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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土地评估系统中评估知识紧密结合模式和松散结合模式的缺点 , 采用评估知识库作为专题数据

与程序的接口 ,对评估知识与数据实体的相互关系 、评估知识分类 、表达 、存储以及系统集成模式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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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基于 GIS二次开发建立的土地评估系

统中实现评估专业知识的系统集成主要有紧密结

合和松散结合两种形式。紧密结合形式多采用枚

举方式 ,将尽可能多的数据实体处理方法直接通

过程序代码实现 ,操作简便 ,但程序模块固化 ,使

得系统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较差。松散结合模式

主要将评估系统作为一个工具 ,利用知识库和推

理机制外在地支持土地评估。实现松散结合模

式 ,要求把各种评估专题数据转换为评估系统要

求的标准数据格式(如文件格式和属性内容),用

户针对不同的数据按照工作步骤选取相应的工具

进行分析。这种模式较为灵活 ,但用户操作较为

繁琐。本文针对两种模式的优缺点 ,分析土地评

估的专业数据与方法 ,设计评估知识库作为数据

与程序的接口 ,通过对知识库信息翻译并执行相

应的算法 ,实现土地评估知识与系统的有机集成。

1　目标对象与评估知识

分析土地评估数据实体 、专业知识及其相互

关系 ,寻求合理的知识表达方法 ,是建立知识库和

实现系统开放性的重要基础。

根据土地评估具体实践 ,评估中的目标对象

分为实体 、参数和算子 3 大类 。实体主要指与数

据实体相关联的结点 ,如用地类型 、定级因素等;

参数指定级估价涉及的政府或权威机构公布的相

关参数指标 ,如房屋重置价格标准 、土地还原利

率 、银行利率等。将对实体目标进行分析的方法

归类 ,并用程序实现形成算子 。

评估知识是对评估实体进行描述 、运算 、分析

等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和专家经验等 。评估知识主

要分为描述性 、推理性和过程性等知识 。描述性

知识反映实体的属性 、特征 、指标及形态等静态的

描述性内容 ,主要包括定性和定量描述两类 。推

理性知识是专家经验和评估专业结合的体现 ,是

对描述性知识或过程性知识分析结果的推理 。过

程性知识主要针对具体任务而归纳总结技术流

程 ,是土地评估总体或者局部的技术流程的表现。

评估知识与目标对象在土地评估系统中组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 ,两者的关系如图 1所示。

2　评估知识表达与存储

知识库是评估系统默认或用户设定的保存土

地评估知识的数据文件 ,主要采用面向对象方法 ,

模仿 AutoCAD 的 DXF 文件格式组织 ,分别按照

实体段 、数据库结构段 、数据标准化段 、参数段 、因

素功能分计算等方法段进行分段表达和存储评估

知识 。

2.1　描述性知识

描述性知识主要包括实体 、数据库结构 、属性

内容和参数变量 。实体段主要按照用地类型 、定

级因素 、估价样点等进行分类 ,保存其编码 、名称

及层次关系。数据库结构段主要保存与实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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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目标对象与评估知识关系图

Fig.1　Relations Betw een Evaluation Knowledge and Objects

联的数据库结构信息 ,根据土地评估专业数据的

要求 ,对实体属性数据库的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等

进行规定 ,按照一定的数据格式保存在知识库中。

数据库结构段的设置既可以保证属性数据库结构

与土地评估的资料调查表格一致 ,用户又可以按

照自己的需要定义数据结构和数据模型 。属性内

容段主要是对属性字段内容进行列举 ,以便对字

段内容的输入进行限制性控制 。如武汉市的商服

中心因子数据库的“等级”字段只能采用市级 、区

级 、小区级和街区级 4个等级进行描述 。参数变

量不需要进行任何计算就可以量化 ,具有独立性 ,

在知识库中作为单独的目标类进行定义 。

2.2　推理性知识

推理性知识是动态的土地评估知识 ,可以用

产生式规则
[ 1]
表示 ,即以“如果这种条件满足 ,就

应该采取对应操作”形式的语句来表示 。为了避

免推理知识应用的复杂化 ,土地评估系统采用程

序算子与知识翻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推理分析 ,

定性指标量化等简单的推断采用知识库方式 ,而

其他如土地级别总分值界限划分 、地价模型优化

与否等推断则采用程序算法实现。

2.3　过程性知识

过程性知识在知识库中主要表现为实体数据

与程序算子的接口 。按照对应算子的类型 ,过程

性知识主要分为变量求值型 、属性公式型 、过程组

合型和复合运算型 4种。

2.3.1　变量求值型

对需要通过空间分析等综合运算才能获得取

值的变量 , 如评估区总面积(TS)、因素总个数

(TN)、同级因素数目(SN)、上一级因素数目(PN)、

线状因素总长(TL)、同级线状因素长度(SL)等定

级因素分析相关的统计变量 ,按照表 1所示的对应

关系调用相应的函数分析获取变量值 。

表 1　变量求值型算子定义

Tab.1　Definitions of Variable A rithmetic Operato rs

目　标 变量 函　数

评估区面积 TS double_GetPara_T L()

