

• 学生根本没有尝试参加测试，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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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没有充分尝试参加测试以分配到量表分数。 

“无效”代码表示学生可能已开始测试，但不适合分配测试的量表分数。学区可能会分配

三种“无效”代码： 

 

 

 

 

 

 

 

 

 

 

 

• “无效”代码 1 - 学生作弊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不恰当的应试行为

• “无效”代码 2 – 安全漏洞

• “无效”代码 3 – 其他（包括家长拒绝完成测试、未达到年级水平的测试、学生

未获得恰当的无障碍功能或测试便利设施、学生获得不恰当的无障碍功能或测试便

利设施）

E.整体表现的图形表示：量表分数和表现级别

该图形说明了五个表现级别以及学生整体量表分数在表现量表中的位置。学生的分数由位

于定义每个表现级别的整体量表分数范围处的黑色三角形表示。图形下方指出整体量表分

数范围。达到表现级别所需的量表分数因年级或课程级别而异。请参阅附录 A，了解各

个表现级别的量表分数范围的完整清单。

F.学校、学区和州的平均值

在整体量表分数和表现级别图形下方显示学校、学区和州的平均整体量表分数。从而可以

将学生的整体量表分数与同一年级水平/课程和内容领域的学校、学区和州级别学生的平

均整体量表分数进行比较。

G.表现级别百分比

本部分提供一个条形图，显示该州在各个表现级别表现的学生百分比。

H.可能范围

没有任何测试可以完美地衡量学生的熟练程度。衡量标准误差 (SEM) 可估计在类似情况

下针对同一科目进行过多次评估的学生可能会落入的分数范围。可通过从量表分数中加上

和减去衡量标准误差 (SEM) 来获得可能范围（范围 = 量表分数 ± 衡量标准误差）。大

约三分之二情况下，学生的分数可能会落入这个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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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类别表现（英语语言艺术） 

 

 

 

 

 

 

 

图 2.5：学生个人报告 (ISR) - 英语语言艺术 (ELA) I–K 部分

I.按报告类别表现量表分数（英语语言艺术）

超越学生在英语语言艺术 (ELA) 方面的整体表现来确定阅读和写作的进步可能很有用，

因为可能不会在整体英语语言艺术 (ELA) 分数中揭示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重要差异。

学生会收到各种阅读和写作报告类别的量表分数。请注意，阅读和写作量表分数（请参阅

第 1.4.1 节） 的量表与整体量表分数不同。因此，各种报告类别的量表分数总和将不

等于整体量表分数。阅读类别量表分数范围是 10 至 90，写作类别量表分数范围是 10 

至 60。

学生的量表分数需要达到 50 分才能在阅读方面归入“达到预期”类别。对于写作，学生

的量表分数需要达到 35 分才能归入“达到预期”类别。

J.子声明类别（英语语言艺术）

在英语语言艺术 (ELA) 的各个报告类别中，都有学生在新泽西州学生英语语言艺术学习

评估 (NJSLA-ELA) 上展示的具体技能组（子声明）。各个子声明类别均包括标识子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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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题和代表学生表现的解释性图标，并解释学生如何行事才能被视为已达到子声明的预

期。

请注意，“书面表达”子声明类别的评分通过乘以 3 进行加权。“书面表达”特征的加

权旨在促进它们提高整体英语语言艺术 (ELA) 分数，而不会由于额外项目而增加评估长

度。

K.表现指标图形说明（英语语言艺术）

学生个人报告 (ISR) 第 2 页上显示的符号用于识别与预期相关的三大类学生表现。这些

符号表示，相对于整体学生表现，学生在各个子声明领域中表现如何：

向上箭头表示学生在此子声明中的表现反映了学生在“达到或超过预期”类

别中的整体量表分数。

双向箭头表示学生在此子声明中的表现反映了学生在“接近预期”类别中的

整体量表分数。

 

 

 

 

 

 

 

向下箭头表示学生在此子声明中的表现反映了学生在“尚未达到或部分达到

预期”类别中的整体量表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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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学生个人报告 (ISR) - 英语语言艺术 (ELA) L 部分 

 

 

 

L.附加信息（英语语言艺术）

学生个人报告 (ISR) 的 L 部分提供了附加信息，比如新泽西州学生英语语言艺术学习评

估 (NJSLA-ELA) 的简要说明。此外，我们鼓励学生及其家长和监护人通过参考适当的网

络链接了解有关评估和相关标准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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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学生个人报告 (ISR) - 数学示例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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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学生个人报告 (ISR) - 数学示例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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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报告类别表现（数学） 

 

 

 

 

对于 A-H 部分，请参阅第 2.1 段“英语语言艺术 (ELA) 和数学的一般信息”，其中包

括学生个人报告 (ISR) - 英语语言艺术 (ELA) A-H 部分。英语语言艺术 (ELA) 和数学

的内容与这些部分相同。

图 2.9：学生个人报告 (ISR) - 数学 I–J 部分

I.子声明类别（数学）

有学生在新泽西州学生数学学习评估 (NJSLA–M) 上展示的具体技能组（子声明）。各个

子声明类别均包括标识子声明的标题，显示代表学生表现的解释性图标，并解释学生如何

行事才能被视为已达到子声明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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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表现指标图形说明（数学）

