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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以土地交易样本作为监测样本进行城市地价变化监测与分析的新方法 , 通过时序监测样本的

Voronoi图 , 分析城市土地市场的热点区域和发展趋势 , 采用主要交通干道作为特征剖面曲线对两个时点的地

价变化值的等值线进行空间分析 ,确定地价突变区域作为城市基准地价更新资料调查的主要范围 , 并以武汉

市 2000 ～ 2003 年的城市地价变化为例 ,分析验证了上述方法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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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地价时空变化与监测

城市地价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时空复合过

程。城市土地价格具有时效性 、空间性。时效性

是指具体地块单元的地价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而空间性除土地位置的固定性外 ,还表现在由地

价突变增长点或城市中心带动周边区域土地价格

呈波动上涨的趋势。

如图 1所示 ,城市空间格局演变意味着地价

影响因素的变化 ,整体上导致地价空间分布和地

价与影响因素相关关系的动态变化;对个别地块

而言 ,则导致该地块地价水平上涨或下降。

图 1　城市地价变化的时空复合过程

Fig.1　Space-T ime Evolving Process

of Land Value in Urban

城市地价的变化监测是分析从时间状态 t 1

～ t 2城市地价空间分布和数量上的变化。由于宏

观经济指标对地价影响的独立性 ,宏观经济因素

在 t 1和 t 2上对城市地价影响的差异可以通过指

数修正的方法消除。传统的数量分析模型现已被

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国内各城市的地价评估工作

中。但单纯的数量分析模型存在如下缺点:①忽

略了空间区位的固定性与独特性对地价的影响 ,

不能反映城市土地市场动态演变的空间过程及其

变化趋势;②无法识别土地市场变化的热点或敏

感区域 ,不利于政府对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③

由于空间演变影响城市地价的空间结构演变 , t 1

划分合理的地价统计区域 ,在 t 2则已经失去现实

意义 ,统计区域划分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简单的空

间分区统计比较方法已不再适用于基准地价变化

分析 。

2　地价监测的空间分析方法设计

2.1　监测样本的确定

传统方法采用定量 、定位 、定时的方法确定城

市地价监测样本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地

价监测点对城市地价变化的监测作用 ,但需要对

监测样本进行时点 t 2的地价评估才能进行监测

分析;并且监测样本设置位置的固定性不能反映

不同时点上土地交易发生的空间分布趋势。因

此 ,采用时点 t 1和 t 2之间发生的招标 、拍卖和挂

牌交易以及主要楼盘的土地交易资料作为监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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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结合时点 t 1的基准地价评估的成果 ,将两个

