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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分析现行基准地价回归建模的必要性入手 , 分析了建模存在的问题 , 研究了基准地价经济内涵 、模

型参数和影响因素层次的有关问题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准地价建模的新思路 , 并改进了基准地价修正系

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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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基准地价评估的过程中 ,基准地价模

型直接影响着城镇基准地价评估的结果 ,但在现

行的基准地价评估中 ,对地价经济内涵 、影响因素

层次及评估模型参数的对应问题研究不充分 ,从

而导致地价建模及因素体系的修正做法不尽合

理。因此 ,研究合理 、科学的基准地价评估模型建

立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城市基准地价回归模型分析

1.1　地价回归建模的必要性

从地价产生的本质可知 ,除了土地所有权的

垄断外 ,影响地价量的直接原因在于土地收益的

高低。由于土地固有的不可移动的空间特性 ,各

种自然 、经济 、社会要素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在不

同的地域空间上形成优劣差异的区域 ,使得同类

行业在不同的区域上获得的经济收益会有显著差

异 ,不同行业在同一位置上的经济收益也会相差

很大 ,这种差异性反映了城镇不同土地类型的使

用价值和收益水平 ,从而在空间地域上形成土地

级别差异和地价水平差异 。

基准地价获取的途径有 3种:①用样点地价

评估区域或级别基准地价;②建立样点地价和土

地级别数学模型 ,评估级别基准地价;③建立样

点地价和土地定级单元总分值数学模型 ,评估级

别基准地价。由于地价相关的交易发生具有其明

显的经济特征 ,因此不能像地形特征点一样可以

在一定尺度控制下进行加密调查。地价样本采样

必然具有的缺失性特点限制了第一种方法中简单

的样本均值 、众数值和中位数等地价模型使用;同

时由于地价应用的微观化趋势 ,使得第二种评估

技术路线显得不够精细;而第三种方法研究地价

与土地区位的相关性 ,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克服

了地价样本的缺失性特点 ,同时也比较精细 ,适应

于地价微观化管理的需要 ,因此成为当前城市地

价评估的主要技术途径。

1.2　基准地价回归模型参数分析

由于定级分值与地价都是反映土地质量的量

化指标 ,所以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数量关系 ,

这样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就可通过定级分值换算修

正得到地价。城市土地基准地价评估第三种方法

的基本思路为:在土地定级的基础上 ,分用途建立

样点地价和样点的因素总分值数学关系模型 ,对

模型进行可靠性检验 ,利用数学模型计算评估单

元的基准地价 。现行城市基准地价评估常用数学

模型有线性模型和指数模型。

对于线性模型 ,有:

Y n =a +bx n (1)

式中 , Y n为第 n 个土地交易样点地价;x n为第 n

个土地交易样点所在定级单元总分值;a 为常数;

b 为级差系数。

对于指数模型 ,有:

Y n = A(1 +r)x n (2)

式中 , Y n 、x n含义同前;A 为常数;r 为级差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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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模型中 , xn的变化范围是 0 ～ 100 ,当

