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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学历 

博士（PhD） 美国普渡大学-教育学院          2019. 08 

 

工作经历  

 助理研究员                                                                2019. 10-今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科研经历  

[3] 科研助理                                                                  2018. 09-2019. 08     

 美国普渡大学-荣誉学院院长办公室 

[2]  项目核心成员                                                  2015. 08-2018. 01 

 美国普渡大学（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NSF #1238140; NSF #0963621等）                    

[1] 项目核心成员                                                  2014 夏季学期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由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资助 ：NAEP-TEL项目） 

 

近年期刊论文 

[7] Li, T. (submitted). Exploration of a Bayesian updating methodology on the data in a newly 

developed computer-based assessment. 

[6] Li, T. (accepted). A note on computing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n 

Meta-analysis 

[5] Li, T., & Traynor, A. (2022). The use of cognitive diagnostic modeling in the assessment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ERA Open,  8(1), 1-17. 

DOI:https://doi.org/10.1177/23328584221081256 

[4] Li, T. (2021). Identifying mixture components from large-scale keystroke log dat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Quantitative Psychology and Measurement, 12(1), 1-11.  

DOI: 10.3389/fpsyg.2021.628660 

[3] Traynor, A., Li, T., & Zhou, S. (2020). Gauging uncertainty in test-to-curriculum alignment 

indices. Applied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33(2), 141-158. 

DOI:10.1080/08957347.2020.1732387 

[2] Li, T. (2019). A comparison between BMIRT and IRTPRO: A simulation study of a  

mult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11),  

865- 871. DOI: 10.12691/education-7-11-17 

[1] Li, T., Clase, K., Li, W., & Traynor, A. (2019). A bioenergy competency assessment too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Baltic Science Education, 18(2), 264 - 275. 

DOI:10.33225/jbse/19.18.264 

 

 



国际会议论文 

[1]-[8] 略 

 

课程教学 

[4]   高阶定量研究方法     （面向学术硕士和博士的专业选修课） 

[3]   学术研讨与报告会     （面向学术硕士的专业必修课） 

[2]   教育统计与计量          （面向学术硕士的专业必修课） 

[1]   学科教学法                   （面向专业硕士的专业必修课） 

 

学生评教结果 

2020级学生-专业前沿课-GE6012-学术报告与研讨会 

     （学院排名：1/37，全校排名：1/1740） 

2021级学生-专业必修课-EDU6007-教育统计与计量 

     （学院排名：1/37，全校排名：1/1740） 

        学生们的R语言绘图网站： https://sjtu.mysxl.cn/ 

        学生们的R语言代码网站：https://github.com/TingxuanClass 

 

人才培养 

[2]  2020. 09 -今      指导学术硕士学生2名 

[1]  2021. 09 -今      指导专业硕士学生2名 & 学术硕士学生1名 

 

获资助情况 

[4]  2019-2022         金额:  ¥100,000         上海交通大学新进教师科研启动资助 

[3]  2016-2018         金额:  $4,500           普渡大学-Office of Engagement 科研资助 

[2]  2017            金额:  $1,200           普渡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办公室会议资助 

[1]  2014            金额:  $500           美国统计学会会议资助  

 

其它学术 & 学校活动 

[2]  2020. 09 -今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学术硕士 B2035091班级班主任 

[1] 协助其他两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单位的学者编写一本书: 

Phillips, R., Brennan, M., & Li, T. (Eds.). (2020). Culture,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DOI: 10.4324/9780429489181 

https://pennstate.pure.elsevier.com/en/publications/culture-community-and-development 

 

职业协会会员 

[3]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2]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ASA)                                           美国统计协会 

[1] 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NCME)          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