时点的地价分别修正为相同内涵的地价 ,进行地

价变化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分析 ,比简单的指数变

化监测更加详尽而合理。

2.2　基于 Voronoi图的监测样本空间分布分析

Voronoi图
[ 1 ,2]
由空间对象和与它们对应的

Voronoi区域组成 , Voronoi区域表示了平面上距

离某对象的距离近于其他对象的点的集合[ 3] 。

Voronoi图被广泛应用于描述空间近邻关系 ,实现

GIS中的空间近邻操作 、缓冲分析 、数据内插 、制

图综合以及城市时空动态模型构建等[ 4～ 6] 。

地价监测点的空间分布和发生频度反映了城

市土地价格的空间演变规律。建立监测样点为空

间对象的 Voronoi图 ,样本密度越大 ,Voronoi多

边形面积就越小 ,如图 2 所示 。因此 ,可以根据

Voronoi多边形的形状 、面积以及空间位置 ,分析

样本分布的密度和均匀状况 ,勾绘出样本影响的

主要覆盖区域 。另外 ,可以利用不同时序的交易

样本的 Voronoi多边形分布情况分析城市土地利

用的空间演变趋势。利用样本的 Voronoi 分析 ,

可以弥补单纯的数量统计方法在城市地价空间结

构演变分析方面的不足。

图 2　监测样点 Voronoi图与空间分布范围分析

Fig.2　Voronoi Diagram Applied in Analyzing the

Ex tension of Monitoring Sample' s Spatial Distribution

2.3　基于地价差值等值线的地价突变区分析

2.3.1　地价差值等值线

地价监测点 Pi(xi , yi , z i)是类似高程点的离

散点 ,因此 ,可以借助数字高程模型中的等值线来

分析两个时点城市地价变化的空间规律 。通过地

价差值等值线的疏密状况和等值线值的大小来反

映土地价格的变化趋势及地价变化大小的程度:等

值线值高 ,表示地价变化大;反之 ,则变化小。等值

线密集区表示该地区地价突变明显 ,可能属于城市

边缘地区或新建城市开发区;反之 ,则属于平缓区。

2.3.2　地价突变变化区范围确定

城市地价变化区域分为突变和平稳变化区

域。地价平稳变化区域主要是由于影响城市整体

地价水平的因素 ,如物价 、供需状况等变化所导致

的 ,其变化幅度与当地的房价指数变化基本保持一

致;地价突变区域是指由于城市规划或者规划实施

以及其他因素发生变化导致土地级别发生变化 ,使

地价变化幅度比周边区域土地地价变化幅度有很

大差异 ,地价呈非线性变化或局部突变现象。

地价突变区是确定城市基准地价更新重点调

查区域的主要依据 ,地价突变和平稳变化在空间

上往往交织在一起 ,是相对于反映城市地价整体

变化水平的房价指数或地价指数而言的 。但是由

于地价指数需要对反映城市总体水平的基准地价

变化进行统计获取 ,因此 ,不能简单地采用地价或

房价指数作为评判地价变化是否突变的数量标

准。本文主要通过分析特征剖面曲线的方法获取

突变区域边界点的方式来划分地价突变区。

分析地价突变时 ,主要对地价差的等值线沿

主要交通干道作剖面线 ,将剖面线上的所有特征

点连接而成的剖面曲线 。如图 3 所示 ,点 1 、2 、3 、

4 、5 、6分别为特征曲线 L 上的 6 个特征点 ,点 1

处的地价变化最大 。图 4是沿特征曲线 L 方向

的特征剖面在坐标系中展开的剖面线图 。

图 3　地价差等值线上的特征点和特征曲线确定

Fig.3　Characteristic Points and Lines of Isolines by

Land Value' s Difference Between Tw o T ime Points

图 4　特征剖面曲线与地价突变点确定示意

Fig.4　Break Points from the Curve Line

of Characteristic Sections

地价突变区的确定主要根据各特征剖面曲线

上相邻特征点间的剖面坡度来确定 。首先计算各

主要交通干道上地价最高点到地价最低点之间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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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方向的平均坡度 g ,作为判定地价是否突变

的域值 ,当特征剖面曲线上的相邻特征点 T 1和

T 2间剖面坡度 G 的绝对值大于域值g 时 ,则将特

征点 T 1(G >0)或 T 2(G<0)作为突变区域的分

界点 ,如 P 1和 P 2就是特征曲线上两个地价突变

点。然后 ,将通过地价最高点的所有特征曲线上

的地价突变点连接并进行封闭 ,就获取以该地价

最高点为中心的城市地价变化的突变区域。

采用沿主要交通干道的特征剖面曲线确定地

价突变点 ,获取对所有以类似于点 1 的极值点为

中心的地价突变区 ,能够较好地解决地价空间异

向分布对样本插值影响所带来的误差。

3　武汉市地价变化监测分析实例

本文收集了 2000 ～ 2003年间武汉市市区招

标 、拍卖 、挂牌交易以及市区主要楼盘的住宅用地

交易资料共 409 例 ,有效样本 354例 。按照上述

的方法对武汉市地价进行分析验证 。

3.1　监测样本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空间位置获取地价监测点 2000年定级

因素的总分值 ,并利用总分值和地价关系模型计

算监测点的标定地价 。将监测点实际发生地价修

正到基准期日(2000年)、标准容积率 2.0 以及最

高使用年限 70年以上 ,保证监测点的修正地价与

标定地价内涵一致。将监测样点修正与标定的地

价按照§2.3.1中的方法进行计算 ,获得 2000 ～

2003年样本地价变化值 ,统计如表 1所示 。

表 1　2000～ 2003年武汉市各级监测样点

分布与地价变化统计

Tab.1　Monitoring Samples from 2000 to 2003

土地等级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样点数目 27 86 126 61 22 14 18

变化均值/(元·m-2) 149 881.2 245 62 -16 184 841

变化幅度/ % 5 35 13 6 -0.5 36 67

由《武汉房地产统计年鉴》得知 , 2001年第 4

季度至 2003年第 2季度 ,武汉市房地产指数变化

约为7.54%。由表 1分析可知 ,2000 ～ 2003年度武

汉市地价稳步增长 ,去除建材价格略为上涨的影

响 ,Ⅰ和Ⅳ级土地价格涨幅与房价涨幅基本持平。

与2000年相比 ,武汉市市区地价突变区变化重点

集中于Ⅱ、Ⅵ 、Ⅶ 级区域 ,其中Ⅱ级地的地价增长主要

是由于武汉市近期加大了旧城改造的步伐 ,从而导

致其地价较其他级别的突变增加;末级地域的土地

成本较为低廉 ,随着环境 、市政的改善 ,地价大幅度

上涨 ,特别是沌口开发区 ,由于 2001年来工业企业

资金的注入以及江汉大学分校的建立 ,带动了该区

域的地价上涨 ,地价变化基本与实际符合。

3.2　土地市场的空间变化时序分析

将监测样本按照 2000 ～ 2003四个年度归类 ,

采用 §2.2 的方法分别绘制 4 个年度样本的

Voronoi图 ,并按照设定的 Voronoi图面积阈值对

样本进行分布密度的筛选 , 得到武汉市 2000 ～

2003年度土地市场的空间分布的时序图(图 5)。

由图 5中各年度样本 Voronoi图分布的密度

和轮廓 ,分析武汉市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区域和空

图 5　2000～ 2003年武汉市土地交易市场时序空间演变图

Fig.5　Spatial Evolution of Land Deal Market in Time Sequence from 2000 to 2003

间演变趋势为:2000年 ,土地交易样本最密集的热点

区域主要集中在商业最为发达的中山大道 、步行街

为中心的区域;2001年度 ,土地交易较 2000年总体

轮廓向外有所扩张 ,除了上一年度的样本最密集地

区即汉口江汉北路以北 ,由于拆迁改造工程的实施 ,

武昌积玉桥也成为新增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热点;