x 为 0时 ,即评估区域内有差别的区域条件对该

用途地块的影响为 0时 , Y 等于 A ,此时 Y 对应

的就是区域条件最差的地块的地价;当 x 等于

100时 , Y 对应的就是区域条件最好的地块的地

价。

可以看出 ,无论是线性模型还是指数模型 ,当

有差异的区域因素影响为 0时 ,其地价都不为 0。

线性模型中的 a 和指数模型中的 A ,其经济含量

都对应于绝对地租及其他无差别区域因素带来的

地价影响之和 。当然在不同用途的不同模型中 ,

该常数的取值范围也会有所变化。

以往在建立地价评估回归模型时忽略了对模

型中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及对应的值域的认识 ,其

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区分清楚地价经济内涵的详

细构成及其与模型变量的对应性。

2　评估回归模型变量对应经济内涵
剖析

2.1　地价内涵与因素层次的对应关系

地价影响因素按照不同层次分为一般因素 、

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城市在整个国家 、地区中

的社会 、经济环境归为一般影响因素 ,具有普遍

性 、一般性和共同性 ,决定了城市的最低生产力 ,

从量上决定了城市绝对地租的水平 ,在一个城市

范围内是个常数 。区域因素影响是基于一般因素

基础之上的 ,其影响范围是城市中某个区域 ,是土

地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 、行政因素相

结合形成的地区特点所影响的地价影响因素 ,是

级差地租 Ⅰ产生的基础。个别因素应该表现为在

区域因素条件基础上的个别性 ,在地价含量中表

现为级差地租Ⅱ等经济含量。

在选择土地定级因素时 ,要满足主导性原则

和差异性原则 ,要求定级因素要能充分体现土地

的区位差异。土地级是分析有差异区域因素的结

果 ,用以反映各类用地的适宜性级别在空间上的

分布形态。而从基准地价定义上来分析 ,基准地

价是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 Ⅰ之和 ,是一般因素和

区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比较定级因素和估价

因素可以看出 ,估价因素包括了所有的定级因索 ,

定级因素是估价因素的子集。因此将定级分值换

算修正到地价时必须考虑地价内涵与影响因素的

对应关系 。

城市土地价格 、地价影响因素以及模型参数

关系如图 1所示 。

图 1　因素层次 、土地价格与模型对应关系

Fig.1　Cor responding Relation of Factor

Hierarchy , Land P rice and Model

2.2　地价经济内涵的通用模型

参照图 1 ,结合模型参数经济涵义 ,在同一城

市内通过定级分值换算修正到地价的一般通用模

型关系可用下式表达:

Y = f(x)+B +C +δ (3)

式中 , Y 表示地价;x 表示定级分值 ,是由评定区

域因素确定的定级分值;f(x)反映有差异区域因

素对应的地价与定级分值 x 之间可建立的函数

关系 ,在 B +C 的基础上呈线性或指数形态变

化;B 表示绝对地租量 ,是城市地价最低值 ,相当

于高程起算面;C 表示区域因素影响体系中无差

异部分因素对应的地价部分;δ是一个随机项 ,表

示个别因素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样本相对于模型

曲线的偏差。

3　城市基准地价评估模型改进

3.1　基准地价评估模型新思路

由于土地定级考虑的是有差别的区域因素 ,

所以建模时应用该部分因素对应的地价来和定级

分值建立关系 ,即使用剔除绝对地租量及非差异

性区域因素含量的地价 ,将与区域无差异条件对

应的地价初始量扣除后再与定级分值建立回归模

型。由此 ,分用途基准地价与定级分值的统一关

系可用下式表达:

Y = f(x)+K (4)

式中 , Y 表示基准地价;x 表示定级分值 ,是由评

定区域因素确定的定级分值;K 是城市地价最低

值 ,表示绝对地租量及定级未考虑的其他无差别

区域因素对应的地价成分 。作为城市地价的起算

基础 ,在建模时应从地价中扣除。相当于公式(3)

中的 B +C;f(x)在 K 的基础上呈线性或指数形

态变化 ,符合一般经济规律 ,无需证明。

新的建模思路应遵循以下步骤 。

1)划定评估区域 ,确定 K 的含量。其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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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绝对地租的含量 ,成本学派的古典区域论根据

企业生产成本最低来确定企业的最低区域 ,将城

市绝对地租作为工业生产总利润的扣除[ 1] ;毕宝

德(1994)将城市边缘熟地价格作为城市最差级别

的土地价格对待估土地进行级差修正[ 2] ,而城市

边缘的农用土地征用价格及费用标准正是基于当

地农业生产力水平———平均亩产量来计算的 。所

以具体工作中 K 的含量 ,可以通过调查该城市范

围内征地费用 、土地开发费用和区域内无差异的

市政配套所需费用 ,再加上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

作为城市地价最低控制值。理论上讲 ,不同用途

的 K 值会有差异 ,差异来自不同用途因素因子体

系导致的无差异区域因素映射的地价含量不等 ,

另外不同用途用地条件下土地增值比例也会有所

差别 。

2)分离出有差别区域影响因素部分对应的地

价 Y -K ,用相应的定级分值与之建立回归模型 ,

方法参照旧模型建立从而得到函数关系f(x)。

3)求取地价时加上原来剥离的无差异部分 ,

使用公式 Y n =f(xn)+K 即可。

3.2　新模型应用实例分析

传统建模没有考虑影响因素 、土地价格和模

型参数的对应关系 ,由于没有意识到绝对地租及

无差异区域因素影响在地价中对应含量的存在 ,

所以对地价求取势必产生影响 。一般来讲 ,工业

和住宅用地适用于线性模型 ,商业用地适用于指

数模型 ,具体工作中采用何种模型主要还是根据

样点地价和样点的作用因素总分值之间的二维关

系图进行选择 。现实工作中 K 的存在对这两种

模型的影响是不同的 。下面对某城市定级估价数

据进行分析 ,自变量定级作用分变化范围为 0 ～

100 ,地价与作用分的关系模型曲线如图 2所示。

图 2　建模改进前后结果比较

Fig.2　Da ta Difference Betw een New and Old Models

　　图 2(a)反映的是对线性模型的影响。在某

城市地价评估中 ,按传统方法利用样点地价和定

级分值通过线性回归得到 a=418.07 , b=24 ,依

此建立的模型曲线为 Y =24 x +418.07;经调查

该市单位土地征地费用及土地开发费和区域内无

差异的市政配套所需费用总和估算为 221 ,即 K

值含量对应 221 ,扣除该部分所建立的模型曲线

为f(x)=24 x +197.07。可以看出 ,函数 f(x)

