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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考分数与大学成绩相关牲实证分析 

◇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 吕 欣 古副文 

一

、 引言 

自从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以高考成绩作为高校录 

取标准的招生制度足否合 ，一直是社会各界研究的热门 

话题 ，褒贬不一。专家学者们发表过相 当多的文章，从制 

度、教育本身的角度，探讨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发展，然而 

对于高中与大学的联 系尤其是高考分数跟大学学业成绩 

的相关性研究，却相对很少。 

面对“高考招生制度的合理性”这个持续了二十年的 

老话题，本文从统计的角度，收集了某高校 2002级部分本 

科生的高考成绩和大学本科前三年学业成绩的数据，从研 

究这部分学生高考成绩和就读大学 2005(即大三 )的学 

业成绩的相关性着手，以排名作分组，分析其相关性，希望 

结果能够回答如下疑 问：高考分数究竟跟学生大学学习成 

绩有没有相关关系?是不是高考成绩好的学生进入大学以 

后成绩会一样好?如果有相关关系，这个联系有多强?如果 

没有相关关系，我们就要质疑以分数线来录取大学生的招 

生制度的合理性了。 

二、数据分析 

1．数据采集：从某大学_[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 (39 

人)、工>lk-]：程 (37人)、] 程管理 (39人)三专业学生的 

档案中誊录 2002年高考成绩以及大学：三年平均成绩，剔 

除无效数据后，获得有效数据分别为 29、28、33份。(注 ：高 

考成绩取全国统考的 3+x模式成绩，人学平均成绩的计算 

方式为该校综合奖学金评选的成绩计算方式 ，选择必修课 

的学分加以甲均)所得数据中高考分数和大学成绩的折线 

图显示，学生高考成绩与进入大学 以后的学 习成绩并没有 

明显的线性关系，为确认这 ‘观察结果，对数据进 步进 

行相关系数分析。 

2．相 关性分析 ：利用 Exce1，SPSS对高考成绩和大学 

成绩做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以及 t检验。 

从结果可以看出，高考分数 Lj人学成绩呈低度相关关 

系，实际上，对两者作刚归分析，当置信度为 95％时，对 回 

归关系作 F检验和对回归方程作 t检验的结果 同样不显 

著。那么，从统计的角度 ，可以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 

关系，高考分数高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学业成绩并不一定 

高，看来，高招一味地追求高考高分的确有失偏颇，统计学 

上的结论是这样，那么实际 中是不是这样呢 ?注意到我们 

没有考虑学生进入大学后的许多 “变数”：经济的压力、陌 

生的环境、新的学习模式等等，这些“变数”对于回归分析 

会产生非常大的干扰，在此，考虑另外一种切合实际的测度 

方法。 一 

3．拟合度分析：对入学前后成绩分别作降序排序，列出 

名次。后面的分析基于如下思考：某学生成绩的排名若能在 

进入大学后稳定在高考分数排名附近，即高考成绩能够反 

映该学生学习的稳定性水平，则可以认为高考制度是选材 

良策。具体的做法是将排序后的数据分为两组、三组、四组 

(组内，组间保持原有的序关系)，分别观察其入学前后排名 

组号的绝对偏移，取其绝对值之差为度量标准 。 

将高考排名分组号与大学成绩排名分组号相减，结果 

取绝对值，若结果为 0，则说明入学后属于同一组，若结果 

为非 0值 ，说明进入不同的组，即入学后成绩有较大变动 ； 

统计绝对值为 0(在分组为 3或 3时包括绝对值 1，即允许 

适当波动)的数据总个数，除以总人数，得到一比值，我们 

称之为分数分组拟合度。如数据分为三组时，认为专业学生 

按成绩分为好、中、差三类，分数分组拟合度反映的是成绩 

变化小 (不在好和差之间变动)的学生的比例。 

为剔除上述拟合度计算时边界元素的影响，联系实际， 

对成绩排名作进一步分析 ，考虑大学成绩排名对高考分数 

排名的相对波动，取两次排名之差的绝对值，此绝对值参照 
⋯

给定标准 P (此处分别取专业人数的 1／2、1／3、1／4)，将 

波动幅度在此标准内的人数累加，计算其在专业总人数中 

的比例，不妨称之为排名波动拟合度 ，它反映了学生成绩排 

名的变动程度，值越大，说明变动越小，成绩越稳定。 

三、结果讨论 

上述方法得到的拟合度与成绩在均匀分布时的理论值 

作比较，不论是分数分组拟合度 ，还是更加贴切实际的排名 

分组拟合度，都大大超出成绩为均匀分布时的预期水平：前 

者平均超 出 12．30％，后者为 28．29％，可以认为高考分数与 

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学业成绩有较强联系。数据表现的事实 

为，在高考分数排名中排前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排名也大致 

是靠前的，说明高考分数的排名能够大致反映出一个考生 

的学习能力。在分数分组拟合度分组为三，也就是合理考虑 

考生进入大学后遇到各种 “变数”，允许学生成绩排名做适 

当偏移的拟合中，高考分数排名能够以高达 90．625％ (高 

出预期 24．62个百分点)的拟合度拟合管理科学学生进入 

大学后的学业成绩，其他两个专业的拟合度也高达 80％、 

87．09％，分别高出预期 l4个百分点 21个百分点。 

在单科考试分数分组拟合中，同样是分组为三的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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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直陈中国内地高等教育弊端 