因子总个数 TN double_GetPara_T N()

同级因素数目 SN double_GetPara_TS()

上级因素数目 PN double_GetPara_PN(int GradeNo)

线状因素总长 TL double_GetPara_T L(in t GradeNo)

同级因素长度 SL double_GetPara_SL(int GradeNo)

2.3.2　属性公式型
[ 2]

属性公式型主要指对属性数据库进行数学运

算的公式 ,其表达式编写规则为:“  ”作为数据

项分割符 ,“[ ] ”作为参数分割符号。

属性公式中共有三类数据项 ,其特点与取值

方法如下:①“ 字段名称 ” 。当字段值为数值型

如“ 总分值 ”时 ,则数据项直接取该字段的值;当

字段值为字符型字段如“ 交易形式 ”时 ,则按图

3的思路到知识库中根据其字段标准化的内容获

取对应的量化值作为数据项值。 ②“ 参数名称

[字段名称] ” 。如“ 物价指数[ 交易日期]  ” ,到

参数段中取出日期与数据库中对应记录的“交易

日期”字段值相等的物价指数作为数据项。

③“ 参数名称[ ] ” 。字符串中含有“[ ”和“] ”且

“[ ] ”中无字段名称 ,则表示一个具体的参数值。

如“ 土地还原率[ ] ” ,到参数变量段中取出“土

地还原率”对应的量化值作为数据项。

属性公式型主要针对实体数据库结构的不确

定性而设置 ,既可以解决人工操作数据库命令计

算地价的繁琐 ,又能保证数据处理分析模型的可

扩展和可修改 。

2.3.3　过程组合型

过程组合型主要是用于描述过程性较强的计

算模型 。在对实体的分析过程进行剖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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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对数据处理的最小过程或特征进行编码 ,并采

用位组合的方式来描述一个完整的分析过程 。

表 2为定级因素作用分计算的过程分解与编

码方案 ,算子由 7位编码构成 。如当商服繁华度

的因素作用分计算编码为“3121311”时 ,表示商服

中心是采用多边形表示其空间范围 ,作用分采用

同级取最高值 、多级功能叠加 ,按照空间直线距离

向外进行指数衰减计算 ,不考虑通达系数的影响 ,

其对土地级别的影响为正面。系统可以根据编码

组合调用相应函数 ,并且设置函数对应的参数变

量值进行运算。

表 2　过程组合型算子的位编码

Tab.2　Bit-codes of Progr am-Combined

A rithmetic Opera tors

位 目标　 编码及描述

1 因子类型 1点状因子 ,2线状因子, 3面状因子

2 分值叠加方式
1多级功能叠加(同级取最高值),
2所有因子影响取最高值 , 3所有
因子影响累加 , 4因素分值

3 相对距离计算方式
1不考虑距离 , 2 直线距离 , 3最短
路径 , 4最佳路径

4 影响方向 1向外 , 2向内(面状因子)

