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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mination results are not only affected by intelligence factors, but also affected by non-intelligence factors 

(such as the order of answeri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answering 

(including answer questions in order, answer questions in reverse order, from easy to difficult and from 

difficult to easy) and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465 student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college student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gender and grade affect the selection of order of answering, the order of answering in turn affects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The students who select answer questions in order had relatively high examin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answer questions in order for students to achieve 

higher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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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试成绩不仅受智力因素的影响，也受非智力因素（如答题顺序）的干扰。为了探究答题顺序，包括

按题目顺序答题、从易到难、从难到易和逆序与成绩之间的关系，对 465 名在校学生（初中生、高中

生和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性别和年级影响答题顺序的选择，而答题顺序的不同反过

来又对成绩产生影响，其中选择按题目顺序答题的学生成绩相对较高。该结果表明，为了取得较高的

成绩，学生应优先考虑按题目顺序答题。 

关键词：答题顺序，考试成绩，学生 

1. 引言 

众所周知，学习成绩与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取、事业的成功

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等息息相关。在知识化和竞争激烈的时

代，学习成绩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尤其在中国的教学

体系中，考试成绩成了衡量教学质量、教学效率和学生品

行的重要指标之一，尽管有时学习成绩与能力并不等同。

一般而言，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得更

高学位的机会越大。研究表明，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的民众

除了高收入回报外，其身心更健康、寿命更长、犯罪率更

低，且社会参与度较高[1]。同时，他们的自我概念更明

确、乐趣更多、焦虑较少[2]。 

从已有的研究看，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可划分内在因素和

外在因素，其中内在因素包括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智

力因素主要反映学生的观察、记忆、思考、想象力、创造

力和其他能力，而非智力因素通常体现了学生的情感、情

感、意志、气质和性格等[3]。有研究表明，高年级学生

的成绩往往与这些内在因素有关联，而低年级学生的学习

一般受外在因素的影响 [4-5]，比如家庭经济状况[6]、性

别、地理区域、家庭类型、爱好[7]和学校环境 [8]。另外，

也有研究者指出，答题顺序这一外在因素也可能影响成

绩。例如，赵斯明（2013）[9]提出，在规定时间内答对

最大限度的题量，是答题顺序安排的基本原则，合理安排

答题顺序，有助于拥有良好的答题心理，从而取得更好的

成绩。刘姝阳（2015）[10]也阐述了答题顺序与成绩存在

直接关系。龙泽勇（2018）[11]针对中国特色的考试科目

——理综，认为按学科顺序答题比较好，因为理综是同一

学科内的综合，而三科的知识体系不同、思维方法不同、

答题的思路也不尽相同。按科目答题，可以使自己的思路

有个连续性，从而提高做题的准确性。 

然而，虽然上述研究人员对答题顺序与成绩的关系进行了

定性描述和分析，但截止目前，还未见二者关系的实证和

定量研究报道。基于此，本文以兰州市各校的中学、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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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和访谈，对 465 名学生的

答题顺序和考试成绩等情况进行分析，以为探究考试成绩

和答题顺序的关系和提高教学管理质量提供思路和方法。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以兰州市不同学校的初中生、高中

生、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其性别、教育背景、答题顺序

（包括 A、按题目顺序；B、从难到易；C 从易到难；D、

逆序。）和英语成绩进行了调查，因为中学阶段和大学阶

段英语考察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一致。本次收回有效问卷

465 份，其中初中生 110 份，高中生 120 份，大学生 235

份。 

2.2. 分析方法 

应用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样本均数间的比较采用 t

检验，构成比差异用列联表 X2 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P＜

0.05。 

3. 结果 

3.1. 不同答题顺序的平均分及成绩分布 

不同的答题顺序对成绩有一定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统计检验，以减少抽样误差

（表 1）。 

由表 2 可知，选项 A 的平均分显著高于选项 C 和选项 B，

表明选择 A 选项能让学生取得更高的考试成绩，而选择

选项 B 和选项 C 的学生考试成绩无显著差异。 

表 1 不同答题顺序对成绩的影响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选项 Sig Sig（双侧） 