“菲尔兹 ”奖获得者、著名华人数 

学家丘成桐近年来频繁赴内地进行学术 

交流，对高等教育十分关注。最近往接受 

海外媒体采访时，对当前中 内地学术 

教育界不良风气提出批评。他指出，内地 

学术和教育言必称 “洋”，将丧失 自身民 

族文化特质：-内地学校与学术机构官场 

化明显 ，急功近利 ，将使学生失去理想； 

致力于创新乃内地教育和学术发展的关 

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 今固然好，但 

是，一个民族如果摒弃 自身的文化背景， 

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 

丘成桐指出，时下内地的学术研究 

和教育 ，言必称 “洋”，但 并未学到西方 

学术与教育的精华。大学越来越大，一所 

大学动辄几万学生，似乎学生人数越 多， 

大学就越有地位。他表示，自己曾存哈佛 

大学接待到访的国内某名牌大学的代表 

和一些官员，但他们关心的却是哈佛大 

学如何图利，当听到人学办学是不能考 

虑赚钱的时候，便感到相当失望。 

对 内地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的现象，丘成桐感受颇深。他认为， 

当今中国，即便是国内名牌大学，教 

授的素质也没有保证，许多教授只 

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 ，学生不可能 

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他还批评内 

地教育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有些 

大学教授，一人带着几十个博士生， 

以为指导愈多学生表示 自己愈有能 

力，但结果是全无素质可言：在国 

外，一个教授只带二至五个学生，但 

是那些学生很多会成为大教授，这 

就是素质。丘成桐认为，学校急功近 

利，学生也就缺乏理想，如果学生普 

遍追求的是赚钱和当官，长此 以往， 

肯定不是国家与民族之福。 

对于内地学校与学术机构 日益 

明显的“官场化”趋势，丘成桐更为 

级，官员用公款读硕士、博 士，请人捉 

刀代笔完成论文，将 “硕士”、“博士” 

印在名片上，炫耀于市，屡见不鲜，这 囊≯ij 

样的博士市长、硕士书记，与是否能够 ≥ i0： 

领导一个地区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 ≮0-。 

发展并无必然联系。 

丘成桐表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 ≯≯ ≮ 

正在迅速发展，社会也在迅速进步，0≯孽j 

“中国制造” 已经成为带动世界经济 。 

的引擎之一，但是，“中国创造”还远 

没有成为世界效应。他说，中国长于制 ≯ 

造，短于创新，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生 ≯ 

产大国到创造大国需要过程，不可能 
一 步到位，关键要看国家的教育和学 

术发展方向是否有利于创新 。全球化 

时代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要保持现 

在的发展速度，不能只依靠低成本的 。 

价格优势，日本与韩国依靠科技创新 萝 

带动经济发展与转型是值得我们重视 

忧虑，指出，时下内地教授与官员套 的经验。 

度最高，而英语和数学成绩的分组拟合比较 ，英语成绩表 合理性，表明高考作为一种现阶段能够最大程度体现公平的 

现 了更强的拟合能 力，分别高达 83．33％、79．41％、 招生制度，能够反映考生的学习成绩的稳定性水平，能够正 

92．86％，尤其是在排名波动拟合中，。一度比预期水平高出 确地、有选择地为国家高等教育挑选人才，保证能力突出、勤 

42．86％ (工业工程，英语排名，P=1／2)。得出这样的结果 奋上进的学生进入更好的高校学习。但高招不能以高考分数 

不难理解，因为英语是学生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 ，其学习 为惟一标准，在有制度保证的前提下 ，应该考虑评价考生的 

更加的需要勤奋 、努力和理解能力，这种能力在大学阶段 综合素质，这点结论与当前国家进行的教育制度改革的基本 

的学习中，面对综合性更强、知识面更广、自主性要求更 出发点是吻合的。 

严的学习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评价考生的综合素质 ，发达 国家的一些方法值得借 

数据在统计分析中显示弱相关性，而在分析成绩稳 鉴，美国部分高校，如哈佛等采取的是“三合一”招生方式： 

定性的拟合度计算中却出现高度拟合的现象，说明考生 “既看高考考分；又看高中平时成绩；还看社会活动、学术活 

进入大学后，学业成绩要受到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些 动、文体活动 、公益义工、工作经历等”。具体的评价指标是一 

影响主观地判断，包括在校生的经济压力、陌生的环境、 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这归功于美国相对充足的教育资源和一 

全新的学习模式、对自律性要求的提高等，这些因素导致 个全社会都可以充分参与的、透明度很高的高等教育质量认 

高考分数与大学成绩的线形关系减弱，使高考成绩不能 可制度。我国教育改革要向前发展，关于综合素质评价这一 

作为判断学生的惟一标准。然而总体 来讲，学生入学后 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就应逐步建立、完善起来。考生在进入大 

依然会有较高的比例保持在原有“阶层”，即以高考成绩 学后，许多高校都设置有入学奖学金，其判别的依据就是高 

为标准的排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反 考分数，通过上文的分析 ，可见这种方式科学性之所在。 

映了考生的学业成绩的稳定性。可以认为高考成绩能够 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推广到关于地域差异和高校水平 

反映考生的恒心、勤奋性、学>J能力，这些特质本身具有 的数据分析上。另外，当今正在讨论的研究生全面收费问题 

的稳定性，决定了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对稳定。 也可以采用 同样的方法，分析保送研究生在就读阶段成绩是 

四、结论及启发 否比同期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入的学生成绩好，以研究其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力地支持了我国高考招生制度的 享受公费教育的权利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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