5 分值衰减方式
1无衰减 , 2线性衰减 , 3指数衰减 ,
4指数平方衰减 , 5线状平方衰减

6 通达系数影响 1无影响 , 2有影响

7 影响方式 1正面 , 2负面影响

2.3.4　复合运算型

评估知识互相补充 、互相调用。如在利用推

理性知识进行推理时 ,可能触发过程性知识的执

行;过程性知识运行时 ,有时会用到描述性知识作

为初始参数[ 3]等 。因此 ,在运算模型中 ,存在既

包括过程组合 ,又包括属性公式和变量求值型的

复合运算型算子 。如定级因素的规模指数计算模

型中 ,包括定性指标定量的推断及指标标准化的

步骤组合等。

3　评估知识库应用设计

3.1　数据实体层次组织

实体的层次组织可以解决评估体系开放性问

题 ,即可以设置不同的评估用地类型 ,灵活设置定

级因素体系和地价样本类型等 。这对适应不同城

市土地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

如图 2所示 ,引入工程概念作为 1级结点 ,2

级结点为评估用地类型 , 3级结点是与当前用地

类型相关联的各种专题类型结点 。1 ～ 3层结点

之间的层次结构在评估系统中用工程类的包含关

系实现 。4层以后的结点是第 3 层专题的实体元

素 ,其中定级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树状的层次编

码方式组织 ,所有叶子结点是连接具体计算的指

标层结点 ,称为定级因子;其他类型的实体元素主

要为并列的指标层结点。专题类型结点与其元素

之间主要通过其编码实现连接 。

图 2　城市评估体系的实体层次结构

Fig.2　Hiberarchy of Entities in Evaluation System

3.2　定性指标内容输入及量化控制

数据标准化是实现定性指标量化和进行自动

化计算处理的基础。由于土地定级估价资料来源

较多 ,指标描述纷繁复杂 ,属性指标描述既有定量

的又有定性的 ,同一属性指标的定性描述在不同城

市也不同。定性指标的自动量化问题成为限制土

地评估系统开放性的主要原因。为了对属性进行

描述 ,满足城市约定俗成或行业标准要求 ,同时便

于定性数据的量化和属性计算工作的自动化 ,避免

因素属性指标内容人工输入出错和对数据库进行

命令替换等操作的繁琐 ,评估系统必须实现数据库

结构和属性内容的用户化定义。

利用知识库属性内容段中字段值标准化的输

入内容及其量化值的对照关系 ,在土地评估系统

中按照如图 3 所示的思路 ,设计相应的界面对定

性指标内容输入进行标准化控制 ,并实现定性指

标定量化 。

3.3　过程分解与组合互逆

由于不同的评估数据实体的分析处理方法不

同 ,同一评估数据实体在不同的数据环境下有多

种处理方法 ,要求评估系统能根据因素影响方式

选择相应的作用分计算方法 ,对不同的样本和不

同的数据库结构设置相应的地价计算公式等 。同

时 ,系统功能的可扩展性要求可以根据用户或专

业领域的需要 ,在原有软件代码的基础上直接进

行扩展 ,而不是完全推翻重新开发[ 4] 。因此 ,在

进行系统设计时 ,应进行合理的功能解析与模块

划分 ,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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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据结构与指标定性描述关系以及输入标准化控制

Fig.3　Relations Between Data Structure and Standard Inputting of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图 4　过程的分解与多层次功能组合示意

Fig.4　Combination of De taching of P rocesses

and Multi-level Functions

对土地定级估价过程中所有的数据处理步骤按照

“可分解 ,可组合”的原则 ,将每一处理过程分解到

最小步骤 ,对全局的图形 、属性和参数变量以及具

有共性的算法步骤进行归纳 、分类和层次统一编

码 ,并根据最小目标原则设计相应的通用函数与知

识库中的过程性知识相对应。算子按照专业流程

分解的逆过程形成多层次的功能模块 。

自上而下的评估流程分解顾及了土地评估专

业技术流程在土地定级估价软件的自动化实现;自

下而上“堆积木”的程序组合方式又保证了系统功

能的可扩展性和目标算子的可选择性 。

3.4　评估知识翻译与算子连接

由于处理步骤与编码一一对应 ,过程组合型算

子可以根据编码直接调用相应的函数并传入参数

值进行计算。而属性公式型算子则将知识库中的

字符串表达式按照评估知识表达存储规则进行公

式分解 ,转换为程序可执行的计算表达式。具体是

在MFC的 CMapStringToOb 和 CTypedPtrMap类基

础上 ,定义 CMapVariabile 类和 CExpression 分别保

存公式变量值和公式表达式 ,实现字符串的变量映

射和计算公式中数据项与运算符号的堆栈 、翻译及

计算过程。

4　评估知识的系统集成

在土地评估系统中 ,按照评估知识库中的实

体层次关系来组织用地类型及其因素体系和估价

样点等评估体系内容;通过知识库中的数据库结

构来控制或验证实体数据库结构的有效性;通过

字段内容的标准化描述控制属性数据的输入内容

的有效性;利用知识库中推理知识和系统程序算

子结合进行定性指标量化 、定量指标无量纲化等

处理;按照图 5的流程进行样点地价计算 、修正和

检验;因素权重 、功能分和作用半径计算;通过评

价单元作用分计算和样点所在评价单元的地价计

算获取因素作用分(或总分值)和样点地价的数据

序列 ,利用一元回归 、多元回归或趋势面分析等方

法计算评估区域内所有土地的基准地价 。

评估系统流程和评估知识库关系如图 5所示 ,

通过评估知识的获取、翻译和算子调用与土地评估

的专业流程紧密结合 ,保证了土地估价流程的一体

化;通过系统对评估知识库的维护和扩展实现土地

评估系统的功能开放性 ,提高城市土地评估的效率。

5　结　语

评估知识库思想在宝安区城镇土地定级估价

信息系统中得到了实现 ,并在武汉 、宜昌 、佛山等多

个城市的土地定级估价工作中对系统开放性能进

行了验证。实践证明 ,通过评估知识库的设计应

用 ,系统在评估体系 、实体数据结构和专业算子等

方面实现了开放性 ,解决了城市评估体系的不确定

性 、属性指标描述的多样化 、实体处理方法流程的

复杂性对土地评估软件通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影响。

该研究成果将对专业化 ActiveX控件 、ATL 模板类

等通用软件包的开发和应用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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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评估知识与土地评估系统集成

F ig.5　I ntegrated Pattern of Know ledge in Land Evaluation S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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