A 与 B ＜0.05 0.004 

A 与 C ＜0.05 0.027 

B 与 C ＜0.05 0.022 

表 2 不同答题顺序的样本数和平均分 

选项 样本数（N） 平均分 

A 257 72.78±14.25 

B 190 69.23±12.15 

C 16 69.93±9.82 

注：A 表示按题目顺序答题；B 表示

从易到难；C 表示从难到易 

选择 A 选项的人数在 70-79 分段的人数最多，有 93 人；

选择 B 选项的人数在 60-69 分段的人数最多，有 67 人；

选择 C 选项的人数在 70-79 分段的人数最多，有 6 人。选

择 A 选项、C 选项的学生考试成绩主要集中于中上水平

（70-79），选择 B 选项的学生成绩主要集中于中下水平

（60-69）（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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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答题顺序的考试成绩分布 

A 表示按题目顺序答题；B 表示从易到难；C 表示从难到易；D 表示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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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性别、年级影响答题顺序 

465 名受试者中，男生 234 名，女生 231 名。选择 A 选项

的女生有 170 名，占选项 A 总人数的 66.1%，男生有 87

名，占选项 A 总人数的 33.9%；选择 B 选项的女生 55

名，占选项 B 总人数的 28.9%，男生有 135 名，占选项 B

总人数的 71.1%；选择 C 选项的女生有 5 名，占选项 C

总人数的 31.3%，男生有 11 名，占选项 C 总人数的 68.7%；

选择 D 选项的男生 1 名，女生 1 名，各占选项 D 总人数

的 50.0%。女生选择 A 选项所占的比例最高，而男生选

择 B 选项的比例最高，且女生考试成绩的平均分高于男

生（表 3、表 4）。 

表 3 答题顺序和性别之间的关系 

 A B C D χ2 P 值 

男 87 135 11 1 62.72 ＜0.05 

女 170 55 5 1   

合计 257 190 16 2   

A 表示按题目顺序答题；B 表示从易到难；C 表示从难到易; D 表示逆序 

表 4 男女生考试成绩的平均分 

分组 平均分 

男 68.25 

女 70.83 

 

不同年级的学生在答题顺序的选择上具有一定差异，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就年级来说，选择 A 选项的