学生个人报告 (ISR) 第 2 页上显示的符号用于识别与预期相关的三大类学生表现。这些

符号表示，相对于整体学生表现，学生在各个子声明领域中表现如何：

向上箭头表示学生在此子声明中的表现反映了学生在“达到或超过预期”类

别中的整体量表分数。

双向箭头表示学生在此子声明中的表现反映了学生在“接近预期”类别中的

整体量表分数。

 

 

 

 

 

 

 

 

 

向下箭头表示学生在此子声明中的表现反映了学生在“尚未达到或部分达到

预期”类别中的整体量表分数。

图 2.10：学生个人报告 (ISR) - 数学 K 部分

K.附加信息（数学）

学生个人报告 (ISR) 的 K 部分提供了附加信息，比如新泽西州学生数学学习评估 

(NJSLA-M) 的简要说明。此外，我们鼓励学生及其家长和监护人通过参考适当的网络链接

了解有关评估和相关标准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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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学生个人报告 (ISR) - 科学示例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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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学生个人报告 (ISR) - 科学示例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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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学的一般信息 

 

 

 

 

 

 

 

 

图 2.13：学生个人报告 (ISR) - 科学 A–C 部分

A.身份信息 

本部分的右上角区域提供有关学生的身份信息（即姓名、年级、出生日期、学生证号）、

学区（或者特许学校或复兴学校）和评估年份。

B.报告描述

在身份信息的左下方，报告描述提供了评估的年级和内容领域（英语语言艺术、数学或科

学）。它还提供了评估和分数报告的一般概述。

C.家长门户访问代码

家长和监护人可以使用家长门户查看学生个人测试结果。他们将使用印在学生个人报告 

(ISR) 上的代码在线访问学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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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学生个人报告 (ISR) - 科学 D-H 部分 

 

 

 

 

 

D.量表分数和表现级别

D 部分确定了学生的量表分数（请参阅第 1.4.1 部分）和相关表现级别。学生收到一个

整体量表分数，并根据该分数安排到科学的四个表现级别之一。

有些学生个人报告 (ISR) 显示“未测试”或“无效”，后跟一个破折号和一个数字代码。

学生未参加测试后，则向其分配一个“未测试”代码。“未测试”分为三类：

• “未测试”代码 1 – 缺勤 

 

 

 

 

 

• “未测试”代码 2 – 医疗紧急情况

• “未测试”代码 3 – 其他（含家长拒绝开始测试） 

注意：如果未显示具体“未测试”代码： 

• 学生根本没有尝试参加测试，或者 

• 学生没有充分尝试参加测试以分配到量表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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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代码表示学生可能已开始测试，但不适合分配测试的量表分数。学区可能会分配

三种“无效”代码： 

 

 

 

 

 

 

 

 

 

 

 

• “无效”代码 1 - 学生作弊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不恰当的应试行为

• “无效”代码 2 – 安全漏洞

• “无效”代码 3 – 其他（包括家长拒绝完成测试、未达到年级水平的测试、学生

未获得恰当的无障碍功能或测试便利设施、学生获得不恰当的无障碍功能或测试便

利设施）

E.整体表现的图形表示：量表分数和表现级别

该图形说明了四个表现级别以及学生整体量表分数在表现量表中的位置。学生的分数由位

于定义每个表现级别的整体量表分数范围处的黑色三角形表示。图形下方指出整体量表分

数范围。达到表现级别所需的量表分数因年级而异。

F.级别描述

量表分数的图形表示下方是相关表现级别的学生的简要描述。

G.学校、学区和州的平均值

在整体量表分数和表现级别图形下方显示学校、学区和州的平均整体量表分数。从而可以

将学生的整体量表分数与同一年级和内容领域的学校、学区和州级别学生的平均整体量表

分数进行比较。

H.表现级别百分比 

本部分提供一个条形图，显示该州在各个表现级别表现的学生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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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学生个人报告 (ISR) - 科学 I–J 部分 

 

 

 

I.按领域和实践表现（科学）

本部分描述学生在各个领域或实践中的表现。领域是学科核心思想所在的首要科学研究领

域，实践则指跨越一切领域的技术和程序。领域形成了单独科学课程的科目；实践是应用

于这些科目的方法。每个测试问题都旨在衡量两个标准，一个源自领域，另一个源自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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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表现指标图形说明（科学） 

 

 

学生个人报告 (ISR) 第 2 页上显示的符号提供了有关学生在新泽西州学生科学学习评估 

(NJSLA-S) 所包含的领域和实践方面表现如何的信息的图形表示。对于各个领域和实践：

绿色圆圈中的复选标记表示学生在该科学领域或实践中的表现属于“超出预期”

类别。 

 

 

 

紫色方块中的双波浪号表示学生在该科学领域或实践中的表现属于“接近/达到

预期”类别。

黄色菱形中的感叹号表示学生在该科学领域或实践中的表现属于“低于预期”

类别。

虽然通过这些图形表示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查看学生的表现，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按照定义，

领域和实践级别的结果都基于比整个测试少的项目数量。因此，这个粒度级别更高的数据

不如整体量表分数精确，故应谨慎做出学生个人级别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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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学生个人报告 (ISR) - 科学 K 部分 

 

 

 

K.附加信息（科学）

学生个人报告 (ISR) 的 K 部分简要解释了老师、学校和/或学区如何使用学生的结果进

行教学调整和改进。我们还鼓励学生及其家人通过参考适当的网站了解有关新泽西州学生

学习评估 (NJSLA) 和新泽西州学习标准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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