和函数 Y 是两条平行线 , Y =f(x)+K ,跟利用

f(x)加上剥离部分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因此 ,

对于线性模型 ,现实地价中绝对地租量及无差异

区域因素影响的考虑与否对于估价结果不产生影

响。

图 2(b)反映的是对指数模型的影响。按传

统方法利用样点地价和定级分值通过指数回归得

到 A =275 , r =1.03 ,依此建立的指数模型曲线

为 Y =275(1+1.03) x ;为简单起见 ,同样设该式

K 值含量对应 221(当然不同用途设定不同的 K

值标准应有一定差别),扣除该部分建立的模型曲

线为 f(x)=114.49(1+1.041) x ,用 f(x)加上

地价基准 K 就得到地价 Y k ==114.49(1 +

1.041) x +221。可见对于指数模型 , K 项的存在

会给估价结果带来偏差。由于这部分因素影响被

忽略而带来的建模误差 f(x)-Y 的作用分在 0

～ 100的区间内 ,如图 2(c)所示。

该建模思路还可以在实际工作中确定最末级

别基准地价时用作最低控制 ,因为 K 值基本上反

映的是生地变为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由于受实

验数据的制约 ,K 项的存在对指数模型的影响仍

需进一步定性定量研究。

3.3　建模新思路在编制基准地价修正系数中的

应用

由基准地价评估和利用基准地价系数修订法

评估宗地地价的原理可知两者是一个互逆的过

程。基准地价修正体系正是建立在基准地价与宗

地地价之间的一个系数关系。

3.3.1　建立因素修正的层次性

区位因素修正体系反映了基准地价对应级别区

域内各区位因素的平均条件与其他条件下的对应关

系;个别因素修正体系反映基准地价对应的个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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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平均条件与其他条件下的对应关系。根据现行估

价规程 ,在以基准地价为基础构建的宗地地价体系

中包括区域因素修正体系和个别因素修正体系 ,两

者的地位是平行的。以商业用地基准地价修正系数

表为例 ,规程中将商业用地类型区、街道等级 、距中

心距离 、区域交通管制等区域因素和容积率、宗地地

质条件 、距公交站距离 、面积 、进深 、街角地等个别因

素置于同一层次。而事实上 ,从区域因素和个别因

素所处的层次及在定级中所起的作用来看 ,两者的

地位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由图 3看出 ,求取宗地地

价必须遵循定级估价过程的互逆性 ,先进行区域因

素修正再进行个别因素修正 ,即以一般因素条件下

决定的级别基准地价为基础 ,经过宗地区位条件修

正和个别条件修正得到宗地地价。

图 3　定级和估价过程的互逆性

Fig.3　Interrelation of Land Grading and Valuing

3.3.2　尊重定级估价过程的互逆性

由于级别是各地价影响因素的综合反映 ,基准

地价评估模型建立了地价与级别的关系 ,因此 ,可

从基准地价评估 、土地定级流程和部分结果逆推来

编制宗地地价区位因素修正表 ,即采用模型逆推法

编制修正系数[ 3] 。本文研究发现 ,编制基准地价因

素修正体系时应在剥离前述 K 的含量的前提下进

行。在进行区域因素修正时 ,也应选取土地定级的

定级因素体系作为宗地地价的区位因素 ,以专家打

分计算的定级因素权重作为宗地地价区位影响因

素权重。这种编制修正系数的方法尊重了定级和

估价这两个互逆过程的影响因素体系的一致性 ,维

持了定级估价模型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

4　结　论

基准地价在城市土地市场管理中的作用日益

加强 ,目前其作用已从单纯的宏观上的地价调控

逐渐深入到微观地价管理中来 ,因此精确和科学

地建立定级估价模型显得日益重要 。本文提出了

先剥离出非区域差异影响然后建立定级估价模型

的新思路 ,并对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进行了修正

系数编制和修正程序的改进 ,与原建模方法 、评估

流程相比 ,更科学 、合理 、精确 ,更符合经济原理 ,

完善了估价程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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