学生中，高中生人数所占比重最大，初中生和大学生次之；

选择 B 选项的学生中，大学生人数所占比重最大，初中

生和高中生次之；选择 C 选项的学生中，大学生人数所

占比重最大（表 5、表 6）。 

表 5 不同年级的答题顺序选择的差异性 

分组 χ2 P 值 

初中与高中 41.27 ＜0.05 

初中与大学 22.43 ＜0.05 

高中与大学 25.31 ＜0.05 

表 6 各选项间不同年级所占人数比重比较 

选项 各年级人数所占比重比较 

A 高中＞初中＞大学 

B 大学＞初中＞高中 

C 大学＞高中 

注：A 表示按题目顺序答题；B 表

示从易到难；C 表示从难到易 

4. 讨论 

4.1. 答题顺序对平均分及成绩分布的影响 

研究表明答题顺序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12-13]。本研究

中，选择 A 选项的学生考试成绩的平均分高于 B、C 选

项的考试成绩，是因为这些学生节奏把握较好，掌握知识

比较扎实，能有效减少漏题等低级错误出现的概率，心态

较为平缓，能确保正常水平的发挥。选择 B 选项和 C 选

项的学生考试成绩的平均分无显著差异，表明 B 选项和 C

选项对学生考试成绩的影响相当。与学生个人喜好，所处

年级阶段有关，访谈发现有部分同学偏向于选择 C，但由

于一开始没有解答出难题导致考试心态失衡，继而影响到

后续的做题节奏和心情，从而发挥失常、考试成绩较低；

此外，访谈中发现选择 B 选项的初中生因平时掌握基础

知识薄弱，在考试中不会的题目较多，只能选择相对简单

的做，而高中、大学阶段的同学选择 B 选项是因为题量

大、题目难度较高。然而，就考试成绩分布来看，选择 A 

选项、C 选项的学生考试成绩处于中上水平，这说明 A

选项（原因在前已说明）、C 选项有利于取得更高的考试

成绩，是因为选择 C 的学生大多数是能力较强、喜欢先

做有挑战的事情的同学[14]，也有一部分同学是认为自己

在考试最开始精力最好、记忆最清楚，最有可能答出难题

或者从难题中得到一部分分数。 

4.2. 性别、年级对考试成绩的影响 

性别差异对答题顺序的选择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学生的考

试成绩[15]。女生选择 A 选项的比例最高，且女生考试成

绩的平均分高于男生。这与目前国内的研究结果相似，但

与国外的研究有一定的区别，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女生的

考试成绩相对而言低于男生，这与我们国家的文化氛围及

考试对学生个人的重要程度有关[15]。本研究中，女生的

考试成绩整体优于男生，与兰君. (2016) [16]和 Aurah. 

(2017) [17]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与女生的性格等个人特质

有关，女生做题一般比较细心周道，大多数女同学都有正

确的学习动机、稳定的学习情绪、持久的学习行为和顽强

的学习意志[18-20]。另外，男女同学在获取知识途径的认

识上有所不同，女生更加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更适应卷

面考试[21-22]。男生通常粗心大意，没有顽强的学习意志，

且男生更注重实践，理论知识薄弱，使得其考试成绩的平

均分低于女生[23]。这也反映出女生尤其是当代女大学生

意识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可能遇到比男生更多的

困难，诸如就业立业、家庭负担等，通过提高考试成绩，

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以后激烈的社

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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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不同，学生心理活动不同，例如高中生会面对很多学

业压力，会因他们考试成绩的好坏产生焦虑的心理状态，

此时答题顺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考试成绩[24]。本

研究中，高中生选择 A 选项所占的比重最大，是因为高

中试卷对心态、答题技巧和综合能力的考查度较高，高中

试卷的出题顺序一般都是从易到难，重基础，无偏题怪题，

目的是让学生在考试中磨炼心智，提升其应试技能，培养

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25]。初中生选择

A、B 选项所占的比重较大，是因为初中学习的内容大多

都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试卷难度较低、题量较少，命题会

充分考虑到学生掌握内容的情况，让学生在考试的过程中

对问题额度解答有充足的自信[26]。学生一般会按照从小

养成的习惯选择 A 选项或 B 选项，访谈中发现有部分同

学认为考试题量较大或者难度较大时，就会选择 B 选项，

保证基本分。大学考试侧重于学生对具体学科的知识体

系、技能水平以及基于学科知识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动手能

力的考察[27]。大学生选择 B、C 选项所占的比重最大，

是因为大学考试时间相对充裕，且难题一般为计算量较大

或者书写较多的题目，因此很多同学就会采取先做简单题

拿到基本分再攻破难题的策略，避免在难题上花费过多精

力导致试卷做不完或心态失衡等问题的发生，大学的教学

特点也导致部分学生在考试前不会全面复习，在考试时会

直接跳过某些题目。 

5. 结论及建议 

由调查问卷结果可知，按题目顺序答题和从难到易的学生

考试成绩平均分更高。在性别差异因素研究中，66.1%的

女生选择按顺序答题，71.1%的男生选择从易到难且女生

的考试成绩平均分高于男生。在年级因素研究中，高中生

选择按顺序答题所占比重最高，大学生选择从易到难答题

顺序所占比重最高，初中生选择按顺序答题和从易到难所

占比重较大。  

按题目顺序答题更有利于学生提高考试成绩，选择从难到

易的答题顺序虽能提高考试成绩，但不适合基础一般，学

习成绩比较普通的学生。因此，笔者建议在选择答题顺序

时应按顺序答题以便于在重要的考试中确保正常发挥甚

至超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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