2002年度 ,鲁巷广场和东湖成为武昌新的增长点 ,汉

阳区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 ,房地产市场开发也加大

了力度;到 2003年 ,武汉市住宅用地空间布局表现

出来的离心扩张现象进一步加强。总体来看 ,从

2000～ 2003年武汉市住宅用地交易空间演变分析反

映出城市居民对住宅需求的观念已经由原来的简

单 、便利和繁华向追求宽松环境的区位转变。

3.3　地价重点变化区域的确定

笔者选取了武汉市的 7条主干道作为武汉市

住宅用地地价变化的特征剖面曲线 ,计算从地价

最高点到最低点沿道路的单位距离地价变化的平

均值 Δv ,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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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武汉市住宅用地地价沿主要干道变化的坡度统计

Tab.2　Gradient of Residential Value Along Main Roads in Wuhan

道路名称
最高点及地价/

(元·m -2)

最低点 1及地价/

(元·m-2)

Δv 1/

(元·m2)

最低点 2及地价/

(元·m-2)

Δv 1/

(元·m2)
建设大道方向 新华路:2 190 建一路:1322 0.140 二七路:1 317 0.173

中山大道方向 江汉路:3 394 黄埔大街:1 014 0.595 长堤街:1 699 0.377

解放大道方向 武汉广场:2 961 工农路:667 0.191 丹水池:537 0.195

武胜路青年路 武汉广场:2 961 机场路:1 074 0.226 江汉桥:2 211 0.375

汉阳大道方向 汉阳商场:2 540 麒麟路:842 0.447 拦江堤路:1 558 0.755

鹦鹉大道 汉阳商场:2 540 江汉桥:1 365 0.900 鹦鹉大道:503 0.270

武珞路 中南路:2 027 东湖东路:889 0.189 7 临江大道:1 849 0.044 5

　　按照§2.3.2 中的方法 ,用各主干道的 Δv

作为其特征剖面曲线上地价变化突变点确定的阈

值 ,最后确定的地价突变区结果如图 6所示。

图 6　基于地价差等值线的武汉市 2000～ 2001 年

地价突变区分析

Fig.6　Break Region Analyzed by Isolines of

Land Value' s Difference from 2000 to 2003

3.4　地价评估应注意的问题

综合比较图 5 中的房地产开发热点区域和

图 6中的地价突变区域可以看出 ,地价突变区就

是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区域 ,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区

域与武汉市近期的 10 大重点规划实施区域极为

吻合 ,规划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价 。目前的

基准地价评估中 ,往往是将规划因素与现状因素

对地价的影响置于同一个层次进行分析 ,极大地

削弱了规划因素的影响。因此 ,建议在城市基准

地价评估中 ,将规划因素和现状因素与地价的关

系放在时间维上的两个点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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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邻近性或影响度的缓冲区分析 ,能够更加合

理地确定道路的影响域 ,是对道路的空间特性进行

度量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街区

块面积大小 、街区块的最大进深 、平均进深等度量

指标来扩展道路网络的分析 ,克服道路长度 、路网

密度等指标描述的交通区域平均性和不确定性的

缺点 ,为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交通道路规划和微观

的道路状况分析等提供新的思路和定量解决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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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for Plotting the Affected Area of Urban Roads

Based on Spatial Comp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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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deficiencies of t raditional buf fer applying to the affected area of the road ,

a method based on spatial competing is designed to plot net poly.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near

regions is established.According to the g rade of the road , we use the g ravi tation model to do

spat ial analysis and to plot net poly.Then w e plot the affected area of the road.S treet block from

plo tted net poly by buffer and by spat ial competing are compared.The result show s the method is

reasonable.

Key words:spatial competing;af fected area of the road;net poly ;urban transpo r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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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the t rend of spatial change.The broken regions are plo tted by the section' s curve line of the

isolines along the main road.The method w as applied to analyzing the change of land value from

2000 to 2003 in Wuhan.It helps to overcome the deficiencies of t raditional quantity analy ses

model in land value monitoring.

Key words:spatial analy sis;land value monitoring;Voronoi diagram ;time sequence analysis

About the first author:TANG Xu , lecturer , Ph.D candidate.He is engaged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land gradat ion and valuation, and

applicat ions of GIS in land informat ion system.

E-mail:Tomas.tang@263.net

(责任编辑:　晓晨)

524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